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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桂飘香佳节到
◎王怀宇

每逢桂花香在空气中浮动时，中
秋节便要到了。似乎，桂花是中秋佳
节的“飘香信使”，闻到者，可心知什
么将要来临。天上圆月照万户，地下
金桂香众生。一圆一香，一喜一悦，千
年传统，代代传承。

飘溢的桂花香，勾起了我的中
秋节思绪，霎时，儿时的记忆涌向
心 头 ：小 院、土 墙，木 门、瓦 房，爷
爷奶奶的话语……那是上世纪 80
年代的事情了。我上小学时的一年
中 秋 节，爷 爷 奶 奶 说，很 早 以 前，
穷 人 家 过 中 秋 节，晚 上 没 有 啥 吃
食，只在院子里放一盆清水，让月
亮照一照，就算过节了。这种极其

简单的过节方式，在我的脑海里翻
腾不止。

当时，看着我家小院的桌子上
摆满了月饼、瓜果，皎洁的月光洒向
土墙，轻拍木门，落入瓦房，一种美
好而幸福的气息在周围荡漾开来。
我努力地猜想，那时穷人家的孩子，
面对一盆清水，是多么失望的一种
表情、一种哀伤。现在想起来，脑海
里仍旧是“有心过佳节，无奈一盆
水”的画面。

一盆清水过佳节的日子，早已远
去。可是，爷爷奶奶每年提及此事，年
幼的我，常常不理解为啥说这些。

娶妻生子后，有一年中秋节，我

给刚上小学的儿子讲起了“一盆清
水”的事情，他愣愣地看着我，眼睛里
半是惊讶半是难过。随后，儿子不住
地问我，为啥是那个样子？是不是那
个时候买不到月饼？我想尽办法给
他解释，当时如何穷、如何无奈。月光
斜斜地洒在儿子稚嫩的脸上，显示出
一种专注的神态。许多年前发生的事
情，仍然可以触动 21 世纪出生的小
学童。

几年前，我搬了新家，孩子已长
大。小区的桂花树飘来阵阵幽香，又
一年的中秋节来了。家里人聚集在明
亮的阳台上，欣赏更加明亮的圆月，
我又说起了“一盆清水”的事情。这

时，孩子没有发愣，眼里闪出同情的
目光。他接过我的话茬，用所学的知
识解释了一番，末了，发出了“还是现
在好”的感叹。

这几日，宝鸡大街小巷又飘来迷
人的桂花香，似乎比往年的味儿更浓
了些。漫步街头，各种月饼和瓜果堆
满了大小商户，各种饭馆和游乐场所
也不甘寂寞，争相推出中秋节主题餐
和主题游。三天的小长假，带来种种
欢乐。

抬眼望圆月，不禁想到一句诗 ：
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
人？无论“何人”还是“何年”，圆月依
旧，幸福绵长。  

啊，故乡那轮明月
◎李明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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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灯谜

1.吃掉当头炮                （字）

2.红色兴安岭          （世界冠军）

3.助唱秦之声          （三字口语）

4.一直爱登山          （三字口语）

5.换防工作做得好      （体育名词）

                         张宝文 作
6.几落枫花色半红      （象棋术语）

7.白浪翻飞终无垠      （浙江地名）

8.涓涓细流过城邑      （著名诗人）

9.贤才能者当尊敬      （交通用语）

10.“把脸都丢尽了”    （工业名词）

                           李毅 作
11.留在码头杯不空         （水果）

12.三点一定到西安       （饮料名）

13.国庆中秋有开支       （中药名）

14.画中雨水落低空   （中科院院士）

15.全民全运，同心同行        （字）

                          马爱国 作
上期谜底 ：
1. 百  2. 旬  3. 屯

4. 小打小闹  5. 男歌星、女歌星

6. 淦  7. 吹牛  8. 刘天章

9. 陕南战役  10. 及时行乐

11. 义  12. 阅人无数  13. 火星车

14. 肴  15. 王占山

宝鸡灯谜联系电话：13891771088

（微信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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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联
贺中秋

