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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霖

当清新艾草的香气，挟裹着菖蒲的
阵阵幽香扑入鼻孔的时候，孩童时的我
就知道端午节到了。那时家力薄弱，物
资匮乏，端午节对我来说如同春节般盛
大。左邻右舍的热心阿姨会将用各色
丝线包好的粽子纷纷赠予我家，有些粽
子里会偷藏一枚硬币，一口咬下去，咔
嘣一声，便磕住了我的牙。长辈们都笑
着说，那是代表吃到了好运与福气。于
是，端午节的气息在我的记忆深处便有
了一种幸福又质朴的熟稔味道。

后来，母亲的单位也在每年开始分
发粽子，单薄小巧的塑料袋里，载着十
几枚绿莹莹的用麻绳缠绕的三角粽，犹
若一堆可爱的绿精灵躺在袋子里熟
睡。细心的母亲不舍得吃，便在下班
后，将那些可爱的三角粽拿回家，然后
站在不足一平方米的阳台上，守着一尊

蜂窝煤炉子细细地蒸煮，再一一地回赠
给左邻右舍。

记得有一回，母亲如往常一样在阳
台上蒸煮粽子，夕阳的霞光投射在母亲
身上，形成绒绒的一圈光影。我坐在小
板凳上，双手托着下巴，目视着母亲好
看的模样，一个劲地问：“妈妈，粽子还
要煮多久？”妈妈总是回答：“快了！”好
奇的我便竖起耳朵倾听着热气叩击锅
盖的咚咚声，心像被馋猫抓挠了一般。
夕阳最后的余晖还没有散去，粽子的香
气从锅里逸散出来，我伸长脖子打望，
感觉喉咙里的馋水被我吞了又吞。

“馋猫，不是给你的。”母亲笑着揭开
锅盖，那热热的香气顿时萦绕满屋，我迫
不及待的将小手迅速串入锅中，还没来
得及抓住粽子，就被眼疾手快的母亲拽
住了。但是，扑腾上涌的锅底热气还是
灼痛了我的手，我眼中裹着泪，脆生生地
嚷着疼，被熏红的小手便不受控制地被

母亲拽到了水龙头下哗啦啦地冲洗，然
后又被母亲心痛地抹上酱油吹了又吹，
那一刻我看见母亲眼中隐有泪光。

虽然烫了手，但母亲单位的粽子还
是没能让我入嘴，在我稚嫩又单纯的回
忆里，不会包粽子的母亲，每年都只能
让我眼巴巴地看着像绿精灵一样的麻
绳粽子，萦绕着满身的水汽，从热气腾
腾的锅中被她三两个地夹入不同的盘
中，然后再回赠给那些左邻右舍。有些
时候，吸足水份的糯米会从裹紧的粽叶
中挤出来，饱满得如同大粒的珍珠，我
脑海里就会丰富地想，会不会母亲发的
麻绳粽子比邻居阿姨们包的五色丝线
的粽子更好吃，她才会很要面子地挨家
挨户地送出去，又挨家挨户地接受着人
家馈赠回我们的粽子，于是我的想象中
便充满着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读书后的我在老师绘声绘色的讲
述中，了解到了端午节的来历，我跑回

家，兴高采烈地向母亲炫耀我的知识，
母亲便微笑着告诉我，端午节除了吃粽
子、划龙舟的风俗外，邻里间互相赠送
粽子，也是为了将福禄与平安的长远祝
愿赠送给对方。于是，我童年的端午
节，就在母亲的赠予与回馈间，被温暖
的邻里友爱填满，那种属于味蕾的期待
充满着又香又甜的回忆。

如今，工作多年的我，年年都能得
到单位分发的粽子，每次我将精美的粽
子投入锅中，美滋滋地嗅着那令人垂涎
三尺的粽香，就会想起我小时候跟在妈
妈身后给邻居们送粽子的场景，那种温
暖的记忆甜甜地伴随着我。我也会时
常想起端午节送粽子的美好祝愿。于
是，更加感念企业每年为我们赠送的这
份浓香四溢的幸福，我也会在这种美好
的幸福中，过好人生的每一天，让这个
充满着神奇意义的节日，充盈着幸福平
安的永恒温暖。

