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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北京总部针对当前安全事故高发的安全生产的严

峻形势发出通知，要求各项目公司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营

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

进入8月份以来，全国各地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包括

“8.29”四川攀枝花肖家湾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包茂高速安塞

段“8.26”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8.20”重庆合川区重大

交通事故、“8.05”浙江温州铝制厂爆燃重大伤亡事故等在内

的道路交通、煤矿安全生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

大损失，也给社会稳定和国家经济建设带来不利影响。

为了进一步加强集团内企业安全生产，有效防范和坚决

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努力推动集团安全生产形势的

持续稳定，营造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总部要求各项

目公司重点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开展纠正“有法

不依、有章不循”问题的专项治理行动。

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管理规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针对安全管理的薄弱环节和重

点、疑点、难点问题，广泛深入地开展安全生产自查活动，

纠正燃气生产、安装、运输等环节中“有法不依、有章不

循”等违规行为，坚决消除各种违章、违规操作的现象。

要组织全公司员工认真学习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结合

本行业特点重点学习带气作业、液化气的灌装、运输等安全

操作规程，并要求公司安全监管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各负

其责、各尽其职，依法依规严格监管，真正形成狠抓落实的

合力。

要组织专人深入生产一线对所有施工现场、场站、灌装

车间、运瓶车辆等部位“有法不依、有章不循”的违章操作

现象进行排查，发现问题立即从严予以整治。整治工作要结

合本行业特点，抓住事故易发、多发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

进行重点整治，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

要认真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健全完善安全管理机

构和规章制度，细化安全技术措施，严把安全操作关，加强

现场安全管理，特别是要将安全生产责任层层落实到每个部

门、岗位和作业人员，消除各类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二、切实加强交通安全管理，严格液化气运输安全管理。

加强机动车派出审批管理，对驾驶员进行经常性安全教

育，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人货同装，严禁夜间在不能达

到安全通行条件三级以下的山区公路行驶。夜间遇暴雨、浓雾

等影响安全视距的恶劣天气时，可以采取临时停驶措施。

液化气槽车、运瓶车等危货车辆严格遵守危险货物运输

规定。危货运输车辆，必须保持安全车速、保持车距，严禁

酒后驾驶、超车、超速和强行会车，不得在繁华地带停留；

装运危货的机动车，应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

要认真汲取陕西包茂高速安塞段“8.26”特别重大道路

交通事故教训，举一反三，落实明确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尤

其是营运车辆安全管理责任，加强宣传教育培训，杜绝隐患排

查治理不彻底、驾驶员安全和法制意识淡薄的不良行为。

三、开展“保平安，迎双节，和谐‘十八大’”专项安

全大检查。

十月一日前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认真组织一次安全大检

查。这次检查可以和纠正“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问题的专

项治理行动相结合，安排对所属区域内燃气储气、调压场站

和重要燃气设施、输气管线、槽车、瓶车、零售店、办公场

所、在建工程等的安全情况进行拉网式、地毯式大检查。检

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和违章行为要及时治理和处罚，能立即

整改的应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安排专人监护并制定整

改方案限时整改。

通知还要求各公司要结合地方政府和行业组织的有关要

求开展工作，认真及时贯彻落实通知精神，并将落实执行情

况及时上报北京总部。

目前，各项目公司积极行动，按通知要求贯彻实施，结

合实际开展有关活动。 

（北京中民燃气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报道）

加 强 安 全 管 理  营 造 和 谐 环 境
——北京总部发出通知：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贯彻总部精神  重庆中民开展节前安全检查怀化中民召开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
近日，北京总部下发了中民通字[2012]20号《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要求各公司

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开展纠正“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问题的专项行动；切实加强交

通安全管理；开展“保平安，迎双节，和谐‘十八大’”专项安全大检查。

重庆中民总经理任小阳在总经理办公会上组织学习了总部关于加强安全管理的文件精神，对近

期安全工作做了进一步布置。各部门也召开会议认真学习，把总部文件精神落到实处。针对企业安

全工作现状，结合进入8月份以来全国各地接连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如四川攀枝花肖家湾煤矿瓦斯

