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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岔河口赛龙舟
高伟
赛龙舟旧称龙舟竞渡，起源于江
南水乡，是一项我国古老的水上竞技
和地方风俗，到了现代已演变为一项
体育活动。
相传，赛龙舟是为了纪念楚国的爱
国主义诗人屈原。楚国的三闾大夫屈
原满腔爱国之情，却遭到楚国朝野的无
情打击，他的政治理想无法实现，悲伤
至极，在公元前 278 年五月初五投汨罗
江而亡。
闻知屈原投江后，楚国的百姓们十
分悲痛，大家一起奋力划船到汨罗江去
打捞救人，一连打捞几天，也没有打捞
上来。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大家仍争
先恐后的驾小舟到江中纪念三闾大夫，
遂渐演变为赛龙舟，用龙舟竞渡的活动
纪念屈原，如今，已成为百姓过端午节
的民俗之一。

《荆楚岁时记》中说：
“ 按五月五日
竞渡，俗传为屈原投汨罗日，人伤其死，
故命舟楫以拯之，至今竞渡是其遗俗。”
书中还记载了南北朝时的竞渡之俗，指
出当时有轻快的飞凫，又有水军水马，
还有“州将及士人临水观之”。其后历
代都有发展，唐、宋时代尤盛。相沿至
明、清，乃至近代仍盛行不衰。如今，赛
龙舟活动已具备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成
为一项体育竞技运动。
天津虽地处北方，但为退海之地，
地势低洼，河道纵横。黄河几次改道
形成“潞卫二河在此地汇合，形成三岔
河 口 ”的 形 制 。 故 有“ 九 河 下 稍 天 津
卫”之称谓。我们可以从图卷和诗词
中得知曾经的三岔河口曾是一片很广
阔的水域，也是天津一片著名的渔场
和旅行圣地。天津百姓大都是各地的

移民，来自江浙一带的移民带来了龙
舟竞渡的风俗，正好利用三岔河口宽
阔的水域，使赛龙舟活动很快在天津
推广开来。每年的五月初五在三岔河
口赛龙舟，为端午节增添了欢乐喜庆
的色彩。
只可惜，天津历史文献上记录赛龙
舟盛况的文字不多，我们只能从留下来
甚少的文字中去体会揣摩当年的盛
况。清代嘉庆年间进士耶律麟庆所著
的《鸿雪因缘图记》内，记载了一篇《津
门竞渡》写的较为详细。文中说：
“天津
府古渤海、渔阳二郡地。城北有三岔河
口直通大海，即古津门。望海寺在三岔
口北岸，迤东有望海楼，九楹崇闳壮丽，
正对三岔河口。乾隆、嘉庆间屡经翠华
临幸。癸卯（清道光二十三年，即公元
1843 年）五月初四日，余过楼下（拐望

海楼）见龙舟旗帜翱翔。游舫笙歌来往
虽稍逊吴楚之风华，而亦饶存竞渡遗
意。”麟庆作诗云“龙舟齐趁午时开，喜
见扬髻棹尾来。望海楼前争夺锦，是谁
真个解怜才。”据推测，当时参加赛龙舟
活动的代表队应该是天津附近的村、镇
以及各大水会、救火会等一些盐商主持
的民间慈善组织。
1918 年，海河三岔口裁弯取直，把
老三岔口裁去，向上游移动约 1.5 公里，
没有了宽阔的水域，赛龙舟这项赛事也
就基本停止了。改革开放以后，海河进
行了大规模的改造，专门在城市下游开
阔水域开辟了“海河水上活动中心区”，
天津市相关部门开始每年都要组织赛
龙舟的体育赛事活动。各区和社会团
体纷纷组建代表队参赛，热火朝天的赛
龙舟运动再次呈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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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在民间
（组诗）

