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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端午
王庆峰
是万物繁盛之端， 所以人们喜悬菖蒲
或艾草，以此驱虫辟疫。 菖艾之物，乃
正气象征，只是如今闹市之中，却难得
一见，况逢大疫之年，更是生出采撷之
心，以寄托战胜疫情之念。
于是端午前夕， 我独自到津郊
卫南洼一线寻找几种植物。 首先，要
寻找的并非菖蒲或艾草，而是芦苇。
南方的粽子叶一般是采用的箸叶，
北方则多用苇叶。 儿时记忆中，苇叶
的粽子是甜美的回忆， 只是我的母
亲包粽子的技艺实在是难以让粽子
成型，于是取巧，每年都是用苇叶蒸
饭吃，也颇有一番风味。 北方的粽子
多用红枣或糖类作为馅料的芯，母
亲会将江米和多种甜味食品一起用
苇叶裹成一个有料十足的大粽子上
锅蒸，然后切开。 虽然是取巧之作，
用料却不含糊，枣是沧州蜜枣，米是
东北的江米， 偶尔里面也会有新疆
的葡萄干、杭州的红豆馅之类，而粽
子叶则也是又长又宽的。 我也跟从

中国的节日，着重一个情字。 春节
盼团圆，清明思故人，中秋祈丰收，无不
带有浓重的人情味道。作为中国四大节
日之一的端午，被赋予的意义似乎更为
特殊，因为关于它的历史典故中，所谓
“
人情”，似乎更多的是在说一种气节。
屈原抱石投汨罗江， 以自己的生
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之章， 可谓
家喻户晓。 也是众多关于端午起源的
故事中，最为大众接受的一种。 另外，
还有纪念伍子胥、介子推之说等等。 细
品其中意味， 无不与歌颂忠义之士有
关。实际上，端午节的成因推测中，拜祖
祭龙与天文历法之说更为妥当。 只是
华夏古人总是愿以
“
物语”寄
“
情语”，久
而久之，形成了独特的端午情节。
端午时节， 正是太阳直射北回归
线的时候，日头毒辣之势开始猛烈，也

母亲到团洼采过苇叶， 我采的苇叶都是
自己喜欢的，总是长短参差。 于是，母亲
总是坐在灶前，边给我讲民间故事，边择
选符合她标准的苇叶。
母亲是个宽厚的人， 也是个严格的
人，小时候她经常对我说：要低头看 草 ，
抬头看树。 当时不解，随着岁月增长，渐
渐领悟其中寓意。 最近几年，每逢端午，
母亲竟然也能像模像样包出一锅粽子，
但从来不会包太多，顶多十几个，那一
笼蒸切糕式的粽子也还会有。 我偶尔也
会像小时候那样坐在她身边，只是我的
话更多，她的更少了。 现在，她似乎很愿
意听我说些新鲜事物或人情世故。 这两
年，她与我说过几次这样的话：你爱写
诗啊，要写些干净的事物。
是啊，要写些干净的事物。 我在巨葛
庄附近的坑塘内采苇叶时候，这句话又一
次从我脑海中冒出。 如同这苇叶一般，我
越是长大越是觉得生活不该是复杂的，所
有的事物该是地上的草、 坡上的树一般，
按照生命原有的样子生长。