□谢文峰

一缕阳光 开放在
远古的春秋山巅
一朵火红的花 闪亮
二千多年前 一段不平凡的时光
一条若水
一条泸水
从楚国悠悠飘来
把一段报国的情怀
注入了大裂谷的思想
熠熠生辉的“缘”
一曲藏在《离骚》里

“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
一曲入住《天问》中

“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走近若木
寻找你激昂的灵感

不知哪一朵诗 与我有缘
胸怀如莽原
精神的高度让我仰望
你一颗赤诚的忠心在追赶太阳
在五月初五
传颂着火红的正能量
家国破碎 一颗心牵肠挂肚
举世浑浊独清
不如不清
众人皆醉独醒 不如不醒
于是
一曲悲壮的歌
在汨罗江上 随岁月的长河
飘零
流芳
那些绿豆、黄豆、花生馅的粽子们
站立江边
久久地牵挂……

□李刚花

“粽子香，香厨房”，不知不觉又到
粽子飘香的时候了，每每嗅着粽子的
香味，我总会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端
午节来。那时，周围会包粽子的人很
少,家里也没人会包，包括母亲。母亲
从不会给我们买粽子吃的，因为那极
不划算！但每次，当那卖粽子的商贩
拖着长声吆喝着从我家门口经过时，
我和哥哥便眼巴巴地望着的眼神，母
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那一年的端午节前夕，母亲得知
一个新搬来的邻居会包粽子，且满口
答应要来帮我们包。第二天，母亲起
了个大早，准备好所有的材料后，便去
请那位阿姨过来，谁知那位阿姨头晚
接到老家来的电话，说有急事，一大早
就买票走了。母亲回到家中，看着那
些洗好的粽叶和早已泡得发涨的糯米
心急如焚，嘴里不停地叨念着：“这可
如何是好？什么事还是要自己会才好
哦！”那时的我，看着母亲无计可施，自
己也爱莫能助，心里真不是滋味。

最后，母亲决定自己包，让我打下
手。那天，我和母亲忙碌了一下午，结
果包出来的东西都不知道该叫什么？
总之，不能叫做粽子，形状怪异不说且
无棱无角。更可气的是，煮着煮着，糯
米全跑出来了，那哪是什么粽子，简直

就是一锅粽叶糯米粥！那一年，母亲终
于开天辟地的买了几个粽子给我和哥
哥吃。也就是那一年，一个已黯世事的
女孩在内心起誓着一定要学会包粽子。

从那以后，只要看见有包粽子的，
我都会停下脚步，静静地观看别人的
手法，从手对粽叶的把拿和粽叶的一
步步走向，以及线的缠绕和捆绑的位
置，每一个细小入微的环节，我都会用
心细细揣摩。不过，看起来非常简单
的一个过程，做起来却不是那么得心
应手。回到家中，我反复地实验，功夫
不负有心人，虽然费尽了周折，但我终
于学会了包粽子。当然，刚开始包出
的粽子外形不是那么美观，棱角也不
是那么分明，但经过这些年不断地琢
磨和历练。如今，我不仅能包出形体
美观、有棱有角的粽子，还能包出好几
种味道的粽子，特别是那种鲜肉的粽
子，得到很多朋友和周围同事的认
可。如今，每到端午节，经常会有朋友
打电话来询问鲜肉里配料的放置、盐
味的比列以及火候的拿捏。顿时,让
我感觉被粽香包围.

