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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情短语

中秋不仅是一个节日，也
是一个神话，嫦娥奔月，代代相
传。中秋更是一段剪不断理还
乱的眷念，寄托了一代又一代
人的浓情思念。

如果说中秋有味道，那就
是盼。

自从离开了家乡，从读书
到工作，再到成家立业，之后就
很少有时间回老家，陪陪年迈
的父母，陪他们聊聊生活的点

点滴滴，谈谈工作上的酸甜苦
辣。每到中秋，抬头望明月，低
头思故乡，盼望着与父母团聚
的时刻。

如果说中秋有味道，那就
是念。

那条弯弯曲曲通向家的小
路，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变成
了康庄大道；那棵陪伴孩子们
成长的大树，不知道现在是否
变得更加枝繁叶茂；为儿子操

劳一辈子的父母，不知道是否
又增添了些许白发。每到中
秋，心中装满的都是念，对父
母，对家乡，深深的思念。

如果说中秋有味道，那就
是想。

想和父母共聚天伦，想为
父母捶捶背、捏捏腿，想为父母
拔掉额头的白发。不为别的，
只想让时间少在父母的脸上留
下岁月的痕迹。

时光匆匆，今年的中秋节
转眼又快到了。父母不知又
增添了多少皱纹，多少白发。
今年有事不能回去看望他们，
只能在心里默默地为他们祈
祷，为他们祝福。祝愿我的父
母，以及天下所有的父母都能
够健康长寿，笑口常开，永远
做儿女们避风的港湾，幸福的
依靠。

莫钧翔

中秋月•盼念想

当酷热的夏天渐渐消散，当可爱
的儿女背上崭新的书包回到了校园，
不知不觉中，中秋佳节正在向我们走
来。每当中秋月圆之时，身处异乡的
我最思念的就是家乡的亲人，思念儿
时一家融洽团圆的天真童趣，思念不
谙世事的我对中秋过节的那份渴望与
怀念，怀念母亲炒的花生，冰糖的月
饼，还有那份至真至诚的亲情。

大学毕业后来到南方辗转多地打
工，每一年的中秋节我都基本是在他
乡过的，在珠海这座南方靠海的城市，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让每年中秋
节有着格外的思亲的氛围和遐想。每
逢佳节倍思亲，想着小时候家里经济
拮据的样子，父母亲都是买些冰糖月
饼，和自家田里种的花生炒熟一下，就
是所谓的中秋佳节的美食了，冰糖月
饼干巴巴的，咬起来都要小心大块的
冰糖会损伤牙齿，那时家家户户都是
一样的冰糖月饼，我们都吃得津津有
味，一家人团圆围坐一席，用井水冲些
捣碎的芝麻，冰爽怡人，香甜可口，回
味无穷，父母把每个冰糖月饼用菜刀
从中间对等两切，就成了四块，我和弟
妹三人每人一块，吃着甜美的月饼，剥
开熟花生，喝上芝麻水，一年一度的中
秋节基本就是这样过的，水喝饱了，月
饼吃了几小块（不能放开吃，猛吃就没
有了），我们就开始玩捉迷藏的游戏，
或是数着圆圆的月亮旁边的星星，乡
村的童年无忧无虑，那时一家人也都
在家里，完全没有现在为了生活各奔
东西的惆怅，也不知道什么叫思亲的
情怀；团圆的韵味，只知道中秋节吃中
秋月饼，哪天中午吃顿丰盛的佳肴就
是欢乐的过节。

长大了，我也从小山村到镇上读
书，又从镇上读到了县城，又从县城到
省城念大学，再从大学毕业来南国打
工寻梦，才知道中秋不在父母身边的
酸楚，也知道佳节父母想念儿女的那
份煎熬，科技发达了，从书信到电话，
从电话至微信视频，每逢佳节离开家
乡我都会主动拿起手机和远方的亲人
聊聊天，叙叙旧，同时看一下自己的父
母，叫他们少干点活，多保重身体！父
母看到儿女，也是异常高兴，唠叨不
停，虽然长大了，可我们永远是父母心
中“没有长大的孩子”，永远是父母的
小棉袄，那些似乎听着都长茧的话，细
细品味，那是一份儿女情深，关爱倍
至，无论我们走多远，无论我们羽翼多
么硬朗，多大才干，家乡依旧是我们心
灵的港湾，故乡依旧是我们儿时的天
堂。

