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孔穎達說，「年有四時，時皆三月，三秋謂九月也。」一般而言，
所謂三秋，指的是秋天最後一個月。在《滕王閣序》裡，王勃開篇提到的
「時維九月，序屬三秋」，與孔講的是同一個意思。

秋天就像一葉扁舟，從酷夏的高峰跌宕而下。彷彿一夜之間，氣溫就降
下來了。一夜之間，鳴蟬的琴聲開始嘶啞。這是一年中的黃金季節。在古
代，在深秋，公子王孫成群結隊外出郊遊。寂寞的長夜，未央宮裡的女子
坐在院子裡數星星。她們發現，北斗星的勺子柄已經由南轉而向西。
我想去看秋水。
在《天龍八部》裡，金庸寫道：「他又向玉像呆望良久，這才轉頭，見

東壁上刮磨平整，刻 數十行字，都是《莊子》中的句子，大都出自『逍
遙游』、『養生主』、『秋水』、『至樂』幾篇，文末題 一行字云：『逍
遙子為秋水妹書。洞中無日月，人間至樂也。』」
呆子段譽，本是大理國的世子。不經意間闖入人間福地，有幸領略了一

對神仙伴侶的綿綿情意。時至今日，逍遙子和秋水妹究竟是誰我一直沒搞
清楚，也不想去搞清楚。武俠小說是成人的童話，何須我等執意去揭開人
家的面紗？倒是「洞中無日月，人間至樂也」的情懷，讓人動容。
莊子在《秋水篇》裡說，「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

之間，不辨牛馬。」他又說，「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自然是
偉大的，她的神奇與不可思議不容愚鈍的人類質疑和思考。生命是有限而
短暫的，也不因個人的偉大或渺小而有一丁點的恩賜。古往今來，無論哲
人還是暴君，都對生命的短促充滿了悲歎與無奈之感。倒是一些鄉村野
老，心無掛礙，過 自由自在的日子，令人羨慕。
《詩經》裡，有首著名的《擊壤歌》。詩人借一個農夫的口說道：「日

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一個八九
十歲的老頭子，津津樂道於自己的生活。他天一亮就下地幹活，日落西山
時收工回家。他家的後院裡，有自己開鑿的水井。碗裡，有自己耕作收穫
的糧食。帶上魚叉，就可以去河裡逮魚改善生活。再不然，去山裡下個套
子，也可以抓到 子或者黃羊。中古時代乃至更為久遠時期的中國人，憑
借肥沃的黃土和自然的恩賜，過 悠然自得的生活。山高皇帝遠，皇帝老
兒的爪子伸不到的地方，就是人間的福地。
我喜歡莊子。在所有的古代哲學家裡，從來沒有一個人像莊子這樣與大

地貼得更近，從來沒有一個人像莊子這樣超脫。秋高氣爽，站在浩浩蕩蕩
的水邊上，看開闊的水面煙波浩渺，水鳥與遠處的雲霞結伴而飛。這
樣的時刻，所有的煩惱都一掃而光。這時候，種種憂慮與困擾瞬間都
作鳥獸散了。
站在高高的岸上，看秋風拂過後的渾沌，直覺那是一塊上古的璞

玉。她浩浩蕩蕩地走 ，不因人世的紛擾而停息。她就像一顆碩大的
眸子，時刻關注 人間的喜怒哀樂。她是道法，是純粹，是平靜，是
狂飆，是理智，是安詳。從沒有誰能像秋水這樣從容和淡定，她是上
蒼之手，是萬法之宗。
秋水，有時是一個古代女子的名字，她長髮飄飄，神色嫵媚。她琴

