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锦花绣草，米粽飘香，“年年端午，今又端午”，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汉族的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节是诗意的，体现出的是爱国的精髓。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挂蒿草、艾叶，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戴香囊……端午节在

全国各地有着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民间习俗。
在那浓浓的诗意中，本期端午专版将与您一起去了解端午节的一个传说、一段历史、一种寄托、一缕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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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湄□

写在端午

六月 麦田边的花朵开了
时间的风 徐徐吹动
依然能听到花开的声音
依然能看到草叶上露珠的晶莹

站在人生的中点
忽然懂得了原谅
原谅了熙熙攘攘的过往
原谅了是是非非的对错

守着一个执念
走了这么久 才发现
错过了春华
错过了秋实
手中牢牢握住的只有风
站在风景之中 却辜负了
每一个 波光粼粼的日子

当盛大的黎明再次裹住原野
向左还是向右
向前还是向后
都需要思索与确认
接受世界的不完美
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走了那么久
依然没有弄丢最初的自己
窗外 田野的麦子已经齐腰
我握着笔
却写不出一首喜悦的诗来

五月，轻飏
你的名字
宁书云□

余人□

穿越时空的记忆

有些记忆，并不像小说充满了旁逸
斜出的细节，但其中些许故事，竟让我
有了无以言说的怅茫和留恋。

那是1949年6月1日，端午节（百
度查到），我三岁。母亲把前一天包
好了的粽子，端上桌子，并把缝缀了
老虎耷拉的白背心让我穿上。那是用
黄色的布料，配以金色的丝线缝制的
小老虎。姐姐说：穿上背心，那散发
着浓浓的清香气的小老虎，在你后背
上，一蹿蹿的，真像去年在咱家住的
那个小战士。母亲说：那个王二虎。
姐说：就是他。

当然这些对话，是后来在我懂事
后，母亲当故事讲给我的。

母亲的故事在继续。那时的我，
扶着门框一甩右腿，转身又一高抬左
腿，迈进屋门，爬上地柜，探身躺箱，吃
力地把一个黑色的木碗拿在手里，捧
着就往屋外闯，过门槛时，“噗通”一声
摔在地上，手里的木碗一下子飞出，在
院子里“呱嗒嗒”地翻了几个个儿，翻
扣在地上。

母亲没有管我，弯腰拾起木碗查看
后，有了惋惜的“啧啧”声。木碗摔裂
了，我的哭声，有了双重含义：摔倒的疼
痛和对木碗毁坏的痛惜。母亲说：这是
咋说的！王二虎要的鞋样子和做鞋的
布料，给他准备好了，等人家来了，碗成
这个样子……唉！碗要是一直用着，就
不会裂。

1948年冬天，部队来到村里，一
个班的战士住在我家南屋。1976年
地震前，南屋未倒，里屋墙上有一行
用毛笔写的字。那字我至今记忆犹
新：“南方大米多多，打到南方去，去
吃大米白米。”字体隽秀硬朗，墨迹斑
驳沧桑。多少次了，望着这朴拙和直
白的文字，我一直在试图还原那场景

和寻求战士们的精神世界。
那个冬天，我的记忆里仅有的是

木碗和小米饭。母亲说，部队开饭多
是由一个战士，用木桶挑来。每逢木
桶一落地，我就拿着一个瓷碗，歪歪斜
斜跑出去，站在木桶旁，两眼直勾勾地
看着黄澄澄的小米饭，也不说话。送
饭的小战士叫王二虎，笑着用木勺蒯
半勺，放进我的碗里，返身掀开另一个
桶，盛些白菜或萝卜给我。再看我冲
人家笑了笑，端着碗就跑，就听“噗通”
“哗啦”两声，我趴在了地上，碗碎了，
小米饭撒了一地，家里的母鸡一股脑

围上来。王二虎扔下木勺抱起我。母
亲扔下手里的活计，一边收拾碗的碎
片，一边表达着歉意。母亲从小战士
怀里接过我，看见了地上的木勺，弯腰
捡起来，领着我回了屋，把木勺放进清
水盆，反复清洗。母亲说，那木勺做工
太地道了，把儿，细长圆滑；勺，薄厚均
匀；勺底像有朵梅花，不用问，选材是

