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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花开紫燕归
大地回暖春耕忙

“黄瓜”明明是绿色的，为

什么偏偏要叫“黄瓜”呢？这个

问题很多人都提出过。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

载了“黄瓜”其名的两个出处：

“藏器曰：北人避石勒讳，改呼黄

瓜，至今因之。”陈藏器是唐代医

学家，石勒是五胡十六国时期后

赵的开国皇帝。石勒属于“五

胡”之一的羯族，因此避讳“胡”

字，而按照李时珍的说法：“张骞

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因石勒

避“胡”讳而改名“黄瓜”。李时

珍又记载：“杜宝《拾遗录》云：

‘隋大业四年避讳，改胡瓜为黄

瓜。’与陈氏之说微异。”

唐人杜宝著有《大业杂记》

一书，其中写道：“（隋炀帝大业

四年）九月，自塞北还至东都，

改胡床为交床，改胡瓜为白露

黄瓜，改茄子为昆仑紫瓜。”

唐代史学家吴兢在《贞观政

要·慎所好》篇中也有记载：“贞

观四年，太宗曰：‘隋炀帝性好猜

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

胡床为交床，胡瓜为黄瓜，筑长

城以避胡。’”载明“胡瓜”改名

为“黄瓜”乃是隋炀帝所为。

网络上有一个广为流传的

说法，现引录于下：“石勒制定了

一条法令：无论说话写文章，一

律严禁出现‘胡’字，违者问斩不

赦。有一天，石勒在单于庭召见

地方官员，当他看到襄国郡守樊

坦穿着打了补丁的破衣服来见

他时，很不满意。他劈头就问：

‘樊坦，你为何衣冠不整就来朝

见？’樊坦慌乱之中不知如何回

答是好，随口答道：‘这都怪胡人

没道义，把衣物都抢掠去了，害

得我只好褴褛来朝。’他刚说完，

就意识到自己犯了禁，急忙叩头

请罪。石勒见他知罪，也就不再

指责。等到召见后例行‘御赐午

膳’时，石勒又指着一盘胡瓜问

樊坦：‘卿知此物何名？’樊坦看

出这是石勒故意在考问他，便恭

恭敬敬地回答道：‘紫案佳肴，银

杯绿茶，金樽甘露，玉盘黄瓜。’

石勒听后，满意地笑了。自此以

后，胡瓜就被称作黄瓜，在朝野

之中传开了。”

这个故事虽然生动，但却属

于无稽之谈，因为根本没有出

处，不知道是哪位的随意杜

撰，竟然成了流行答案。

《晋书·石勒载记》中有一个

故事：“勒以参军樊垣清贫，擢授

章武内史。既而入辞，勒见垣衣

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

甚也！’垣性诚朴，率然而对曰：

‘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

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

相偿耳。’垣大惧，叩头泣谢。勒

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

书生也。’赐车马衣服装钱三百

万，以励贪俗。”