棋書畫，樣樣精通。她是男人的好知己，俠客的好情人。秋天伴你去
郊遊，寒冷的冬天，能研墨鋪氈紅袖添香。
秋水，也曾是古代女孩子眼眸的別稱。那女子明眸善睞，在孔雀東

南飛的日子裡，斜倚在西北方的高樓上，洞穿秋水，期望她的夫君能
早日還鄉。
站在秋天的高台上，我癡迷於造物主深情的眼眸。

每年農曆八月十五日的中秋節是中國最傳
統的節日之一，它源於對天象、四季、節
令、歲時以月亮的盈虧朔望周期計算的陽
曆，其節日習俗、行事亦以「月」為中心展
開，故又稱追月節、玩月節及拜月節等。一
年之中，中秋夜的月亮被認為是特別皎潔明
亮的，中國人認為這象徵 團圓，因此中秋
節亦稱團圓節。
根據史籍的記載，「中秋」一詞最早出現

於《周禮．春官》一書中。書中記載，周代
已有「中秋夜迎寒」、「中秋獻良裘」、「秋
分夕月」的活動。另外，據《禮記．月令》
記載：「是月也，養衰老，授幾杖，行糜粥
飲食。」每到中秋之時，官府便會挨家挨戶
向老人贈送坐凳、手杖，和一些類似 粑的
食品，表示慰問，由此可見中秋向來便有敬
老的傳統。直至漢代，在中秋或立秋之中敬
老養老，賜以雄粗餅。到魏晉時，亦有「牛
渚玩月」的記載。當時，鎮守牛渚的謝尚在
月夜泛舟牛渚江上時，聽到有人在運租船上
詠己作《詠史》詩，大為讚賞，於是邀請過
船，此人即是袁宏。他們一見如故，吟詩暢
敘直達天明。當時謝尚身為鎮西將軍，而袁
宏只是個靠運租為業的窮書生，但袁宏因受
到謝尚的讚譽，從此名聲大振。唐代詩人李
白遊金陵時就曾就此典故作詩曰：「昔聞牛
渚吟五章，今來何謝袁家郎？」不過，那時
候雖有中秋賞月之舉，但整體來說這習俗還
不算普遍，並未成俗。
根據民俗專家的考察，中秋節作為一個民

俗節日約形成於唐宋之時。嫦娥奔月、吳剛
伐桂、玉兔搗藥、楊貴妃變月神、唐玄宗遊
月宮等神話故事的出現，使中秋賞月的習慣
越來越盛行。《唐書．太宗紀》便記載有
「八月十五中秋節」。而由於帝王的提倡，唐
代時的玩月已經泛化為一種民間習俗；屆
時，要全家團聚，再登台或泛舟觀月，飲酒
作樂。事實上，唐代的玩月詩均具有濃厚的
民俗節日背景與特色。詩人張祜《中秋月》
詩中便有：「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
正所謂月到中秋分外明，司空圖在《中秋夜》
說：「此夜若氣月，一年虛度秋。」唐代其
他直接以中秋或八月十五為題的詩作還包

括：李嶠《中秋月二首》、
王建《十五夜望月寄杜郎
中》、杜甫《八月十五夜
月》、韓愈《八月十五夜贈
張功曹》等等。
北宋太宗時，朝廷正式

將農曆八月十五訂為中秋
節，其時並出現了「小餅
如嚼月，中有酥和飴」的
節令食品。記載北宋習俗
的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
和記載南宋習俗的吳自牧
的《夢粱錄》都專述了
「中秋」。《東京夢華錄》
中道：「中秋節前，諸店
皆賣新酒，重新結絡門面
彩樓，花頭畫竿，醉仙錦
旆，市人爭飲。至午未
間，家家無酒，拽下望
子。是時螯蟹新出，石
榴、 勃、梨、棗、栗、
孛萄、弄色棖桔，皆新上市。中秋夜，貴家
結飾台榭，民間爭佔酒樓玩月。絲篁鼎沸，
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若雲
外。閭里兒童，連宵嬉戲。夜市駢闐，至於
通曉。」由此可見，此時的中秋節已經市俗
化，是一個隆重的節日了。文學作品方面，
以月亮的陰晴圓缺比喻人間的聚散離合，亦
成為了宋人詠月詩詞的主旋律。當中，蘇軾
的《水調歌頭》更成了家喻戶曉之作。
至明清時，中秋已與春節齊名，成為中國

