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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水 周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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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翔月亮的别称

也许是久居他
乡的缘故，每年中
秋佳节，那些关于
中秋的记忆便一一
浮现在眼前，如同
藏在岁月深处的一
坛老酒，愈来愈浓
郁醇香。

中秋节那天下
午，奶奶会把房屋
里里外外彻底打扫
一番，再把擦洗干
净的小方桌早早摆
在院子里，准备晚
饭后赏月用，母亲
则在厨房里忙碌着
团圆晚餐。晚饭后，
父亲像变戏法一
样，从米缸里取出一筒圆圆的月饼
给全家人品尝。那时的月饼外包装
是一层纸，月饼油透过薄薄的纸渗
透出来，馋得我们直流口水。迫不
及待的我们忍不住用手指揩了揩
那层油纸，再放到嘴里反复吮吸。
一旁的母亲笑得满面春风，一边
催促父亲赶紧把月饼分给大家，
一边嗔怪道：“别急，别急，都有
份，都有份，瞧你们这群‘馋
猫！’”因为我是家里最小的，所
以每年中秋节我都会比哥哥姐姐
们多分得一块月饼。有一次我把
多分的那块月饼，舍不得马上
吃，便把它藏在妈妈的针线筐
里，本想等到中秋节后再拿出来
好好显摆一番。谁知那天晚上哥
哥姐姐们竟趁我熟睡之际“偷”
出来分着吃了，害得我哭了好一
阵鼻子。

分罢月饼，皎洁的月亮已悬
在夜空，邻居们都搬来桌子和凳
子，大家围坐在一起，在院子里
赏月，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大人
们摇着蒲扇谈论着谁家的团圆饭
做得香，互相品尝着对方的月饼
和水果，聊着家长里短，祝福着
中秋快乐。此时，奶奶会用脸盆
装好半盆干净的河水，再在水里
放上一面镜子，然后把它端到院
子里，叫上我们一起虔诚地等着
看“月华”。童年的我并不知道

“月华”是怎么形成的，只知道它
很美很神秘。长大后我才知道，

“月华”其实是一种光学衍射现
象，是月光经过折射进入水中，
再由镜子反射，最后由水面折射
而形成的彩色光环。

月亮洒着清辉轻轻拢着远处
深睡的树林，我和小伙伴们坐在门
口的青石板上，伴着繁星、月亮、晚
风，一边陪奶奶等“月华”出现，一
边听奶奶讲神话故事：嫦娥奔月、
吴刚伐桂、后羿射日、女娲补天、天
狗食月……这些故事大多数凄美
动人，我们听得如痴如醉。

待到夜色已深，我依偎在奶
奶怀里，望着天上皎洁的圆月替
嫦娥姐姐“担心”。嫦娥姐姐呀，
你一个人住在清冷的月宫里一定
很寂寞吧!吴刚哥哥呀，你长年累
月不停地砍桂花树，一定累坏了
吧！顽皮的小白兔呀，你是不是
想来人间和我们一起捉迷藏呢？

岁月如歌，儿时的中秋节已成
为一段遥远的回忆，但那温馨热闹
的气氛；那其乐融融的场景，仍历
历在目，恍若昨日。全家团圆便是
福，每每想起那些欢乐团聚的日
子，心里头总感觉暖暖的。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月亮常常成了
人类思想情感的载体，她的意蕴十分丰
富，月亮也成为中国古典诗词最常见的
意象，这使得她拥有其他意象无法相比
的众多的雅称，如玉兔、玄兔、太阴、
素娥、冰轮、玉轮、玉蟾、桂魄、蟾
蜍、顾兔、婵娟、玉弓、玉桂、玉盘、
玉钩、玉镜、冰镜、广寒宫、嫦娥等。
笔者试着对这些别称作粗浅归纳。