爆炸事故、包茂高速安塞段特别重大道路交通事故、重庆合川区重大交通事故和浙江温州铝制厂爆

燃重大伤亡事故等在内的道路交通、煤矿安全生产事故，重庆中民强调了抓好生产安全和交通安全

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突出整治和监控重点安全隐患。

按照文件要求和公司安全生产“打非治违”“百日攻坚”实施方案，逐级落实安全责任，重庆

中民决定在国庆和中秋节前组织开展一次安全大检查，对本公司的燃气储气站、调压场站和重要燃

气设施、输气管线、办公场所、在建工程等安全情况进行拉网式、地毯式大检查，对查出的问题，

于节前整改完毕。公司领导非常重视这次节前安全检查，从人员配备、检查内容、检查方式、重点

难点、问题整改都作了精心安排，确保万无一失。公司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三个检查组，分别由常务

副总经理柯罗、财务总监吴军和工会主席周代华带队，各部门负责人、专兼职安全员等参加，到全

县古溪、塘坝、双江三个片区进行安全检查。

在交通安全管理方面，公司出台了《车辆管理规定》，加强机动车派出审批管理，对驾驶员进

行经常性安全教育，严禁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和驾驶带病车辆。同时，公司还要求所有驾驶员遵章

守纪，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避免发生任何责任事故。

重庆中民对今年的节前安全检查抓得早、抓得实、认识清楚、责任明确、安排周密，确保广大

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重庆中民燃气有限公司  米加林报道）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有效防止和坚决遏制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积极营造“中秋”、“国庆”、“十八大”期间和谐、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9月4日下

午，怀化中民召开欢度两节、喜迎“十八大”安全生产工作专题会议。会议由公司分管

安全生产工作副总经理周南城主持，公司中层以上干部、各班组长及城区配送站店长全

部参会。

会上，公司副总经理周南城首先向参会人员传达了北京总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

管理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并要求各部门、各班组组织广大员工认真学习并深刻领悟总

部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文件精神，努力实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全员参与的局面。周总

结合八月份全国各地接连发生的重大安全事故案例，提醒大家从中吸取深刻教训，紧绷

安全生产这根弦，防微杜渐，严格遵守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狠抓落实，将安

全责任层层落实到位到岗；其后，周总组织大家再次认真学习了总部《安全生产管理规

定》的相关内容，强调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依据总部要求立即开

展纠正“有法不依、有章不循”问题的专项行动，并要求各部门积极配合、通力协作，

发现危及安全的隐患和人员一定要立即予以整治和从严处罚。

最后，会议决定公司成立由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的专项安全自查小组，在十月一日

前认真组织一次“保平安，迎双节，和谐‘十八大’”专项安全大检查。以不留死角、

不放过任何一处安全隐患为原则，对公司液化气储配站和城区各配送站进行一次全面、

拉网式的安全隐患大排查，并就检查中发现危及安全的隐患及时进行定时、定人整改，

务必保证全市人民度过一个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以实际行动喜迎“十八大”的

召开。

 （怀化中民燃气有限公司  袁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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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民燃气品牌标志核心图形是一个书卷，整体呈现出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凝聚向上的态势，寓意