的主要節日之一。而這時期的中秋節比以往
更強調其背後團圓的人生主題及文化意義。
明代張岱的《陶庵夢憶》卷五「虎丘中秋夜」
便記載了一番極熱鬧的情景：「虎丘八月
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屬、女樂聲伎、曲中
名妓戲婆、民間少婦好女、崽子孌童及游冶
惡少、清客幫閒、傒僮走空之輩，無不鱗
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鵝澗、劍池、申文
定祠下，至試劍石、一二山門，皆鋪氈席地
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鋪江上。天
暝月上，鼓吹百十處，大吹大擂，十番鐃
鈸，漁陽摻撾，動地翻天，雷轟鼎沸，呼叫

不聞。」其各色人等聚集一起，遊賞玩樂，
與唐宋時玩月的閒情雅致相比，更見市俗
化。直至清代，中秋節更被正式定為假期；
《清史稿．選舉誌》中記載，清廷於光緒年間
規定，各級於「慶祝日、端午、中秋各放假
一日」，而拜月祭月的習俗也繼續沿襲。據清
代富察敦崇的《燕京歲時記》（1906）記載：
「月光馬者，以紙為之，上繪太陽星君，如菩
薩像，下繪月宮名搗藥之弦。人立而執杵，
藻彩精緻，金碧輝煌，市肆間多賣之者。」
這些「月光馬兒」為祭品，大的有七八尺，
小的有二三尺，人們把之對 月亮供奉，在
焚香行禮的儀式後，便會將它們焚燒。
中秋節的歷史沿遠流長，發展至今，習俗

已越見多樣化。然而，月亮作為這個節日的
主題，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還是十分重要。
在受到現代文明與外來文化衝擊的同時，中
國傳統的節日文化仍代代相傳的繼承下來；
每年的中秋節也就象徵 我們對美好生活不
懈的追求、對大自然的感恩與敬畏，以及對
家庭團圓的重視與企望。

（本文及圖片由城大中國文化中心提供）

八月十五中秋節，是我國民間的傳統
節日。因時值中秋望日，月亮最大最
圓，「十二度圓皆好看，其中最圓是中
秋」，因此圓月便成了節日的靈魂和中
心。人們以天上月圓象徵人間團圓，盼
望「人月雙圓」，於是祭月、拜月、賞
月等許多節慶活動都圍繞 圓月展開，
圓月成了人們的最愛。
然而，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在舉國

上下多數人盼望中秋月圓的時候，也有
些地方的人卻盼望月缺、月破，以至對
月亮「採取行動」。他們這些怪異之
舉，都與當地的民俗有關。
在山東西北的臨清一帶，民間流傳

「鉸月亮」的習俗：中秋節這天，家家
都剪一個又大又圓的月亮貼在窗上，圓
月中有傳說中的嫦娥奔月或石榴、蓮
花、牡丹、蝴蝶等。不過這圓月不能久
留，必須在當晚鉸破，據說這樣才能驅
除貧窮，財運亨通。這風俗，源於一個
神話傳說：當年姜太公封神時，被封的
眾神都很滿意，唯獨他老婆沒有被封，
因而整天牢騷滿腹，哭 鬧 也要當神
仙。一天，她又伸手向姜太公「要
官」，姜太公聽了心裡很煩，便教訓她
說：「你嫁到我家，讓我窮了一輩子。
一個婦道人家，整天要名要利，不守婦
規，窮嘴窮舌的，簡直是個窮神！」這
婆娘一聽，立刻高興得跳了起來，她終
於討到「封號」了！於是她就戴 這頂
「窮神」的「桂冠」，到處亂竄，自我炫
耀。然而她到了哪裡，哪裡就會變窮。
百姓對她望而生畏，避之唯恐不及。有
人將此事報告了姜太公，姜太公一聽非
常氣憤，立即將惹事的老婆找回家，不
准她到處亂跑。這婆娘心有不甘，反問
姜太公：「那你叫我到哪裡去呢？」姜
太公想了想，便給她立了兩條規矩：一
怕她使有福的地方變窮，便令她有福的
地方不能去；二怕她坑害窮人，又讓她
「見破即回」。這規矩立即在民間傳開
了，百姓為躲避這「窮神」，便在大門
上貼上「福」字，讓她不敢近前；又在
中秋節晚上鉸破「圓月」，使她望而卻
步，沒法破壞闔家團圓⋯⋯