木头的结子。木结子硬，十几岁的孩
子咋那么好的手艺？可后来听一个老
兵说，二虎是木匠，祖传的。

母亲说，第二天，王二虎挑着木桶
来了，我倚着门框悻悻地望着他。见
我那个样子，他放下木桶，笑嘻嘻地走
过来，从怀里摸出一个小碗儿，木头
的，并开玩笑说：“这回你使劲摔吧，能
摔破就算我手艺潮！”母亲出面阻拦，
他搓着手红着脸岔开了话题。说，大
嫂！求您个事，你家小姐姐穿着的鞋
是你做的吧？也给我剪一个鞋样子
吧。母亲笑了。问，是穿鞋带带乌眼

儿的吗？他说，是。我会做鞋，不过没
你做的样子应时。

当天晚上，母亲按量好的尺寸，鞋
样布料都准备出来，可天亮一看，人去
屋空。

就是那天的清晨，寒风呼啸，气温
骤降，周天寒彻，滴水成冰，市区方向炮
声隆隆，我家的窗户，窗纸呼嗒嗒，玻璃
哗愣愣。我在炕上又蹦又跳，母亲一声
不吭地把昨晚剪好的鞋样和布料包起
来，放在炕头高板儿上的鞋帽盒里。

好多年了，母亲一旦收拾物件，必
定把鞋帽盒里留住的东西，倒腾出来，
也不说话，呆呆地望着纸包沉思一阵
儿，然后重新包一遍，再放进帽盒。

对于长大的我而言，每到端午，我
就有沮丧感。不仅是为摔坏木碗惋惜，
更深层次的情感在于，“王二虎你在哪
里？你可安好？”的试问。我不愿往坏
处想，因为那只木碗，牵动了我太多的
情感。

那木碗外围雕刻了一幅画。画面
上，田野里的稻子，稻穗饱满，信徒一
样站立，有着黄金一样的信仰；豆荚似
一夜成熟，从噼噼啪啪爆裂的欢愉声
中，让人看到他敞开胸襟的样子；房
屋、树木、河水、牛羊旁有一支长枪和
挂在抢上的水壶——这应是守护和乡
愁的解读，让我看到他如同望梅止渴
的眼睛。

精魂飘何处？忆情空哽咽。

秦岭雪□

漫话端阳

农历五月初五，是端午节，又名“端
阳节、诗人节、天中节、龙舟节、浴兰节、
女儿节……”等等，称谓繁多。关于端
午节的由来，除了纪念屈原的说法以
外，还有纪念春秋时的伍子胥，纪念东
汉孝女曹娥，源于古越民族的图腾崇
拜，为了驱邪避恶等等很多说法。而影
响最广最深，占据主流地位的无疑属纪
念屈原一说。在民间习俗中把端午节
的龙舟竞赛和吃粽子都与纪念屈原联
系在一起，因而成为中国民间四大传统
节日中，唯一一个因纪念历史人物而闻
名的节日。

相传，屈原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
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
的强烈反对，屈原遭谗去职，被赶出都
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
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
歌》等诗篇。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
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
略，心如刀割，但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
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
《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自尽，以自
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
乐章。屈原投江后，当地百姓闻讯马
上划船捞救……但却再也没有捞到屈
原的尸体。为了寄托哀思，人们荡舟
江河之上，此后才逐渐发展成为龙舟
竞赛。百姓们怕江河里的鱼吃掉他的
身体，就纷纷回家拿来米团投入江中，
以免鱼虾糟蹋屈原的尸体，后来就成
了吃粽子的习俗。

粽子又叫“角黍”、“筒粽”，在魏晋
时代粽子很盛行。到唐宋时期，粽子已
极为有名，市场上常有粽子卖。
“端午”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时期

的《风土记》中记载：“仲夏端午谓五月
五日也，俗重此日也，与夏至同。”‘端’
在古汉语是开头初始的意思，端五也就
是初五。《说解文字》中记载：“端，物初
生之题也”，也就是说端就是初的意思，
因此五月初五就被称呼为“端五节”，在
《岁时广记》中记载：“京师市尘人，以五
月初一为端一，初二为端二，数以至五
谓之端五。”以前的人习惯把五月的前
几天分别以端来称呼。因此把五月的
第一个午日，称之为端午。端午节来源
于古人对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龙图腾
祭祀演变而来。端午祭龙习俗的形成
和原始信仰、祭祀文化、干支历法以及
苍龙七宿正处南中的天象有关。

