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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在鸣竹，憔悴西风，凉秋梦里思乡。

倦客披衣，帘外日影疏窗。

叹夜雨残花落，梦断独自惆怅。

待谢红过后，叶落寻根，重度虚光。

不说青春无价，少年狂妄去，不见书郎。

今日诗书堆里，淡墨品香。

最怕人生过客，望雁影、何处故乡？

叹路遥人易老，多少乡愁，淡笑斜阳。

儿时的生活贫穷却快乐，每到
中国的传统节日，奶奶和母亲就会
竭尽全力为我们置办一桌可口的
美味来满足我们这些馋嘴的小
猫儿。而中秋节是我最难忘的节
日，不仅因为有可口的饭菜，最主
要的是还有奶奶亲手制作的手工
月饼。在那些物质匮乏的年代里，
奶奶的手工月饼带给了我们无法
言说的甜蜜享受。

每年的中秋节，这个带有美丽
传说又象征团圆的日子，奶奶都会
烤制美味儿的手工月饼。那时候没
有烤箱，没有精致的模具，全凭奶奶
的一双巧手用简单的食材制作出美
味可口的月饼。八月十五前后的节
气，正是花生、芝麻、绿豆、葵花籽、
红豆这些五谷丰登的季节，奶奶会

就地取材，制作五仁的、豆沙馅的月
饼。奶奶的手很巧，会把那些包好
馅料的面团，捏成各种形状，有带花
边的、有梅花形的、还有菱形的。包
好的月饼奶奶就会放在平底锅上慢
慢烤制，这时候我就会帮奶奶烧火，
在奶奶的指挥下一会儿添柴、一会
儿撤火。奶奶拿着木铲子不停的翻
动那些平底锅上开出的小花朵，慢
慢地锅里的月饼就开始变的两面金
黄，散发出诱人的香气，等在旁边的
弟弟妹妹就会忍不住的口水直流。

奶奶烤制的手工月饼，是晚上
拜月必不可少的贡品，到了时辰，奶
奶会带领全家人洗净双手，跪在香
案前双手合十虔诚的祷告，祈祝全
家幸福安康，诸事顺利。拜完月，奶
奶和母亲就开始动手置办赏月的菜

肴，一盘象征团圆的月饼被摆在了
餐桌的正中间，还有母亲炒的几盘
素菜，象征吉庆有余的一条鲫鱼，小
孩子还会分一罐平常喝不着的饮
料。一家人其乐融融，就在月光的
照耀下谈天说地。

团圆饭后，一家人会在月光下
赏月吃月饼，分到孩子手里的月饼
大家都舍不得一次吃完，会掰一小
块尝尝，剩下的用纸包好，待到第二
天会和其他孩子比赛，看谁家的月
饼最漂亮，谁家的馅料最丰富，谁家
的月饼最香甜。在那些物质匮乏的
童年，一块月饼就成了我们舌尖上
跳跃的美味儿。

奶奶去世后，母亲就继承了奶
奶的手艺，每年的中秋还是会制作
美味儿的手工月饼。还会带领全家

拜月赏月吃月饼。只是随着时间的
流逝，生活条件的好转，制作手工月
饼的人家越来越少。慢慢的我们都
长大了，陆续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工
作。每年的中秋节不是一个传统的
节日了，它成了我们一家团聚的理
由。母亲不再制作手工月饼，市场
上琳琅满目的月饼像一个个标致的
美人儿，躺在货架上供人挑选。五
仁的、豆沙的、蛋黄的、莲蓉的，甚至
还有肉馅的，冰皮的月饼。

如今，又是月到中秋，那轮遥挂
天边的圆月又勾起了我的回忆，奶
奶制作的手工月饼又在我的脑海里
浮现，那种香甜可口是淳朴浓厚的
亲情味道，是记忆深处无法忘怀的
味道，也是丰富了我的童年伴随我
成长的味道。

有人说，路与车的关系是唇齿相依不可分
割的一个整体。尽管这个比喻不十分准确，但
也有一定道理。你想啊，如果没有公路，汽车就
寸步难行；如果没有车，公路就失去了存在的意
义。