一束艾草浸染了生活

每当端午时节，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到处都弥漫着粽香与艾草的清香， 随着
暖暖的风飘散。 一束束艾草立于家家户
户的门楣或门脚，深深吸一口，艾香的味
道就此植入脑海，留在记忆的深处。
一束一束的艾草把根深深扎进日子
中，一叶一叶飘动在期待和祝福里。 一束
一束艾草， 浸染了生活的芬芳。
那些与艾草有关的， 是一个千百年
来的民俗和传统。 伴着艾叶的香， 踩着
“
三夏”的繁忙，那些艾草在生活里、在目
光里演绎岁月的浓和淡。
“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彼采艾
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 ”这是《诗经》里
的艾草。“又到端阳日，插艾少一人。 ”这
是亲情里的艾草。
在中国民间， 端午节吃粽子已然成
为一种习俗。 而在端午节这几天，家家门
口插艾草、挂艾草也成为一种民间文化。
在我国, 采艾治病已有三千多年的
历史。 孟子曾说：“七年之病， 求三年之
艾。 ”意思是患了七年的慢性病，用三年
陈艾就可以治好。 《本草纲目》载：“服之
则走三阴， 逐一切寒湿灸之则透诸经而
治百种病邪，起沉疴之人为康泰。 ”艾为
菊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我国大部分地
区都有，只是名称不同而已。 河南称：
“
北
艾”，浙江、宁波一带称“海艾”，北方也有
叫“苦艾”的，但是“艾蒿”是尽人皆知的
名字。 艾可入药，而以湖北蕲州的“蕲艾”
为上品，药书上称为“
艾叶”。 人们在端阳
采艾，门户插艾，意在驱除病害。 因为端
阳一过，天就炎热了，蚊、蝇等害虫开始
繁生、传播。 那些艾草的芬芳可以驱逐蚊
虫，原来，艾草能避邪祛毒，人们对它有
个美好的寄托。
端午时节， 一束艾草被记忆之门悄
然打开， 显露出温馨、 甜美似梦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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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成为一次精神的舒展与张扬，一次
心灵的释放与拓展， 一次灵魂的慰藉
与寄托。
岁月悠悠。 有关艾草的故事和传说
就像浓浓的粽香从古到今一直飘着，悠
悠的，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被日子浸染
的艾草香， 寄托着我们浓浓的愿望、裹
着我们深深的祝福，随风悠悠飘散。
艾草代表招百福，是一种可以治病
的药草，插在门口，可使身体健康。 在我
国古代就一直是药用植物，针灸里面的
灸法，就是用艾草做为主要成分，放在
穴道上进行灼烧来治病。 从古到今，很
多农家也有在房屋前后栽种艾草、求吉
祥的习俗。
当然有关端午和艾草的传说还有
许多，但不管传说如何,这些传说都有
辟邪、招福的寓意。 民谚说：
“
清明插柳，
端午插艾”。 在端午节，人们把插艾和菖
蒲作为过端午节的重要内容之一。 家家
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
于堂中。 艾蒿，成为老百姓心中的仙草。
艾草，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玫
瑰的娇艳芬芳，更没有梅花的傲霜斗雪。
它是极其普通的草本植物， 可这么多年
来，它却深深扎根于老百姓的心中，人们
对它情有独钟，亦有深深的情结。
艾草盛开着各种民间传说，实实在
在滋养着华夏儿女，曾经以为它只是驱
毒辟邪的， 渲染着一种迷信的色彩，想
来自己实在是太浅薄了，没有领会先人
的深意。 更不知道它原来还是一种相思
草，被栽种在远古的诗经里，繁茂至今。
悠悠情愫，辗转千年，不曾随世事烟云
流散半分。
一束艾草在民俗的传承里维系了家
庭的团聚，承载了美丽的乡愁。 艾，爱 。
你是爱的缩写，你是爱的化身！ 你是人
类的朋友，你是病魔的克星。 你看似简
单，平凡，实则伟大而富有爱心。 你像那
些默默无闻的奉献者。
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 我们的传承
里，艾草有了一份纯洁信念，传承一份家
国情怀。 端午时节，一簇簇、一片片的艾
草无声无息地茂盛在日子里，不曾失落，
如同鲜活亮丽的一道风景线。 青青艾草，
茵茵香气，掐一支把它握在手中，那淡淡
而微苦的中草药香味很醒神，也很中国。

怀念屈原

顾曲家风
(下)
三哥天生一条好嗓子， 唱余派老
生，味厚而高揭入云，人人称赏；也是一
把好胡琴手，他买的两把“雅韵斋”制的
蛇皮胡琴，其音宽亮异乎寻常，真非凡
品。 又是他置备的“高亭公司”唱机，数
量可观、 多种曲种的唱片——
—这虽是
“零段子”，却可细玩精习名家的丝竹鼓
板、声腔字韵，一般人离开这谁也无法
天天坐在戏园子去“学艺”。 所以它对我
的少年音乐熏陶，也十分重要。
四哥迷上了“梅大王”的唱和他的
琴师徐兰沅、王少卿。 他能将唱片译成
极好的简谱， 工致的小字抄成一大册，
也投稿上海《戏剧旬刊》多次发表；也由