知识、接纳、包容、蓬勃发展，代表了中民燃气的活力与永恒。标志中间的图形为字母“S”与GAS的

“S”契合，符合公司的行业特征。标志橙色部分象征太阳、能源、动力。蓝色部分象征科技、环保。中

间绿色部分也体现了中民燃气提供源源不断的绿色能源，造福千家万户，贡献社会的宗旨。

其英文文字“ ”是由表达中民燃气为民造福、承担社会责任的企业精神的词头“civi”与表

明燃气服务的“gas”结合而成，表达了源于中国民众、服务于中国民众的燃气品牌。名称的“魂”--    

“civi”与其“身”--“gas”浑然一体，简练而不失深度，亲和而精于专业，不失国际感的同时也符合中

民燃气“理性、务实”及“仁和、忠义”的企业作风。

抢 险 车

小 货 车 小货车（箱式）

面 包 车 客 车

球形气罐 柱形气罐

汽 槽 车

中民燃气品牌视觉形象识别
系统基础及应用图形选

盘盈和盘盈率是在液化石油气行业中的一项重要综合性

指标，盘盈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中民企业的经济效益，同时也

体现中民企业的管理水平。因此，北京中民将此项指标列为

项目公司的考核指标之一，并将其作为项目公司内部管理是

否达到先进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可见该指标的重要性。

一、盘盈的计算方法
会计中盘盈盘亏的定义简单讲就是实物和账面的差异，

公式为：实物－账面=盘盈（盘亏）；

而在液化石油气行业中主营业务是液化石油气，所以公

式中“实物”为库存液化石油气，“账面”为购进液化石油

气减去销售液化石油气，公式中单位为吨。

公式一：P= K－（F－Q）

公式中：P为盘盈；

        K为库存液化石油气；

        F为购进液化石油气；

        Q为销售液化石油气。

或公式二：P=K－(∑Fi－∑Qi)

 公式中：F1为火槽入库量；

         F2为汽槽入库量；

         Q1为火槽批发销售量；

         Q2为汽槽批发销售量；

         Q3为瓶装批发销售量；

         Q4为瓶装零售量。

根据公式一或公式二盘盈的结果有三种情况：

1、正数为盘盈；

2、负数为盘亏；

3、零为账实相符。

从盘盈的计算公式二中看出影响盘盈的因素较多，所以

在液化石油气行业中出现第三种结果的情况较少，一般会出

现盘盈或盘亏。

液化石油气企业的盘盈或盘亏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经

济效益，在一定时间周期内通过计算盘盈和盘亏都要查明原

因，分清责任。造成盘亏的原因主要有火槽或汽槽入库是否

出现“亏吨”；在库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储

罐液位计失灵、记录时可能发生的错记、漏记或计算上的错

误；在批发或零售过程中发生的计量、检验不准确等。

通过对液化气企业盘盈的计算能及时发现入库、库存管

理、出库等环节的问题，是考核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指标之

一，但是盘盈的结果只能反映企业在一定时间周期内的管理

水平。在对不同时间周期的盘盈进行同比和环比时，或者不

同公司盘盈进行比较时，会因不同时期的入库量、出库销售

量的不同形成比较大的波动，而这种波动又不能完全如实反

映企业管理水平，所以就有了盘盈率的计算。

二、盘盈率的计算方法
公式三：盘盈率=P/（Q3+Q4）

公式中： P为盘盈；

         Q3为瓶装批发销售量；

         Q4为瓶装零售销售量。

盘盈率是以同期销售量为计算依据的，而同期销售量由

火槽批发、汽槽批发、瓶装批发、瓶装零售组成。中民液化石

油气企业为了增加盘盈率的敏感性，在计算时去掉了火槽批发

和汽槽批发，原因一是这两项在销售量中占比不稳定；二是这

两项在销售中一般通过计量衡过空重磅，对盘盈影响较小。

盘盈率指标是评估液化石油气企业经营水平的重要工

具之一，企业管理者通常利用该比例值评价企业经营水平，

或者用该指标在不同公司之间进行比较。盘盈率容易理解且

敏感度较高，克服了盘盈只能反映当期问题的缺点，通过同

比和环比能及时发现偶然因素造成的当期盘盈，及时找到原

因，采取相应措施，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作者系北京中民燃气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副经理）

Visual Identity System简称VIS，即企业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是将企业理念、企业文化运用整体的传达系统，通过标准

化、规范化的形式语言和系统化的视觉符号，传达给社会大众。

企业通过VI系统，对内，使其办公系统、生产系统、管理系统以及营销、包装、广告等宣传形象形成规范设计和统一管

理，由此调动企业每个职员的积极性和归属感、认同感，有效合作，加强企业凝聚力。对外，通过一体化的符号形式来树立

企业的独特形象，便于公众辨别、认同企业形象，促进企业产品或服务的推广，具有突出企业个性，塑造企业形象的功能。

设计到位、实施科学的视觉识别系统，是传播企业经营理念、建立企业知名度、塑造企业形象快速便捷的途径。

为更好地树立和维护中民燃气企业形象，适应中民燃气事业不断发展的需要，北京中民总部于2011年开始组织设计，制

定了新的中民燃气品牌视觉形象识别系统及《中民燃气品牌视觉形象识别手册》、《〈中民燃气品牌视觉形象识别手册〉应

用管理办法》，并于2012年3月5日起正式发布实施，要求总部各职能部门和项目公司做好中民燃气新品牌视觉形象识别系统

的逐步推广落实和各项应用的导入工作。现选登识别手册中部分基础及应用图形。

（北京中民燃气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报道）

液化石油气行业盘盈和盘盈率计算方法探讨
  单  勇

象征图形

标志与标准字、象征图形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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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与标准字组合多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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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爽的秋风赶