我想，人生亦如包粽子，那是一个
学习和不断历练的过程，只要努力坚
持，不放弃，不气馁，在不断地磨练中
打造自己，最终，你的人生不仅会有粽
子般有棱有角的美丽外观，更能在适
时的“火候”下，散发出“香味”。

□若愚

五月，拔节的生命
菖蒲衬出翠绿的日子
母亲手里飘出粽香
填满村庄苍茫的夜色
大江上古老的船歌
踏出楚辞的韵脚
风萧萧易水寒兮
把日子喊出血泪的汉子
把一叶飘满中国红的龙舟
划出龙人的梦想
我的繁衍两千年的先人
站在炊烟的源头
喂养江的骨头
喊醒江的沉思
那些背井离乡的人
把炊烟喊成自己的名字
我独坐炊烟深处
吟唱离骚，做自己的王
有人在炊烟深处痛哭
我把带血和骨头的诗句
从灵魂里挖出来
缀满端午的情思
坐在母亲河的臂弯里
怀想汨罗江
任清风吹动凌乱的头发
看夕阳撩拨万物的情思
负沙沉江的屈大夫呀
你把忧伤与愤懑交付大江
一条忧伤的鱼，吐出《楚辞》
那一声壮怀的悲歌
我看到一条水草
血色的枝叶，蔓延
顺着你跳江的水域
两千年的清风明月
聆听《九歌》，把忧国
的情思，唱成千古的绝唱
隔着一弯柔波，满腹离愁
你身后的楚怀王、襄王、湘夫人
遍地哀歌的都城，隐入
一阙《离骚》哀鸣
隐入玉司山最后的叹息
悲清风，惊飞鸟，愁断肠
风萧萧易水寒
江水荡不尽江山的痛
壮士的泪挽不回破败的国
怀想汨罗江
我是你诗中的枝叶
喂养一尾鱼，或者
以沾满血的经脉，撑起
中国红，告慰你不屈的灵魂

□宋扬

在《端午的鸭蛋》中，高邮鸭蛋经
汪曾祺一描述，简直到了令人神往的
境界，“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
油就冒出来了”。“吱”述诸听觉，“红”
状以颜色，听得看得人口舌生津。汪
老先生还慨叹：“我在北京吃的咸鸭
蛋，蛋黄是浅黄色的，这叫什么咸鸭
蛋呢？”

那么，我家乡的咸鸭蛋岂不更贻
笑于高邮？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鸭蛋作
为待客上品，并不常出现在家乡人的
餐桌上。朋友们可能会问：“农村的
鸭蛋还不多呀？”答案是:鸭蛋可不是
普通农家的日常食品。在农村，鸭子
虽不少，但少有自己消费的。上一批
积攒下来的鸭蛋刚卖出去，换回日常
必需的盐巴、肥皂，又得盯着鸭子屁

股，指望孩子来年的学费了。
印象中，过端午节算是老百姓犒

劳自己的最佳理由。一枚圆圆的鸭
蛋，被小心地从中间剖开。再剖，然
后再剖，分成八瓣，像吃西瓜。相对
最大的两瓣分别被夹进了三爷爷和
幺奶奶碗里。邻居幺奶奶与我们本
没有血缘关系，她照顾我长大，我家
吃点好东西总忘不了叫上她。我的
亲爷爷和亲奶奶早已不在人世，他们
就是最亲的长辈啦。

如果境况好，比如鸭子争气，我
家也有过每人吃二分之一枚鸭蛋的
时候。

邻居四哥的爹是乡供销社的，
有工资收入。四哥家吃鸭蛋从来不
剖开。他们家有村里屈指可数的电
视机。我就一边蹭电视看，一边咽
着口水看他们吃整只鸭蛋。他们家
人多，装在大瓷碗里的鸭蛋堆得跟

小山似的，其实也就一人一枚。前
头提到的三爷爷和幺奶奶的儿媳妇
们对他们并不好，母亲每次把鸭蛋
夹进他们碗里时，他们的眼里都包
着浑浊的眼泪。

我觉得能把鸭蛋泡出红油的技
术是得靠大量的鸭蛋去练就的。
我旧年在老家吃过的鸭蛋从没有
高邮鸭蛋的润泽。今年端午节前
再回乡，在亲戚家吃了鸭蛋。家乡
鸭 蛋 在 色 香 味 上 都 有 了 长 足 进
步。为什么呢？鸭蛋多了呗。吃
完一坛，又去街上买来泡上。以前
的鸭蛋泡到蛋白发青、蛋黄发黑也
舍不得吃，但对在外打工的男人和
离家读书的娃儿而言，一瓣既无色
相又无味道的鸭蛋照样吃出家乡
的味道。

