
月上柳梢
王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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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夜

我们远离灯火阑珊处

觅一处僻野之隅

秋水泠泠

秋风习习

秋虫唧唧

远处山冈上不时还有野狼嘶鸣

就我和你

我们像野人那样追逐嬉戏

赤裸着思想与肉体

累了

觅一块硕大的石头

秋阳的温热还未褪尽

我们一下子躺在上面

头顶着头

嘘!!!

不要说话

我们看那月

如何爬上柳梢

难忘那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晓 潼

!!!!!!

又是一年中秋到! 市场上"

超市里 ! 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月

饼! 品种也极其繁多! 咸的"甜

的"苏式的"广式应有尽有!吃月

饼就像吃面点那样!再也不是什

么奢侈品# 然而!每每吃起月饼!

总会勾起儿时的记忆$ 因为穷!

记忆里中秋节吃月饼的次数是

极其有限的$

记得在我七岁那年!在外地

工作的小姨破天荒地给我家带

回了一盒月饼$ 包装也不像现在

月饼那样讲究!只是用桔黄色的

粗糙牛皮纸简单裹了一下!牛皮

纸上还有一张显示喜庆意思的

红纸!再就是用牛皮纸搓成的绳

子从四周系住$ 就是这样一盒现

在看来不入眼的月饼!在那个缺

衣少食的年代!被我们小孩子看

作是最高档的食品了!毕竟很少

见过月饼什么样子 ! 更别说吃

了$ 正因为此!小姨送来月饼那

会儿 ! 我和妹妹耐不住口水直

流 ! 眼睛直愣愣地盯住月饼不

放$

看到我们馋样 ! 母亲宽慰

我们说 ! 等到八月十五过节时

再吃吧 !反正就你们俩 !没人抢

的%%我和妹妹只好眼睁睁地

看着月饼被母亲放在篮子里高

高挂在里屋的木梁下 $没办法 !

因为离中秋节还有几天呢 !但

每天我和妹妹照例要看几遍篮

子 !生怕月饼没了 $

终于盼到了一年一度的八

月十五中秋节了$ 还没到晚上!

我和妹妹便早早站到屋梁下!就

等着母亲把月饼取下$ 在我和妹

妹不断的催促下!母亲终于搬来

了凳子 ! 准备给我们取月饼吃

了$ 妹妹急得不由自主地把小手

放到口中 !口水直流 !但眼睛始

终一眨不眨!紧盯着那个放月饼

的篮子$

然而! 等母亲取下篮子!人

一下子呆了 !哪还有什么月饼 !

只见包装月饼的牛皮纸也成了

纸沫沫 !不用说 !肯定是被饿极

了的老鼠给偷吃了 $ 母亲 &呀 '

的一声从凳子上跌了下来 !便

什么都不知道了 $ 可怜年幼的

妹妹 !见没有月饼可吃 !便放声

大哭$ 此情此景!父亲也不便责

备什么了 ! 只得抱起了痛哭不

已的妹妹%%夜深了!我还听到

母亲懊悔的叹息声 ! 还有妹妹

睡梦中的抽泣声%%

就这样!过了一个应该有而

没有吃到月饼的中秋节$

如今!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

已在小城里一个不错的单位上

了班 ! 家里的日子也宽裕了许

多!几乎什么口味的月饼都已经

吃过!至少吃月饼也不仅仅局限

在中秋节了$ 但每每吃月饼时!

我总会想起那年那个没有月饼

的中秋节!更多的还是那苦涩的

回忆$

仲秋夜!组诗"

徐桂荣

一

今夜"万籁俱寂"月光浩瀚

树影掩裹着啾啾虫鸣

在流风中荡来荡去

倦飞的鸟儿"能回巢的都回巢了

不能回巢的"亦收起所有的羽毛

眼睛望向同一个方向

父母高座"恩泽绵绵

如一轮圆月普照寰宇

也如一轮圆月"满头银丝颤颤

雪一样白"雪一样冷

今夜"请允许我关掉手机

褪却所有的身份#义务与责任

只依偎在他们的膝下

做一个小女儿

二

今夜"我频频举起相机

想拍下月亮"月光"月兔"嫦娥

想拍下星星"露水"树木"屋瓦

我还想拍下虫鸣"风声

墙外潺潺的流水$ 墙角下

小山羊毛茸茸的梦呓

一只儿雀在树影深处反哺

细语切切$ 我想把这一幕

也拍下来"以志%不忘旧德&

最后"将老母亲仅剩的几根青丝

拍下来"让它们以另一种方式

永远青下去"不再变白

三

今夜"我知道

母亲的仲秋"圆月依旧有缺

三弟在外打工"回不来

小妹嫁夫随夫"