秋高月满，心浴一轮同皎洁；

夜永风轻，思接千里共婵娟。

（冯娟娟）
青天碧海，金樽美酒邀明月；

雪魄冰壶，玉宇琼楼舞霓裳。

（王  尧）
蝉失语雁起程，风清气爽秋如意；

果飘香菊吐艳，花好月圆节称心。

（张  驰）
金菊展蕊，丹桂飘香，凝眸遥望十分月；

国梦正圆，乡情有寄，奋力耕耘一半秋。

（强小林）
金秋送爽，就人间菊酒清风，喜庆万家

同馥郁；

玉露倾和，邀天上瑶花皓月，馨辉千里

共婵娟。

（乔文祥）

下期“同题作联”联题 ：国庆抒怀

 悬联求对
出句 ：
微笑遍陈仓，温暖如家迎健将

 （周至人）

上期“悬联求对”应对结果

出句 ：
金蝉失语秋风爽             （李求真）
应对 ：
绿藓侵阶晚雨凉             （杨   萍）
细雨无声玉露浓             （王   卓）
明月痴心夜色新             （辛列奇）
火柿挂灯霜野红             （李周宣）
白鹭轻歌爱意浓             （何熙祥）
玉女新妆一笑开             （赵禄蕙）
黄土焕颜硕果丰             （孙书岐）
玉露攒珠菊蕊香             （李安林）
菊酒飘香月色清             （徐萱波）
秋意渐浓金桂馨             （蒋心洋）
玉笛弄声清夜凉             （任昱虎）
玉露盈辉霜叶红             （雷晓力）
乌鹊惊枝月桂香             （李仁周）
白露盈枝百果香             （魏克轩）
高雁引吭月色清             （胡广勤）
野菊梳妆陋巷幽             （于龙江）
红叶含霜月色寒             （林少康）
望月开怀桂酒馨             （高有望）
红叶寄情诗卷香             （杨柳青）
霜雁衔愁暮色深             （吴岱宝）

 （段序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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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照 亮 了 半
边天。墨蓝色的天
空，只有遥远的天
边才能隐隐约约看

到一两颗星星，闪着淡淡的、
浅浅的金色光芒。脚边是静静
流淌的河流，月亮倒映在河面
上，波光粼粼，美轮美奂。

月光照耀着整片林子。林
间，月光透过树叶的间隙洒落
在大地上，像是一粒粒碎银。旁
边的河流映着月亮，萤火虫在
月光的照耀下发出了更亮更温
暖的光。

月，虽美，但常常带着思念
的色彩，它总是与忧伤和牵挂相

伴，从古至今，源远流长。“海上
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床前明
月光，疑是地上霜。”“我寄愁心
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
月里藏着无数离人的眷恋，寄托
了千万亲人的思念。月，是人世
间的一份真情，是一串温暖心底
的祝愿。

诗 仙 李 白 对 月 吟 过 多 少
千古绝句，在他的诗里，月有
许多种 ：明月、秋月、江月、残
月、满月……因而就有许多不
同的形态和不同的意象。李白
喜欢月，因为月有着他一生的
追求，浪漫、神圣、高洁而又明
亮。月也有着他的孤独、寂寞。

诗圣杜甫对月也很是喜爱，什
么 初 弦 月、孤 月、野 月、落 月
等。从诗人们数不胜数的描写
月亮的诗，可以看出，月是人
们的神圣而高洁的追求，从来
如此。

新月如眉，让人想起玉阶
伫立的楚楚动人的佳人 ；烟月
迷蒙，弥漫着难以名状的轻忧
淡愁 ；皓月当空，通脱潇洒，象
征着雄浑高古之美。月，可以恬
淡婉约，可以朦胧凄楚，亦可以
典雅艳丽。月，是一个，又像是
千万个。

高悬于天际的月，高洁，美
丽，亦是永恒。

我心归处是中秋
◎杨慧雯

去年中秋节，老娘的一句絮语，
“今晚过节，就别回家了，都不记得你上
次是啥时候在咱家住的呢……”让我
心中一怔，再抬头，看见老娘头发花白，
我的心瞬间柔软。这么多年，总以小家
为借口，以工作为托词，多少次，父母眼
中闪过的是期盼、牵挂与惦记，我心中
却盘算着山高水远，来日方长……

年年中秋待月圆，今夕最是情
浓时。娘见我默认，欣喜、满足溢出眼
眶，她麻利地穿梭于房子和院子之
间，在老爸摆好的桌子上变戏法似的
摆满了各种月饼和水果。中秋的月明
朗、纯洁，如西子的明眸，将清辉洒在
院子中、洒在瓜果上、洒在父母含笑
的脸庞上。

