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秋
话
团
圆

□

风清月明上枝头，一
年一度又中秋。 月到中秋
分外明，明月千里寄相思。
亲情是一种无法割
舍，血浓于水，至纯至美的
情谊。 而越是随着年龄的
贾 增长，这一份感情在加深。
海 以前是父母有好吃好喝的
睿 都留给自己的孩子， 总会
听他们说：娃吃了长肉，自
己吃了就只会长一把老骨
头。 而现在，我们有好吃好
喝的， 总想着要是父母能
一块享用，那该多好！ 所以
常会不知不觉地在好日子
中想到自己的父母，自己的亲人。
中秋节回娘家， 中午父亲下班回家，
看到我在院中择菜，问我让林（老公的化
名）呢，我说在屋里，又问我孩子呢？ 我说
没来， 父亲的脸上顿时笼上了一层阴云，
显得很不高兴。 他何尝不希望儿女日子过
得好，家庭和睦幸福。 我随即说，到隔壁家
和小孩子一块玩去了，父亲紧皱的眉头这
才舒展了开来。 他又说：“那你帮你妈做
饭”。 择完菜给母亲烧火，我无意中翘起了
二郎腿，母亲看了一眼就说:“你在学校是
老师,回家了就是农民,还给我当老师呀
么,翘什么二郎腿里?”我想母亲说的太对
了,就放下了二郎腿,老老实实地摆正了
农民的架势烧起火来, 好让母亲看个顺
眼。 中午一家人一块儿吃团圆饭，菜品甚
是丰盛，如今儿女成年在外，难得的是团
聚。
我工作后在城镇住了多年，莫名怀念
起农村的生活。 中秋回去时，我们买的是
大袋小袋的礼品：月饼、酸奶，还有各式的
水果：猕猴桃、香梨、石榴……走时我们带
的是核桃、蜂蜜、花椒……都是家乡的土
特产。 蜂蜜是父亲自己养的土蜂做的，纯
天然的。 我想人生就是一场轮回，春夏秋
冬，城市农村。 人生就该在亲情的滋养中，
圆润生香。 难以割舍，不曾忘记，彼此珍
重。
中秋回家探亲，让我不曾忘记的是父
亲的田园生活：水池里养了四条鱼，是发
大水时，弟弟从渭河滩上捞来的，让父亲
吃，父亲舍不得，就一直养在水池里，着实
把一伙孩子给乐翻了天。 趴在水池边又是
喂吃的，又是抓着玩，又是看戏水。 看到院
子里晒的花生，我问父亲，怎么想起了种
花生？ 父亲说是哥哥回来时买了花生让他
吃，他吃了一点，留了点就种在后院了。 看
到旺盛青翠的花生苗，挖出来一颗颗饱满
的花生， 倒是领略了一番田园生活的乐
趣。
想起小时候， 中秋节月饼特别的珍
贵，八月十五晚，月饼、苹果和毛栗都要先
给土地神、财神、灶神供奉完，才能让我们
姐弟吃。 那时候老屋没有院墙，还要看护
月饼，有一年果真有个穷小子来偷我们家
供奉在院子的月饼， 还被我叫出了名字，
吓跑了他。 之后他还向别的伙伴说起了这
件事，还埋怨我看的太紧，那天晚上他都
没有吃到月饼。 当我听到这段话的时候，
我真后悔那天晚上没有给他月饼，让他过
了一个凄凉的中秋夜。 想想现在的孩子，
中秋节的时候，月饼、石榴、核桃、哈密瓜
……各种好吃的应有尽有，哪能体会到穷
困生活的苦楚。“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
圆？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
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我们走时一大家人送至大门口，场面
甚是宏大。 弟弟说：“姐，你看送亲的队伍
多庞大。 ”我笑着说：“
势大么。 ”忽想起龙
应台《目送》中的一段话：“我慢慢地、慢慢
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我要夸大为亲
人)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
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
渐远。 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
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
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

