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日，拎着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转着转着，你就
会发现眼下这菜市场里南菜北卤、母鸡老鸭是应有尽有，
尤其是水产品忒丰富，东海的鱿鱼、渤海的对虾、黄海的
鲳、南海的带，你爱怎么选就怎么选。当然了，最能引发我
思“古”之幽情的是甲鱼，绰号老鳖，伸着个长长的头，在
网兜里不停地蹬着四只爪子，做着徒劳的挣扎。那过去的
岁月那有趣的捉鳖时光也会“腾”地从脑海深处“蹦”出
来，让你忍俊不禁。

我们这沟渠纵横，鱼虾丰盛，尤盛产甲鱼。这玩艺不
仅味道鲜美，而且滋阴补肾，我们这儿谁家有媳妇坐月
子，那是非得弄两只老鳖补补不可。然那时的甲鱼可不像
现在，拿个网兜到养鳖池一捞，三两只就上来了。那时的
甲鱼虽多，要想逮住它，却并非手到擒来。在我那村子里，
有个叫王大虎的（属虎），大人小孩都叫他“鳖克”，说他是
老鳖的克星。这话一点不虚，只要他出马，还从来没空过
手，村里老少爷们谁家媳妇坐月子要吃鳖，谁家大老爷们
身虚体弱要补大抵都要跟他“预订”。

王大虎的“捉鳖经”其实也就是一句话：叫“一钓二叉
三逮”。一钓就是用钩钓。钓甲鱼先要选好塘口，然后看塘
边有没有爪印。只要你把那细细的、爪距短短的、不拐一
点弯的爪印从狗爪印、猫爪印、鹅爪印、鸭爪印中分出来，
就能确定塘里有没有甲鱼。一次，大虎看到一个塘边有许
多新鲜的鳖爪印，随即拿来一把钩，穿上新鲜的猪肝，抛
到塘里，不多久，一只肥嘟嘟的老鳖就被钓了上来。

这“二叉”可是大虎逮老鳖的拿手绝活。叉鳖跟叉鱼
不同，叉鱼是有的放矢，那鱼明明白白地停在塘里，只要
你算准因光线的折射所造成的距离差，一叉下去，也就解
决了。这叉鳖可是跟躲在暗处的家伙，你没有一定的功夫
休想战而胜之。一般说来，叉鳖选择的多是中午时分，老
鳖伏在浅滩上懒洋洋地晒太阳，见到扛着叉子的渔人靠
近，赶紧一骨碌窜向深水。有经验的叉鳖人根本不会因老
鳖跑了而懊悔。相反，那老鳖爬行踏起的一路水泡，就成
了叉鳖人的“红外导航”图。水泡在哪儿停住了，且冒出大
团的水泡，那老鳖就躲在哪儿。这时，你只要稳稳地举起
叉子，一家伙下去，十有八九会有一只肥鳖钉在你的叉子
上。那天，王大虎一叉下去，竟叉住了两只老鳖。

活捉老鳖一般都选择在甲鱼的产卵期。甲鱼产卵就
跟鳄鱼产卵差不多，都是爬到岸滩。然后挥动爪子，不停
地刨，刨到一个跟自己身体差不多大小的塘，然后就伏在
塘里。产完卵，盖上土，在阳光的照射下，约十来二十天，
小鳖就会破壳而出。甲鱼产卵，多是选择在夜晚，所以，若
要活捉老鳖，就得用点守株待兔的功夫。千万不能急，更
不能把正在产卵的老鳖捉回去，倘是那样，就犯了吃“子
孙鱼”的大忌。产完卵的甲鱼盖好土，就往塘里爬，这时，
你只要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下子冲上去，准能生擒
一只老鳖。

眼下很少有人去逮甲鱼了，因为，野生的甲鱼难得一
见，养殖的甲鱼却到处都是。但不知为什么，养殖甲鱼的
市场就是火爆不起来，哪家姑娘媳妇坐月子，也对池塘里
养殖的甲鱼失去兴趣。不仅是甲鱼，人们似乎对所有人工
养殖的那些玩艺儿都兴趣不大。看来，人们怀念的还是自
然，那种自然的环境，那种自然的选择，那种自然的情趣，
以及那些在自然状态下长成的鸡鹅猪鸭、鱼虾蟹鳖……