诗海拾贝
所有的门扉遍插艾草
千家万户的缅怀之绳
把粽子缠了又缠
一个涉江而去的身影
踏着江涛舞蹈
呼吸着大风歌唱

端午
吕志福

一个泣血而哀的灵魂
灭而不死
死而复生
有两千多年的月亮
从睫毛上冉冉而升
二十四朝江水
在血脉中哗哗喧响
江与河回肠九曲
诗与情万古悲风
飘溢在裹紧的芦叶香粽里
跳跃在龙舟的粗犷喉咙里
艾草和芦叶拂过的天空
清纯而明净
我分明看到
一种纪念的高度和长度
来吧！

汨罗翻滚，以诗的名义，怀念一个永
恒的节日。 苇叶为舟，棕香抒情，锣鼓声
叩醒的是爱和传承。它必将生生不息，代
代相传。
龙舟竞渡

端午情思
王凤华

思念成河， 每个人的血脉都流淌着一
条叫汨罗的江。
缅怀似鼓，历史的心跳击打着一个
民族的疼痛。
以爱的名义出发， 时光的浪花溅起
的是家国情怀。 长楫破波，飞驰的龙舟
寻觅的是自由的走向。

一生孤独的人，满怀悲悯，扶不起
破碎的家园。《九歌》《天问》盘踞在历
史的苍穹，一段痛在五月五打下一个
结。 归去来兮，选择在汨罗里的涅槃，
从此，风和水有了骨头，民族和诗歌

因为敬畏， 我们用传承把赞美延
伸； 因为感恩， 我们用怀念把爱续
写！ 千年之前， 你用风骨 和节操渡
人；千年之后，我们用华夏的图腾祭
奠你！

以汩罗之浪濯我身
以沧浪之水洗我足
生活着总是很美好也很沉重
难得的是
在沉重中抬起头来
做一些真实而高尚的事情
其实这些年
我每一步都是走在艾草之上

两千多年前的农历五月五日
屈原携着一个民族的自尊和不屈跳
进汨罗江
他凛然地纵身一跃
注定被世人代代传颂
从此 汨罗江水在每个人心里流淌
每一年的这一天，被称作端午节
世人以铭记的方式
集体在历史的长河中打捞屈原的形象
同时被打捞上岸的
还有他的民族气节和精神的光芒

每年的端午
屈原从一片艾草的绿里走来
百姓们用艾叶掸去宅院和
心灵上的灰尘
请屈原小住一天 与他对话 攀谈
微醉的文人们从历史的书架上
取下《离骚》《九歌》《天问》
蘸着雄黄酒擦亮那些闪光的诗行
屈原的精神 借助一枚
小小的粽子变得鲜活
从舌尖 穿过肠胃 抵达内心
我们先是吃到了香甜 再是无畏与忠诚
粽子里包裹着的两千年的岁月
比书本上的汉字更生动
一枚粽子就是一首舌尖上的诗歌
世人借端午之名 吟唱
一种不朽的忠魂

彩墨津南

彭绍阳 画

周汝昌
他始备一胡，以伴胡琴。
二哥在津市宫北大街敦昌银号“学
生意”时（当学徒，如小伙计，为老板服
役），派往街上买物，路过“
弦子铺”（今曰
乐器店了），见窗内摆一月琴，羡爱之极，
而不可得——
—价大洋二元（是职工的一
月薪水！ ）；于是就在铺子门前来回走好
几次，尽量地用眼看看它，越看越爱！ 我
受二哥的影响，遂专“
工”月琴，先后买了
六七个之多！ 真好的绝难遇。
按下我们这边大量的后话慢表，须
先说说西院的盛况，那是另一个“
路数”。
西院的音乐与戏曲关系较小， 只有
一位堂兄工胡琴，众多能手是笙管笛箫。
我幼年见过他们一支无节箫，即如此长
竹实只一节， 堪称奇品。 又见还有一支
玉箫。 按玉箫只在诗词中常遇， 总以为
无非藻饰之辞，不想真有。 这支箫很长，
通体一色白玉，并无瑕斑疵颣，吹起来十
分有韵（玉本身是发音的）。 此二物皆称
珍品。 第三件是一支竹笛，竹笛无奇，但
入手一看，竹已红透如油润，有些地方已
见年久竹纹小小断裂与小碎片剥落之
痕；笛身是例有多道丝缠箍的，也都“
酥”
了，断裂了。 可见此笛之古。 据堂侄大惠
云，此笛得之于一位梨园老笛师，是昆班

