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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爱国忠贞大义扛，缅怀屈子粽抛江。
千年佳节源华夏，可笑争抢一异邦。（注）

二

汨罗涛伴屈原音，绝代华章万古吟。
一统江山歌盛世，国昌堪慰楚臣心。

三

投江殉国赤心真，明镜高悬鉴后人。
喜看龙舟争渡日，中华圆梦涨精神。
（注：韩国某地曾抢注我国端午节）

端午节悼屈原
颜玉华

一

凝红飞绿骄阳白，竞发龙舟碧浪哗。
角黍蒸腾香四溢，艾蒿蒲剑避瘟邪。

二

时逢重五多阴雨，天宇多情悼哲贤。
屈子难酬报国志，汩罗抱石世相传。

三

五月端阳村妇乐，采来苇叶沐晨光。
纤纤巧手包香粽，灯下飞针绣香囊。

端午节感怀
海夫

艾叶飘香端午临，
龙舟竞赛祭英魂。
忠贞仗义为民叹，
殉国怀沙抱恨沉。
警后世，仰先人，
难忘英雄祭碑文。
楚风留得真情在，
江水悠长浩气存。

端午有感
孙万楼

离骚问世万人惊，
粽叶包心飨鳖鲸。
汨水撑舟觞举曲，
但求楚汉葬身贞。

端午祭屈原
居文俊

龙舟鼓又响，艾叶复飘香。
芦粽增瑞气，蒲酒话端阳。
芳草年年绿，斑发日日长。
临窗思远客，凭吊梦潇湘。

端午情思
李元涛

杨柳依依，和风习习，走在通往菜场的林
荫道上，尽情地放飞心境。“卖粽箬啦———”一
阵吆喝声惊醒我，只见一位农村老爹爹，蹲在
临近菜场的小桥边，面前摆着一堆芦叶。拿起
青翠欲滴、散发悠悠清香的粽叶，儿时端午节
母亲忙碌着包粽子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在过去那个艰难的岁月里，端午节吃粽
子，是除中秋节、春节外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平常里，一日三餐以大麦糁子为主食，到了端
午节，家家户户想方设法都要包几个白花花
的糯米粽子。这对小孩来说，那是难得的口
福。

我们家门前有个很大的池塘，塘边长满
芦苇，每到四月中旬，我都会和几个小伙伴到
河塘边采摘芦叶，俗称“打粽箬”。此时的芦柴
叶嫩、韧性好。我们带一个绳子和晒干的蒲或
茅草，将采摘下的芦叶扎好，串在绳子上，挂
在身上。采芦叶，也算得上是个技术活，不会
采的新手，不仅很容易将柴杆折断，而且柴叶
根部往往连着茎围一起拽下来。这样采摘，芦
柴往往很受伤。如果是熟手采摘，会就势轻轻

地压弯柴秆，用拇指和食指捏住柴叶，用巧劲
轻轻一扽，柴叶就会压根摘下，干净利落，不
会扯伤柴杆。一根柴秆上只取三、四张大叶
子，不影响芦柴的生长。采摘柴叶，还专捡高
大粗壮的柴，柴叶面积大，便于包装糯米，包
好的粽子有棱有角。

柴叶采摘回家后，挂在墙壁上晾晒。端午
节前一天，一大早，母亲就会将挂在墙上的柴
叶取下，放在大木桶里用水浸泡。午饭后，将
柴叶放入铁锅里用水煮沸，这样，柴叶回软，
便于包裹。同时，将糯米淘洗好，放在面盆里
疏。到了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桶粽叶、
一盆糯米、一根“鱼贯”（状如缝衣服针，比针
粗、长），两个勺子，母亲和奶奶一起包粽子。