以外形称呼。冰鉴，冰轮。元稹
《月三十韵》：“绛河冰鉴朗，黄道玉轮
巍。”冰轮。苏轼《宿九仙山》：“夜半
老僧呼客起，云峰缺处涌冰轮。”瑶
轮。明代夏完淳《大哀赋》：“不意瑶轮
无长炯之期，玉历有中屯之会。”丹
轮。明代徐渭《月下梨花》：“丹轮皓质
两微茫，桂粟梨云斗浅黄。”玉盘。唐
代李群玉《中秋君山看月》：“汗浸铺澄
碧，朦胧吐玉盘。”冰盘。宋代高观国
《齐天乐·中秋夜怀梅溪》：“晚云知有
关山念，澄霄卷开清霁。素景中分，冰
盘正溢，何啻婵娟千里。危栏静倚。”
金盆。杨万里《携酒夜觅罗季周》：“淡
月轻云相映着，浅黄帕子裹金盆。”玉
碗。韩愈《昼月》：“玉碗不磨着泥土，
青天孔出白石补。”玉弓。明代杨慎
《塞垣鹧鸪词》：“秦时明月玉弓悬，汉
塞黄河锦带连。”

以光泽称呼。天镜。明代王世贞
《月夜步西园积雪有述》：“冰壶初世
外，天镜忽林端。”金镜、宝镜。元稹
《泛江翫月》：“远树悬金镜，深潭倒玉
幢。”崔护《日五色赋》：“晕藻绘于金
轮，聚云霞于宝镜。”冰镜。元代杨载
《夏夜对月》：“安得泛舟江海上，坐观
冰镜落沧波。”碧华。李贺 《古悠悠
行》：“白景归西山，碧华上迢迢。”素
魄。梁朝简文帝《京洛篇》：“夜轮悬素
魄，朝光荡碧空。”冰团。宋代梅尧臣

《戏作嫦娥责》：“正值十月十五夜，月
开冰团上东篱。”玉团。明代祝允明
《八声甘州·咏月》：“论冬月倍加清
耿，与冯夷六花争胜。玉团琼屑交相
映，占断了天地澄清。”金魄。李白
《古风》：“圆光亏中天，金魄遂沦没。”
冰魄。清代魏源《出都前夕与周子坚夜
步月下》：“但得方寸明，冰魄常同
趣。”千里烛。宋代陶谷《清异录·天
文》：“道士王致一曰：‘我平生不曾使
一文油钱，在家则为扇子灯，出路则为
千里烛。’”初魄。北周王褒《咏月赠
人》：“上弦如半璧，初魄似蛾眉。”大
明。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
大明夜已残。”寒魄。唐代刘得仁《对
月寄雍陶》：“圆明寒魄上，天地一光
中。”寒璧。陆游《大醉梅花下走笔赋
此》：“酒阑江月上，珠树挂寒璧。”

以神话称呼。太阴。日月对举，日
称太阳，月称太阴。在中国民间也把太
阴星君看成嫦娥。望舒，神话中为月驾
车的神，借指月亮。屈原《离骚》：“前
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在神
话传说中，月亮有桂树，有广寒宫，有
嫦娥仙子，有玉兔和蟾蜍，这样月亮有
一系列的称呼。广寒宫。唐代鲍溶《宿
水亭》：“夜深星月伴芙蓉，如在广寒宫
里宿。”蟾宫、蟾窟。苏轼《八月十七
日天竺山送桂花分赠元素》：“鹫峰子落
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蟾桂。唐
代罗隐《旅梦》：“出门聊一望，蟾桂向
人斜。”桂蟾。卢照邻 《赠益府裴录
事》：“朝看桂蟾晚，夜闻鸿雁度。”桂
月。庾信《终南山义谷铭》：“桂月危
悬，风泉虚韵。”桂轮。唐代李涉《秋
夜题夷陵水馆》：“凝碧初高海气秋，桂
轮斜落到江楼。”素娥。李商隐 《霜
月》：“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
娟。”李贺《李凭箜篌引》：“吴质不眠