季川

一条江和一个人

一条江，它叫汨罗，它的低吟
是《天问》里的
质疑、见解与理想
是《离骚》里的
挫折、苦闷和疼痛
一个人，他叫屈原，他的高尚
是将有限的肉身，有限的剑气
投入到无限的爱国的行列
甚至投入到一条江的江底
千百年来，那条江的江水
依然没有变质，它是活水
依然养育着一方百姓的牵挂
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怀念的目光
千百年来，他的《九歌》
依然清脆嘹亮
它的赤诚始终护佑着
一条江的岸堤
从来不会溃逃，也不会解散
爱国，是实词，是名词
是动词，是形容词
爱国，不是虚词，不是副词
不是介词，不是助词
爱国，是爱苍天厚土
爱一草一木
爱自己灵魂里的蓝天白云
爱国，就是爱一厢情愿的
奉献和牺牲
爱国，就是主动把自己
和一条江紧紧捆绑
留下糯米般洁白的思想
和粽叶般碧绿的希望
端午，在民间

端午，在民间，这个盛大的节日
其实一直被一个人引领着
汨罗江啊，你的上游
那是我们泪水的源头
而你的下游
更流淌着我们追随的理由
所有的怀念都是朴素的
人们只是
把艾叶、菖蒲挂在门楣
寄托着美好愿望
人们只是，摘下青青的芦苇叶
把包裹的糯米扎紧
投入汨罗江中
人们只是
在一场场龙舟赛的拼搏中
把穿越的时空
用日子里的祈福来命名
时光荏苒，岁月蹉跎
最鲜亮的那种情怀，依然叫爱国
每一个用热血爱上的
都是有胸膛的，有气魄的，有担当的
每一个用生命爱上的
在浩荡的民间
都会被人们镌刻或铭记
且代代相传

书法 浓情端午品粽香 作者
龙舟争渡

王英浩 摄

岁月漫长粽飘香

老天津卫的端午节习俗
佚名
黍”
。

5、佩香囊

王阿丽

从我记事起，就觉得包粽子对母
亲而言是件再简单不过的事儿。
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会起个大
早去打粽叶。刚采回来的粽叶碧绿清
香，母亲将粽叶洗干净，从中挑出整齐
宽大的粽叶，将五六张粽叶重叠在一
起，从粽叶根部三分之一处折向粽叶
叶尖，用绳子系好后挂在晾衣绳上晾
晒，晾干后的粽叶便于保存，想要包粽
子时随包随取，用之方便。
晾晒好粽叶后，母亲取出糯米、红
豆、蜜枣等食材，进行淘洗浸泡。当我
们兄妹仨人猴急地围着母亲要包粽子
时，母亲总是不紧不慢地对我们说：
“再等一下，糯米多泡一会煮时才会更
有黏性，红豆也更容易煮烂。”随后，母
亲便烧上一大锅水，将粽叶在沸水中
烫滚一下后浸在凉水中。然后搬出家
中的长木桶搁在大板凳上，将食材一
一放置在木桶中。
母亲包粽子时，我们先是在旁边

看着，只见母亲将三四张大粽叶依次
排好，从粽叶大头部位向内弯曲成漏
斗状，舀几勺糯米放入其中，再在中间
放入几个蜜枣，然后再放上一些糯米
压严实，将粽叶完全覆盖住糯米后顺
着粽子的边沿缠绕，最后用综草绳将
粽子捆绑好。当我们照着母亲教的方
法进行包裹时可就没这么简单了，不
是粽叶裹不住米，就是将好好的粽叶
糟蹋得“体无完肤”。
“我就知道你们会
瞎捣乱，好在我用了木桶，米才不会掉
在地上！”在母亲的责怪声中，我们依
然乐此不疲地加工着
“残次品”。
当粽香满屋的时候，我们肚子里
的馋虫早已经叫得欢腾了，偷偷揭开
锅盖，被蒸汽烫了一下的我们仍然会
继续捞着粽子。我剥开粽子的外衣，
白白的糯米中镶嵌着红豆点点，咬上
一口，粘稠柔糯缠绕在舌间，来不及细
嚼 慢 咽 ，囫 囵 下
肚 ，冷 不 丁 噎 住
了，直落得泪眼圆
瞪，吓得哥哥们一
个帮我拍打后背，
一个急忙递茶送
水……即便如此，
吃粽子仍然是我
们的最爱！
母亲包粽子
是不择时的，农忙
插秧时，乡邻们互
助插秧，轮到我家
插秧时，母亲便会

端午节的由来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华民族古老
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也称端
五、端阳。
据《荆楚岁时记》记载，因仲夏登

