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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端午赛龙舟赛龙舟

叶朝清叶朝清：“：“我就是你的拐杖我就是你的拐杖””
来自敬老院的故事来自敬老院的故事

浓情五月，端午锦盛开，栀子花也
陆续芬芳，青艾熏翠，糯粽溢香，一年一
度的端午节又到了。

端午节是我童年一份难忘的记忆，
我是个感性之人，对往日的美好生活往
往特别留恋。

记得儿时每年的端午节，父亲总是
割上几把艾草和菖蒲放在大门两边，意
在驱邪，母亲则忙于包裹糯米粽子，我
和弟弟则跑前跑后，在家里快乐地玩

耍，因为姐姐们带着小外甥要回家，虽
然家庭不宽裕，但母亲在端午节中午总
会做出很多好吃的菜。

成家后每年的端午节，领妻携子，
还会带上很多礼物，去岳父家拜节。那
时在家务农，平时比较忙，只有端午节
才会全家有空出门，因为当时交通没有
现在方便，大多靠步行或骑自行车，好
在岳父家路程不远，走累了，在路边找
点野树莓，尝尝野果的酸甜；在路边的

竹林小憩，兴致时顺便留个影。有时嫌
儿子走路慢，干脆扛着他大步走路，颠
得这小子一路开心的呀呀唱歌。

到了岳父家，老人们总是很高兴，
岳父很早便候在村口，等待我们到来，
见到外甥，高兴的合不拢嘴。岳母早早
地备好了一桌丰盛的午餐。由于平时
很忙，一家三口只有端午这一天才会有
空玩一下。

岳父家住山青水秀的九连山北坡，
山下溪水长流，山边鸟语花香，空气清
新。农历五月的季节，农村绿树成荫，
房前屋后开满了艳丽的端午锦和芬香
的栀子花，还有婀娜修长的美人蕉。我
们被这自然美丽的风景吸引，尽情地释
放着自己的天真，在绿竹林里，小溪石
桥边，都留下我们欢乐的笑声。

以后每年的端午节，我全家都会到
岳父家拜节。

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以
及现代生活节奏的改变，村里许多人外

出打工或搬迁，过节也似乎是种形式，
人情似乎越来越淡薄，虽然每年的端午
节，亲戚也会相聚在一堂，把酒言欢，重
述旧情，但忙碌的工作，繁忙的生活节
奏总是让我们来也匆匆去也匆匆，过节
也没有以前的那种味道了。

如今，孩子已在外工作，可每年的
端午节，我都要去拜节，这是一种习惯，
也是一种亲情的体现，平时由于工作忙
没时间，逢年过节一定要去看望父母。
其实父母并不图儿女们什么，经常去看
看他们，陪他们说说话，老人们便很高
兴了。

端午节，是亲人们团聚的时刻，亲
情融融，乡情悠悠。最忆儿时端午节，
那种简单的快乐，那种清纯恬淡的记
忆，将留存在心底，绵绵悠长，青涩而难
忘……

糯粽，端午锦，栀子花，团圆饭，亲
情，记忆中都是满满的端午味道！

每年端午节前夕，我们村长就开始
筹划龙舟赛的事宜。抽调22名身强力
壮的中青年男子汉，划龙舟训练，我父
亲也在其中。船舷两侧各安排10人划
桨者，船艏一名擂鼓者，船艄一名舵
手。他们各有分工，擂鼓者指挥着，擂
鼓吆喝着，鼓舞划桨们的士气。舵手非
常重要，比赛成败掌控他的手里。我村
舵手是一位木匠，在家弟兄之间排行第
三，所以取名三木匠，他长得浓眉大眼，
身材魁梧，胳膊腿粗壮力气大。