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冰兔。唐
代李绅《奉酬乐天立秋夕有怀见寄》：

“冰兔半升魄，铜壶微滴长。”金兔。唐
代卢仝《月蚀》：“朱弦初罢弹，金兔正
奇绝。”兔轮。元稹《梦上天》：“西瞻
若水兔轮低，东望蟠桃海波黑。”蟾
户。清代金农《中秋夜玩月感作》：“蟾
户光明盼一年，露盘溼桂又凉天。”蟾
蜍。李白《古朗月行》：“蟾蜍蚀圆影，
大明夜忆残。”银蟾。白居易 《中秋
月》：“照他几许人肠断，玉兔银蟾远不
知。”冰蟾。明代汤显祖《牡丹亭·闹
殇》：“海天悠、问冰蟾何处涌？玉杵秋
空，凭谁窃药把嫦娥奉？”明蟾。明代
刘基《次韵和十六夜月再次韵》：“永夜
凉风吹碧落，深秋白露洗明蟾。”蟾
精。骆宾王《上兖州崔长史启》：“叶凤
彩之英姿，辨蟾精于弱岁。”蟾魄，亦
指月色。元稹《纪怀赠李户曹》：“华表
当蟾魄，高楼挂玉绳。”彩蟾。李商隐
《楚宫》：“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
隔重帘。”

以美词称呼。婵娟。苏轼《水调歌
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宝
月。唐代鲍溶《怀惠明禅师》：“雪山世
界此凉夜，宝月独照瑠璃宫。”碧华。
李贺《古悠悠行》：“白景归西山，碧华
上迢迢。”璧月。韦庄《咸通》：“诸郎
宴罢银灯合，仙子游回璧月斜。”清
规。唐代齐己《中秋月》：“空碧无云露
湿衣，群星光外涌清规。”寒玉。李贺
《江南弄》：“吴歈越吟未终曲，江上团
团帖寒玉。”满魄。唐代赵蕃《月中桂
树赋》：“杳杳低枝，拂孤轮而挺秀；依
依密树，侵满魄而含芳。”卿月。岑参
《西河太守杜公挽歌》：“惟余卿月在，
留向杜陵悬。”麝月。明代唐寅《咏春
江花月夜》：“麝月重轮三五夜，玉人联
浆出灵娥。”

□郭保康 潘仁奇兴化中秋节俗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

的这首《水调歌头》将人们相思及团圆
的美好愿望和中秋佳节紧密联系在一
起，万民传颂，千载不绝。

每年此夕，中秋的朗月也把水乡照
亮。

据明代嘉靖年间《胡志》中载：中
秋，以瓜果、团圆饼拜月，会饮。说明
至少在明朝时，兴化人就用以瓜果团圆
饼供月，并举行团圆家宴。那时月饼
（或粘烧饼）叫团圆饼，美满团圆的寓
意非常明显。清咸丰年间《梁志》亦
云：中秋，作月饼，陈菱藕祀月。

兴化人拜月光。拜月光就是祭拜月
神，《礼记》载有“秋暮夕月”。中秋一
家人团聚在一起，热热呵呵地吃完团圆
饭后，人们便在院子里、阳台上、巷
头、河边、桥口等空旷便当处设案举家
拜月光。桌上除了香烛，还摆满佳果和

饼食作为祭礼。一般有：月饼（明清时
节以茶食店专门制作的苏式月饼和家制
的粘烧饼，从大到小一个个叠成宝塔
状）；月光糕（一种圆形米糕，上面立
有面塑的小白兔，眼睛用五味子种嵌
入，插上一面镂空的三角彩旗，上面贴
有一“月”字）；风菱（有生的，煮熟
的）；河藕（称子孙藕。一般三节，上
面要有完整的藕芽，以示子孙绵延）；
时令蔬果（如寓意多子多福的石榴和莲
蓬、表达平安的苹果、希望遇好人的芋
头籽、表示丰收的扁豆等）；还有用洁
净的杯子最好的茶叶泡一杯清茶，名之
曰“聪明茶”。

天地晴明，桂花芬馥，八月的风又
香又甜。皓月升空时，银烛高燃，鞭炮
响鸣，全家对月当空祷拜。然后阖家分
食月饼，让小孩喝“聪明茶”，希望喝
了“聪明茶”的孩子会像月亮一样清