跑了夏日的浮躁，

秋风让我们尽享天

高云淡风清的熏陶，

秋风让五谷给我们带来丰收

的喜悦。当我们沉浸在这其中时，中秋节悄然

地来到了。中秋节是华夏表达特有的“血亲团圆、民

族团结、国家统一”宿愿的重大节日。各地的民俗活动

都异常丰富，且都各有其特点。中秋吃月饼，是我国流传

已久的传统风俗。风清月朗、桂香沁人，家家尝月饼、赏

月亮，喜庆团圆，别有风味。

老北京人习惯将中秋节俗呼为八月节。在北京人的

记忆中，中秋总跟一种兔首人身、外施彩绘的泥人连在

一起，这种应节玩具被人们亲切地唤作“兔儿爷”，在北

京，最有特色的中秋习俗就是玩兔儿爷、拜兔儿爷了。 听

爷爷说有这样一则传说：“很久以前，北京城里忽然起了

瘟疫，久治不好。嫦娥看到此情景，就派身边的玉兔去为

百姓们治病。玉兔变成

了一个少女，

她挨家挨户地治好了很多人。人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

东西给她；可玉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

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个卖油的，有时候

又像个算命的……一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

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上马、鹿或狮子走

遍了京城内外，终于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到

月宫中去了。”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玉兔的形象，有骑

鹿的，有乘凤的，有披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衣服

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十五那一天，家

家都要供奉她，用来酬谢她给人间带来的吉祥和幸福，还

亲切地称她为“兔儿爷”、“兔奶奶”。

旧时，老北京人过中秋节，家家都要设置拜月台，

用于祭祀。而其中，重点摆的是团圆月饼，还要摆水果。

当然，水果的摆放很有讲究。桃和石榴要放在一起，过去

老百姓认为，多子多孙才是多福多寿；栗子和柿子可以摆

在一起，名曰“利于商家的繁荣”；撒上一把桂圆，意在

“贵在团圆”；远方的游子无法回家，摆上藕，意喻“藕

断丝连”。 

玩月在北京很盛行。

老北京人玩月有两种，一种

叫文玩，就是赏月，写诗作画

猜灯谜。另一种叫武玩，就是到

湖边，看月光投在水中，倘若看着

不过瘾，捡起来一个小石子往水里一

扔，水波泛着月光起着波澜别有一番风

味。北京孩子还爱在胡同里追着月亮跑，那

叫“追月”。 

赏花文化在中秋节也很有特点，家家户户爱把

花堆在窗台上，摆成“花山”，各种花朵增添了欢乐的气

氛，在满空的月光里，人们尽情地享受那毫不张扬的静美

和缠绵不绝的馨香。 

中秋节无论怎样过，都是为了营造一种团圆、喜

乐、祥和的氛围，最根本的还是要在这种浓浓的

节日中，品味亲情的可贵，回忆温馨的时光。

我想，这才是中秋节真正的意义所在吧。

 （作者系北京中民燃气有限公司员工）

2012年的中秋佳节，带着浓厚的亲情气息，悄然而来。

中秋节是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据说此夜月球距地球最近，月亮最大最亮，所以

从古至今都有饮宴赏月的习俗。人们往往会仰望天空如玉如盘的朗朗明月，期盼着家人团聚，

远在他乡的游子，也借此寄托自己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之情。所以，中秋又称“团圆节”。 

中国传统的节日，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习俗。小时候，每到中秋，奶奶会在阳台上支上