只见她们左手裹着粽叶，围成个三角锥形状，
右手用勺舀着糯米，灌进三角锥里，米灌满后
用两个手指将米使劲压紧，然后顺势将粽叶
一合一裹，将粽叶最细的尾尖，穿到“鱼贯”的
针眼里，“鱼贯”对着粽子最粗的上部穿到对
面，再用力一扽，“鱼贯”和粽叶分开，一个粽
子就包好了。有时，在糯米里，放些蚕豆米或
红小豆，年份好的，还放过蜜枣。母亲、奶奶包
粽子时，我们都会围在木桶边，一边戏耍，一
边欣赏包粽子全过程。

粽子全部包好后已是深夜。我们早已怀
着包粽的香甜进入梦乡。母亲将粽子放入铁
锅里，浸足水，大火煮开，再用小火慢慢炖煮，
粽叶的清香如丝如缕，弥漫开来。一大早，母

亲轻轻地叫我们起床吃粽子。热气腾腾的锅
上，粽子被一个个剥去粽衣，露出珍珠白的粽
身，满屋弥漫着清香，沁人肺腑。桌上盘子里
盛着白砂糖，把剥好的粽子放入碗里，再用筷
子夹着粽子在盛满白糖的盘子里打个滚，粽
子上就立刻裹上一层细密的白糖。此时，粽叶
的清香，粽子的软糯与白糖的甜蜜在嘴里融
合着、融化着，久久停留在唇齿间。难怪郑板
桥在《端阳五首》里描述家乡的端午节情景
“端阳节，正为嘴头忙，香粽剥开三面浆，浓茶
斟得一杯黄。两碟白洋糖……”

端午节的时候，正是农村“三夏”大忙时
节。将粽子放在盆里，用凉水泡着，做工回来，
剥个粽子，既充饥、又纳凉。

粽子，现在不再是稀罕物。驾车累了，到
了高速服务区休息时，到处都是“嘉兴粽子”。
虽然有“鲜肉粽”、“蜜枣粽”、“豆沙粽”、“咸蛋
粽”品种甚多，但总不能调起自己品尝的胃
口，看到它，反而会想起老家儿时粽子的味
道，打粽箬的快乐，看母亲、奶奶包粽子的幸
福……

忆念儿时粽子香
高亚

一、后悔的事

近日闲暇时，将东坡前后《赤
壁赋》等几篇文章反复品读。读出
他于困顿苦难之中沉淀提炼出的
从容宏阔。“乌台诗案”后的黄州四
年，淬炼并成就了东坡。晚间独坐，
又将《凌虚台记》完整抄录。一笔一
画写出的过程，即是对当时尚未经
受宦海沉浮的这位天才的感知探
索的过程。智慧的他，也曾青涩过。

夜半梦回，有一些话久久盘旋
于脑际。早起后，就着尚未大明的
天光，将它们一一录出：

文字之于元气淋漓的苏轼，是
极自然不过的生命产物。那些精彩
篇章，让他名垂青史光照万代，也
使他的人生之旅起落跌宕。

然而若问苏轼，在他 66年的生涯中，写过的最
叫他后悔的文字是什么。他的答案，必不是给他惹出
牢狱之灾的那些字句，而也许是这篇《凌虚台记》，若
果真他写时带有发泄不满情绪之意图。

是在风翔府任职时，应最高长官太守陈希亮之
请而写。有说，以严厉刚直著称的陈长官，总以种种
方式裁抑这位风华正茂锋芒外露的新入仕途的年轻
人，这使得苏轼难以忍受时有顶撞言行。待得受太守
之请为新建的凌虚台写文章时，他只字无诵，借笔大
谈兴废成毁之理，内似暗含对建台之举的讥讽之意。
不料那陈太守竟一字不改全文刻到石上。

后来苏轼渐渐明白了陈希亮的良苦用心。“方是
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
悔之。”在为陈希亮写传记时，苏轼这样表达自己的
悔意。而这一经历之于苏轼，未尝不是一笔小小的生
命财富。

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满了南山。张枣
的诗句，蕴蓄了惆怅的美。阴的晨，风过时，院门边的
蔷薇花架下，有瓣轻盈飘落。使你时觉后悔的事，是
什么？