纯、可爱、聪慧。在水乡农村还有一种
“偷祭”的习俗，小孩可随意跑到别人
家的天井里，轻手轻脚地“偷”吃供桌
上的祭品，而不受谴责和惩罚。“偷”
到的得意，被“偷”的也不恼。据说吃
了祭品的小孩会更加乖巧机灵多福。

美好的月圆之夜，人们通过这种带
有仪式感的祭拜，表达的愿望同样美
好：祈愿人人聪颖幸福，天天快乐健
康，家家团圆美满，处处欢歌笑语！

中秋节，也是商讨儿女婚事的佳
期。家中若有儿子订过婚，预备明春娶
媳妇过门，此日必倒提着雌雄一对老鸭
和一对子孙藕往亲家门上送节礼，谓之

“追节”。亲家母若回赠一只雄鸭，则说
明时机不成熟，须再等一年。若回赠一
只雌鸭，则可商量娶亲事宜，将花好月
圆的图景画得更大更圆更美。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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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

楚水 周
刊

上个周末，我们去兴化参加油菜花节。
我的一个同事是兴化人，一路上不断介绍
兴化的风土人情。车到了兴化，感觉很舒
服，所有的气息都是熟悉的。我是高邮人，
兴化与高邮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因而眼
前的田野、小河、树木，以及大片大片的油
菜花，令我都觉得非常亲切，真有回到故乡
的感觉。

在车上，我对北京的朋友说，当年里下
河地区的小媳妇回娘家，都要打阳伞——其
实不是挡太阳，而是挡那些路边踩水车的男
人（这些男人是半裸或全裸的）。朋友立刻脱
口而出：这就像是舞台上的场景啊。是的，劳
动产生的美，男人的健美，女人的羞涩之美，
和谐地表达在一个画面上，真是很美。

我的童年是在乡下小学校度过的，也
算是与乡村有着亲密的联系。记得童年许
多个夏季的夜晚，我从梦中醒来，经常听到
远处那些或远或近的水车号子的锣声和歌
声传过来，人世间的愁苦和人性的欢欣都
可以在那些歌声中感受到！如果说我现在
的文字还有些敏感、温情的东西，肯定跟这

个有关系的。
那天下午，我们在三位文友的陪同下，

去了四牌楼，去了兴化博物馆，当然少不了
去郑板桥故居和刘熙载故居。

兴化真是了不起，扬州八怪就占了两
个（郑板桥和李鱓），四大文学名著的作者
占了一个（施耐庵），明代文学家、明代“后
七子”之一宗臣，清代《四库全书》纂修官任
大椿，以及文艺评论家刘熙载等人。我们当
年读文学概论，总是绕不开刘熙载《艺概》，
凡是下功夫的古人，文章是不注水的，就像
打开《艺概》，满纸都是启人心智的真知灼

见。我以为兴化出了像王干、费振钟这样的
评论家绝不是偶然的，同样出了像毕飞宇
这样的作家也绝不是偶然的。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那天我们在兴化文学馆，墙上挂的
许多兴化文学名人我都熟悉。

二十年前，我曾来过兴化，当时迫不急
待地去了郑板桥故居，对那个潮湿、清静的
小院记忆犹新，记得天井里还有一个水缸，
有种居家般的亲切。这次来发现故居规模
扩大了，后面还多了一个园林，多了许多名
家的碑刻。其实，“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

多”，我们最在乎的就是那种原汁原味的东
西，它与规模、格局无关。

这次在兴化博物馆，见到那张“乳娘费
氏背着幼小的郑板桥”的画很是感动。郑板
桥三岁就不幸丧母，全靠乳娘费氏抚养长
大。这位乳娘原是他祖母的侍婢，每日清
晨，她都会背着板桥，到街上做小买卖，宁
愿自己饿着肚子，也得先买个烧饼给孩子
充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母性天然的流露。
我相信这种人间的大爱，肯定对郑板桥的
人品、文品、艺品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郑扳
桥无论为文、作画、做官都无可挑剔，与这