龙头“披红带”后，主祭人宣读祭
文，并为龙头“开光”点睛。然后参加祭
龙的全体人员三鞠躬。只见龙船绑扎
着龙头有细长的胡须，长长的嘴巴，嘴
里还有一个黄色的球，它的脸是银白色
的。划龙船的人都穿着对襟白色马褂，
红色灯笼裤，头上系着一条白毛巾，脚
上穿着空花鞋子。整装待发前，每人点
燃一炷香向神祈祷跪拜，保佑划龙船的
队伍平平安安。我们村有一百多人家，
是一个异姓居住的村庄，大家和睦相
处，齐心合力，村里这条龙船挂牌“四房
合村”。

农历五月初五，和煦的阳光洒在青
弋江两岸，龙舟赛上午八点钟在青弋江
西河八面佛水域正式开始，只听“嘘嘘，
嘘嘘……”口哨声，四艘来自各村的龙
船并排江面上，像离弦的箭一样向目标
驶去。站在船艏的擂鼓手，挥着双臂有

节奏地“咚咚，咚咚”地擂着鼓，激励 20
名划桨者的士气。龙船两边划桨者们，
双手紧紧攥着划桨，挥臂使劲地划着，船
桨整齐有节奏地划拨着水，水花四溅。
艄公三木匠使劲地按压起笨重的橹，使
其翘起，龙舟飞快地向前冲去，不一会
儿，四房合村龙舟超越那三艘龙舟。青
弋江两岸来自各村的百姓来看龙舟比
赛，两岸的人群向着龙舟驶去的终点站
双摆渡涌去。从西河古镇到双摆渡水路
大约有4公里远，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
最先到达终点站的是四合村。获得第一
名的四合村由当地政府赠送一面旌旗！
比赛上午十一点钟结束，参赛人员都聚
集在宗祠堂欢庆获胜的喜悦，集体过端
午节。

母亲忙着裹粽子。几天前就把一摞
摞洗干净并煮熟消毒的毛竹叶放在竹篮
里，再把浸泡醒好的糯米用盆子盛着放
在面前，然后点燃煤油灯照着，坐在凳子
上一心一意地裹着粽子。她拿着煮好的
竹叶卷成锥形，放着浸泡好的米，再用筷
子把放在竹叶里的米捣实，包起来用麻
线绕着系好。母亲裹得粽子形状如锥
形，大小均匀。粽子花样繁多，有红豆心
的，有枣子心的，还有肉心的，只要你尝
一口，味道香甜糯腻。我最喜欢母亲裹
得枣子粽子和红豆粽子，村里人都到我
家来尝新，说我母亲裹得粽子口感好，真
是情浓粽飘香。

母亲从野外挖回来的菖蒲和艾蒿插
栽在大门前的瓷缸里，插在瓷缸里的菖
蒲如举起的宝剑，能斩妖祛邪；栽在瓷缸
里的艾蒿绿叶婆娑散溢着青香，如一位
温柔的少女那样娇艳。过了端午节，父
亲用镰刀割下艾蒿和菖蒲的茎叶晒干备
用。悬艾叶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
午插艾。”过了几天，瓷缸里的艾蒿和菖
蒲的茬透芽了，如果芽透得长预测当年
雨水多，是水灾之年；如果芽透得短预测
当年雨水均匀，是正常之年。

艾蒿，产生的奇特芳香，可驱赶蚊
虫、苍蝇、蚂蚁，净化空气。中医学上以
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祛寒湿的功
效。菖蒲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
的药物。

端午的时候，我家屋后菜园里几棵
栀子花树正繁华恣肆，栀子花如云霓裳

片片，缀满绿叶间的白色的花似玉兰端
雅娇俏。母亲采摘一篮子栀子花，给村
里每户每家赠送几朵。

端午，每家每户都进行祭祀活动，焚
香烧纸钱，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
畜兴旺，家庭和睦。父亲给我脸上涂雄
黄酒，为的是图利驱病邪。

四房合村一百多户人家过去都来自
五湖四海，但邻里之间都能互相帮助，也
许是划龙船比赛让全村百姓同舟共济的
精神一直传扬至今吧。

“包中香黍分边角，彩丝剪就交绒
索。樽俎泛菖蒲，年年五月初。主人
恩义重，对景承欢宠。何日玩山家，葵
蒿三四花。”宋朝文人陈与义一首《菩
萨蛮》把端午节描绘得情景交融。