时讯

中国也有了骨头。

盛世如画，诗歌灿若星辰。 是谁的
汨罗，打开诗歌的源头。 回归，就是重
生！ 与水相邻的人，总有许多柔软，即
使你是楚国最硬的一块骨头。

红楼无限情

(8)

采完苇叶， 我又在附近湿地里找到了菖
蒲，不多采，三两只。 只是这艾草难寻，最后是
在大韩庄农人西瓜田地埂上找见。 与乘凉瓜
农闲聊两句，说明来意，赠我几枝。 像这样的
赠与， 最为欢喜， 就如同少年在村庄里跑累
了，找个伙伴家吃午饭一般。
有几年，像端午这样的日子，似乎与我
而言只是假期，无论社区活动多热闹都提不
起精神。而假期呢，不是补觉便是应酬。我像
知道端午有纪念屈原之意一般，把真实的生
活也活成了一种纪念。 只是越浩大的纪念，
我所记住的东西越少。 如今回想童年，却似
乎总有温暖，上学时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
只觉有趣，现在想来更是有情。
一枚鸭蛋，可见深情，这就是汪先生文章
的好处。 而如今，端午何在？ 现代人苦苦寻找
的东西，愈来愈多停留在了
“
知识”的层面。 疫
情防控期间，有新闻引我注意，多地有因困于
家中， 无法外出而生家庭矛盾的事情发生，夫
妻离婚，孩子跳楼，颇让人惋惜。 无论是崇敬的
祭祀，还是屈原的气节，我想彼时，人们是因赤
诚的爱意才能留出了端午这样一个节日。 菖艾
仍是年年有， 只是人情若是复杂或冷淡了，所
有节日也将成为一种困扰现代人的笼子。
今年端午，我想陪母亲包粽子、挂菖艾，
电话慰问一下久违的朋友，便是好的。 待到
明年，约上亲朋好友，一起赛个龙舟，包个粽
子，也是好的。
（作者系双港镇林景家园社区居委会职工）

端午情结

胡庆军

连载

·

2020 年 6 月 25 日 星期四 编辑：吕志福

笛（与京剧笛声韵有细致分别），曾有一
内行人见之，愿以全套文武场乐器换取，
大惠未允。 我曾借吹一时， 后索还。 当
然，西院败落得无一遗物能存，此三件之
命运皆不可问。
西院的丝竹传统以竹为主， 还可提
到三堂伯 （大惠侄之祖父， 紫登八兄之
父）能自制极为精美的坤笙（即小笙，大
笙须气血充盈的男子方能吹奏）， 非同一
般
“
爱好者”可比。 大惠传祖艺专吹笙，其
同堂弟大（一个极其恶劣的败家子）笛子
吹得最好，人人称赞
“
真帅！ ”这还不算，西
院人有奇癖，自家人晚上排着队，搭起椅
凳门板之类（象征
“
奈河桥”），吹奏着《雁
过南楼》佛乐，学那僧众给“
白事”人家作
道场（放焰口，“超度亡灵”中一段演奏叫
做
“
渡桥”）。 可以令人捧腹，击掌叫绝！
前文提到过我家的“
草火园子”和爽
秋楼、 旭升阁， 这地方又是一处演乐胜
地： 每到夏天夜晚园旁邻舍露坐乘凉之
际，便会听见从楼上传来的笙笛竹乐大合
奏，如闻
“
天乐”飘来，乐不可言！这是老街
坊常话及的“
遗事”，那是“
一家子”的“乐
班”，也邀集二三位学生能吹者助兴。
为此，我曾作一首《江城子》，写那个
村镇人家少有的“
家风”，可惜已无存稿。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 35 号）