一个小方桌，摆上月饼、石榴等食物，正中放上一个香台，点三根香，默念着祝福与期望，

她管这叫祭月神。小孩不懂事，等着奶奶许愿离开，我就会爬上小木凳，偷偷地拿走祭供的

月饼与水果，开心地享用，大人们看见了倒也不生气。他们在客厅摆满了鸡鸭鱼肉，倒上美

酒，张罗着全家人一起喝酒聊天，其乐融融的景象堪比过年。

后来，人们物质生活提高了，开始注重精神需求的满足。九龙山上的音乐节，请来了当

地小有名气的摇滚乐队，唱响了绵竹人民在中秋的喜庆；正值中秋收获的果实，邀来了本地

和外地的朋友们，一起赏果过节，共同享受丰收的喜悦；马尾河边，怀揣梦想的人们，放飞

代表希望的孔明灯，或者点燃满溢祝福的河灯，憧憬未来。

这样一个美好的佳节，身在酒乡的绵竹人民，吃着月饼，品着美酒，把心中的美好画入

了绵竹年画，将这一刻定格在院里的墙上，尽情炫耀着属于我们的幸福。

佳节如歌，梦绕余音；酒香画城，醉美绵竹。我想，这样形容绵竹的中秋，也不为过吧！

                                     （作者系绵竹中民燃气有限公司员工）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中秋文化渊源流传。中秋佳节

在我国流传了几千年，各地风俗各异，俗话说，“靠

山吃山，靠海吃海”，闽南一带受地形限制，以

海为田，贾贩四方，对于中秋更是有着特殊的

情结。一样的月光，不一样的中秋；一样的中

秋月，不一样的月饼文化。

在闽南，人们在中秋期间谈论最多的一个

词是“博饼”。作为闽南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

最早是在厦门一带时兴，博饼流传至今已经有三百

多个年头了。2008年，更是入选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由于厦、漳、泉连成一个闽南片区，

所以现在泉州、漳州也相继有了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博饼

娱乐图好彩头的活动。每到中秋时节，走在厦门，泉州、漳州

的大街小巷，你时常能够听到清脆的骰子声和合家欢聚的欢笑声。

据说，30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郑成功正好驻兵于厦门，准备攻打占据台湾岛的荷兰

人。每到8月15日月圆之时，满怀反清复明之豪气的将士们，难免有思乡思亲之情。为了抚

慰士兵思亲想家之念，激励他们先国后家，克敌制胜的斗志，郑成功的部下洪旭发明了一种

博饼游戏，巧设“中秋会饼”，通过“掷骰子”活动让士兵们赏月玩饼、品茗谈天。“游

戏”时，几个人围在一起，按顺序轮流掷骰子。根据骰子的点数，有“一秀饼”、“二举

饼”、“三红饼”、“状元”等数种，不同的“饼”有不同的收获。这独特的游戏，后逐渐

在民间流传和改进，成为一种有趣的民俗活动。中秋博饼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了如今闽南

独具特色的民间习俗了。

“我是‘状元’了……”随着一阵叮叮当当的清脆声，刚把骰子投进碗中的那个人突

然兴奋地喊了起来。大伙的眼珠紧紧地盯着瓷碗，一个瓷碗、六颗骰子，就能把他们乐成那

样？没错，这就是博饼，中秋节前后，在闽南最多人玩的“游戏”，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除

了吃月饼、赏圆月外，闽南人最开心的一件事。博饼具有三大精神特质：一是团圆精神，全

家老小、亲朋好友对月博饼，亲情融融，欢乐祥和；二是拼搏精神，状元只有一个，大家都

力争上游、拼搏到底；三是平等精神，男女老少只要遵守博饼规则，就可以同桌竞技。

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中秋佳节赏明月、品佳茗，博月饼，我们博的不是礼品本身，而

是在博的过程中，大家聚在一起，享受博弈的乐趣，分享团圆的时刻。海上生明月，天涯共

此时。中秋月圆之夜，寄情雅玩之时，泛舟鹭江，把酒赏月，陶醉于“烟笼寒水月笼纱”的

诗般意境，真是其乐融融。
（作者系漳州安然燃气有限公司员工）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张九龄