泱泱中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
翻开泛黄的典籍，若论节名之多，恐怕
没有哪个能超过端午。有所谓“午日、
五月节、端阳、地腊、龙日；重五节、浴
兰节、女儿节、诗人节、天中节”等等。

流传最广的是源于纪念屈原。据
《史记•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
时期楚怀王的大臣，因力主举贤推能、
富国强兵而遭权贵进谗丢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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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无能为力，心
如刀割，于五月五日这天写下绝笔《怀
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而死。楚国百
姓闻知后，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江边凭
吊。渔夫们划起船只来回打捞其身
时，有位渔民拿出饭团、鸡蛋等食物丢
进水中，言为鱼虾蟹鳖食饱后便不再
噬咬屈大夫的真身；一位老郎中则取
来雄黄酒，说是可以药晕蛟龙水兽，屈
夫子可以免受伤害。人们见状纷纷效
仿，又因担心饭团为蛟龙独享，便用箸
叶包饭，外缠麻绳，棕子，由此诞生。
从此以后，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
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

源自纪念伍子胥的说法主要集中
在江浙一带。巧的是，伍子胥既生于
春秋时代，也是楚国人。他在父兄均
为楚平王所杀后弃暗投明，投奔吴国，
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其时
楚平王已死，伍子胥遂掘墓鞭尸三百
以泄愤。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
位。士气高昂的吴军继续征战，大败
越国后，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伍
子胥则建议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纳，
反而听信收受了越国贿赂的大宰谗
言，终被赐剑自刎而死。伍子胥自戕
前告知邻臣：“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
来悬挂在吴城东门之上，以看越国军
队入城灭吴。”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其
尸装在皮革中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
百姓感其既孝且忠，于是，有了一个纪

念伍子胥的端阳节。
感人的还有一个东汉孝女曹娥

救父投江的神话：娥父溺于江中，数
日不见尸体，年仅十四岁的她，昼夜
沿江哀号，哭了十七天，于五月五日
投江寻父，终于五日之后抱着父尸一
起浮出水面。此番孝义传至县府知
事，当即为之立碑，并让人作诔辞颂
扬。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
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
纪念曹娥的孝节，在其投江之处兴建
了一座曹娥庙，所居住的村镇也改名
为曹娥镇，殉父之处则定名为曹娥
江。

古越图腾族祭祀的说法知之者
不多:近代大量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研
究证实：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在新
石器时代，有一种几何印纹陶为特征
的文化遗存。专家推断是一个崇拜
龙的图腾部族——史称百越族。他
们有断发纹身的习俗，生活于水乡，
自比为龙的子孙。其生产工具，有大
量石器，也有铲、凿等小件青铜器。
端午节就是直到秦汉时代尚存在的
百越人创立的祭祖节日。在数千年
的历史发展中，大部分百越人已经融
合为汉人，其余则演变为少数民族，
端午节由此成为全中华民族的节日。

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
迟。关于端午，有太多的故事传说和
不尽相同的习俗，难以尽叙。值得欣
慰的是，中国端午节已于2009年成功
申遗，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更令人自豪的是那
源自中国渔民打捞屈原的龙舟赛，如
今已风靡全球。英国人首先仿效，也
能把“胜也不摆尾，败也不低头”的主
题渲染得热闹非凡。

端午，是我们每年必过的传统大
节，但详知其来历者又有多少人？在
倡导全民阅读的当下，何不走进书
海，在淡淡的墨香中追根溯源一番，
也算是不忘初心、不枉此生吧。

人，只要一息尚存，就有感情的流
动。此次接受一项去政和敬老院采访
任务，让我真正感受到了人间真情的永
存与魅力。

人们都知道，敬老院是一个特殊的
场所，里面生活着的人一般是没有依靠
的鳏寡孤独者，本该没有什么惊天动地
的感人故事，然而，在六郎镇政和敬老
院里，却悄悄地发生了一段不为院外人
所知却色彩斑斓的真情挚爱故事。故
事的主人就是年近八旬的叶朝清老人。