二、最佳游伴

仍阴。小而薄的浅色蔷薇花落了一地，一侧还有
大且略厚的红色月季花瓣。虽方式、姿态各各不一，
然而不管怎样的花，终都有凋零的一日。淘米煮杂粮
粥，煮他昨晚剥出的蚕豆。出门倒垃圾。复又去那白
肤中年小妇人的小摊位买原味小麦饼，依然是两块
钱，六只。路侧，俩邻人狐疑地指点屋边停靠着的一
辆轿车，不明白右后轮胎何以完全瘪陷。有男子提大
袋小袋的瓜菜走过，提的也是有滋有味亘古不变的
日常。目光送向右前方远处，高高的住宅楼半掩在灰
白的雾里，“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的赤壁夜景飘来眼
前。坐入客厅小按摩椅里，手机作如下记：

如果旅游，可让我自由选择游伴，我不要李白，
他缺少现实感，也不要杜甫，他很严肃太过苦哈哈，
最理想的人选是苏东坡……纪录片《苏东坡》里，双
腮深陷、写了《乡愁》的余光中老先生这么说。说时微
垂双目，脸容含笑，似入冥想，但无一丝愁意。

是的，说苏东坡时，不愁。是的，若果真可以自由
选择游伴，怎会不选苏东坡呢，又怎能不选苏东坡
呢？

那可是一个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
儿的人；是能带你深夜泛舟赤壁，使你明白其实你拥
有江上清风水中明月之无尽宝藏的人；是既能满腔
热诚纵论国事于殿堂，又能乐滋滋地琢磨出东坡肉、
烤羊脊等烹制法于贫困境遇里的人；是把办公桌搬
到西湖边去工作，疏浚淤塞河床同时又打造出千古
名胜的人；是在你急欲抵达峰顶却体力不支足步艰
难时，告诉你“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而让你如挂钩
之鱼忽得解脱的人……

真纯、率性、丰富、幽默、旷达……可爱若此，叫
人怎能不欲趋近。为此，余光中老先生应再续诗一
句：惜隔千年之光阴，你在那头，我在这头。

如此续罢，一笑收结。

遥
叩
东
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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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
是我国传统节日。在春秋之前，端午节是祛
病防疫的节日，后因爱国诗人屈原在此日
自沉明志而演变成祭奠他以及缅怀华夏民
族高洁情怀的节日。端午节有很多民间习
俗，比如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悬挂艾
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渐行渐远的习俗
鲜为人知，那就是挂香囊。

我国传统节日众多，唯有端午节戴香
囊。端午时节气候炎热，蝇虫飞动，毒气上
升，疫病萌发。古人认为，人吃五谷杂粮，焉
有不病之理。病从口入，多为邪杂之气所
致。人们在与病魔斗争的过程中，发现饮雄
黄酒、佩戴香囊能驱邪解毒，于是逐渐形成
端午节独特的香囊文化。

香囊内置雄黄、细辛、苍术、川芎、白

芷、丁香、菖蒲、藿香，佩兰、香附、薄荷、辛
夷花、艾叶、冰片、苏合香等中药材和香料，
能散发奇香。缝制香囊的面料主要是彩色
丝绸，囊面上的图案多姿多彩，有八仙过
海、鱼儿钻莲、老鼠啃葡萄、顽猴啃桃、狮子
滚绣球、虎踏五毒等。形态玲珑别致，有圆
形、方形、椭圆形、石榴形、葫芦形、桃形等。
大小不一，小的可佩戴，大的可悬挂。无论
何种形态，都必须留有出口透气，以散发香
味。
年轻人佩戴香囊，除装饰外，更多的是

用来传达男欢女爱的情谊。端午节到来之
前，那多情的姑娘早就亲制瑰丽、别致的香
囊送给情郎。为了显示其情意绵绵、心灵手
巧，绣出的香囊上方是绿荷托红莲，下方连
着色彩斑斓、摇头摆尾的鱼儿，鱼体边缘有