就路与车的发展变化而言，别说诺大的一
个北京城，就说门头沟这个山区吧，其路与车的
发展就充分证明了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变化。鲁
迅先生曾说过：“世间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
便成了路。”门头沟区域面积达1455平方公里，
其山路不计其数，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但在新
中国成立之前是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的，绝大
部分都是一条条又窄又险的山路，只能走人、走
驴，最多走马车。

谁都知道，在历史上，门头沟的煤炭曾是北
京城的主要能源供应基地。从古代、近代至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山里往京城运送的煤炭
等，只能靠人扛、驴驮和马车拉。早在清代康熙
年间，为了顺利将煤炭等运往京城，清朝政府出
资修建了一条京门大道，但也只是一条土路。
1919年8月，由北洋政府出资，开始改建京门公
路。1936年，在京门公路上开通了客运公共汽

车，即从阜成门开往门头沟的圈门，但能坐汽车的只有中英煤矿的
高级职员、政府官员及商人，一般老百姓是坐不起的。

解放后的1950年3月，北京市公共汽车公司开通了由前门开
往门头沟圈门的公共汽车线路，1951年10月，开通了阜成门至圈
门的公共汽车线路，定名为36路，全长30余公里，而在门头沟区
境内仅有8公里。同时，由前门开往门头沟圈门的公共汽车线路
停止运营。据了解，在改革开放之前，36路公共汽车一直是门头
沟人进城的唯一选择。1983年，36路公共汽车改为336路，同
时，也将线路从阜成门改到展览路，由圈门改到了大峪。之后，陆
续开通了门头沟区河滩至前门的307路公共汽车、门头沟区圈门
至石景山苹果园地铁的326路公共汽车，不久921、929、959等也
相继开通。据统计，截至2018年门头沟区170多个行政村在修
建了“村村通”柏油马路的同时，全部开通了公共汽车，目前已达
39条之多。当然，还有一条穿越门头沟区南部山区的108国道，
一条穿越门头沟区北部山区的109国道。如果从距离门头沟区
最远的清水镇到北京城办事，一天打个来回是绰绰有余的，或坐
公共汽车、打出租车、自驾车，既快捷又方便，真是有一种“千里江
陵一日还”的感觉。

以前，住在门头沟大山深处的老百姓去一趟门城地区不容
易，去一趟北京城更难，不仅要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运送东西还
得驴驮马拉，来回一趟就得四、五天时间，难怪一些上了岁数的人
现在还说，到门头沟门城地区叫下去，进山叫上去，到北京城里办
事说是去北京，好像他是外省市的人，不归北京市管辖一样，这样
说也许是因为路途遥远的缘故，也许是一种习惯叫法吧。

再说说车。1974年冬天，我当兵来到北京，在驻门头沟区的
一个部队给首长当通讯员。诺大的一个团级单位也只有两辆车，
一辆是两边开门的北京越野吉普车，是专供部队首长乘坐的；另
一辆是两轮摩托车，是供我取送信件用的。干部战士进城，只能
乘坐336路公共汽车，要么到石景山苹果园倒地铁，要么到展览
路再倒车才能到达目的地。那时地方上也一样，机关、厂矿、企业
汽车少的可怜，私家车更没有了，人们一般出行大部分骑自行车，
大马路上的汽车寥寥无几，也就是因为车少，司机就成了一门热
门职业，就像卫生员、售货员一样，是令人非常羡慕的。

2004年秋，因公去了一趟欧洲，看到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
如法国、德国，遍地跑的都是小汽车，一派富裕繁荣景象，令人羡
慕不已。他们的一个普通家庭不仅有小汽车，还有房车（一种家
庭外出旅游车）。当时我心里就想，什么时候我们国家也能变成
这个样子呢？自己不但没有信心，似乎也没有那种奢望。不过在
这里我要说的是，尽管他们的高速公路十分发达，但都是坑坑洼
洼、破旧不堪的旧公路，比我们国家的高速公路差多了。之后也
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我国的经济迅速腾飞，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很快地家庭小轿车开始普及，现在我们的一个普
通三口之家至少有一辆小轿车，甚至两辆，很多人无不感慨地说，
这一辈子还能开上小汽车，做梦都想不到！