捉 鳖
李志勇

出得门，五层楼，我咚咚咚地一溜
快跑。能不急吗？离预定开会时间不足
半小时，途中还要赶十几里的路，换了
谁，恐怕都和我一样，恨不得在脚底安
上风火轮！

时间本来是满富裕的。谁知刚要动
身，碰上岳母从菜场归来。她老人家兴
致特好，才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跟我
唠起菜市的见闻。我耐心听老人家唠
完，陪着她高兴。

这点禅机，是从季羡林先生《留德
十年》一书悟得的。记得那日从季先生
处请回《留德十年》，坐在窗前，一边看，
一边为书中的精彩叙述而忍俊不禁地
发笑，有时是欣然颔首，有时是仰面嘿
嘿。老人就奇怪了，问：“么子书，看得这
么带劲？”

我本不想告诉她的。这是作者五十
年前的留德实录，不是一本消遣的闲
书，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可言。至于读书
人的心领神会，又怎能和一个门槛外的
老婆婆讲得明白？然而，禁不得她一再
逼问，我就拣她能够接受的，说了几段。

其一是关于章士钊的夫人的。章士
钊下野后，章夫人和二儿子章用到了德
国哥廷根，并在那儿结识了季羡林等一
批留学生。在季先生看来，章伯母“幼稚
而单纯，似乎有点不失其赤子之心”，所
以，季先生写道，“她一见我们……便喜
笑颜开，嘴里连连说着：‘我告诉你一件
大事！’连气都喘不上来。她所说‘大
事’，都是屁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话
总说不完……”看到这儿，你能不为章
夫人的执著扑哧一笑吗？

其二是关于女房东欧朴尔太太的。

欧朴尔太太每天晚上，照例要帮季先生
铺好床，然后就欢喜地站在那里，同季
先生闲聊。“她把一天的经历，原原本
本，详详细细，都向我‘汇报’。”季先生
形容说，“她见了什么人，买了什么东
西，碰到了什么事情，到过什么地方，一
一细说，有时还眉飞色舞。我无话可答，
只能洗耳恭听。……”读完了这描绘，你
能不为欧朴尔太太同样的执著绝倒吗？

其三是……
都说完了。岳母在围裙上揩揩手，

接过去看看封皮、书题、作者，然后评价
道：“这有么子好笑？要我说，人家这书，
比你写的都真实。”

岳母幼时念过年把书，识得几千常
用字。偶尔也会架起老花眼镜，把我读
过的报纸、发表了的文章拿去，随便翻；
多半只是看看标题。这次呢，竟然等我
读完，把《留德十年》拿了去。没事就翻
着看。也许因为季老写这本回忆录时已
届耄耋之年，参透人生三昧，行文处处
映照过来人。我也不知岳母究竟看懂多
少，反正总见她读得津津有味。

一日，她看着看着，忽然流下泪来。
我一惊，上前给她拭去了泪水。问：“怎
么哭啦？”她展颜一笑，说：“没事。”

我拿过书，见泪水打湿的地方，是
关于季先生房东家的另一段故事。房东
有一个独生子，在外地读高工。有一段
日子，欧朴尔先生每月都买了香肠和面
包，从邮局寄给儿子。老头儿腿有毛病，
走路一瘸一拐，很不灵便；虽然拿着手
杖，仍然非常吃力。可他不辞辛苦，从不
间断。有一回，老夫妇俩去看儿子，你猜
怎么着？老头儿千辛万苦寄去的食物，

竟然被扔在桌子下面发霉。欧朴尔太太
回到家，晚上向季先生“汇报”，把这事
絮絮叨叨地抖了出来。她说她大为吃
惊。让季先生大惑不解的是，到了下一
月，欧朴尔先生照样拖着两条沉重的
腿，把香肠和面包寄走。

季先生喟然长叹：“‘可怜天下父母
心’，古今中外之所同……”我恍悟岳母
的热泪，就是冲这段描写抛洒的。

自从老人读《留德十年》感动而流
泪，日常有事没事，我试着多站在老人
的角度，思一思，想一想。这么一来，准
能摸到老人情感的脉搏。平素还学了个
乖：尽量多找老人拉拉呱，而且主要是
听她讲。她果然就很高兴。老人高起兴
来也实在容易，一句暖心的理解，常使
她笑眯眯地乐上半天。

我是实实在在地感激季老的《留德
十年》。因了它无心的示范，使我的家庭
一变而比过去更为和谐；互相关照，彼
此温暖，其乐也融融。有次与妻说起，恍
惚觉得自己也去德国留了一趟学；不，
是在《留德十年》一书里“留了一回学”。