的五言古诗，是每年中秋晚会的必备串词。千百

年来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总是对月亮情有独钟，“望月怀

人”――月亮成了人们寄托情感的意象。“赏月、吃月饼、品酒

/茶、赏桂花”这应该是大多数地方中秋节的传统，但中国地缘广大，人

口众多，风俗上也有些许区别，比如贵州苗族就有中秋“跳月”活动。

苗族有个古老的传说，月亮是个忠诚憨厚、勤劳勇敢的青年。有个年轻美丽的

水清姑娘，她拒绝了来自九十九州九十九个向她求婚的小伙子，深深爱上了月亮。最

后，她还经历了太阳制造的种种磨难，终于和月亮幸福地结合在一起。苗族父老为表

达对他们幸福爱情的怀念，世世代代都在中秋之夜，沐浴着月亮的光辉，跳起苗家歌

舞，并把这一风俗称为“跳月”。青年男女在“跳月”中，相互寻找心上人，倾吐

爱慕之情，表示要象水清和月亮一样，心地纯洁明亮，永结白头之好。

另外，中秋在各地有偷瓜送子的传统习俗。偷瓜送子,亦名送瓜祝子、食瓜

求子等,是历史上流行各地的一种祈子习俗,具体方式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区别,但以

贵州为典型，且在今天的贵州农村依然流行。胡怀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编介绍:“贵州之中

秋节有一种特别之风俗,为各省所无者,则偷瓜送子是也。偷瓜以晚上行之,偷之时,故意使被偷

之人知道,以讨其怒骂,而且愈骂之厉害愈妙。将瓜偷来之后,穿之以衣服,绘上眉目,装成小儿之

状,乘以竹舆,用锣鼓送至无子之妇人家。受瓜之人,须请送瓜之人食一顿月饼,然后将瓜放在床

上,伴睡一夜。次日清晨,将瓜煮而食之,以谓自此可怀孕也”。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秋之际贵州是否还保有上述风俗，作为土生土长的贵阳人，我已不得而

知。虽然风俗各有不同，但我相信通过明月寄予相思，赋予祝愿、祈褔保安的心情是相同的！

又是一年月圆时，祝愿大家“花好月圆，人安乐！”

（作者系贵州中民燃气有限公司员工）

小时候，在我的印象

里，中秋这一天就是不平常

的一天。

外婆一早起来开始舂

糯米，在火塘边做各种口味

的糍粑，小舅带着火药枪上

山打斑雀和野鸡，母亲忙着

到湖边、河里捉鱼。一家子人忙上忙下，准备着一顿晚餐。

当月亮从山林上空升起，竹楼的阳台上，端放一张竹篾桌，四支桌角上各摆一

个糯米圆饼，每个饼上插着一支香。一家人围坐在竹桌旁，享受着丰盛美食。

待到圆月升空，寨子里大人们领着孩子聚集到开阔的草地上，每家用一个大碗

端来一些瓜果，摆放整齐。等寺庙的佛爷点好了蜡烛和香火，悠扬的诵经声中，一

寨子男女老幼对着天上的圆月，庄重地叩拜、祈祷。

关于这一天，记得外婆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傣族先民有个叫岩尖的青年，英勇刚强，率领乡民打败

敌人，赢得人们的爱戴。他死后，化作月亮，在天上，继续发出柔和皎洁的月光，

给人们带来光明……为了纪念月亮之神岩尖，在月亮最圆的这天，出远门的人都要

回家团聚，当月亮升起，家家户户都在竹楼的阳台上摆上鱼、肉、玉米、绿豆和水

果，焚香祈福，献祭月亮。

这就是傣族过中秋节的传统习俗——“中秋拜月”。

长大后，通过史书资料，我知道了“中秋拜月”其实源自中华民族古代齐国，

为的是寄托人们渴望团圆、生活康宁和祈求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景。

只是城市生活的日渐喧嚣，使我们越来越淡忘了这个节日背后蕴含的深厚

底蕴，淡忘了来自乡民心底最朴实、最本真的祈愿，同时也淡忘了那首

来自故乡魂牵梦萦的歌。

有时候，在梦里，我会看见如水的月光下，凤尾竹摇曳婆

娑，外婆坐在竹楼哼唱着她年轻时候唱过的歌：

在我们美丽的山谷里，

开着一朵美丽的花，

在我们明镜般的坝子上，

有一个美丽的姑娘……

（作者系云南中民燃气有限公司员工）

北京人过中秋  品味亲情感受温馨
   殷尚尚

   许映雪

   陈红亮

   肖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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