叶朝清，1939 年 1 月出生，六郎镇
永丰村人，兄弟三人，两位兄弟成年后
先后成家立业。岁月易逝，人生苦短，
他本人身材中等、壮实，性格开朗透出
几分憨厚，却因多种原因，一直过着单
身生活。1997 年新春刚过，乡野万物
还依旧被隆冬的严寒裹挟着。已过“五
十知天命”的他，不甘在农村过那“一人
一世界”的寂寞生活，置身上海徐汇区，
几经辗转，最后被一个简称“老干办”的
单位看上了，做起了门卫工作，由于他
做人本分诚实，做事兢兢业业，在这个
单位当门卫一干就是8年。8年的门卫
经历，上到国际大都市上海的风土人
情，下到这个单位上下之间、同事之间、
老少之间，乃至男女之间那一种相互帮
助、助人为乐、和谐融洽的友谊之情，让
他耳濡目染，铭刻在心。此时的他毕竟
岁数已大，于是与 2005 年告别了多年
的门卫工作，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同
年4月，经一位远方亲戚介绍，入住政
和敬老院。

在外打工历经8年磨砺的叶朝清，
入住政和敬老院后，相比其他院友更知
道怎么去为人处世，怎样遵守院规院纪，
怎样搞好院友之间的关系，加上硬朗的
身板也让他比其他院友多了些勤快。院
里领导有时安排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小
事，每次都是不折不扣地完成。在敬老
院里，他视院友为亲人，入院没有多长时
间他就融入了这个特殊的大家庭里，遇

到院友身体有病或行动不方便的，他只要
知道都会主动热情地过去给予一些帮忙
和照应，因此全院上下对他十分的敬重，
更是让院领导对他刮目相看，大家都称他
为敬老院里的热心人。特别是悉心照顾
院友赵秀花，演绎出一段真情挚爱故事早
已在全院传为佳话。

赵秀花，1925年8月出生，和丈夫陶
银贤系六郎镇北陶村人，因膝下无儿无
女，多年来这对孤寡老人相濡以沫，过着
清贫而寂寞的生活。2004 年经地方组
织安排入住敬老院，夫妻二人自此把余
生托付给了敬老院。虽然院里有专人帮
助打理生活，安排吃喝，但两位老人都已
近耄耋之年，身体日渐衰败，加之陶银贤
早年就是一个双目失明之人，日常生活
上存在这样那样的不便在所难免。老夫
妻俩生活上的诸多不便，早已让叶朝清
这位热心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只要赵
秀花老夫妻俩遇到不便的事情，他每次
都是主动热情地过去帮忙，而每次的帮
忙，都让老夫妻俩感到很是过意不去，不
免要说一些感谢的话，可叶朝清每次都
乐呵呵地说：“我比你们年轻多了，身体
又好，能帮上你们一点忙，做点小事是应
该的，闲着也是闲着。”久而久之，如到食
堂打饭、冲开水，还有每天早晚打洗脸水
和洗脚水等，特别是涉及体力活或跑腿
的事，几乎都是他全包了。只要天气好
的情况下，他就经常把赵秀花老夫妻俩
搀扶到走廊里或太阳下透透新鲜空气，
晒晒太阳，陪他们聊聊天。天长日久，赵

秀花老夫妻俩早已把叶朝清当做弟弟
了，叶朝清也把赵秀花老夫妻俩当作亲
人了。所以，赵秀花老夫妻平时只要有
一点事，叶朝清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她
俩面前。