国庆中秋喜相逢
□戚思翠
目光掠过台历， 惊喜地发现 2020 年的国庆
中秋同日辰……中秋节与国庆节是中国人的两
个重大节日，一个节日属于“古代史”，另一个属
于“近代史”；一个是“家”之庆祝，一个是“国”之
庆祝，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百姓而言，这个双节撞
在一起，真是喜上加喜！
我是 1963 年出生，记忆里，国庆与中秋同日已
有过两次：1982 年和 2001 年。 今年第三次。
1982 年，恰逢国庆节与中秋节碰个正，那是
改革开放初期，我家分到两亩多粮田，担任生产
组组长的父亲还首当其冲承包了藕塘和鱼塘，
日子日益红火， 并将草房翻盖成又高又大的砖
瓦房。 国庆前夕，我自厂下班回家，蓦地发现祖
母提前从上海回来了。 只听上海二姑父说：“乖
乖，改革开放才几大天呀，农村就发生这么大的
变化！ 这不，外婆非闹着要回来住……”中秋（国
庆）那日，父亲像忙年一样迎接这重大节日，不
但做红灯笼，还插上生产组里的五星红旗，起早
去集镇买了很多菜。 母亲像备年夜饭一样，炸肉
圆、炖肉、煮鱼、做月饼、摊面饼等，平时省吃俭
用、精打细算、爱发牢骚的母亲，一下子变得喜
笑颜开、温柔大方。 她还透露说：今年每人一只
月饼！
晚上， 父母与姑父母四人都喝了二锅头，他
们高兴得像一群孩子！ 党员母亲还高声唱起了她
平时最爱唱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
二姑也跟着哼唱。 父亲与二姑父更是杯来盏往，
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最后俩人都微醺地嘟囔着：
“今天真是难得的大喜日子， 既是国庆节又是团
圆节！ 如果没有毛主席，哪有今天的好日子啊！ 如
果没有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哪有今天的幸福生
活呀！ ”
2001 年，也是国庆遇上中秋。那时，我已在城
里成家立业，居住单位家属区。“三班倒”的我们
虽然没有放假，但那天我恰逢休息，孩子他爸是