類似這種盼月破的習俗，在有的少數
民族中也存在 。居住在我國甘肅、青
海一帶的部分土族，就有中秋「打月亮」
的風俗。該族人忌諱過中秋節，更不喜
歡圓月——因為圓月代表光明（暗喻明
朝）。當中秋月圓時，人們就抓一把草
木灰向 空中揚去，意在遮住月亮的光
輝，以掩其「明」；同時還要痛打「月
亮」：家家院子裡放一盆清水，當圓月
的倒影出現在盆中時，人們便不停地用
小石子擊打，直到那輪圓月被打得「體
無完膚」、「殘缺不全」為止，以此發
洩對「光明」的不滿。此俗源於明朝。
明朝從建國初期便存在 來自北方蒙古
的威脅，雙方連年戰爭不斷，而北元蒙
古是主要的征討對象。戰爭給各族人民
帶來災難，也使跟北元蒙古關係密切的
土族百姓深受其害。他們痛恨明朝統治
者，痛恨戰爭，盼望天下太平。「打月
亮」習俗，正是這一願望的殘留。
月亮能鉸、能打，還能「射」。如居

住在廣西西北部的一個鮮為人知的少數
民族——毛南族，至今保留 「射月亮」
的習俗。當中秋晚上月亮升起時，毛南
人便在涼台上擺一張八仙桌，在桌邊捆
一根竹竿，削尖的竹竿頂部插 一個柚
子，柚子上又插 三炷香。柚子和香都
對 月亮，好像瞄準射擊的大炮（當然
是象徵性的）。八仙桌前，還有法童在
做請月神降臨的儀式。人們圍在法童身
邊，一邊談笑一邊對歌，直至天快亮時
方散。毛南人就是通過這種「射月」儀
式，來占卜吉凶禍福，祈求生活幸福美
滿。
我國宋代大文學家蘇軾在《水調歌頭》

一詞中寫道：「月有陰晴圓缺，人有悲
歡離合，此事古難全。」其實月圓月
缺，都是自然現象，如同人間有悲歡離
合一樣不可避免。但是，作為民間的不
同習俗，盼月圓也好，盼月破也罷，都
反映了人們趨利避害的心理，都寄托
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從這種
民俗事象的差異中，我們更能看出我國
傳統文化中的信仰多元，以及各民族文
化的豐富多彩。

藝 天 地文
■文：翁秀美

■文：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　許競思 ■文：戴永夏
亦 有 可 聞

天將今夜月，一遍洗寰瀛
歷 史 與 空 間

秋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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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素仲是香港畫壇奇才趙是旦的女兒，早年曾從事廣告創
作、報刊專欄作者，撰寫家庭食譜、健康食療等文章。著作
有：《中藥趣談》、《食療百味》、《樂在廚中》、《我的食
譜》、《燕窩》、《燕窩趣談》等等。趙女士60歲離開工作崗
位後，才開始習畫練字。
2012年7月出版《拾花時候》卷一、卷二。
2012年9月在香港佛光緣美術館舉辦首次個人畫展──《拾

花時候》趙素仲作品展。

趙素仲作品──

詩畫人生（十）

作者簡介：

詩 情 畫 意

是的，柳枝讓狂風暴雨打得
七零八落。我們的人生，何嘗
不是讓不幸折騰得東歪西倒，
但只要堅定的信心，如柳樹的
根和幹一樣，任何不幸都吹不
倒我們的鬥志。

手 寫 板

月如
■文：馮　磊

鉸月．打月．射月
──談中秋節的歷史

五點半，覺風涼，起來關窗，四周
正沉睡。天幕青青，東邊一彎曉月，
晶瑩閃亮，弧線優美，似遠又近，俯
視 人間。多好的月，靜靜注視 ，
想它也應看到我，竟不捨離開。
一月之中，由缺到圓，由圓到缺，