上面的故事当是由此演义

而来，但将“樊垣”误为“樊坦”，

将“章武内史”误为“襄国郡守”，

可见纯属杜撰。

相对于“北人避石勒讳，改呼

黄瓜”的说法，杜宝和吴兢的记载

更为可信。隋王室统一中国之

后，隋炀帝将涉“胡”的字眼全部

更换。不过“黄瓜”是绿色，隋炀

帝为何改为黄色呢？这是因为在

古代的五种正色即“五色”系统

中，“黄”属于中央之色，隋炀帝正

是为了宣示隋王室统治的正统

性，才无视“黄瓜”之绿色而改为

黄色。这才是“胡瓜”之所以改为

“黄瓜”这一称谓的真正语源。

昨日春分。春分是二十四节

气之一，此时昼夜平分，气温逐日

回升，田野里草长莺飞，春意融

融，大地也跟着风姿绰约起来。

典籍中记载的春分
古代典籍史册里有不少春分

的记载：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

记》载：“春分日，民并种戒火草

于屋上。有鸟如乌，先鸡而鸣，

架架格格，民候此鸟则入田，以

为候。”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

则记述：“至於仲春之月，阳在正

东，阴在正西，谓之春分。春分

者，阴阳相半也，故昼夜均而寒

暑平。”明王鏊《震泽长语·象纬》

载：“二节为一时，阳气上升共四

万二千里，正天地之中，春分之

节也”，都对春分的气候特征进

行了生动的记述。

古代诗词里的春分，更是风

光无限，在《全唐诗》《全宋诗》等

典籍里记载很多。唐代元稹《咏

廿四气诗》中有《春分二月中》一

诗：“二气莫交争，春分雨处行。

雨来看电影，云过听雷声。山色

连天碧，林花向日明。梁间玄鸟

语，欲似解人情。”准确而细致地

描绘了春分的景色与气候特征。

宋代苏轼的《癸丑春分后雪》：“雪

入春分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

威。应惭落地梅花识，却作漫天

柳絮飞。”该诗不只描绘了春分后

的雪景，更是记载了春分后杭州

罕见下大雪的物候史料。

春分曾是传统节日
古时，春分还是传统节日，

从周代起春分就搞祭日仪式。

《礼记》收录：“祭日于坛”，《孔颖

达疏》载：“谓春分也。”清代潘荣

陛《帝京岁时纪胜》记述：“春分

祭日，秋分祭月，乃国之大典，士

民不得擅祀。”明清时期，朝日定

在春分的卯刻，每逢甲、丙、戊、

庚、壬年份，皇帝亲自祭祀，其余

的年份由官员代祭。祭日也是

为了祈求一年有个好收成。

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对

牛非常重视。春分过后，各项农事

将陆续展开，人们利用春分这个节

日，开展送春牛图、犒劳春牛等节

庆活动。

北方的人们在纸上印着全年

的农历节气，还有农夫耕田的图

样，名叫“春牛图”。由一些民间善

言唱的人挨家送去。每到一家他

都能围绕牛说唱一些歌谣，引得人

们哈哈大笑，同时也得到教育。这

就是俗称的“说春”，说春人被叫做

“春官”。春官会这样唱：“牛角弯

弯两边分，我说话来主人听。这张

牛图送主人，抓紧时光搞备耕。修

好农具换好种，阳雀一叫闹春耕。

这张牛图送主人，秋来满坝是黄

金。”这是提醒人们不要忘了春耕

生产。还有的这样唱：“耕田全靠

牛力壮，早栽秧子谷先黄。不怕年

中雨水广，牛强总要多打粮。人力

强来牛力壮，抢水打田也不慌。牛

是农家宝中宝，喂养不好要遭殃。”

这是提醒人们春耕生产要开始了，

要好好爱护你家的耕牛。春官吟

唱的歌谣，既有劝耕之意，又有对

主人的良好祝福，所以很受欢迎，

春牛图也就送出去了，主人也会给

小钱图个吉利。

江南地区则流行犒劳耕牛、祭

祀百鸟的习俗。春分到了，耕牛即

将开始一年的劳作，主人用糯米团

喂耕牛表示犒赏，希望新的一年耕

牛能够多出力，这样才能多打粮；

同时，还要祭祀百鸟，一则感谢它

们提醒农时，二是希望鸟类不要啄

食五谷。

古时皇帝的亲耕礼
每年立春或春分节气到了，皇

帝要搞亲耕礼，以表示天子劭农劝

稼、祈求年丰之意。

据明代沈榜《宛署杂记》记载，

明皇帝躬耕的地方在北京地坛。

到亲耕那天，教坊司的“演员”们还

得装扮成风、雷、雨、土地等诸位神

仙，还有的装扮成农人模样，一齐

高唱颂歌。其他人等则拿着农具

两侧侍立，静候圣驾光临。皇帝左

手执黄龙绒鞭，右手执金龙犁。亲

耕时，前面有两个官员牵牛，两个

老农协助扶犁，往返三个来回，皇

上的亲耕礼就算完成了。

清代康熙皇帝却不这样，他竟

能一次耕完一亩地，可见他的精力

充沛，兴趣盎然。清吴振棫《养吉斋

丛录》就记载了这件事：康熙四十一

年，康熙在京南博野视察春耕，曾亲

持犁器，一气儿耕了一亩地。当时

约有万人观看，大学士李光地特为

作文勒石，以志其事。还有一年，康

熙参加完亲耕礼后，赋诗一首：“三

冬望雪意殷殷，积素春来乱玉纹。

农事东畴堪播植，勤民方不愧为

君。”表达了他的重农情怀。

皇帝亲耕，虽然是个仪式，但

倡导的是重农亲民的理念，以此来

鼓舞天下的百姓要勤于耕织，才能

仓廪丰实，国家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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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瓜”本来叫“胡瓜”
许晖