水纹，水纹之下是五色串珠璎珞。鱼喻男，
莲喻女，情意跃然囊中，这种“男欢女爱”的
表达方式从古代的“香囊诗”中可见一斑。
东汉诗人繁钦所作《定情诗》：“……何

以致区区？耳中双明珠。何以致叩叩？香囊
系肘后……”描述了一对恋人用香囊等信
物来见证他们的爱情，赋予爱情以忠贞不
渝的信念。

唐代女诗人薛涛与元稹分手后写下
《鱼离池》：“跳跃深池四五秋，常摇朱尾弄
纶钩。无端摆断芙蓉朵，不得清波更一游。”
表达的是一个被剪断的鱼莲香囊，睹物思
往情，哀怨的效果就出现了。
中医典籍《神农本草经》中有“香者，气

之正，正气盛则除邪辟秽也”的论述。唐代
医学家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中有佩“绎
囊”，“避疫气令人不染”的记述。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到了近

代，大量安全有效的药物和医疗器械被广
泛应用于临床，香囊的保健和防疫功能渐
渐被人们淡忘。

端午到来话香囊
江正

昨天，老妈打电话给我。说端午节要到了，叫我
回老家拿几斤糯米回去包粽子。此时，我才想起端午
节要到了，记忆深处的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那是我参加高考的前几天，老妈早就准备了糯
米以及粽叶，包了粽子，烧好后，让老爸骑自行车送
到我学校。期盼我吃了粽子，能高中。可是事与愿违，
我辜负了爸爸妈妈的一片苦心，结果名落孙山。

后来，我参加农村信用社招工考试，老妈也默默
地忙了起来，包粽子给我吃，渴望我高中。真的是“苦
心人天不负”，这次我终于如他们二老心愿，我被信
用社录用，跨进农村信用社的大门。

去信用社上班的那天早上，我开玩笑地对妈妈
说：“老妈包的粽子真好，吃了就能考上了。”而老妈
却笑笑说：“孩子，吃粽子希望高中状元。这不过是古
代传下来的风俗。关键还靠你自身努力，才能实现你
的梦想。”

自然而然，在我家就形成一个习惯，有家人在参
加考试或者上学前必须包粽子，就连我孙子上幼儿
班，我妻子也包起了粽子，祝愿孙子茁壮成长。

如今，我是多么希望每年都能吃上母亲包的粽
子，吃到母亲包的粽子说明母亲还健在，这才真正是
我们做儿女的福分。

端午情深
张建忠

妈妈，我是您亲生的吗？如今您已离世
八年多了。今天我坐在电脑前，泪流满面地
再一次叩问。

妈妈，小时候您十分疼爱我，家里有什
么好吃的，您首先给我，然后才给姐姐。大
我十岁的姐姐也很懂事，从不与我争吃的、
抢穿的。1967年春，我到了上学的年龄，妈
妈为我做了一套新衣服、一双新鞋子、一个
新书包，带我来到离家二里多路的学校报
名。在当时物质匮乏的年代，上学的孩子穿
的衣服大多是补丁摞补丁，同学们时常用
极其羡慕的目光注视着我。

妈妈虽然不识字，但她对念书这件事

很重视。我每天放学回来，她总是督促我做
作业，晚上叫姐姐辅导我，那时，我的学习
成绩一直位居班级前几名。由于我个头矮
小，成绩好引起同学们的嫉妒，时常受到成
绩差的同学欺负，他们用最让人伤心的话
对我说，你是抱的人家的。我多次回去问妈
妈，我是抱的人家的吗？您总是斩钉截铁地
回答：你是我亲生的！1975年我到离家 10
里路的公社中学读高中，每次上学校妈妈
总为我备足口粮和干粮。有一次，妈妈因心
脏病到公社医院住院治疗，出院时她和爸
爸走学校，将三姨买给她的一盒饼干留给
我吃。而她住院的事却没告诉我。