周而復始，有始有終，又無始無終。
圓月似鏡，團圓美滿；缺月如 ，也
有無限情態，動人心弦。
不是嗎？九月初三的夜晚，在白居

易的眼中，是那般可愛美妙，初升的
新月就像在碧藍的天幕上懸掛了一張
精緻的玉弓。新月纖細，如女子一抹
眉痕，清新美好。李端《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
不聞，北風吹羅帶。」倩影盈盈，細
語輕音，拜月少女的虔誠純真令人憐
惜。唐人流行拜新月，此風俗至宋仍
在，南宋詞人王沂孫也寫過拜新月，
「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
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祈新
月漸圓漸滿時，人亦能如願。
過幾日，月至半圓，李白有《峨眉

山月歌》，半輪明月，映入江水，人
在走，月影順水而流，令人迷醉。十
五滿月之後漸虧，二十二三，下弦月
出，之後虧呀虧，漸成殘月，掛在後
半夜和黎明之時的東方。殘月所見，
多為早行人和送別場面，「水邊燈火
漸人行，天外一 殘月帶三星」，
「殘月臉邊明，別淚臨清曉」，「今宵
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情
景交融，清麗傷感。杜甫的「四更山
吐月」描畫出殘月的動人之姿，夜深
人靜，殘月從山後升起，如被青山吐
出，山與月都被賦予了活潑潑的生命
動態，美極。
自來月圓花好，悅目賞心；月缺花

殘，惹人傷懷。納蘭性德曾這樣描
述：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
昔都成玦。「玦」，是有缺口的環形
佩玉。縱然月之盈虧早有定數，縱然
世間不如意事常八九，世人仍是有企
盼月長圓人長聚、人事如意無缺的美
好願望。
香菱初學作詩，便是寫月，第三首

尾聯道：博得嫦娥應借問，何緣不使

永團圓？此問怕是嫦娥自己也難以回
答。月圓無數，仙子終是形單影隻。
第五十七回，薛姨媽看望黛玉，對寶
釵說，你寶兄弟，老太太那樣疼他
⋯⋯不如竟把你林妹妹定與他，豈
不四角俱全？若如此，可正是黛玉
一生所繫，是寶玉從古到今、天上人
間、第一件稱心滿意的事，但世事焉
能真的四角俱全？書中最後一個中秋
夜，寥寥數人，走了這個又少了那
個，只坐了桌半壁，冷清寂寞。這部
曠世奇書，也好似上弦過後漸盈的凸
月，遺憾的是永久定格於此，難以圓
滿，只是人們對它的喜愛癡迷從未減
輕半分，盡所有的才情去想像去彌補
理想中的那一彎月牙。
缺，原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韻

致，有流光無限，天地無垠之美。馬
致遠的「青山正補牆頭缺」，妙。牆
頭缺的那一處無限迷人，倘若無缺，
怎見一角青山？但若不補，也自有萬
種風情，不同角度望去便有不一樣的
風光。古人筆下的缺月，或掛疏桐，
或依柳梢，或伴寒星，承載世間各種
情感寄托，溫婉清柔，多姿多態。眼
前這彎月，掛在青天，無枝可依，卻
有滿把清光閃耀，恍如最甜美淡然的
微笑，望 它，心境澄澈，即便惆悵
憂傷也覺溫暖安寧。
滿月不長有，缺月常相伴。月缺，

很美，縱缺至一痕，也傾出所有光
明，清照夜色，撫慰心靈。如此，榮
辱得失原有定，宜看淡；離合聚散皆
是緣，自珍惜。豐子愷先生有一幅漫
畫，桌上兩三茶具，寂靜無人，竹簾
捲起，夜色如水，新月清朗。右邊題
字：人散後，一 新月天如水。清幽
空靈的美在畫中涓涓流淌，不可言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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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賞月（選自清院本《十

二月令圖軸》）。

■清代冷枚《文士賞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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