真的，从建国前门头沟区境内的公路只有8公里发展到现在
的近1000公里，公共汽车线路从1条发展到现在的39条，汽车从
不足10辆发展到现在10余万辆，这一巨大变化，从一个侧面真实
地反映了门头沟区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
年以来祖国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如今门头沟区的天更蓝，水更
清，山更绿，人民更幸福，我深信，祖国的明天会更强大，我们的明
天会更美好！

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秋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也是也是
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民俗节日。。按按
我国历法我国历法，，中秋节又称仲秋节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八月八月
节节、、八月半八月半、、追月节追月节、、团圆节等团圆节等。。中中
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秋节始于唐朝初年，，距今已距今已13001300多多
年年。。千百年来千百年来，，民间一直有拜祭月民间一直有拜祭月、、
赏月赏月、、走月走月、、吃月饼吃月饼、、饮桂花酒饮桂花酒、、供兔供兔
儿爷等多种习俗儿爷等多种习俗，，以此寄托思念故以此寄托思念故
乡乡、、亲人亲人，，祈盼团圆幸福之情祈盼团圆幸福之情。。因因
此此，，中秋节也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中秋节也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
史民俗文化史民俗文化。。

中秋节蕴藏悠久历史文化中秋节蕴藏悠久历史文化。。““中中
秋秋””一词始见于一词始见于《《周礼周礼》：》：““中春昼中春昼，，鼓鼓
击士鼓吹幽雅以迎暑击士鼓吹幽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中秋夜迎寒
亦如云亦如云。。””中秋之夜以幽雅的鼓乐歌中秋之夜以幽雅的鼓乐歌
舞迎接舞迎接““中秋中秋””到来到来。。历代皇朝称月历代皇朝称月
神为夜明之神神为夜明之神，，道教兴起以后称月道教兴起以后称月
神为太阴星君神为太阴星君。。自明代建起天自明代建起天、、地地、、
日日、、月月、、社稷五坛之后社稷五坛之后，，月坛即成为月坛即成为
明清皇帝祈祀夜明之神的地方明清皇帝祈祀夜明之神的地方。。中中
秋节祭拜秋节祭拜““月神月神””，，源于远古初民对源于远古初民对
月的人格化和崇拜月的人格化和崇拜。。如如，，嫦娥奔月嫦娥奔月
神话故事的传说神话故事的传说，，民间认为嫦娥就民间认为嫦娥就
是月神是月神，，并称其为月姐并称其为月姐、、月姑月姑。。故八故八
月十五有设案祭拜月十五有设案祭拜““月神娘娘月神娘娘””习习

俗俗，，而道观里这天焚香祈祀祭拜太而道观里这天焚香祈祀祭拜太
阴星君阴星君。。

俗话说俗话说：：““中秋节送月饼中秋节送月饼，，送的是送的是
礼儿礼儿，，走的是面儿走的是面儿。。””中秋送月饼中秋送月饼，，传传
说始于明代永乐年间说始于明代永乐年间。。14021402年朱棣年朱棣
在金陵在金陵（（即南京即南京））登基登基，，1818年后迁都年后迁都
北京北京。。因朱棣在金陵登基因朱棣在金陵登基，，所以江浙所以江浙
一带便把一带便把““走月走月””等民间习俗延续下等民间习俗延续下
来来。。据据《《嘉兴县志嘉兴县志》》记载记载：：““十五是为十五是为
中秋中秋，，作饼肖月形作饼肖月形，，曰曰‘‘月饼月饼’’，，有相馈有相馈
遗者遗者，，取团圆之意取团圆之意。。””另另《《西湖游览志西湖游览志》》
称称：：““八月十五谓中秋八月十五谓中秋，，民间以月饼相民间以月饼相
送送，，取团圆之意取团圆之意。。””这里说的这里说的““相馈相馈””