不管这个节日最初起源于何时，由
何起因，但的确因屈原而闻名。汩罗江
畔，高冠切云，长剑陆离，一首《离骚》诵
声锵然……略微想一想这一幅诗人画
卷，端午的意象便呼之欲出。若无屈
原，单单一抹粽叶，几只龙舟，纵然香气
怡人锣鼓喧天，只怕也承载不了一个厚

重的端午文化。
“端午节的雨水/把我们心中的一

个名字/轻试/包进粽子里的怀念/和
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在每年的五月
初五/被后辈们细细咀嚼/那股特有的
清香/足以让一个民族挺直脊梁。”人们
之所以这样怀念屈原，用一个节日长久
地纪念他，自然是因为他的伟大。屈原
的伟大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楚国
故土和人民的热爱，一个是他坚守理想
独立不迁的高尚节操，两者互为表里，
相映生辉。

2006年5月国务院将端午节列入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遗产名录。自2008
年起，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9
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
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遗的节日。

过去，天津人过端午节，家家门
前要插“蒲艾”，并用红纸剪成葫芦
形，当作门符贴在门上，表示能捉“五
毒”，即蛇、蟾蜍、蜈蚣、蝎子、壁虎。
最容易受到五毒侵害的自然是小孩
儿，因此，小孩儿的穿戴可马虎不
得。古代端午节，小孩有佩带长命缕
（或叫续命缕）的风俗，即用红、黄、
青、黑、白五色丝线系于臂上，天津后
来演变为“老虎耷拉”。

所谓“老虎”是用一块黄色绸子包
上蚕茧，外面画上憨态可掬的老虎图案
制成，然后再用手工制成小巧精致的红
色辣椒、绿色黄瓜、白面粽子、笤帚等
物，中间用红色丝绳将这些东西串起
来，别在小孩的胸前，既可“避鬼”、不生
病，又能祈福迎祥。还有的小孩所穿衣
服上就绣着五毒图案。

尽管如此，有的家长还嫌不够，便
用雄黄酒在孩子的额头画“王”字，或
“涂其七孔及墙壁”，以避毒虫。现在看
来，雄黄具有消毒杀菌的作用，端午节
实际上给孩子们做了一次卫生保健。
如果这孩子特别受家人的珍爱，家长就
会选择另一做法：将一小布娃娃挂在孩
子后背，让它成为孩子的影身，替孩子
遮灾挡祸。

天津人过端午节“吃粽子”是不可
缺少的。天津的粽子比南方的小很
多，风味也不同，不用肉做馅，只用竹
叶或芦苇叶包上江米、枣或豆馅，至今
仍是以这两种馅为主。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源
远流长；屈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诗人，
光耀千古。端午和屈原合在一起，是人
民的选择，文化的认可。通过节日的庆
典和民俗的传承，屈原的光辉形象和伟
大精神将会代代相传，永远激励着我们
前行。

古代小说与端午节俗
兆丰□

你头顶的月亮骨瘦如镰
收割不尽沿岸荒草
还有荒草丛生的黄昏
却划破整条江的波澜和江岸的呼喊

怀中的磐石沉默成
江水的骨头和镇江之砥
千年沉沙日夜漂洗
惊醒人们对一条河流的皈依

芊芊芦苇间
楚辞依旧飘逸如风
一叶叶苇舟承载着清白的诗句

五月的艾草用芳香书写你的名字
竞发的龙舟正浩荡如歌
在每个有江流的地方风生水起……

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源远流长两千多年。其内容和
含义早已超越了最初纪念伟大爱国
诗人屈原，不仅已经成为民族图腾
祭祀，更是国家团结、家庭祥和的
快乐佳节。

作为海员的我，航行过五大洲四
大洋，经历过无数次风雨涛浪，也在异
国他乡的山水间或是烟波浩渺的海
上，度过许多次端午佳节。

记得成为正式海员的那一年，我
才二十岁，首航便是从镇江去新加
坡。因为临近端午节，所以“老海盗”
们自然就议论起端午节包粽子的事，
大厨无可奈何地解释，咱们船上一没
有苇叶，二没有糯米。“老海盗”们于是
这个出个主意，那个想个点子，大厨都
快哭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算是难
为坏了大厨，一个劲地央求大家，最后
暂定蒸一锅红糖枣米糕，算是过节应
景了。船长是江南地区的常州人，深
受传统文化影响，听到了大家的嚷嚷，
便大包大揽地安慰大家，我来解决，保
证让大家吃上粽子。