守着夫君家的月圆"不能回来

可怜老母亲"白头望了又望

望了又望'

仅剩的几根青丝

悄然被月辉染白

今夜"我终于明白

二十多个仲秋夜

电话里笑语盈盈的母亲

夜夜守着的竟都是一轮残月

四

今夜"父亲依旧是地锅前

被哔哔啵啵的薪火烤得

发亮"发烫

慢慢冒烟的老火夫

他的风箱"比我的年岁还大

牙齿早掉光了' 噗噗嗒嗒着

四处漏风

父亲说"这是当年他成家时

爷爷给他的唯一家产' 已成

我家的一件老古董

有几次"我试着劝父亲起身

想接过他手中的燃火棒

拉一拉爷爷的风箱

但始终都没有成功

父亲老了

腿脚不再灵便

眼睛花了"耳朵也有些聋

他已不想将自己搬来搬去

只愿这样安静地坐着

安静地守着自己的烟火

五

今夜"爷爷依旧高居中堂

眉目含笑"银须飘然

爷爷"你这样笑着

有多少年了(

你这样注视着我

在一个小木框里"一小片纸上

这么近"又这么远

如中天皓月"只可缅怀

只可仰望

却不能伸出手去"抻一抻

你衣襟上的皱纹"拂去其上

新落的一粒微尘

那年中秋节
尚纯江

!!!!!!!"

年的农历八月十五那天

早上 !村里人还在吃早饭 !我骑

着借来的一辆自行车回到家里$

自从毕业到离家三十公里

的一所乡卫生院工作!我几个月

没有回家了$ 十四那天!我向院

长请了两天假!回家过中秋节$

还没有走进我家那个小院!

一股久违的"烙焦馍的香味便扑

鼻而来$

&娘!我回来了$ '

随着我的叫声!娘用围裙擦

着手从厨房走出来!边帮我卸车

上的东西 ! 边数落我 (&你刚上

班 !也没有多少钱 !买恁些东西

干啥$ 你大)爸爸的别称*把过十

五的东西都买罢了$ '

不过看得出来! 娘很高兴$

毕竟他的儿子能够挣工资了$

八月十五! 正是秋忙季节!

大和弟弟们都在地里掰玉米$ 只

有娘在家烙焦馍$ 娘一会儿擀面

一会儿烧锅 !手忙脚乱的 !弄得

手上脸上都是烟灰$ 我赶紧放下

手里的东西!帮娘烧锅$

我一边烧锅一边和娘说着

话$ 从娘的嘴里我知道今年又是

一个丰收年$ 娘感到很满足!脸

上一直漾着笑说着话!不觉间娘

把和好的面都烙完了$ 大摞大摞

的焦馍码在一个个馍筐子里!像

一座座山 $ 我最爱吃娘烙的焦

馍$ 娘做的焦馍里芝麻多!烤好

后酥脆焦香$

&这一小筐子是给你的!这

一筐子是给你大哥的$ 你哥家的

俩孩子最爱吃娘烙的焦馍$ '娘

说$

烙好焦馍!娘和我就开始做

晌午饭$ 晌午饭是冬瓜炖小鸡$

在我们老家!中秋节不但要吃月

饼+焦馍!也吃小鸡$ &八月十五

杀鞑子'$ 从元朝末年朱洪武八

月十五造反杀鞑子那时起!我们

家乡每逢八月十五!家家户户都

杀小鸡$

刚做好饭!大和弟弟就从地

里拉着一架子车玉米棒子回来

了 $ 我叫了一声大就赶快去推

车$

&回来过十五, 好啊!吃过饭

去地里拉玉米$ '大说$

&孩子刚到家 !让他歇歇再

干$ '娘说$

&不了!娘!我不累$ '我和娘

赶快把饭盛好$

大和他们洗了手!端过盛好

的饭就吃$ 我也赶快吃饭$

刚吃过饭!大哥也从城里赶

回了家$ 哥给大买了几瓶他最爱

喝的鹿邑大曲!以及娘最爱吃的

孔集烧鸡$

那天下午!我们全家是在紧

张的劳动中度过的$

待到西边天际的晚霞褪去

了颜色!一轮圆月便从东边的天

空升起$

这时!娘已经在老榆树下摆

了一个小桌! 上面摆满了酒"烧

鸡 "月饼 "枣 "梨 "苹果 "懒柿 "烘

柿"焦馍"葡萄"石榴$ 中秋赏月!