个也是有关系的。他主张创作应“独创写
意，着意趣味”，道出了艺术的基本规律。上
次我在扬州何园特意买了一对郑扳桥“删
繁就简三秋树，立意标新二月花”的“镇
纸”，一直放在我的书房里，它是写文章最
好的座右铭啊。

对了，那天我们在博物馆里还巧遇淮
剧《郑板桥》的扮演者，后来我们在老街一
个亭子里见到几位老人在听收音机里的淮
剧，那些悲凉凄苦的唱腔太熟悉了，一下子
就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的东西。

次日我们还驱车去了兴化新垛镇施家
桥，一路上都是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施家桥
是施耐庵的故里，他的陵园就在一片古色
古香的园子里。

如今在文学史上，施耐庵是元末明初
小说家、《水浒传》作者。但在当时就是一位
乡下的读书人，他见证或参与了张士诚的
农民起义，有人说他就是《水浒传》中的吴
用，后来死于淮安，他的孙子遵其遗愿葬在
这里。中国人讲究的就是叶落归根，这个墓
园是施家后人修建的，某种程度上施耐庵
是幸福的。

如今在这里的守陵人叫施杰，是位50
多岁的施家后人。那天陪同的文广新局的
同志打了电话后，他就骑着破旧的摩托车
赶了过来。墓园里很有古意，墓地四面环
水，墓前立“大文学家施耐庵先生之墓”石
碑。东南有施耐庵文物陈列室，陈列有施氏
家世表、与施耐庵及其后裔有关的各类文
物以及《水浒传》的各种版本资料。园内还
有赵朴初“重修施耐庵墓记”碑刻。

那天，我们几位文友都用跪拜的形式，
向施耐庵先生致意，也许只有这种方式才
能表达我们心中对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热
爱。

墓园里面的一片柿子树，枝枝桠桠伸
向天空，很萧瑟。墓园里还有一座古桥，背
景是一片迷蒙的桃红柳绿，远远看去，真是
有江南四月天的感觉。

（作者简介：老克，高邮人，现居南京，

资深编辑、作家。）

□老 克

春到兴化 人间四月天

□驰 父界河帆影
如果，以水乡的界河南岸这个村落

──弥陀寺作起点，沿界河，走水路，向
西六十华里是昭阳城，向东四十华里是
台城。界河像一根扁担，将两座古老的县
城挑在两头，由此可见当年在以水运为
主的时代，界河所承担的重要使命。

水网密布的界河边土地，因水而生
了各色的特产，这界河也是不会少的。水
清冽干净，喜欢这干净的河鲜蚬子与蛏
贝，生了满河。常在那夏季下水摸来烹
食，喝汤食肉，鲜美异常。也有那渔人不
分四季，捕来置于集市贩卖，成为职业，
养了家小。

界河两岸的村庄，因河的分隔，是有
了些语言与风俗上的细微差异的，这在
外人看来是无法分辩，非要土生土长界
河边的人才能察觉这细微的不同。比如
这河南与河北村落刚娶回的新娘，听了
口音里稍有的差别，便能说出这新人娘
家的大概方位来了，而这绝对须是这土
生土长的乡里人。另外，这河北元宵的日
子是正月十六，而南岸却是定在十五，这
里还能讲出许多的传说与故事，这河两
岸的人都能讲出一二，但版本却是各不
相同。

我后来明白，这些差别，正是这界河
产生的原因。这河北与河南原先是两县
的分界，河北属昭阳，河南则属台城，只
是日后区域重新的规划，这河的南北都
归了昭阳，而界河的名称却沿袭下来，未
曾改变。

界河当年应是算宽阔的大河，两岸
因防洪需求，修了高高的圩堤，堤上植着
高大的树木，看上去绵延着，甚是壮观与
美丽。因属于交通水路，河道很深的，两
边河岸陡峭，沿河岸的亘古小道，蜿蜒着
伸向远方的天际，大概长年因纤夫的行
走，总是光滑清晰。

界河与水乡的许多重要的水道运河
相通交织。往南沿水路百里可达长江，过
江后是富庶的江南，是人向往的地界。西

边过了昭阳古城，沿水道到达大运河，南
去北往，通达天下，便是任由人了。北去
过了两淮，因水道渐少，换旱路走运河驿
道较为方便，而台城东行百里是黄海，已
非内河小舟船能达之所，也因河水之咸
涩，不宜饮食，因而去往北与东的船只极
少。