1977年 5月 20日，已经 17岁的我，
在随学校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中，我骑自
行车不慎摔了跤，导致左股骨骨折，妈妈得
到消息后哭得像个泪人。她和爸爸连夜赶
到县医院，左右不离的服侍我 3个多月。在
我住院期间，我的一位叔叔告诉了我的身
世，我中断了他的陈述，蒙被痛哭。走上社
会后，我历经坎坷，但和爸爸妈妈不离不
弃。成家后，爸爸妈妈帮助我照应两个孩
子，一家人和和睦睦。

2010年夏天，爸爸因肺癌去世，2013年
农历四月初六，妈妈因心脏病复发离开我
们。他们晚年时期，我曾想让他们亲口告诉
我的身世，但想到几十年来他们对我的爱已
超出血缘关系，几次欲言又止，不忍心而又
没资格再伤他们的心。今天我鼓起勇气提出
这个问题，愿你们在天之灵托梦给我，响亮
地回答我：“你是我们亲生的儿子！”

妈妈，我是您亲生的吗
陈建康

自从借用到报社工作后，因
为工作忙碌，我很少回老家。端午
节那天，我终于抽空回去看望母
亲。

与母亲一见面，我猛然觉得
母亲又苍老了许多，心中一阵酸
楚。在饭桌上，我看见母亲颤抖着
筷子，三番两次夹不住一筷菜，我
更是愧疚，原来母亲患上严重的
关节炎，而我这么长时间没回来，
居然不知道。于是我趁在家的日
子，多做些家务活，帮母亲减轻负
担。

转眼间，假期就要结束。我对
母亲说：“妈，明天我要回去了。您
以后有重活别干了，周末我回来
做。”母亲说：“哪能等你来做。你
工作太忙，回家一趟也不容易。”
顿了顿，母亲结结巴巴地开口：

“这才刚回啊……在家多住几天吧？怎么那么快
就回去啊？”我只好说：“妈，我以后有空就回家
吧。”母亲就不再说了。

第二天，我早早醒来，闻到了房间里弥漫一
股棕叶的清香。起身去寻，厨房里热气腾腾，母亲
正在灶前忙碌着。看见我，母亲笑着说：“起来啦？
妈昨夜里包了几十个粽子，你带一些回家去。锅
里的这几个，我煮好了，你等会吃了再走。”

我心里热热的，嘴上却一个劲地埋怨：“妈，
城里的东西多得很，想吃啥都有的，再说你手又
不便当……”

母亲打断了我的话：“妈知道的，城里好东西
多着呢，这些都不稀罕……可是城里的粽子，馅
料新不新鲜……”母亲一边说着一边热切地看着
我，生怕我不收下。我嗓子眼发紧，赶紧坐下来，
捡一个粽子，低头去剥。

过了一会儿，母亲拎来一个塑料袋，细心地
交待我：“这里面有两种粽子。我给分成了两个小
口袋，我不会写字，又怕你到时候弄混了，就在每
个袋子里都另外装了一个小纸包。那个是放了蜜
枣和花生仁的，你媳妇吃了补血气；你的胃不好，
不要吃太粘的东西，我给你包的是掺杂了粳米的
粽子，纸包里就搁了几粒米……”

听着母亲的絮叨，接过沉甸甸的袋子，我的
眼眶不由地湿润了。只有母亲，才能考虑得这样
细致周到啊，吃着母亲裹的散发着清香的粽子，
我深深感受到那份永驻不散的情意。

悠
悠
粽
香
情

春
水

懵懂的少年时光，正值武打影视风靡
之际，那时最为仰慕的就是出入江湖且来
去无踪的剑客：一慕其俊逸风姿，二慕其
剑气如虹，三慕其凛然正气。如法炮制的
情景被无数次地演绎，手中寒气逼人的
“宝剑”，时而成了竹竿，时而换作枝丫，时
而变为荷梗，由于这些“利器”常常使得伙
伴哭声一片，我们不得不八方求“宝”，结
果菖蒲以形似而质软的特性，最终成为打
斗中的最爱。