““相送相送””即相互之间赠送即相互之间赠送。。最初是王最初是王
公大臣公大臣、、富商贵族之间相互送月饼富商贵族之间相互送月饼，，
以后才在民间慢慢普及起来以后才在民间慢慢普及起来。。清富清富
察敦崇在察敦崇在《《蔡京岁时记蔡京岁时记》》中说中说：：““每届每届
中秋中秋，，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馈赠府第朱门皆以月饼果品馈赠。。””
李静山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增补都门杂咏》》记述的更为记述的更为
详实详实：：““红白翻毛制造精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中秋送礼遍
都城都城。。””红白翻毛说的就是自来红红白翻毛说的就是自来红、、自自
来白月饼来白月饼。。

中秋节凸显民俗文化中秋节凸显民俗文化。。在我国在我国
民间民间，，中秋节有达官贵族赏月中秋节有达官贵族赏月、、祭月祭月，，
文人墨客赏月文人墨客赏月、、咏月咏月，，百姓拜月百姓拜月、、走月走月

等多种习俗等多种习俗。。过去过去，，达官贵族达官贵族、、文人文人
墨客常常到酒楼茶肆墨客常常到酒楼茶肆、、亭台楼榭那些亭台楼榭那些
雅致幽静的地方雅致幽静的地方，，对月吟诗对月吟诗、、品茗饮品茗饮
酒酒、、欢聚玩乐欢聚玩乐。。如如，，苏东坡的诗作苏东坡的诗作：：

““明月几时有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把酒问青天。。……但……但
愿人长久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千里共婵娟。。””皓月当空皓月当空，，
愁绪绵长愁绪绵长。。李白的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举头望明月，，低低
头思故乡头思故乡””，，杜甫的杜甫的““露从今夜白露从今夜白，，月月
是故乡明是故乡明””，，乡思乡愁乡思乡愁，，意切情深意切情深。。再再
如如《《红楼梦红楼梦》》第七十六回第七十六回，，不仅讲到贾不仅讲到贾
母吃的月饼是宫廷御赐的母吃的月饼是宫廷御赐的““内造瓜仁内造瓜仁
油松穰月饼油松穰月饼””，，还特别讲到黛玉还特别讲到黛玉、、湘云湘云
和妙玉中秋夜即景联诗场景和妙玉中秋夜即景联诗场景：：““三五三五
中秋夕中秋夕，，清游拟上元清游拟上元。。撒天箕斗灿撒天箕斗灿，，
匝地管弦繁……钟鸣栊翠寺匝地管弦繁……钟鸣栊翠寺，，鸡唱稻鸡唱稻
香村香村。。有兴悲何继有兴悲何继，，无愁意岂烦无愁意岂烦？？””悲悲
伤和欢愉都融入中秋月夜伤和欢愉都融入中秋月夜。。百姓人百姓人
家的中秋家的中秋，，多在自家庭院里或兔儿多在自家庭院里或兔儿
爷爷、、猜灯谜猜灯谜，，或一起吃月饼或一起吃月饼、、团圆饭团圆饭。。
俗语说俗语说：：男不拜月男不拜月，，女不祭灶女不祭灶。。所以所以，，
民间百姓拜民间百姓拜““月神娘娘月神娘娘””，，都由主妇们都由主妇们
去做去做。。

中秋节饱含特色饮食文化中秋节饱含特色饮食文化。。中中
秋节的秋节的““食文化食文化””，，可以说从民间和朝可以说从民间和朝
廷信仰廷信仰““祭月拜神祭月拜神””就已开始就已开始。。明沈明沈