早班。单位大门口，红灯笼、国旗早早挂上，同事们
面带微笑，随时作着出行的准备，那种节日的喜庆
氛围，满大街都是。 待先生一下班，就开摩托车载
着我娘俩回乡下过节。 那年，我的老父亲还健在，
听说我们中秋要回来过节，高兴得不得了，逢人就
说：我丫头回来过节呢。父亲一早去菜场买了很多
菜， 我又带了些菜和月饼， 结果将冰箱塞得满满
的。 而小镇的每条街上因单位、企业放假，到处是
接踵而来的人流，还有迎国庆中秋的大幅标语。商
场里的中秋货品及中秋活动丰富多彩， 各种各样
的月饼让人眼花缭乱， 中秋节吃月饼和赏月在任
何年月都是不可缺失的中华习俗。人们以月之圆，
饼之圆取团圆之意，亦寓意着游子思念故乡、亲人
之情。
晚上，父亲早早在老屋门口摆了一张大方桌，
上面摆满了各种敬月食品：月饼、子孙藕莲、花生、
栗子、苹果、梨子、菱角、葡萄……还有我儿子最爱
吃的北京烤鸭、盐城藕坨子等。 那天，月亮显得格
外大、格外圆、格外亮，父亲还请来几位老邻居一
起聚餐、赏月。 皎洁的月光下，风儿轻唱，蟋蟀弹
琴，10 岁儿子一蹦一跳， 黏在父亲身边左一个外
公右一个外公地欢叫着，父亲乐得合不拢嘴。饭菜
的美味、瓜果的清香、泥土的芬芳，在歌声中飘散，
在笑声中荡漾……那次，父亲又喝高了，举杯对明
月：“
老太婆啊，今天又是国庆中秋日，你在天堂还
好吗？ 干杯！ ”
今年， 又逢国庆遇中秋， 我们已居住城市十
年，父亲却离世十年整！ 每年中秋单位都发月饼，
却无人问津。而我每每看到月饼，总会想起儿时与
父母家人一起共度团圆节的幸福场景， 还有那个
外皮焦黄、 饼中间有个红色方印的猪油芝麻红糖
月饼，每只二两粮票、两角四分钱，都抵上半斤猪
肉钱了。待全家人分吃一只月饼时，就指甲盖大的
月饼却吃得津津有味，回味无穷……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又是一年
中秋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望 月
□逄维维
我习惯望月。 和喜欢无关，和附庸风雅无关，
和节日更无关，只要有月的日子，就望，无论是圆
的、弯的、大的、小的、城市的、乡下的、国内的还
是国外的，是月我就自然地举头。
读书的时候，中秋节是没假放的。 就算巧遇
周末，也舍不得花那百八十块钱回趟家，用母亲
的话说，不值当的。 就这样初中、高中、大学的中
秋节都是在校园抱着书望月度过的。
在望月中，吞咽着口水和泪水，默默中对自
己说：忍做千里雁，九秋蓬，为的是金榜题名那日
把父母亲接到大城市共看明月共婵娟。 就这样在
阔大清幽的操场怀着豪迈的心情望月， 哀而不
伤。 操场望月，至旷至怡。 那月虽冷且高远，自有
一番书香古典之味。 月韵如诗，月光如画，望月的
我，如孤梅瘦竹，之寒之清，无可言说。
工作的时候，离家就更远了。 距离的遥远带
来的是母亲舍不得我用近两个月的工资，换来短
暂的二、三天相聚。 宁愿忍受相思之苦，也要把剩
下来的路费留做置房安家之用。 就这样我带着母
亲的希望，执着的信念和勤俭，在异乡的大海边、
高山上、古桥边望月。 个中滋味，只有月知。
海边望月。 或席沙而坐或追逐打闹或低头举
头间燃放花灯孔明灯，在明明灭灭远远近近的花
灯中悄然许愿。 天上月圆，人间月弯，海里月大，
天上月小，浪花翻滚，渔歌轻吹，碳烤海鲜，鲜香
四溢，月下的人持饼举杯不约而同地涌出“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此时何时与君共？ 人生当
有几个月节？几轮明月的叹息？故乡的月啊，在海
里荡漾着，又圆又大……
登山望月，山高月近，故宜听月。 听松涛阵
阵，落叶沙沙，嫦娥呢喃。 在听月中，心之不同则
月声大异也。 心酸者，听之如泣如诉；心明者，听
出一夕为环，夕夕都为玦的坦然；心喜者听的是
欢娱，随热闹的人群涌上街头，呼朋引伴，把玩兔
爷，赏月畅谈，达旦不绝，我则在在山高月近人
中，欲说还休地把佳期梦做。
我坚信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 我更坚信月圆
人圆的团圆更是奋斗出来的。 我用别人休息的时
间，兼职做销售、做家教；用别人大饱口眼之福的
旅行时间，把省下来的钱买厕所的地砖。 用成人
不自在，自在不成人来鞭策自己；用母亲说的，勤
俭好比针挑土，浪费犹如浪淘沙，刻己地承受着

两地相思之苦，终于在今年月圆之日迎来团圆在
大城市的梦圆。
和母亲心手相挽，月下散步，走走停停，知心话
儿如桥长情长，水深情深。天上有个月亮，水中有个
月亮，身边有个月亮，我们在月光下同频共振。
海风轻吹，拂过脸颊，穿过发丝，留下淡淡清
香。 母亲指着宛若游龙，灯光璀璨，看不到边的两
岸灯火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粤港澳大桥？ 是的，母
亲。 这就是，创下多个
“世界之最”，集全球第一例
桥、岛、隧道为一体的跨海大桥，变化多姿的 LED
彩灯把母亲的脸映衬着像一朵艳丽的牡丹花在
盛开。
月色满桥人影来，软语呢喃中粤港澳的人们
共赴一轮明月。 突然有人喊：
“
月亮上来了。 ”好大
的一轮，颜色不红不黄的，朦胧中，不知几时从天
边爬出来。 一点一点地攀升，一点一点地变亮，像
一个羞涩的美人，摇摇摆摆中欲说还羞，操着南
腔北调的语言瞬间被月亮惊散了，人们都举头望
月。
月亮会不会笑人们的痴呢？ 年年望，月月望，
天天望，代代望。
望月最终是团圆的。 祭拜祈福也好，相聚庆
祝也罢，穿越千百年时光，不过“人月两圆”的美
好希冀；离家远行，奔波奋斗，都剪不断思乡情，
五湖四海，天南海北，皆是共此明月光。
何夜无月？ 是的，月光无所不在，又何必拘于
一节一时一地，只要月随人归，灯火可亲，家人闲
坐，日日是好日。 随时举头望月，望的是，天上的
印章，人间暖暖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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