船靠新加坡加油，因为需要十个
小时左右的时间，所以船上安排了上
岸购物活动。船长叫着我们几个第
一次上船，而且还是第一次在国外下
地的小海员，主动要求给我们做向

导。新海员刚上船没有多少钱，红灯
码头老商业街才转了一条街，大家便
囊中羞涩，空空如也了。给我们带了
一路的老船长这时意味深长地笑着
说，都跟我走，去牛车水逛逛，我请你
们吃咖喱饭，但是你们得给我瞧着哪
里卖粽子。

我们一路走马观花，说说笑笑走
到了新加坡最著名老城牛车水。五光
十色，人潮涌动的街头，老船长的眼睛
什么都不看，专盯人家小吃摊。功夫
不负有心人，果然在一条拥挤的小巷
里我们看到了写着潮州粽子的牌匾。
那时候我们船上有三十六名船员，老
船长则买了一百个，两种口味的粽
子。说好了一人俩儿，富余的奖励给
我们小海员。

买了粽子，老船长心愿达成，自
然兴高采烈。我们也就毫不客气地
大吃了一顿印度风味的咖喱饭，那个
浓香馥郁的咖喱味道，至今想来都意
犹未尽。

北京奥运会的那年，我们停泊在
法国塞纳河中鲁昂。这是一个历史悠
久、文化璀璨的法国城市。从我们靠
泊的码头，可以清晰地看见著名的哥
特式建筑风格的鲁昂大教堂。

午饭后，没有工作的海员们都争
先恐后的下地，我们的目标就是大教

堂。同行的有一位来自上海杨浦的老
大厨，三代海员，被我们亲切的称为海
员之家。

一个下午，我们几个兴致勃勃走
遍鲁昂老城区，不仅喝了闻名的摩可
拿咖啡，还吃了火腿大披萨。回来的
路上，走过一条绿树成荫、苇蒿掩映的
小河。老大厨忽然停住了脚步，对我
们说，过两天就是端午节了，你们想吃
粽子吗？这还用问，当然想了。老大
厨指着碧油油的芦苇，我们自然也就
明白了他的意思。

我们满载而归，原以为包粽子很
简单，没想到，老大厨又是蒸芦苇叶
子，又是泡米洗枣。为了增加花色品
种，大厨还腌制了五花肉，煮了桂花
豆馅。

这是我第一次包粽子，虽然有
老大厨手把手的耐心指导，我还是
经过十几次的失败，才包好了第一
个可以勉强被称作为粽子的“不明
物体”。可是等到煮熟以后，我包的
粽子不是破肚就是开花，很是不成
样子。但老大厨却特别鼓励我，说
我有创意。吃着自己包的粽子，别
说心里就是美气。

前年我在舟山群岛的长白岛修
船，一个人闲来无事去爬贯穿全岛的
龙山。半山腰白马庙后面的山坳里，

无意间看到了几个摘叶子的大姐。
大姐们见我凑过来，便笑着都来跟我
打招呼。我好奇地才开口，一位看着
就心直口快的大姐道：我们采箬竹裹
粽子。我恍然大悟，面前的这一大片
茂密的植物，可不就是箬竹。舟山群
岛中有一个小岛就是因为漫山遍野
长满了箬竹，而被叫为摘箬山岛的。
另一位胖乎乎和蔼可亲的大姐温柔
地说到：你们做海员的不容易，我们
裹好了粽子，请你吃。您怎么看出来
的，我的话还没有说完，胖大姐就呵
呵笑着：来我们长白岛的外人，几乎
都是修船的海员。我们也是海员家
属，一家出了三个呢！大姐指着周围
的妇女们：我们长白岛是舟山的海员
之乡，百年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海
员。所以我们看见你就比较亲切，才
请你吃粽子。