界河主要的作用只是昭阳与台城两
城及沿岸各镇的水路交通及商运的承
载，两城之间有机班船，是要行上一整
日的，对班倒，沿途停靠载客，因而便
有了大大小小的码头，这也是水乡人走
向外面世界的去处。弥陀寺临界河的岸
边也有一处这样的码头，花几毛钱，向
西坐行两个时辰并去了昭阳，可去那八
字桥与四牌楼，或到那东城码头的古街
一游，亦或据四季之景的不同，游那昭
阳十景，是一趟不错的闲趣。也可向东
去那台城，走一趟西溪古刹，听那董永
与七仙女的故事，而后找一清静的小
铺，食那鲜美的鱼汤面或那唤着龙虎斗
的烧饼，让您的眼耳胃都得到了一种满
足。

我的村庄与北岸的村子，有一座横
跨于界河上的大石桥相连，我常站在桥
上沿界河走向观赏。清晨，点点的帆
影，从朝霞处飘来，那满载的船，老大
将船帆满升，拉紧帆绳，不停地改变着
帆的角度，以便对准了那风的方向，让
船行得更顺更快，而掌舵的人，常是用
那大橹来代替舵，双手抱紧，不住两边
摇摆，让这船儿沿水道行去，不会偏了
方向，此为顺风行船。当逆风时，船夫
便小了船帆，架上大橹，两人单着衣
衫，使劲摇着，橹声吱呀地唱开去，船
儿向前窜行着。有那逆风的行船，把那
纤绳系于那落帆的桅杆，长长的纤绳通
向河岸，拉纤的人胸前横着竹制的纤
杆，两头系绳，形成三角，三角的一头
有木制的钩子，勾住纤绳，根据船的大
小，二三人一组，沿河岸前倾着身子，

脚蹬着小道，艰难前行，哼起响亮的船
工号子，几条船，几班人，号子声响彻天
空，洒了一河。

水乡人出行非船不可，平常人家备
有称作鸭溜子的小木船，赶个亲戚或去
小镇的集市，便自己撑了去，一根小竹
篙，可将小船在靠岸的浅水处撑的飞
快，如蜻蜓点水般地飘过河面，一转眼
便到了远处。讲究的人家，是要去租那
称为车船的小舟的，花上块儿八毛，可
行个十里八里。此舟一头用木头制作成
封闭的小舱，有舱门与小窗，坐上三四
人应是宽敞，船家用双桨划来，舱内备
了暖瓶与茶水，坐于舱内，任由船儿慢
行，清波荡漾，从窗里赏着岸边慢移的
景致，饮着清香的茶，倒也惬意起来，
没了旅程的烦恼。

界 河
流经我的
村庄，形成
了一处凹
沟，是一天
然的泊船
良地，加之
地名显著，
那常年行
驶于界河
上的船儿，
老大常讲，
加快点，到
了弥陀寺
息 宿 ，于
是，村里的
界河湾里
是常能见
过夜船泊
的，有时停
多了，似成
了小港。当
夜幕降临，
船家点上

马灯，悬于桅杆或船的艄舱，远远望去，
亮成一片，也是有了些小小的壮观。次日
清晨，船儿早早离去，等我走过时，已成
空空，只有那河上的号子，依稀远远飘
来，进入耳中。帆影迎着朝霞，顺着界河，
飘向天边。

如今，界河还在，两岸乡音依旧，我
也从这水乡的界河边走向了外面的世
界，日渐发达的陆路与空中交通，使得缓
慢的水上交通与运输日益没落，界河也
因多年淤塞，已不宜行船。那鲜美的贝类
河鲜，也早不见了踪影，往昔的白帆点
点，和那高亢的船工号子，还有一河清澈
的绿水，都已消失在我的世界，成了梦中
的回响。

（作者简介：马雨保，笔名驰父，兴化

荻垛人，暂居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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