榜榜《《宛署杂记宛署杂记》》记载记载：：当年当年，，京师北京京师北京
““坊民皆造面饼相遗坊民皆造面饼相遗，，大小不等大小不等，，呼为呼为
月饼月饼。。市肆以果为馅市肆以果为馅，，巧名异状巧名异状，，有有
一饼值数百钱者一饼值数百钱者。。””明代时明代时，，民间就已民间就已
盛行制作月饼盛行制作月饼，，而且大小各异而且大小各异，，形状形状
不同不同，，馅料多样馅料多样。。清末到民国时期清末到民国时期，，
老北京开始有自来红老北京开始有自来红、、自来白月饼自来白月饼。。
《《红楼梦红楼梦》》第七十五回曾讲到宁国府第七十五回曾讲到宁国府
给贾母送月饼给贾母送月饼、、西瓜的故事西瓜的故事，，贾母说贾母说：：

““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你昨日送来的月饼好””。。19021902年年，，
慈禧太后出逃西安一年后回到北京慈禧太后出逃西安一年后回到北京，，
为了赏赐护驾有功的重臣为了赏赐护驾有功的重臣，，中秋节前中秋节前
她令内务府去京城老字号她令内务府去京城老字号““正明斋正明斋””
订制了百余盒订制了百余盒““精品月饼精品月饼””，，赏赐给五赏赐给五
品以上护驾有功官员品以上护驾有功官员。。虽说慈禧送虽说慈禧送
的是桃酥月饼的是桃酥月饼，，但系着黄绫子但系着黄绫子、、上面上面
印着印着““慈禧皇太后御赐慈禧皇太后御赐””和和““福寿康福寿康
宁宁””锦盒锦盒，，让收到月饼的大臣着实受让收到月饼的大臣着实受
宠若惊宠若惊。。

如今商家生产销售的月饼如今商家生产销售的月饼，，样样
式式、、口味口味、、包装等不一而足包装等不一而足。。想吃哪想吃哪
家生产的家生产的、、哪种口味儿的哪种口味儿的、、哪种价格哪种价格
的都有的都有。。但不知道您在品尝月饼的但不知道您在品尝月饼的
同时同时，，是不是也品出了悠久浓郁的中是不是也品出了悠久浓郁的中
秋历史与民俗文化秋历史与民俗文化。。

中秋中秋，，故乡的祖国故乡的祖国
马淑琴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你是东胡林人你是东胡林人
从远古岸边从远古岸边

追随而来的那轮明月的皎洁追随而来的那轮明月的皎洁
你是龙泉古窑出土的你是龙泉古窑出土的

那只陶碗的温润那只陶碗的温润
你是村口老槐树的苍老枝杈你是村口老槐树的苍老枝杈
每晚如约挑起的那盏灯笼每晚如约挑起的那盏灯笼

你是永定河的波涛你是永定河的波涛
与月色的融合与月色的融合

而奏响的千古乐章而奏响的千古乐章
你是西山之巅明月清风你是西山之巅明月清风

担当领唱的那首古老的情歌担当领唱的那首古老的情歌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你是妙峰香道上你是妙峰香道上
朦胧月色匆匆赶路的虔诚朦胧月色匆匆赶路的虔诚

你是潭柘古寺悠于你是潭柘古寺悠于
京城五百年的传说京城五百年的传说
你是京西的太平鼓你是京西的太平鼓

用圆月的形象用圆月的形象
催生太平盛世催生太平盛世

你是古道上那一队猎猎幡旗你是古道上那一队猎猎幡旗

以穿越的神韵以穿越的神韵
搅动山村月影的婆娑搅动山村月影的婆娑

你是皇家琉璃七百年窑火你是皇家琉璃七百年窑火
为世代辉煌为世代辉煌

锻造出的厚重底色锻造出的厚重底色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你是我年轻的父亲你是我年轻的父亲
摇着小船摇着小船

在浊浪翻滚的永定河上在浊浪翻滚的永定河上
捕捞一线渺茫的生机捕捞一线渺茫的生机
你是我垂老的爷爷你是我垂老的爷爷
在干旱的坡地上在干旱的坡地上

握着锄柄握着锄柄
把月的清辉当水把月的清辉当水

拯救半死不活的秧禾拯救半死不活的秧禾
你是古老乡村的惨淡你是古老乡村的惨淡
你是陈旧城镇的残破你是陈旧城镇的残破

你是农人食不果腹的疾苦你是农人食不果腹的疾苦
你是煤窑狭窄昏暗的巷道里你是煤窑狭窄昏暗的巷道里

那盏矿灯呻吟的微弱那盏矿灯呻吟的微弱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你是青纱帐里的游击健儿你是青纱帐里的游击健儿
借着月光一举捣毁鬼子的碉堡借着月光一举捣毁鬼子的碉堡