今天的情形正如开头所述，我耐心
地等老人讲完菜场见闻，还夸张地称赞
了她买的菜。老人喜滋滋地放下菜篮，
猛然醒悟到我是要出门，抬头看了一眼
壁上的挂钟，着急地说：“你是要去开会
的吧？还不快走，不要闹个迟到！”
“赶得上！”我边说边和老人“再

见”。待咚咚咚地跑下五层楼，又一溜烟
地跑上马路，恍惚觉得老人的目光正从
高处射来，射来。掉转身去，老人果然就
站在阳台冲我摆手……

菩提的清芬
卞毓方

绿肥红瘦荫浓处，
喜鹊燕儿舞碧空。
蝉叫蛙鸣惊夜月，
晚归莺鸟入花丛。
清风拂面怡襟袖，
醉意三分笑说中。
夏日风光无限好，
阑珊灯火美无穷。

夏日风光
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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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展翅鲲鹏宇宙翱，巡天万里察纤毫。
织成北斗苍穹网，尧舜儿孙志气高。

渊二冤
收官北斗五洲惊，雷动欢呼四海鸣。
天眼从今中国造，嫦娥舒袖月宫迎。

渊三冤
笑傲苍穹举国欢，腾霄利箭喜收官。
全球震撼炎黄傲，护佑江山固石磐。

(四)
巡游宇宙看山河，北斗收官奏凯歌。
受制于人成过去，中华筑梦喜庆多。

渊五冤
北斗功成太空游，航天大国展宏猷。
振兴中华为圆梦，造福人间创一流！

北斗收官颂
颜玉华

红船精神放光辉，从无到有史无先。
历经坎坷终胜利，迎来祖国艳阳天。
站起富起强起来，建设发展改革篇。
反腐倡廉抓关键，党风好转众望归。
突如其来疫情蔓，抗疫之治意志坚。
中国精神聚力量，众志成城显神威。
科技创新促发展，尖端武器御敌颤。
一带一路新战略，合作共赢促双飞。
红色基因代代传，英雄豪杰再争先。
国家强盛前景美，全面小康乐无边。

“七一”赞歌
孙万楼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上
锅里正飘着粽香
那年代，粮食物资紧张
我用十斤粮票一斤糖证
买回糯米、白糖
骑车一百多里
赶回老家射阳
只为孝敬父母
让他们把粽子品尝
老母肺病躺卧在床
咳咳喘喘指导妹妹包粽
教我如何用粽针穿扎帮忙
就在粽子包好即将烀熟时
母亲突然咳声嘎止
面色变青嘴巴大张
全家人簇拥到她床旁
撕心裂肺喊妈叫娘
眼睁睁见她撒手人寰气绝身亡
如今，粮票糖证已成藏品
父母坟墓也几迁变样
可我每年端午都去景仰
携带不同口味粽子供奉爹娘……

端午祭
裴艺元

端午到了
大忙季节又开始了
说着说着
一夜之间，热情的西南风
就把地里的麦子吹熟了

每个孩子一个咸鸭蛋
揣在兜里舍不得吃
尖尖的三角粽子
是去年用过的粽叶包的
里面没有蜜枣也没有肉

这是五十年前的端午
小妹妹刚周岁
母亲打发我们上学之后
一把扯过土坯上的草帽
便心急火燎地
下田插秧……

母亲的端午
江正

汩罗江水浪波涟，
惊世离骚万代传。
端午今天思楚栋，
粽香祭奠想先贤！

端午想先贤
居文俊

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
每至端午节，家家户户在房前屋后插
艾、插菖蒲，渲染节日氛围。

艾草又叫艾叶、香草，是一种根生
的菊科植物，香气浓烈。艾草的生命力
极强，在农村乡间路边和空旷荒野里
随处可见它的踪影。自古以来，艾草就
与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密切关联，它既
可入药，也能膳食；既可内服，也可外
敷；既可驱蚊，又能辟“邪”。是人们日
常生活中不可多得的“宝物”之一。

艾草可以食用。艾叶可作“艾叶
茶”“艾叶汤”“艾叶粥”。长期食用，可
增强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海南特
色风味小吃———艾草糕，刚出笼时呈
嫩绿色，待逐渐冷却后变成青绿色。苍
翠鲜艳，让人垂涎欲滴。迫不及待地咬
上一大口，软软的、糯糯的，带有一股
淡淡的艾草味，伴着又甜又香的馅料，
齿间留香。艾草还可以和米饭在一起
蒸着吃，和面做成艾草馒头吃，但是不
可多吃，最好一周一次为宜。