徐忠 画

我就是在此家风中长大的。 记忆中最难忘
的一回更有趣——
—
也是夏夜，我已将睡，忽闻院中来了许
多人，说是西院里人来“
吹演”了！一时乐声
悠扬满庭满室。我高兴极了，母亲等人把我
用被单子裹起来抱到院里——
—我方数岁，
还不会弄丝竹，一位“
本家”侄儿（比我大好
多，也许就是大惠）递给我一个瓷碗，一根
竹筷，让我“
击节”（打拍子），我居然敲得蛮
合节奏，还得到了称许鼓舞。
这是我平生首次“参加音乐会”。
（后话多得很，怕太繁，另写。此处只为
叙明我的家庭文艺环境。 ）
我曾因张伯驹先生为题寒家旧园图而
作《风入松》词曲，遂也用同调同作一篇，现
一并录在这里：
风入松
门前春水长鱼虾，帆影夕阳斜。 故家
堂构遗基在，尚百年、乔木棲鸦。 寂寞诗书
事业，沉沦渔钓生涯。 只今地变与人遐，旧
梦溯蒹葭，名园天下关兴废，算空余、海浪
淘沙。 不见当时绿野，也成明日黄花。
——
—张伯驹
和张伯驹《风入松》
潮痕初涨柳风斜，笙管傍蒹葭。爽秋楼
上人如画，背回栏、帆影交加。 西畔虹桥驾
彩，东头古渡流霞。 芳邻蒲扇坐听他，往事
说周家。 烟尘不许亭台驻，待重游、早换年
华。 剩有残泥走蟹，更无乔木棲鸦。
诗曰：
风流人物忆周郎，曲律精能羽与商。
笙管曾如天上乐， 一门群从（zòng）
总当行。

李慧斌 画

粽香袅袅
郭万梅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五月节等
等,至今已有两千多年。 每到端午我
眼前晃动的都是青青芦叶裹粽子的
长镜头。 那绵绝回味的粽香，一直从
脚跟飘至发梢。
端午将近， 心灵手巧的女人们从
葳蕤的苇塘打来葱绿的苇叶， 洗净、
沸水里煮，这样的粽 叶 ， 可 去 掉 生 涩
的芦叶味，以便端午当天裹米粽。
妈妈包的粽子巧稚而紧实， 里面
放着四粒大红枣。 咬一口，糯米的黏
软，红枣的甘甜，苇叶的清香，让人唇
齿生津。
小时候过端午， 我们不仅能分到
粽子，还能分到两块点心粽子。 点心
是爸爸从市里买来 ，一 人 一 份 ， 不 多
不少。 点心粽子相当于天津八大件的
白皮，只不过外形酷似四角状的芦粽
子。 心急的哥哥总是第一个吃完。 为
了馋他， 我就从纸袋里摸出一块，手
心里托着，不紧不慢吃。 看到哥哥贪
婪的目光，心里直好笑。 这时，姥姥踱
着三寸金莲， 笑眯眯从房间出来，把
自己那一份偷偷塞给他。
婚后，我们四个妯娌与公婆一起
过端午节。 婆婆包粽子是能手，她承
揽下四子二女所有的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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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天前， 婆婆就已选好苇
叶， 那些都是邻居抽空打来送她
的。 每次见婆婆把一大盆白花花的
江 米（糯 米）淘 净 泡 上 ， 另 一 只 盆 则
用来泡红枣、苇叶。 桌上摆着的白、
红、绿三色，是端午的颜色。 捆粽子
的麻绳，是婆婆早就备下的，结实
而耐磨。
当树上的鸟儿唱出第一个音符，
一缕阳光从窗外爬进来，婆婆便忙活
开了。 隐约 传 来 盆 响 和 粽 叶 的 沙 沙
声，待我睡眼朦胧出屋，这些前 期 工
作婆婆已拾掇好。
婆婆包粽子特别麻利， 我帮不上
忙， 只好为她打下手， 负责把三张苇
叶一层摞一层码好，卷成漏斗状递给
她。 她从水里熟练捞出一小撮糯米，
塞上一粒枣，再捞一小撮，塞一粒……
婆婆不仅给这一大家人包粽子，
还会分发给不会包粽子的邻人品尝，
得用去她几日清晨的时光。
婆婆不嫌费事， 有时还会包红枣
和豆馅两样的。 豆馅提前煮好，放入
红糖，包的时候，将叶 子剪短或将 绳
子留长作为记号区分。
捆绳亦有学问， 若绳捆不结实，
蒸煮就会漏米， 吃起来口感不佳，也
不筋道了。 每次婆婆会拽住一头，用
牙使劲勒紧、系扣、递给我，我用剪刀
再将多余的绳头或叶子剪短。
当袅袅粽香， 从家家沸腾的锅里
弥散开来， 整条街就氤氲着过节的味
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