岁月辗转成歌，时光流逝如花。赵
秀花丈夫陶银贤终因身体机能的衰败，
抵挡不住疾病的侵扰，于 2010 年去世。

他在临终前的弥留之际，用沙哑的声音
喊着叶朝清的名字，叶朝清来到他的床
前，他用一只已经无力的手拉着叶朝清
的手，另一只手指着赵秀花对叶朝清说：

“老弟，感谢你对我们老夫妻俩多年来的
照应，我就要走了，你的老姐姐就拜托给
你了，她有你的照应我在那边就放心了
……”

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年老时的互
相照顾。失去亲人的赵秀花，精神上出
现异常，生活上更是难以自理，叶朝清
按照陶银贤生前托付给他的遗愿，天天
陪伴在赵秀花身边，照顾她的饮食起
居，就像她身边的一根拐棍一样。随着
天天在一起的相聚厮守，两人之间的情
感已经远远超出了“姐弟”之情。此时，
比赵秀花年轻14岁的叶朝清，怀揣恻隐
之心，冲破世俗偏见，决定陪伴她度过
余生，于是干脆将自己的床铺搬进了她
的房间。敬老院里的房间并不宽敞，并
连在一起的两张床，不仅拉近了“姐弟”
间的真情挚爱，而且使两人之间的相处
更加温馨。笔者在采访中有意问及幸
福是什么？叶朝清有点不好意思地笑
着说：“幸福就是进入晚年的时候，仍然
有人能够陪伴在自己身边，互相说说
话，互相关心与照顾。”这就是一位最普
通人所追求的幸福，也是一位最普通人
眼中最美的幸福。

两人相处在一起之后，叶朝清不
只是处于热情伸手帮忙照应那么简
单，而是让他的肩上多了一份担当，他
已经真正成了她的一根永远也舍弃不
掉的拐棍。此时的叶朝清深深感知，
真情不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什么，而
是自己应该为对方付出多少。自从他
与赵秀花生活在一起之后，他的一切
都围绕着赵秀花在打转转。

日常生活中，他俩早已心心相印，
形影不离。一个夏末初秋的早晨，敬

老院宿舍外走廊处，叶朝清看见赵秀
花坐在外边，急忙喊道：“今天外面天
气很凉，你怎么只穿一件衬褂呀，我
帮你回去拿件罩褂。”虽然语气有点
责怪，但脸上却透露出一份发自内心
的关切之情。赵秀花眼里流露的不
是一种谢意，而是觉得有人在时时刻
刻关心自己的表情。仅仅一件小事，
足以窥见一斑。

日月轮回，年复一年。2013年秋
季，已入耄耋之年的赵秀花，身体一
天不如一天，特别是两条腿因早年受
过风寒，开始不管用了，已不能自行
行走了。打这时候起，每天从早晨起
床开始，叶朝清就要为其穿衣洗漱，
把一日三餐端到她的跟前。赵秀花
要喝水了，他就先喝一口看看，不是
怕凉了就是怕烫了她。赵秀花要洗
澡了，他就帮她洗头擦背，换下来的
衣服都是他搓洗晾晒。晚上赵秀花
想看电视了，他就将被单折叠起来让
赵秀花靠在床头上面。拉屎撒尿，自
然离不开叶朝清这根拐棍。除了冬
季和阴雨天之外，平时几乎每天叶朝
清都要用躺椅把赵秀花挪到走廊下，
自己则坐在旁边陪护着，随时问寒问
暖。所有这些日复一日的琐碎事，他
总会事无巨细，默默在于无声处。

尽管是白发苍苍、夕阳西下,真
情挚爱仍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今
年93岁的赵秀花已经在敬老院里住
了14年多了，在这14年多时间里，赵
秀花失去了相濡几十年的亲人，但最
关键的是遇到了叶朝清这位热心人，
成了能够让她永不跌倒的一根拐棍，
这个拐棍让她真正感悟到什么才是
人间的真情挚爱。对于叶朝清来说，
这样的日子虽然很平淡，但是却蕴含
着一种温馨，他认为自己能成为别人
的一根拐棍，觉得很是幸福，因为在
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终于不
再孤单寂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