高，顺阳在上，五月是仲夏，它的第一
个午日正是登高顺阳好天气之日，故
五月初五亦称为“端阳节”。此外端午
节还称“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
节”
等。
过端午节，是我国传统习俗，其内
容主要有悬挂菖蒲、艾草，佩香囊，赛
龙舟，吃粽子等。
关于端午节的由来，说法甚多，诸
如纪念屈原说、纪念伍子胥说等。但
千百年来，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感人诗

梁天顺

煮上一大锅粽子，将粽子切成小块，将
锅中的油烧开，油煎粽子便成了他们
的早餐，充饥管饱。我们兄妹仨中考、
高考时，母亲更是精心准备着粽子，粽
子在我们家乡有着“中举”的寓意，考
试的当天早晨，吃上一个香喷喷的肉
粽 子 ，临 考 的 压 力 早 已 飞 往 九 霄 云
外。我们去外地求学的路上，包里也
总会被母亲揣上几个粽子，中午大客
车停靠路边吃饭，我们咬上两个略带
余温的粽子，浓浓粽香盖过了饭店的
菜香。如今，我们回老家探望父母，母
亲颤颤巍巍地从冰柜中翻出粽叶：
“准
备包粽子啦！”
母亲的“亲情粽”携着儿时的回
忆、临考的期盼、旅途的补给、晚年的
疼爱，包裹着勤劳、关爱、智慧、希望、
团聚，氤氲着我们走过半个多世纪，在
漫长岁月中久久飘香！

端午节也称“浴兰节”，除了吃粽
子，佩香囊也是一项端午习俗。中药香
囊具有清香、驱虫、防病的功能，是将具
有芳香开窍效用的中草药如苍术、藿
香、吴茱萸、艾叶、肉桂、砂仁、白芷等制
成药末，装在特制的布袋中，佩戴在胸
前、腰际、脐中等处，也可以挂在车里、
家里。

6、额间抹雄黄

除了常见的吃粽子、赛龙舟的端午
习俗外，天津端午节习俗有自己的地方
特色。在旧时，天津卫人过端午节还有
插艾草、食五毒饼、佩戴“褡裢”
、用九子
盘堆角黍等民俗。如今，这些风俗已经
不多见了。

津沽旧时端午节时，人们还有喝雄
黄酒的习俗。由于小孩不便饮用雄黄
酒，所以，在端午节这天，大人们就用雄
黄酒涂在孩子们的耳、鼻、额头、手、足
等处，并在其额头上画一个
“王”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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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避“五毒”

从时令上讲五月正值仲夏，因此京
津地区习惯把端午节称为“五月节”。
仲夏开始，蝎子、蜈蚣、蛇、壁虎和蟾蜍
五种“毒物”
开始出现，蚊蝇等害虫开始
孳生，容易蜇、咬人，因而从古时起，人
们就开始把端午节视为“卫生日”
，要打
扫庭院，清除卫生死角。

2、插艾草

天津传统的端午习俗中，插艾草是
重要一项，天津人叫蒿子。艾有香气，
可驱蚊蝇、虫蚁，
净化空气。

3、食五毒饼

老天津卫曾经有一项端午民俗，即
食五毒饼，目前几乎绝迹。五毒饼源于
玫瑰饼，是用模子刻好后蒸烤出来的。
模子形状不一，里面刻有五种“毒物”
的
图案。
词，已广泛深入人心，故人们“惜而哀
之，世论其辞，以相传焉”，因此，纪念
屈原之说，影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
地位。
2006 年 5 月，国务院将端午节列
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08 年起，端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
假日；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列入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中国首个入选
世界非遗的节日。

节日溯源

4、用九子盘堆角黍

所谓九子盘，又称“攒盘”，始于明
朝万历晚期，流行于清朝和民国时期。
旧时的端午节，老天津卫人常用九子攒
盘来摆放粽子，即角黍。粽子最早用菰
叶即茭白叶包成牛角形，所以又称“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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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戴“褡裢”
戴“褡裢”，给孩子求吉利，即老人
们口中的“老虎耷拉”。这种布艺制品
用五色丝线缝制，内部以菖蒲、艾叶等
辛香草药填充，在夏日可起到驱虫等
作用。

8、用柳叶水洗脸

在天津静海一带，端午节还有用
柳叶水洗脸、洗眼，寓意明目，祈愿身
体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