月饼是主角$ 那时!最好的月饼

是油酥月饼 !纯香油做的 !里面

有青红丝 "花生仁 "核桃仁以及

大粒大粒的冰糖 $ 吃起来酥酥

的!又甜又香$娘最爱吃$我买的

就是这种月饼$ 娘切开的月饼在

夜空里散发出诱人的香味$

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月

亮透过榆树在地上洒下斑斑驳

驳的光辉!蛐蛐儿在欢快地鸣叫

着$秋风微微地吹!有些凉意$一

家人一边吃着月饼!一边听大讲

朱洪武起义"听娘讲嫦娥奔月的

故事$ 娘讲嫦娥奔月时!我抬头

望了望月亮!只见圆圆的月亮挂

在夜空!把整个夜空照得一片澄

净!稀疏的星辰在月光里一闪一

闪的$ 仔细看去!月亮里面真的

像有一棵树! 有一个人在伐树$

娘说 !那个人是吴刚 !是天上的

大神!被玉帝贬到月宫伐桂花树

的$ 我说!那嫦娥呢, 娘说!嫦娥

是自己偷偷跑到月亮去的!没有

人和她过团圆节!这会儿正在房

子里哭呢$

娘是从旧社会里过来的人!

不识字$ 这些故事从我记事起!

就听娘讲 ! 而且每次讲都不一

样$ 但是我们每次都听得有滋有

味儿$

今年的中秋节就要到了$ 每

每此时!我就会想起那年的中秋

节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在一轮

月亮下 !边吃月饼边赏月 !多么

惬意啊$ 可是! 就在
!#

年的春

天! 在一个细雨纷飞的夜里!娘

不幸去世了$ 三个弟弟由大"大

哥和我分别抚养$ 从那以后!我

家再也没有过过一个像样的中

秋节$ 每逢佳节倍思亲$ 每每此

时 !我都会想起母亲 !想起那年

中秋节!以及那轮圆月之下的夜

晚$

童年的中秋节
马艳丽

!!!!!!

中秋节的月是一年中最美的

月!也是游子们&举头望明月 !低

头思故乡'的月$ 也许是承载了太

多的思念 ! 月亮显得是那么的

低-

望着垂手可得的月亮! 身边

又响起&杀羊羔!买羊皮.谁不玩!

耍赖皮'的嬉闹声$ 月是故乡明$

童年的中秋节让我贪恋的不是月

饼! 而是和小伙伴们在月光的庇

护下! 疯跑着玩杀羊羔和捉迷藏

的游戏$

也许是没有高楼大厦的遮

挡! 乡下的月亮总比城里的月亮

来得早. 也许是没有霓虹灯的争

辉! 乡下的月亮总比城里的月亮

明$

大人们把做好的饭端到院子

里!或饭场里$ 不用点灯!就边吃

边唠家常$ 农村的饭不像城里的(

又是炒+又是煎+又是炸 +又是汤

的那么复杂$ 通常是馒头一热!凉

菜一调就齐了$

我们小孩子由于急着想早点

出去玩!手拿馒头一掰+菜一夹 !

就在大人们的呼喊声中跑远了 $

没有人通知!没有人召集!是月亮

把小伙伴们聚集在一起$

年龄最大的开始布置方阵 $

低的站前面! 高的站后面! 都互

相拽着后衣襟接成龙一样的两

个队$ 两个龙头在前面攻击 !后

面的跟着龙头左右摆动$ 龙身子

断了一节!扑倒一片!哭声一片 $

没倒的顾不得扶起哭倒的! 仍接

着前面的和对方奋力搏斗$ 倒下

的就算输了!不能再接着游戏!只

能站在一边给自己的队友加油 $

哭泣的爬起来! 一边抹眼泪一边

还没忘给自己的队友喊加油$ 直

到最后!看哪个队剩的人多!哪个

队就算赢了$ 胜利的那一方就先

藏起来! 让输的一方找$ 为了不

让对方找到! 哪里犄角旮旯就往

哪里钻$ 那时已顾不得脏+ 也不

怕黑了$ 刚跳进猪圈里!猪一哼!