时光，早已把记忆里那些小小的
鸭蛋、那些人浸润成绵绵乡愁。

□魏益君
“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

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
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
一千年。”这是宋代苏轼的《浣溪沙·
端午》，描写了一幅古老的端午民俗
景象。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
的传统节日——端午节。端午节又
称端阳节，是祈福攘灾、欢庆娱乐和
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这一天，人
们沿袭着赛龙舟、挂艾草、拜神祭祖、
吃粽子、拴五色丝线、佩香囊等习
俗。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古代文人
墨客留下不少描写端午的优美诗
篇。让我们循着古诗词的韵脚，去感
知一份古代文人的端午情怀。

“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
人不可见，新知万里外。丹心照夙
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灵均，三湘
隔辽海。”宋代文天祥的《端午即
事》，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你赠与了
我一枝艾草。故去的人已看不见，

新结交的朋友又在万里之外。往日
一心只想为国尽忠的人，现在已经
白发苍苍。

“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
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旧俗方储
药，羸躯亦点丹。日斜吾事毕，一笑
向杯盘。”宋代陆游的《乙卯重五诗》，
这首诗描写了南宋端午节这天的生
活习惯，作者吃了两角的粽子，高冠
上插着艾枝。依旧俗，又忙着储药、
配药方，为的是这一年能平安无病。
到了晚上，他身心愉快地喝起酒来。

端午节的龙舟赛别有一番场
面。唐代卢肇的《竞渡诗》：“石溪久
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鼙鼓动
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冲波突
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向道是
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这首七
言律诗，描绘了端午时节龙舟赛上，
鼙鼓初击，兽头吐威，万人助喊，多船
竞发的动人场景。

屈原在端午日抱石跳进汨罗江
自尽，端午便成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唐代文秀的《端午》：“节分端午自谁
言，万古传闻为屈原。堪笑楚江空渺
渺，不能洗得直臣冤。”元代贝琼的

《已酉端午》：“风雨端阳生晦冥，汨罗
无处吊英灵。海榴花发应相笑，无酒
渊明亦独醒。”宋代张耒的《和端午》：

“竞渡深悲千载冤，忠魂一去讵能
还。国亡身殒今何有，只留离骚在世
间。”这些有关赞颂屈原的端午诗，委
婉多姿，意境深远。

宋词里的端午是美好。“五月榴
花妖艳烘，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
丝缠角粽。金盘送，生绡画扇盘双
凤。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
共。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忪，等闲
惊破纱窗梦。”宋代欧阳修的《渔家
傲》，该词描写了端午节的风俗，用

“榴花”“杨柳”“角粽”等端午节的标
志性景象营造了端午节喜悦的情绪，
又写端午节人们沐浴更衣、饮雄黄酒
驱邪的场景。全词反映出词人过节
时的恬淡闲适的生活情态，给人以身
临其境之感。

□章铜胜

春天刚过，端午节就来了。可端
午节因了屈原传说的缘故，多少是有
些令人伤感的，好在端午时节植物葳
蕤，花事绵绵，端午的花事冲淡了那些
让人伤感的东西，植物生长的简单反
而让人感觉出欣欣向荣的喜悦来。

而在端午时节开始的花事，也是
纷繁而又热闹的。

栀子花的香味浓烈，从端午节前开
到了端午节后，它的花期漫长，可长达
两月有余。如此漫长的花期，是谢了春
红的林花们所不能企及的，甚至可以说
栀子花终结了春天花开短暂、美丽易逝
的伤感形象。栀子花白如旧时月色，香
如夏日晨风般于绵密中略带一些侵略
的野性，那是夏日来临时的一种试探。
栀子花开，宣示了一种季节的语言，我
喜欢栀子花，大概也是因为这些吧。