又是一年中秋至，身在远方的游
子，千万不要忘了买盒月饼捎寄回
家！让远在千里的家人与你心心相
印，看到月饼如同看到孝心，让月饼表
达儿女对父母浓浓的思念之情。

张金平

花好月圆思念亲人

中秋节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节日。我喜欢过中秋
节，我喜欢吃中秋月饼。说
了你别笑，我第一次吃上月
饼，那年我已15岁。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出
生在湖南省洞庭湖区的一
个偏远的小乡村。我虽然
没饿过肚子，但对一日三餐
的萝卜饭、蚕豆饭和南瓜饭
的滋味还是记忆犹新的。
15岁之前，我只是听大人
们说，又到中秋节了。可我
觉得跟平时没什么两样，不
知月饼为何物，更不知道它
还有什么其它特殊的意
义。直到15岁那年，才第

一次吃上月饼，也才知道只
有过中秋节才吃月饼。

我清楚记得，那几个
冰糖馅的月饼还是父亲用
鸡蛋从离家很远的大队代
销点换回来的。留一个舍
不得吃，晚上放枕头边时
不时摸摸，等第二天下决
心吃掉时，烤得有些发黑
的面粉壳几近脱落，晶莹
的冰糖粒嵌在饼馅里，又
香又甜，太诱人了。现在
想起，舔舔嘴角，还是甜甜
的呢。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
一转眼，我的人生旅程也近

“中秋”。回望过去，苦难与

甘甜总是在生活中时隐时
现，成功和喜悦也无序在生
命里穿梭。人生如戏，这也
许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这
也许就是生命的真谛。

展望未来，我豪情满
怀。珠海是我的第二故乡，
十年前当我一踏上这片热
土，我就喜欢上了这座城
市，如今生活不叫日新月
异，也叫丰衣足食了。当下
的中秋月饼啥口味都有，唯
独没有冰糖月饼。它虽离
我远去，但它的浓香和甘甜
会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令我终身难忘。

周裕章

难忘冰糖月饼

记得涯还小的时候，在
屋背的龙眼树下，阿婆给涯
扎头发，教涯唱过一首歌：
月光光，秀才郎，骑白马，过
莲塘……

这首童谣是奶奶教给
我的，每次唱起这首歌便不
由自主地想起皎洁的月光
下那一高一矮的身影这幅
景象。在自家的庭院里，矮
的蹲在地上看蝉说话，高的
坐在椅子上摇着蒲扇时不
时回答矮的身影几个问
题。这其中，矮的便是小时
候的我，高的是我小时候的
奶奶。

时间如沙漏里的沙般
稍纵即逝。还是那个庭院，
还是两个一高一矮的身影，
甚至连动作都一样。只是
现在这个场景，高的蹲在地
上的是我，矮的还是摇着蒲
扇的奶奶。身在异乡的我
无比怀念这个场景，更无比
思念奶奶。思绪好像一下
子回到了小时候：蹲在地上
的我手里拿只蝉问奶奶：

“奶奶，奶奶，为什么有的
蝉会叫，有的蝉又不会叫
啊？”

刚刚挂掉给奶奶打的电
话，想起每次给奶奶打电话，

奶奶总会不厌其烦地叮嘱
我。学习不要太累，要注意
身体，不要因为减肥就不吃
饭，不要太省要吃好点……
每次奶奶这么说，我就无比
想回家，想回去听奶奶唱山
歌，还有指点我那不着调的
童谣。

抬头望了望越来越圆
的月亮，想起过几天不能回
家的中秋节。打开音乐，播
放童年那首“月光光”。忍
不住哼起“月光光，秀才郎，
骑白马，过莲塘……”

阿婆，涯唱对了么？
李秀娟

月光光

倚在窗前，抬头仰望星空，发
现今晚夜空中的明月已满大半，
近似玉盘。电台广播里传来天后
王菲空灵悠扬的歌声，唱的是苏
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忽
发现一年中秋将至。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今昔是何年……”
恍惚间仿佛打开了时间的月光宝
盒，思绪一下回到了小时候，回到
了外婆的身边。外婆是个极为普
通的农村妇女，不识字，但却有极
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她总能尽她
自己的能力把生活过得有滋有
味。每逢中秋节，在全家吃完团
圆饭后，外婆会进行一个简单而
隆重的仪式——拜月娘。只见她
把圆桌打开摆在阳台上，正对着
夜空中的一轮圆月，桌上两边摆
上两根蜡烛，然后来来回回地端
上她悉心准备好的祭品。红色的
塑料盘上盛有散装的糖果、月饼
和水果。接着她便双膝跪在桌
前，面向皎洁的月亮，双手合十，
闭着双眼，嘴里念念有词。小时
候，并不知道外婆为什么要拜月
娘，我和小表哥永远关心的是拜