艾草可以治病。据《本草纲目》记
载:“艾叶苦辛，生温，熟热，纯阳之性，
能回垂绝之阳，通十二经……以之灸

火，能透诸经而除百病。”千百年来，无
数次临床试验表明;艾叶能灸治百病，
强壮元阳，温通经脉，驱风散寒，舒筋
活络，回阳救逆；传统药性理论认为艾
叶有理气血、逐寒湿、温经、止血、安胎
等作用。艾叶药膳、艾叶煲鸡蛋、艾叶
姜汤和艾叶枕、艾叶袋、艾叶垫、艾叶
灸疗等，对许多疾病疗效明显。

艾草可以驱“邪”。从古到今，家家
户户都洒扫庭除，将菖蒲、艾条插于门
楣，悬于堂中“避邪驱鬼”；并用菖蒲、
艾叶制成“艾人””艾虎”，制成花环、佩
饰，佩戴驱瘴；特别在户外野营时，点
燃艾草可以让蚊子、苍蝇等毒虫不敢
靠近。其实，端午时节正值夏季，蛇虫
鼠蚁盛行，在门口悬挂艾草驱赶蛇虫
鼠蚁，长此以往便形成了一种美好寓
意，所谓的“避邪驱鬼”也是古代人们

对“吉祥如意”的向往和追求。
艾草象征文化。“惜而哀之，世论

其辞，以相传香。”端午节在我国已有
两千多年的传统。中国古代每年的农
历五月初五，最初是夏季驱离瘟神和
祭龙的节日，后来人们将端午节作为
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节日。古镇周庄
以水乡特有的方式庆祝端午节日：打
莲湘、挑花篮、摇快船、熏艾草、包粽子
等使整个小镇热闹一片，吸引了众多
游人围观；古牌楼前巨型彩粽悬挂中
央，黄色的幡旗一排排地矗立在道路
两旁，幡旗上五毒图、钟馗像将整个端
午的气氛极好地烘托出来。熏艾草、钟
馗像成为庆祝端午节的重要元素，可
以看出艾草在民俗文化中的份量。

在文化逐渐多元、信息日益丰富
的今天，“端午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面
临着不少挑战。这迫切需要人们与时
俱进，既要保持传统，又要适应当今人
们生产生活需要；尤其像艾草，在传
承、发扬好其特殊象征意义的同时，更
要充分挖掘其自身价值，最大限度造
福人类。

艾草飘香
董素印

端午节前打粽箬，是我家多年的
“保留传统”，这也是上辈传下来的习
惯.今年按照节令，择一好天气，去熟悉
的地方转悠着，找寻沟塘打点粽箬，晒
干了包粽子用。

粽箬是民间对芦苇叶子的俗称，它
是包粽子必不可少的包裹物，少了它就
没有那个味。原来长芦柴的地方，现在
不是平整过，就是填土了。残存的芦柴
又瘦又小。我摇头叹息，只好向大河边、
海滩边进军，奔走好几里路，终于在靠
近海边闸口的一处柴塘中找到。远远看
见青郁一片，在风中摇摆。走到塘边才
发现有早行者留下脚印，高高的芦柴上
已少了两三片叶子。

这是曾经的芦苇吗？芦苇不语，只
有沙沙声响。好像是父亲的轻轻嘱咐，
打粽箬别伤了芦柴。

恍惚间，儿时打粽箬的记忆在脑海

浮现———
奶奶的小脚吃力地行走在田头塘

边，用拐棍勾住芦柴打粽箬。奶奶说，打
粽箬也有技巧，会打的叶根嘴部大半圆
不撕裂不开条；不会打的片片撕开，有
的甚至不能用。奶奶示范给我学，左手
扶住芦苇杆，右手四指并拢与拇指夹住
叶子中部，先轻轻下拉，使叶嘴和苇杆
稍分开后，突然间右手发力向下拉。一
片完好的粽箬便从柴秆上剥离。如此的
连贯动作，一会便娴熟了，自然乐在其
中。

过去集体的柴滩沟塘有专人看管，
不到时间是不许打粽箬的。那时上工时
间紧，我母亲只有在收工后，饿着肚子
偷偷打粽箬，放在篮底带回家，在油灯
下包粽子。母亲包的三角粽子扎得又紧
实又秀气，每年还为我们兄妹一人包一
个“猪爪粽”子。兄妹几双眼睛盯着看，
直到睁不开。熟睡中粽子香味唤醒味
蕾，我们夜里纷纷起来剥粽子吃，可母
亲半夜没睡。因为那个年头除了砌房上
梁、孩子生日外，平时很难吃到粽子。今
天想吃粽子，我们随时可以包。不必像
过去母亲那么辛苦，可母亲再也吃不到
粽子了。