你是英勇的挺进军你是英勇的挺进军
以月为号以月为号

集合起十万大山的巍峨集合起十万大山的巍峨
你是刘大鼻子月夜率队你是刘大鼻子月夜率队

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冲破敌人的封锁线
你是李文斌在永定河的月光下你是李文斌在永定河的月光下

潇洒地清点赫赫战果潇洒地清点赫赫战果
你是平西的革命志士和英雄的人民你是平西的革命志士和英雄的人民

为新中国贡献一腔血的慷慨为新中国贡献一腔血的慷慨
你是红色老区为国家为民族你是红色老区为国家为民族

奉上一颗心的火热奉上一颗心的火热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今天今天
你是九曲回肠的山路你是九曲回肠的山路

举起金色的梦想举起金色的梦想
你是激情满腔的永定河水你是激情满腔的永定河水

一往无前的执着一往无前的执着
你是百里山川你是百里山川

纯净如水的蓝天白云纯净如水的蓝天白云
你是老区生态你是老区生态

一片浓郁的绿色一片浓郁的绿色
你是古村群落升起的袅袅炊烟你是古村群落升起的袅袅炊烟

定格成富足丰硕的笑窝定格成富足丰硕的笑窝
你是几世矿工告别了棚户的历史你是几世矿工告别了棚户的历史

与山比肩的楼群与山比肩的楼群
提升的不仅仅是生活提升的不仅仅是生活
你是美丽宽敞的校园你是美丽宽敞的校园

绽开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绽开孩子们花朵般的笑脸
你是舒适整洁的敬老院你是舒适整洁的敬老院

老人们被抚平了皱纹的欢乐老人们被抚平了皱纹的欢乐
你是永定楼的飞檐斗拱你是永定楼的飞檐斗拱

一轮明月烛照母亲河深邃的历史一轮明月烛照母亲河深邃的历史
你是定都阁上的那枚月亮你是定都阁上的那枚月亮

眺望京都百里长街的眺望京都百里长街的
笔直与壮阔笔直与壮阔

你是新落成的永定河大桥你是新落成的永定河大桥
一桥飞架一桥飞架

驮起满天银色的辉光驮起满天银色的辉光
托起隆隆飞奔的时代列车托起隆隆飞奔的时代列车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我的热爱必须从脚下我的热爱必须从脚下
14551455平方公里起步平方公里起步

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个脚印
向着向着960960万平方公里万平方公里

延伸与开拓延伸与开拓
我的热爱必须从永定河我的热爱必须从永定河
一朵细小的浪花开始一朵细小的浪花开始

去感知长江黄河去感知长江黄河
气势的恢弘与磅礴气势的恢弘与磅礴

我的歌唱必须我的歌唱必须
从灵山顶的一枚松针开始从灵山顶的一枚松针开始

扩充到泰山黄山云海的旖旎扩充到泰山黄山云海的旖旎
我的歌唱必须我的歌唱必须

从黄草梁上的一朵黄花起步从黄草梁上的一朵黄花起步
唱到大漠边关长河月影的升落唱到大漠边关长河月影的升落

中秋中秋 我故乡的祖国我故乡的祖国

中秋中秋
你是故乡容颜的明媚你是故乡容颜的明媚
你是人民清澈的品格你是人民清澈的品格

你是京西儿女的别情离绪你是京西儿女的别情离绪
何时何地都无法割舍何时何地都无法割舍
你是最美丽的乡愁呵你是最美丽的乡愁呵

是我一往情深是我一往情深
故乡的祖国故乡的祖国

嫦娥 大峪二小二（1）班 史一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