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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土家月饼”
□王世虎
起来也更加清爽可口，而且很
合我们的味口。 先把和好的糯
米粉揪成大小相同的小团，并
擀成一个个圆饼，再把馅儿包
入面饼内， 挤压成月饼的雏
形。 馅儿的种类有豆沙、桂花，
还有花生仁的，上面再均匀地
撒上白芝麻粒，贴在自家的平
底铁锅上， 用文火慢慢地烤。
有时，心灵手巧的母亲还会用
小刀在月饼上“雕刻”出各种
好看的花纹和图案，来增加美
观性。
待到芝麻烤得发黄时，一
股糯米香与豆沙、芝麻等混合
成的诱人香味，瞬间就弥漫了
整个屋子， 直往人鼻孔里钻。
我们兄妹几个的味蕾早已蠢
蠢欲动，争先恐后地挤进了厨
房，虔诚而又激动地看着母亲
从锅里铲出一个个焦黄喷香
的月饼。“
妈，我要豆沙馅的。”
“我要桂花馅的。”“好，好。”母
亲笑着将热乎乎的月饼递到
我们手里， 并叮嘱道：“慢点

吃，小心烫。 ”接过月饼，迫不
及待地咬上一口，香味便直冲
入人的五脏六腑， 那滋味，浓
郁爽口，香醇细腻，沁人心脾，
回味绵长。
晚饭后，全家人围坐在院
子里的大槐树下，一边欣赏着
头顶的圆月，一边品尝着母亲
做的土家月饼，喝着父亲种植
的菊花茶，每个人的心中都溢
满了温馨与幸福。
大学毕业后，我留在了城
里工作，便很少再吃到母亲做
的“土家月饼”了。 每到中秋节
的夜晚，当我站在异乡仰望夜
空的那轮圆月时，才更加深刻
地体会到，小时候，能吃到母
亲亲手烤制出来的、浸透着母
爱的土家月饼，是一种何等珍
贵的福分和幸福！
其实， 在这个世界上，最
圆的那轮明月，一定在故乡的
上空，在游子的心中；最美味
的那块月饼，一定是用亲情做
皮，用爱做馅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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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月儿圆，中秋月
饼香又甜。 中秋之夜，皎月当
空，烹蟹赏菊，喝罢了团圆酒，
必定要尝一尝香甜醇美的月
饼。 中秋节吃月饼就像端午节
吃粽子、 元宵节吃汤圆一样，
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寄托
着亲友间的美好祝愿与深切
思念。
如今，市场上卖的月饼虽
然品类繁多，包装华丽，但高
昂的价格却让普通老百姓望
而却步，早已失去了其原有的
内涵和意义。 工作后，也吃过
不少名贵的月饼， 但在我心
中，最好吃的月饼，永远是母
亲亲手为我们烤制的“土家月
饼”。
我出生于神农架附近的
一个小县城，母亲是土生土长
的土家人， 她做月饼的手艺，
净得外婆真传，堪成一绝。 月
饼的饼是用糯米粉做成的，虽
说不像商场卖的那样酥软好
看， 但因为母亲揉拌得好，吃