栀子花是老少皆宜的。彼时的栀
子花，被乡村的女人们别在辫梢、发
际、胸襟、领口，只是随意简单的一别，
就别出一个芳香的初夏。如今，我将
买来的几朵栀子，小心地放在白瓷青
花的小碗里，装上半碗清水，放在窗
台，一任那股浓香慢慢地在室内弥漫，
可仍会觉得栀子花香淡薄了许多。

端午锦和艾草长在一起的时候，人
们并没有在意过它，在艾草被刈割以
后，才猛然发现端午锦已经高过一楼的
窗户了，那些紫红、鲜红的花朵里藏着
一点粉黄的花蕊，笑意盈盈地一朵一朵
地往上爬，像亭亭玉立的少女，只知道
花开的喜悦，哪有人生的半点忧愁。

凤仙花开满了枝，花朵是散乱的，
深浅不同的红，那是姑娘们偷偷涂在
指甲上的鲜艳亮丽的梦想，含着点点
的羞涩的小心事，那是小女孩儿的梦，
也是丑小鸭般的梦。

木槿花是不大被人重视的，乡下
人甚至称它为阳沟泥，可见对它的不
待见。自从我知道木槿的学名后，就
竭力想忘记它的俗称，这是我对一株

植物的尊重，我觉得它应该有一个雅
致的名字。木槿并不规整的叶子浓
绿，木槿花的开落，只在朝夕之间，一
朵一朵的开，一朵一朵的落，花开粉
红、粉紫，那样的自然随意，无忧无喜，
像乡村日月般瓜瓞绵延。

喜欢茉莉的人太多了。茉莉花纯
白，香浓郁，人们唱着《茉莉花》，喝着茉
莉花茶，难掩对一朵花的喜爱之情。大
多数的人是爱花的，也是可爱的。

端午时节的天气是最宜人的，一惯
懒散的我，也开始在晚饭后出去散步
了。去湖边走走，有凉风阵阵吹来，真
是舒爽。湖边栽了一些合欢树，这几年
长高了不少，平时也没在意过。端午时
节，合欢树开花了。我是在夜里发现合
欢树开花的。夜里，我从合欢树下走
过，闻到一阵花香，并不浓，但很真切，
我抬头，看到合欢树上开满了繁如星辰
的花朵，一朵朵如粉红的马缨，缀满了
枝头。合欢树的花香像是从树上垂挂
而下的，在夜里，花香仿佛能看得及，也
能触手摸得到。一阵风来，万千马缨在
树上轻摇，合欢树上仿佛有万千夜马在
奔跑，摇动万千马缨，洒下阵阵花香。

我以为冬青树是不开花的，在雨
后，我在一株冬青树下，看到了满地细
碎的小白花，才抬头看了那一排开花
的冬青树，碧绿油光的叶间，托举着一
柄柄如伞般细碎的花朵，憨厚的样子，
惹得我想笑。开花的冬青树。

从初春开始，我是一直注意湖边
的那片荷塘的，路过时总要认真地去
看看。我真敬佩荷的耐性，那样不紧
不慢，像在戏台上一板一眼地走着台
步就是不开唱的演员，让人等得心
焦。可就在你等得不耐烦的时候，荷
叶出水了，只几天时间，荷叶就盖满了
大片的湖面，要不了多久，在满湖的荷
香里，一朵一朵的荷花就次第开了，那
是酝酿已久的惊喜。

端午的花事绵密纷繁，如那一湖
的荷花，在迎风轻摇的荷香浓郁里，弥
漫着季节所能给你的万千惊喜。

粽香里的甜蜜

粽香人生

端午花事

端午情思 古诗词里“端午诗”

小小的乡愁 屈原是一朵花的“缘”
——写给屈原

端午到端午到，，粽子香粽子香。。
（（安博安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