月娘什么时候结束，因为每次拜
完月娘，外婆都会把糖果和月饼
分给我们吃。嘴里吃着月饼，依
偎在外婆的怀里，总会天真地问
月亮里真的住着月娘娘吗？此时
外婆会慈祥地笑着说：“当然有，
拜完月娘娘，月娘娘便会保佑你
们快快长大，爸爸妈妈工作顺顺
利利，全家和和美美！”原来月亮
上真的住着月娘娘，我想她一定
是《西游记》里抱着玉兔的美丽嫦
娥。渐渐长大，才明白，每年中秋
拜月娘的仪式，是外婆最美好的
心愿，饱含着她对全家人最真挚
的祝福。

任时光匆匆，我们已经长
大，外婆也永远离开了我们，也
带走了属于她的拜月娘仪式。
但与外婆度过的每一个中秋节，
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无忧的时
光，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记忆
深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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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望夜空中的明
月，相信您与我们同在，共赏美
丽的月光……

张春辉

月下寄相思

中秋将至，那备好的两盒月
饼和一张回家的车票，正鼓动着
一颗归家似箭的游子心。可一张
单位值班通知破坏了计划和盼着
回家的美丽心情。

晚间，与家人通话时我抱怨
着把这事唠叨给爸妈听。父亲宽
慰我，在外以事业为重，回家过节
不是要紧事；母亲却嘱咐我，过节
对自己好些，多吃些好的，没事多
出去转转，别一个人呆着烦闷。
我都嗯嗯作答，又嘴馋地向母亲
讨她最拿手的家乡月饼——咸肉
月饼，母亲笑话我是一个长不大
的小馋猫。

既然家回不了了，何不邮寄
一盒月饼给家人，让家人尝尝鲜，
留一盒自己吃？既能把一份心思
带回家，又能心满意足地过节，一
举两得，何乐而不为？

第二天傍晚，我却收到一件
意想不到的快递包裹和父亲的简
短书信。原来是母亲连夜为我制

作咸肉月饼，天微亮，父亲便到镇
上快递站点以最快的方式邮寄，
以解我对月饼的家乡味道馋意和
思乡之情。打开这沉甸甸的包
裹，是一块块皮薄柔软的月饼整
齐地码放在食品袋中，满满当
当。而家中却一个没留，全都邮
寄给了我。

忽然，眼眶湿润起来。为了
解我的馋意，母亲心甘情愿地全
部付出，又快马加鞭地给予；而我
那份却是减半的，是慢的，还在邮
寄家乡的路上。我为自己感到羞
愧。

世人常说：母爱是无私的；是
伟大的；是最完整又最直接的。
做儿女的我们懂得回报，懂得孝
顺，却用尽一生都无法偿还。因
为我们不曾像母亲那样全心全意
去爱她们，更是因为母爱不索回
报。这就是儿女与母亲的爱的差
别。

张翔

爱的差别

香甜美感品月饼，源远流长
传古今；传统佳节今又是，换了人
间。

一年一度的中国人沿袭几千
年的中秋佳节即将到来。每逢招
待宾朋好友、生日宴会、闲暇喝
茶，我都如约来粤海酒店。每每
提到粤海酒店就不由自主想到了

“粤海润玉”月饼，瞬间感到其味
美可口、香甜四溢。

我已是老珠海了，亲眼见证
着粤海酒店的成长历程。二十

五岁的“她”，无论是客房服务还
是餐饮等，每一个脚印都深深地
踏在“诚信是金，求真务实”的经
营理念上。特别是每年中秋佳
节时，珠海各大卖场超市门口，
前来购买“粤海润玉”月饼的人
比比皆是。“粤海润玉”月饼，真
是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好评，验
证了“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
碑，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夸奖”
这一真理。

张晓颖

花好月圆 情满中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