分别时 不说再见
□罗涛
高中时代， 喜欢上了汪国
真的诗歌、三毛的散文、琼瑶的
爱情小说， 也算得上是一个热
爱文艺的青年。 感伤落花流水、
如血残阳；哀叹逝水流年、云卷
云舒，也曾“为赋新词强说愁”，
用诗歌表达青春的困惑和梦
想。 本以为，人到中年，世故了，
少了惆怅，多了成熟。 哪知道，
今年，儿子高考，在送儿子到大
学后，却徒增感伤，一句耳熟的
话语飘至眼前：分别时，不说再
见！
儿子就读的大学在江城，距
离家也不算太远， 我们一家三
口，坐上火车，睡一觉就到了。 距
离儿子开学报到的时间还有二、
三天，为此，我们夫妻俩与儿子
一道， 参观了闻名天下的黄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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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瞻仰了武昌遗址、实地领略
了繁华的汉正街、汉江路……相
聚的时光总是短暂，儿子开学报
到了。 为儿子布置好寝室，陪儿
子在校园食堂吃饭，感受全新的
校园生活……随着开学典礼的
举行， 父母再无留校的理由，眼
看儿子回宿舍，我觉得不能再送
了，该让孩子进入正常的大学生
活了。 于是，我对儿子说：“孩子，
回宿舍早点休息吧。 ”儿子没有
说话，只是转过身，走进了人群
……我分明看到，儿子转身的瞬
间，眼角潮红。 但儿子在我面前
留下的坚定的背影， 让我释怀。
孩子，分别时，我们不说再见！ 今
后的路，还要你自己一步一步地
向前走……
送完孩子， 在返家的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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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公恋爱那一年， 我那久
居农村、 封建思想较重的父母严
厉反对，理由有三，一是他是海南
人，不能吃辣椒，而我们湖南却是
餐餐无辣不欢， 饮食习惯差异太
大，将来生活必定堪忧；二是我家
只有一个孩子，他必须入赘，而他
们家对男孩很看重， 这点肯定通
不过；三是我们的语言不通，到时
吵架都会各吵各的， 沟通会成大 刘
希
问题。
想想父母所言也有道理，我
差点就要放弃了。 可那年中秋节
前夕， 老公却背着他的全部家当
从海南赶来，当着我父母的面，很
认真地表态：“您二老放心， 这三
点我全答应。 不能吃辣，我学；不
会你们的方言，我学；入赘，我可
以说服我父母。 没有什么能阻挡
我们的爱情。 ”我被老公的诚心感
动，可父母却不为所动。
为了让老公知难而退，父母想尽了很多办
法。 譬如，用很土的家乡话骂他，他还哈哈大
笑，再就是，在菜里放很多辣椒，老公看着这些
菜眼泪汪汪，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也只能闭
着眼睛一口吞下，即使辣得舌尖冒泡，也会口
口声声说：“
好吃，好吃。 ”
那年中秋节，母亲破天荒地做了一回“辣
椒馅”月饼，用青椒红椒为馅，还拌了点朝天
椒，她对自己的创意非常得意。当月饼做好后，
她第一个端给老公尝。“鼓励”他说：“
这是我们
家每年都要做的‘辣椒馅’月饼，可好吃了，你
尝尝！”老公可能是第一次听说月饼还有
“辣椒
馅”的，眼睛睁着老大，犹豫了一会，他还是接
过母亲递来的月饼，准备开吃。
我知道母亲的
“计谋”，便一把从老公手中
夺过月饼，丢在桌子上，大声嚷嚷：“不能吃。 ”
并和母亲激烈争吵起来， 父亲也赶来训我，老
公用半生不熟的方言喊：“
你们别吵了，不就是
‘辣椒馅’月饼吗？ 我能吃的。 ”
然后，在大家的惊诧声里，老公拿起一个
月饼，闭着眼睛，大口大口吃了起来，他咬一口
月饼，马上吞掉，根本没有咀嚼，但还是被辣椒
呛着要命，好几次眼泪都出来了。 他一连吃了
五个，等他去拿第六个时，父母不约而同地挡
在了他的前面，无奈地摇头。就这样，老公终于
吃下五个
“辣椒馅”月饼，打动了我固执的父母
……
结婚后，我们偶有争执和矛盾，但一想到
五个“辣椒馅”月饼的事，我就会放下自尊，跟
他道歉，因为那五个“辣椒馅”月饼，已经包含
了他对我全部的爱。一生能遇见这么一个全心
全意爱我的人， 我还有什么理由不让他幸福，
不让他快乐呢？

上，我的心久久难以平静。 可怜
天下父母心！ 这也让我想起了当
年我上大学的情景。 当年上大
学，是父亲陪我去的，在找到宿
舍后，父亲为我铺好床铺，就和
我分手道别， 准备返程回家了。
父亲走出寝室门，我跟着走到门
口，望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强忍
住眼泪，视线模糊……
“你怎样，大学就怎样；你怎
样，祖国和民族就怎样；你怎样，
世界和人类就怎样。 ”儿子的开
学典礼上，一位大四学生代表的
豪情寄语言犹在耳。 孩子，希望
你在新的起点， 走好新的征程。
分别，只是人生路上的一段小插
曲，人生之歌还得由你自己吟唱
下去。
分别时，我们不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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