吓得我扒着土坯墙头往外翻$ 一

个屁股墩摔得我眼泪直打转也没

敢哭出声$ 爬起来又跑向一个麦

秸垛$ 平时麦秸垛背影处黑黑的

可以藏身! 今晚却被月亮照的四

周通亮$ 转了一圈也没找到藏身

处$ 抬头望望月亮! 旁边连一丝

云彩也没有$ 好想让她赶快像我

一样躲起来+或者早早回去睡觉$

月亮却眯着眼睛! 看着我偷偷地

笑$

正在我不知如何是好! 不远

处传来对方的喊话声(&藏好了没

有, 我们开始找了, '这一喊更让

我心急如焚$ 跑到邻居家的鸡窝

旁! 真想一头钻到鸡窝里去$ 可

惜- 口太小!钻不进去$

我像个被猎人追赶的小兔 !

四处乱窜$ 猛抬头看见了我家的

那颗梨树$ 有了!我跑过去抱住梨

树开始往上爬$ 刚爬到一半!就听

有人喊 ( &看见你了 ! 别往上爬

了$ '吓得我手一松!摔了下来$这

一回不光是抹眼泪了! 还哭出了

声$ 其实这哭声里有两层含义(一

是摔的实在是太疼了. 二是被俘

虏的失败感$

我们在大人们的呼唤声中解

散回家$ 小村庄立刻沉静了下来$

月亮挤进窗棂!贴近我的脸!

好像在给我擦眼泪$ 我在月亮轻

轻的抚慰中进入了梦乡$

分月饼
邝群英

我二哥在浙江打工! 站稳了

脚!在那里有了自己的公司!有车

有房!他把母亲也接过去多年了$

往年 !中秋节时 !我就给母

亲寄钱!让母亲想吃什么就买些

什么$ 前天母亲打电话说(&不要

寄钱了!想吃打的月饼 $ 打的月

饼个大!冰糖+芝麻多!里面放的

冰糖大似红枣!好吃$ '母亲深深

地吸了一口气接着说 !&打的月

饼 !好大 !好甜 !好香 !好好吃

呀$ '

中秋节是团圆节! 母亲想家

了! 想家乡的土月饼///打的月

饼$

我去邮局 !打听此事 !喜讯 !

今年能寄月饼!并且寄月饼免费$

把这好事告诉母亲! 母亲非常高

兴! 千里之外也能吃到家乡的月

饼$

按照母亲的叮嘱! 我给母亲

寄去两大包月饼$

母亲接到月饼!乐坏了$ 母亲

高兴地说(&寄来这么多月饼 !让

浙江的朋友也尝尝咱家乡的土月

饼$ '于是母亲打开包裹!拿出来

一个月饼!就去敲邻居的门$

&咚咚咚咚%%' 李老爹开

门!看到母亲热情地说(&大妹子!

快屋里坐坐$ '

母亲笑呵呵地说 (&不坐了 !

俺闺女寄来的月饼! 给您送来让

您也尝尝!家乡的月饼!好吃$ '

李老爹高兴地接过月饼$

母亲又回家! 拿着月饼楼上

楼下的跑着!敲开每一家的门!递

过去一个个月饼$

最后母亲拿着月饼! 送给看

大门的那三个保安$

母亲说(&孩子们! 你们远在

他乡打工!一定想家了吧!过团圆

节让你们也尝尝俺家乡的月饼$ '

保安接过月饼! 感动地热泪

盈眶!激动地说(&谢谢大妈$ '

小区楼上楼下的街坊邻居们

都说!这土月饼真好吃$

母亲听到很是高兴! 母亲在

家就有送月饼的习惯! 到浙江把

这种习惯也带去了$ 把一份幸福

分成若干幸福! 从而自己就能享

受到多份喜悦! 就如母亲经常说

的(施比受!更让人舒服$

送月饼
飞 鸟

!!!!!!

我那时还是个小学四年级的

学生$ 中秋节那天!我发现伙伴们

和我一样的快乐兴奋$ 教语文的

张老师给我们讲了嫦娥偷食仙丹

飞上寒月!独守凄凉的故事!我们

唏嘘不已$ 听完故事我想起自己

偷食&油炸老鸹头')一种面食*的

情景!脸暗暗红了$

张老师还说! 月饼在唐朝就

有了!是祭月的供品!到了宋朝 !