傍晚我下山的时候，如约来到位
于长白乡契门头二百年老宅子的胖大
姐家，大柴灶里正热气腾腾地煮着粽
子，满院子的袅袅竹香。胖大嫂和姐
妹们洋溢着笑脸，有说有笑。

此时，正值端午节前夕，我又随船
来到了镇江，这个曾经是我开启海员
万里波涛梦想的地方。望着长江右岸
一丛丛的芦苇，我似乎闻到了温馨的
粽香。

那抹粽香

◆诗海拾贝

赞民族魂
赵厚礼□

自古神州有慧根，历朝闪亮众儿孙。
秦皇称帝千夷羡，汉武开疆万代尊。
护国铮铮彰士气，爱民切切富家门。
炎黄从不缺豪薮，世代振兴民族魂。

今又端午

端午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中国古代小说作为俗文化的重
要载体，关涉此节日的作品甚多，且不
同地域、不同时期的端午节俗各有不
同，如南朝祖冲之《述异记》、纪昀《阅
微草堂笔记》、曹雪芹《红楼梦》等，就有
内容各不相同的呈现。

中国古代小说中载录有端午竞渡
的习俗。如清蒲松龄《聊斋志异》：“五
月五日，吴越有斗龙舟之戏……有童
坐板上，颠倒滚跌，作诸巧剧……”竞渡
时，为吸引观众，越地有小童在船上表
演，而吴地则是美丽的女子。从洋溢着
喜庆的龙舟竞渡，可以感受到百姓生活
的安定、富足。

每年端午节捕捉蛇、蜈蚣、蜥蜴等
有毒之物，使其聚集在一个器皿中，相
互残杀，活下来的即为蛊。《林兰香》第
41 回“遇蛊毒萧推采艾 觅邪术观唆
童蒙”具体叙写了采艾在端午节误被
下蛊后上吐下泻、奄奄一息的痛苦：
“自从端午日在九皋亭吃粽子之后，便
觉心内发闷，欲吐不吐，欲泻不泻光
景。”五月五日，蛊毒效果佳，加之人们
必将食用粽子等节日食品，下蛊更容易
成功。果不其然，采艾就中招了。放蛊

虽神秘莫测，也有解蛊的方法。《后汉书
�礼仪志》记载“以朱索连荤菜，弥牟
[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
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仲夏来临之际，
为驱除蛊毒，可用荤菜的气味避开。此
俗相沿至今。

蛇胆治病的医学思想由来已久，
《山海经》就有不少记录。医学类书籍
更是将蛇胆作为祛毒的良方。从《证类
本草》等古医书可知，取蛇胆的时间一
般都在端午。 蛇胆治病的医术在小说
中演绎成治病救人的故事。《朝野佥
载》：“泉州有客卢元钦染大疯，惟鼻根
未倒。属五月五日官取蚺蛇胆欲进，或
言肉可治疯，遂取一截蛇肉食之。三五
日顿渐可，百日平复。”福建泉州有位异
乡人卢元钦身染疯疾，听闻五月五日官
府取蚺蛇胆进献，便食用剩下的蛇肉，
不久很快痊愈。

对端午节俗自身不吝笔墨加以铺
叙的是中国古代小说，“求新”“好奇”
的文学特质，不被大众所知的奇闻异俗
纷纷涌入小说家的笔端。既可以弥补
史未载之缺憾、开阔世人的视野，又可
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之娱乐。具有
地域特色的端午节俗，经过小说生花妙

笔地描摹，文学意义得到了淋漓尽致
的体现。

中国古代的小说家已经讲究情节
的起承转合及内在衔接，每一笔墨都
为有意营构，并不是没有意义的赘
文。如《桃花扇》第4回“端阳节社友
闹榭 灯船会阮奸避踪”篇首即介绍
南京端午有驾船游玩、唱歌弹奏的习
俗：“适值五月端阳佳节，南京风俗到
得此日，无论绅士商贾俱各驾船游玩，
吹弹歌唱。”因此习俗，引出陈定生、吴
次尾与丁继之灯船相遇，陈定生、吴次
尾与李香君、柳敬亭、苏昆生等人畅
饮、聚会，以及一行人与阮大铖相冲突
等情节。

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端午习俗，民俗
特征鲜明，在小说文本中作为情节链的
重要一环，对整个小说故事的前后始末
加以影射和诠释，赋予文本丰富多彩的
文学意味。端午节强烈的地域特色，小
说以生动、活泼的形式表现，因而是了
解古时民俗的宝贵资料。端午节俗融
入小说，是小说家有意为之。小说家利
用其本身的民俗文化特点，以之深化作
品主体、营造作品的真实感，具有重要
的文学意义。

□ 程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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