春分时节，燕子归来，陌上花开，人勤春早。欧阳修描写春

分景象曰：“雨霁风光，春分天气。千花百卉争明媚。

画梁新燕一双双，玉笼鹦鹉愁孤睡。”

语词精奥

谁家新燕啄春泥

春分正当春季3个月之中，平分春
天，此日，昼夜平分，寒暑平衡。春分有
三候：“一候玄鸟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
始电。”玄鸟即燕子。春暖花开的时节，
在南方越冬的燕子飞回北方，为春天带
来了热闹和诗意。白居易曰：“几处早莺
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诗人以燕子
衔泥筑巢的情景来描写春天的勃勃生
机。刘次庄“何处飞来双燕子，一时衔在
画梁西”的诗句，乔吉“莺莺燕燕春春，花
花柳柳真真”的吟唱，使人们透过穿花拂
水、贴地争飞的双飞燕图，看到了落英缤
纷、婆娑多姿的桃花在春天里盛开。

刘禹锡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
入寻常百姓家。”燕子是“择良木而栖”
的益鸟，古人称之为“紫燕”，民间有“燕
子不进恶人家”之说，燕子在谁家筑巢
就说明紫气将降临主家，为其带来吉
祥。《诗经》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传说帝喾的次妃简狄与别人外出洗澡
时吞下玄鸟蛋，怀孕生下了契，契就是
商人的祖先。燕与宴、晏同音，有安乐
之意，燕子啾啾报平安。燕子筑巢繁衍
生息，预示主家多子多福；如果主家争
吵不休，闹得鸡飞狗跳，燕子是不会在
此居住的，燕子能在屋檐下筑巢，表明
主家和气致祥，相处和睦；燕子以蚊虫
为食，可减少蚊虫对主人的侵扰，驱毒
祛病；燕子还能感觉到天气的变化，能为
主人预报阴晴冷暖。
“思为双飞燕，衔泥巢君屋”，心里

遥想着要与佳人成为双飞燕，衔泥筑巢
永远住在一起。燕子雌雄颉颃，出入成
双，燕子呢喃被视为爱情忠贞不渝的象
征。人们常用燕子咏叹羁旅情愁、离别
相思之苦。薛道衡《昔昔盐》云：“暗牖
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前年过代北，今
岁往辽西”，表达了风月之夜独处闺中
的妻子对远征丈夫的思念之情。权德
舆描写女子在花开时节，望见双飞的燕
子，咏物言情，思念逾期未归的丈夫，
“君去期花时，花时君不至。檐前双燕
飞，落妾相思泪”。晏几道《临江仙》有
“落花人独立，微雨燕双飞”的诗句，绵
绵春景，往事如梦，花开花落，雨中燕
飞，诗人寄情于燕，表达了与有情人比
翼双飞的渴望。

可知早有绿腰肥

宋代诗人徐铉《苏醒》诗曰：“春分雨
脚落声微，柳岸斜风带客归。时令北方
偏向晚，可知早有绿腰肥。”其实何止南

方“绿腰肥”？在北方，春分过后也是桃红
柳绿、燕语莺啼。

在二十四节气中，从小寒到谷雨，共有
八个节气，总计一百二十日。每一节气十
五天，一气三候，每候五天，八个节气共二
十四候，每候对应一种花，也就是说，每五
天便会有一种花绽蕾开放，于是便有了“二
十四番花信风”之说。人们挑选一种花期
最准确的花为代表，叫做这一节气中的花
信风，意即带来开花音讯的风候。

而春分之时，则有三种花信，“一候海
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春分，正是百花竞
放、风送花香的时节，这里所说的三种花卉
只是具有代表性的。海棠花姿潇洒，花开似
锦，自古以来是雅俗共赏的名花，有“花中神
仙”“花贵妃”“花尊贵”之称。唐明皇有“海棠
春睡”的典故，苏东坡据此写了一首《海棠》
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
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陆游也形
容鲜艳的海棠花与朝日争辉的形象：“猩红
鹦绿极天巧，叠萼重跗眩朝日。”梨花花色洁
白，如同雪花，盛开时幽香四溢。岑参有“忽
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咏唱；苏
轼有“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的
感叹。木兰花又称“辛夷”，盛开时傲立枝
头，丰润肥厚，赏心悦目，典雅清新。白居易
有诗描写木兰花开的春景：“山吐晴岚水放
光，辛夷花白柳梢黄。”王安石把木兰盛开的
乌塘柘冈视为向往之地：“试问春风何处
好？辛夷如雪柘冈西。”