粽箬青青粽箬情。从锅中烫粽箬
起，再到烀粽子，满屋清香四溢。闻闻粽
箬味神清气爽，尝尝粽箬茶沁人心脾，
读读古诗文舌齿留香。

粽箬青青
邹德萍

我的家乡在射阳河入海口处北岸，老家门前有条弯弯
的小河，小河的臂弯环绕着高高的“南堆”（射阳河清淤堆积
而成），上面有片茂密的杏林。小时候，它是我们向往的去
处。

杏子成熟的季节，站在小河对岸，遥望那一片高高的杏
林，隐约可见葱翠的枝叶间挂满黄色的小灯笼，随风摇曳。
风儿送来杏子的清香，成熟的杏儿噼里啪啦成片地掉落，让
小伙伴们垂涎欲滴。杏林是属于果林场的，看守偌大一片杏
林的“老鹰头”（守林人殷老爹的绰号）是个厉害的老人，带
着一条吓人的大黄狗。我们曾经远远地看过老鹰头在河对
岸林边巡视，抛来的目光寒寒的，让人后背泛起一股凉意。

杏林的诱惑毕竟挡不住。当年十七八岁光景的“孩子
王”、邻居大俊哥给我几颗杏子，说是来自南堆杏林。那小白
杏看起来青涩，尝起来清甜。大黄杏，黄里透红，咬一口，酸
中带甜，真是童年的美味。一直渴望能亲手摘到一捧杏子，
我们悄悄地商量，第二天中午趁着大人午睡，几个小伙伴约
好出发，过了河，钻进林子，如一群快活的小鸟回到久违的
林子。大家协作分工，爬树摘杏，望风捡果，各负其责，一会
儿兜里手里都装得满满的。

正当我们忘乎所以时，突然，背后传来一声炸雷般断
喝：“干什么的，都给我站住！”原来是“老鹰头”领着大黄狗
从林子深处钻出来。
“快跑呀，老鹰头来了。”小伙伴们扔下杏子，四散逃窜。

“老鹰头”领着大黄狗，不紧不慢在后面追赶着。
我们顺着来时的路，一哧溜冲下小河，赶鸭子似的呼啦

呼啦翻腾到河对岸。
“再过来，敲断你们的腿。”老鹰头站在河坡上留下狠

话。
这件事还是被大俊哥听到，忍不住嗤笑我们：“你们这

些胆小鬼，一个‘老鹰头’就把你们怕成这样，看我的。”
他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好威武的大俊哥！穿着大背心、

大裤衩，竟然真的大摇大摆地趟过河去。
飞身登岸，踱进林子，麻溜爬上树，又该是一场梁山好

汉般的饱吃杏餐。他不时甩过几颗杏子，让我们欢呼雀跃。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听到狗吠声。而后，大俊哥慢悠悠地从
树林里走出来。大黄狗狂吠着冲上来。大俊哥猛地甩起一
脚，把它踹飞，大黄狗哼哼唧唧，一瘸一拐地跑开了。后面的
“老鹰头”随即赶到跟前，紧紧抓住大俊哥胸前的背心。大俊
哥连拖带拽，将他拉下水，“老鹰头”就是死活不肯撒手。
“你不松手，我就陪你。”大俊哥咬开手里攥着的杏子，

在齐腰深的水里悠闲地吃着。瘦小的“老鹰头”目光倔强，死
死盯着这个年轻魁梧的后生。“老鹰头”也许把杏林看得比
命还重，但他毕竟老了，在水中瑟缩着。

过了个把时辰，周围的乡邻们陆续赶来，好说歹说才把
他们拉开。其实，在淳朴的乡亲看来，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
就是吃几个杏子嘛！

多大点事，但凡与“偷”沾边，毕竟不光彩。大俊哥被父
母带回暴揍一顿，那年夏天过后，便出去打工了。“老鹰头”
也在我们的视线中消失，听大人们说，“老鹰头”病了，回老
家了。从此，只有那片杏林站在那里，守望着世事沧桑和无
尽的岁月。

多年后，每每回到家乡，站在小河边，杏林已换装成高
大的银杏，我的耳畔依然能响起“老鹰头”的断喝，眼前浮现
他执拗的眼神。想到曾经顽劣的自己，平添了几分愧疚。“老
鹰头”，不知他现在何处，是否一切安好。

河那边的杏林
夏元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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