月饼已成亲朋好友间互相馈赠的

礼品了$

那天!学校提前一节课放学了$

我们欢呼着像小鸟一样飞回家$

夜幕降临$ 大大圆圆的银盘

慢慢地从淡蓝色的天空浮出来 !

母亲把盛着油炸花生+ 炒鸡蛋等

珍馐美味的盘子摆放在堂屋正中

的方桌上$ 其中一盘是切成小三

角的月饼$ 父亲拧开一瓶白酒!就

着花生米有滋有味地喝着$ 我迫

不及待地拿起馍! 夹着大块香喷

喷的炒鸡蛋!狼吞虎咽$ 母亲说(

&辉!快点吃!该出去送月饼了$ 好

吃的!都给你留着$ '

送月饼! 也就是托着一斤或

者二斤月饼! 给德高望重的老年

人! 或者平日关系比较好的人家

送去$ 那时! 月饼一般是半斤一

块!馅多是冰糖+花生!再夹杂一

些红玫瑰丝+蓝玫瑰丝)一种像线

段的红蓝物!嚼上去甜甜的!我如

今也不知它们是何种材料所制*$

月饼的圆心处大多点着一个艳艳

的大红点$

到了人家大门口!就大声喊(

&老西爷在家吗, 我给恁送月饼来

了$ '或者(&大爷在家没, 我给恁

送月饼哩$ '然后就会听到(&在!

在!是辉啊!好孩子!还想着恁爷

哩$ '或者(&在家!辉!吃饭没!来

吃点鸡蛋!恁婶炒得可香$ '我当

然不会吃!放下月饼赶紧告辞$ 过

不了多大会儿! 他们家就会来人

&还礼'$ 而且要比送去的多些!比

如月饼斤数多些! 要不就多个水

果什么的$

那时! 谁家也没钱一下子置

办所有要送的月饼$ 都是接到陆

陆续续&还礼'的月饼后!再去下

一家$ 有时候碰巧!自家的月饼还

会回来! 其间可能已经转过很多

家了$ 这没啥!送出去的是情!还

回来的是意$ 一送一还间!乡情浓

了!隔阂没了$

我最喜欢老西爷家的 &还

礼'$ 他女儿在省城工作!中秋节

会给他送一种精致的果馅月饼 !

软软的很好吃$ 老西奶又会烙一

种烙馍!薄+香+酥!上面粘着焦香

的芝麻!我到今天还觉得!它是一

种无与伦比的美味$

中秋节的夜晚! 我和伙伴们

都睡得很晚$ 送月饼结束基本上

是半夜了!再加上吃了很多美食!

肚子圆圆的!精神饱饱的!家人又

不怪罪!正好可以疯玩$ 好伙伴如

意说(&要是天天都过八月十五就

好了$ '我很有同感$

玩累了!都回家睡觉了$ 每个

人的梦里! 都有着一轮大大的圆

月!唇齿间还飘着月饼的芳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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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月儿圆"

家家户户乐团圆'

明月当空高高挂"

哪个游子不想家'

二老爹娘在乡下"

日夜操劳霜满发'

中秋佳节把儿盼"

子孙满堂是心愿'

您若有情情更浓"

一桌美餐热腾腾'

共赏明月吃月饼"

欢声笑语是真情'

中 秋
张新鸿

!!!!!!

儿时的中秋

月光如灯

我吃着娘做的土月饼

和伙伴在村子里玩疯

娘久唤不归

困了星星

醉了月亮

从戎十余载的中秋

月光如银

五湖四海

北调南腔

边关冷月长出思念的翅膀

睁大眼睛

紧握钢枪

和娘相聚的中秋

月光似水

我和娘分享着月饼

幸福的听娘讲村子里

东家短西家长

温馨怡人

源远流长

没了娘的中秋

月光如剑

我再听不到娘的絮语

我再看不到娘的脸庞

时光写满沉重的无奈

两行热泪

一脸忧伤

!!!!!!

日前"我市青年摄影家协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成功召开"来自

各条战线的会员代表
$&

余人参加了这一盛会' 会上"选举产生了新

一届青年摄影家主席团" 第二届青摄协主席由王勇同志担任' 市文

联#团市委有关领导出席了会议' )记者 沈湛 摄*

中
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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