刘长卿《春分》描写了春分的特征和流
传于民间的习俗，诗曰：“日月阳阴两均天，
玄鸟不辞桃花寒。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
人放纸鸢。”在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季节
里，人们纷纷外出踏青、送春牛、挖荠菜、簪
花饮酒、竖蛋等。在这些户外活动中，放风
筝是妇孺皆喜的事情。高鼎《村居》写道：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
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郑板桥《怀
潍县》一诗惟妙惟肖地描绘了人们放风筝的
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
五色罗裙风摆动，好将蝴蝶斗春归。”

地绵万里尽春耕

苏辙《春日耕者》描绘农民在春耕时
分的一片忙碌之景：“阳气先从土脉知，
老农夜起饲牛饥。雨深一尺春耕利，日
出三竿晓饷迟。”陆游也有“雨足郊原正
得晴，地绵万里尽春耕”的诗句。春分节
气后，华北大部分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增
多，日照增长，正值春耕春种春管的大忙
季节，所以民间有“春分乱纷纷，农村无
闲人”的谚语。

华北地区是小麦生产基地，春分正是
加强冬小麦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农谚
云：“春分麦起身，一刻值千金”“麦过春分

昼夜忙”。沉睡一冬的小麦苏醒了，返青生
长，日夜不停，势头强劲，一天一个样。谚
语云：“春分麦起身，肥水要紧跟。”小麦生
长，离不开肥水。人勤春来早，农民把积
攒一冬天的农家肥也开始往麦田里运，为
小麦送去“滋养”。越冬小麦进入生长阶
段，需要加强春季田间管理，浇透拔节水，
施足拔节肥，中耕保好墒，这就是农谚说
的“追肥浇水跟松耪，三举配套麦苗壮”。
由于气温回升快，小麦生长需水量相对较
大，农谚说“春分有雨是丰年”，但是往往
“春雨贵如油”，有时出现春旱。“春分无雨
划耕田”，就是说做好中耕，加强蓄水保
墒，必要时，要及时做好春灌，确保小麦健
康生长。

春分正是播种的好时机。农谚说：“一
场春雨一场暖，春雨过后忙耕田。”春分后，
气温回升较快，是春播春种的大好时节。
关于春种的谚语很多，如：“春分前后，种瓜
种豆”“春分雨多，有利春播”“春分前好布
田，春分后好种豆”“春分有雨家家忙，先种
瓜豆后插秧”。春种要抢在晴天进行，争取
播种后有三到五个晴天，确保一播全苗，农
谚“冷尾暖头，下秧不愁”就是这个道理。

春分还特别适合植树造林。清朝诗
人宋琬《春日田家》曰：“野田黄雀自为群，
山叟相过话旧闻。夜半饭牛呼妇起，明朝
种树是春分。”谚语云：“二月惊蛰又春分，
种树施肥耕地深”“春分日，植树木”“春分
至，把树接；园树佬，没空歇”，这些都说明
了春分特别适宜植树造林。谚语说“节令
到春分，栽树要抓紧。春分栽不妥，再栽
难成活”，从气温、水分上讲，春分植树最
容易成活，春分过后再栽树就很难成活了。

春分要防“倒春寒”。谚语说：“春分降
雪春播寒”“春分前后怕春霜，一见春霜麦
苗伤”。春分过后还常有较强的冷空气侵
入，温度明显降低，形成连续数天低温阴
雨，出现“倒春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前
春暖，后春寒”，并伴有降雪现象。苏轼曾
有《癸丑春分后雪》描写此情景：“雪入春分
省见稀，半开桃李不胜威。应惭落地梅花
识，却作漫天柳絮飞。不分东君专节物，故
将新巧发阴机。从今造物尤难料，更暖须
留御腊衣。”春分下雪，对正在返青的小麦
危害极大，影响到小麦孕穗，造成大面积的
不孕或降低籽实质量。农谚“冬雪宝、春雪
草”就是这个道理。倒春寒还会影响油菜
花的开花授粉及角果发育不正常，降低产
量，使早稻、已播棉花、花生等作物造成死
苗和烂秧烂种。因此，春分时节加强冻害
防御十分重要。常用方法有选用抗寒良
种，麦子播种深度合理，增施钾肥，灌水或
喷雾等。

李绅诗云：“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
子。”春分时节，人们播种的不仅是生机勃
勃、万紫千红的春天，而且播下了硕果累
累、五谷飘香的金秋。

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