其实把菖蒲比作利剑，并不是我的创
意。记得儿时的端午节，母亲总是清晨踏
着露水，采来一些菖蒲和艾蒿，把它们插
在门框上或挂在屋檐下。对于这种匪夷所
思的举动，我一度感到莫名其妙，曾追问
过一直都在忙着包粽子的母亲；母亲则神
秘地告诉我，艾蒿和菖蒲是两种具有特殊
意义的植物，艾蒿因为有浓烈的香气，被
认为是辟邪之物；而叶子细长的菖蒲被当
作神仙手里的宝剑，有青绿色的剑锋，可
以用来斩妖除魔。那时我很不明白，娇嫩
的菖蒲和柔弱的艾蒿，如何避得了鬼神和
邪气？对于神，庙里有泥塑的菩萨姑且可
以参照；鬼呢，有谁见过？邪气到底又是一

种什么气？为此，我在心里暗暗地讥笑过
母亲，那是落后思想占主导，是封建迷信
在作祟，不可信，不足取。

事实上，这完全是我的孤陋寡闻。植
物学上说，菖蒲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可防疫
驱邪的灵草，与兰花、水仙、菊花并称为
“花草四雅”，它具有“不假日色，不资寸
土”“耐苦寒，安淡泊”等诸多优点。因其形
状如剑，又称水剑，有水菖蒲、石菖蒲、黄
菖蒲之分，是水边最早发芽的草本植物。
《吕氏春秋》亦记载：“冬至后五旬七日，菖
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原来，菖蒲
所得此名，是与它冬尽后最早觉醒分不开
的。菖蒲生野外则生机盎然，富有而滋润；
驻厅堂则亭亭玉立，飘逸而俊秀，自古以
来就深得王子贵族和普通百姓的喜爱。其
根茎可以入药，中医认为有“开窍醒神、健
胃理气、驱风除湿”的功用，可治疗意识不
清、精神不振、消化不良、气胀腹痛和痉挛
腹泻等多种疾症。据说古人夜读，也常在
油灯下放置一盆菖蒲，原因就是菖蒲具有
吸附空气中微尘的功能，可免灯烟熏眼之
苦。由此说来，把菖蒲比作药用之“剑”并
不为过。

进了高中，读屈原的《离骚》，语文老师津
津有味地讲起端午插菖蒲和挂艾蒿的典
故，这时我才蓦然顿悟———菖蒲，本来就
是正义的象征，它被诗人称作“蒲剑”，寓
意对楚怀王及一切恶势力充满着无比的
仇恨；而艾蒿表示挚爱之情，自然是爱戴
那位行吟江畔、忧国为民的伟大诗人了
……这或许就是插菖蒲和挂艾蒿最初的
纪念意义吧。老师同时还旁征博引，借用
了明代诗人解缙的《菖蒲》诗来加以佐证：
“三尺青青古太阿，舞风斩碎一川波。长桥
有影蛟龙惧，流水无声昼夜磨。两岸带烟
生杀气，五更弹雨和渔歌。秋来只恐西风
起，销尽锋棱怎奈何。”在这里，菖蒲又成
了路漫修远的求索之剑，九死未悔的斗争
之剑，不媚权贵的人格之剑，至死不渝的
爱国之剑！

端午又至，我和孩子如期回到了乡
下，母亲像往年一样，在门框上插满了菖
蒲，在屋檐下挂起了艾蒿。孩子和侄儿并
不急于拿吃的，抢喝的，而是各自拿了几
支青绿的菖蒲，在那有滋有味地打斗。从
他们的身上，我再次看到了自己童年的影
子；不过我再也不能加入到那个行列了，
现在唯能做的，就是在艾草的熏风里，在
菖蒲的气息中，默诵一遍《离骚》来纪念屈
原这位伟大的诗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
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
以降……”

且持菖蒲当剑舞
钱续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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