老娘永远是细腻而周到的。她
生怕我中秋节过得不“殷实”，又怕我
贪吃月饼积食，还怕我不能一一品尝

她准备的各色美食而遗憾，于是用小
刀将每种口味的月饼都切成八个小
块。“给，这是白云酥，不含糖，吃了
不发胖。”“尝尝这红枣酥，补血又补
气。”“再吃一口黑芝麻馅儿的，头发
光滑又顺溜。”其间，母亲还穿插递给
我一小串葡萄、一小块苹果、一个香
蕉……老爸在忙碌，老妈也在忙碌，
我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客人”。

月光如水，夜风渐凉。凝视明月，
老娘又开始讲我和弟弟小时候的故
事，讲我们孩子的故事。这些故事，每
次过节时，他们总是要拿出来讲一讲，
每次讲起这些故事，他们总是津津有
味，沉浸在往日那些清贫的快乐之中。

此刻，我一任月光如流水般缠缠
绵绵，一任父母的欢笑如月光般满满
当当。在这个中秋之夜，我就这么吃
着、听着、看着，任这份简单的幸福攀

爬在眼角、盘踞在心间。
辛苦最是天上月，一昔

如银盘，昔昔都成玦……
老娘仍旧絮叨着往事，那些

春耕的事，那些夏收的事，那些秋播
的事，那些冬灌的事，我上学迟到的那
些事，弟弟偷吃饼干的那些事，孙子们
淘气的那些事……老爸在一旁适时地
补充，乐此不疲。我趴在桌子上，凝视
着父母 ：曾几何时，他们是我心灵的
依靠和幸福的港湾，我只需徜徉其间，
领略母亲的温柔似水和父亲的宽广如
山。可时光在丰盈了我们人生的同时，
也催老了他们的容颜。

我打开手机，在收藏中找到耳
熟能详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打开再
听，别有一番滋味涌上心头。我让歌
曲一遍又一遍循环播放，想在其中找
到我要的幸福。“门前老树长新芽，院

里枯木又
开花。半生存了好多话，都藏进了满
头白发。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
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
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夜深了，我和老娘回到屋里，像
小时候一样蜷缩在母亲身旁，感到无
比的温暖和踏实。恍惚间，感觉自己
就是童年时那个富足的小公主，老娘
无尽的絮语如催眠曲一般，让睡眼蒙
眬的我带着微笑入眠，在梦中，我又
一次回到了熟悉的童年…… 

人常说，月是故乡明。是啊，故乡
的那轮明月，是那样的洁净明亮，是
那样的纯洁无瑕。她萦系着一个游子
的思乡之情，像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每一次思念故乡，都是从那一轮明月
开始的。

故乡在秦岭腹地太白县的牛家
沟，那是一处山高水清、鸟语花香的
世外桃源。无论什么时候回故乡，月
夜都是故乡最美的时候。

仲夏之夜，山风徐徐吹来，明月
追着晩霞，早早地爬上了山头，挂在
中天。那月光仿佛带着一股清凉，驱
赶着白日的炎热。忙碌了一天的故乡
人，拿着摘收蔬菜的劳动工具，慢悠
悠地踏上归途。清爽的月光，似乎在
目送着回家的人们进入梦乡。

秋色之夜，虫叫鸟鸣，丰收的希
望洒满田野。月到中秋分外明，夜空
里蓝得出奇，没有一丝云彩，那高挂

天 际、如 银 似 水 的
月光洒在故乡的沟

沟岔岔，没有一点阴影，大地一片明
亮。远山近水，在月光的轻纱笼罩下，
朦胧中似乎清晰，影影绰绰，飘飘忽
忽…… 

初冬之夜，山里寒风拂面，幽雅
而安谧 ；偶遇白雪覆盖山川大地，那
将是另一番景色，明亮洁白的雪色，
在高雅皎洁月光的映衬下，大地银光
闪闪，天地融为一体，仿佛变成了月
宫中的神秘世界。

春晓之夜，是故乡人辛苦耕耘
的季节。月光下的故乡之夜，田野一

片陌生，寂寞空旷的大地山峦仿佛还
没有完全苏醒，少许有生命、有灵性
的树木，在春风轻拂的月夜摇曳着枝
丫。此时的月光，像一层层薄薄的棉
纱，给故乡的人们增添了几分暖意和
希望，农家小院升起了炊烟，那是人
间烟火。看一眼春季的月夜，定会让
你陶醉其中。 

故乡的四季月夜，是乡音、乡情
的化身。故乡的那一轮明月，像一泓
清澈的山泉，滋润着我的灵魂。我愿
一生一世把故乡那轮明月守望。

月
◎史紫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