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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笔下
我幼时，即四十余年前，我乡端午节过得很隆

重：我的大姐一月前制“老虎头”，预备这一天给自家
及亲戚家的儿童佩带。染坊店里的伙计祁官，端午的
早晨忙于制造蒲剑：向野塘采许多蒲叶来，选取最像
宝剑的叶，加以剑柄，预备正午时和桃叶一并挂在每

个人的床上。
——选自丰子恺《端阳忆旧》

沿街卖的“粽子”，包得又小又俏，有加枣的，有
不加枣的，摆在盘子里齐整可爱。

今日何日？我家老妈子曰：“今天是五月节，大门

上应该插一些艾草菖蒲，点缀点缀。”我家老太太曰：
“今天是端午节，应该把钟馗捉鬼图，悬在壁上，孩子
脸上抹些雄黄酒，辟邪辟邪。”我的小孩子独曰：“今
天不知是哪一天，就说应该吃粽子！”我参考众意，觉
得今天叫作“粽子节”比较的亲切些。

——选自梁实秋《雅舍谈吃》

金沙江作为滇西北的一条大江，
收集了这片土地上众多的水，一路向
东奔向大海。然而，金沙江在滇西北
的流淌，却总是与太多的高山深峡纠
缠在一起，山与水在蓝天白云的笼罩
下展开了一场亘古的厮杀：金沙江奋
不顾身地试图冲破重重阻拦，蜿蜒曲
折，周围的群山则以连绵不绝的峰岭
布下迷阵，围追堵截。在这样的山水
之间便留下了许多封闭、幽深、高悬于
群山深处、云朵下面的山野村庄。有
村庄的地方，便有学校。在金沙江畔
的群山里，那些种子一样撒落在江岸
边、密林里、断崖下的乡村小学，往往
是非常孤寂的。那里，乡村教师们一
两个人、三五个人，就组成了一所学
校。村民们星星点点地分散在方圆几
公里、十几公里的山坡上、峡谷里、山
梁背后，每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孩子们
从毛细血管一样的山路上奔跑着来到
学校，周末，又回到家里，只留下几个
老师，守着学校，白天倾听松涛山风，
夜晚眺望冷月繁星，寂寞便成了他们
的家常便饭。在群山之间，除了寂守
无边的山涛与幽峡，便是大块大块的
空白时光。这样的日子，往往又是读
书与写作的特殊境界。山里的老师
们，在三更无梦书当枕的时候，便与诗
歌相遇了。小邓老师便是其中的一
个，她与周围十几里的几所小学里的
老师，成立了一个山魂诗社，空闲时
刻，就由几位老师轮流坐庄，开展诗
会。说是诗会，其实也就是那几个老
师，借着切磋诗艺，顺便聚一聚，打发
群山里波澜不惊的沉寂时光。小邓的
诗歌，在滇西北地区都是小有名气的，
渐渐地，因为她和她的诗歌，滇西北地
区的诗歌界也便有越来越多的人耳闻
了她与老师们组建的山魂诗社，一个
个都想去看看诞生了小邓这样的诗人
的那座深山。

端午节放假是最近几年才有的
事。每年的端午节，小邓都要在她幽
居的深山里举办端午诗会。去年端午
节前几天，小邓在微信群里说，山魂诗
社的端午诗会如期举办，乡政府赞助
了两只大肥羊、五十斤酒，山外的文友
想参加的可直接向她报名。两天之
内，向小邓报名的文友达到十一人：写
诗的四人、写散文的三人、搞摄影的一
人、记者一人、企业老板和他的儿子共
二人。我是其中之一。端午节前一天
早上，我们依约在山下的期纳镇会合，
搭乘进山的班车，向着云雾缭绕的山
里进发。随着山势逐渐攀升，金沙江
在低低的峡谷里变成了越来越窄的一
条灰白色巨蟒，车子在山岭、陡坡、悬
岸、森林之间摇摇晃晃地穿行着。虽
然司机把车里的音响打开了，流行音
乐换了一首又一首，但是大家都沉默
不语，山野之间无边无际的蛮荒，让我
们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当我们真正

离开城市的喧闹，面对这样的荒野，才
知道丰衣足食的城市生活连浮躁都是
那么矫情。三个小时后，终于抵达乡政
府。所有的人都下了车，已经等候多时
的毕副乡长招呼着众人去乡政府食堂
吃饭。席间，毕副乡长才说，去小邓所
在的小学，还要走四个小时的山路，不
是坐车，是步行。

走山路并非想象中那样简单。虽
然一路上都有山花清泉陪伴左右，但
是，没走几分钟，脚下的山路就越来越
难走，脚步便显得沉重起来，汗水顺着
脖颈淌下来，顺着胸膛、脊背，带着潮
热，浸湿了衣服。在以往的想象里，面
对鲜花、森林、峭岩、飞鸟、蓝天、白云、
流瀑、藤萝，应该是能够迅速生长出诗
意来的。但是，午后的阳光不断催生汗
水，衬衣的衣领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渐
渐凝结出盐粒，脚板发酸，发痛，发烫，
几次想找一处平坦的草地躺下来休
息。有经验的毕副乡长再三叮嘱：千万
不能停下来，再累再慢都要不停地走，
停下来就更走不动了。于是，继续走，
继续走⋯⋯毕副乡长一路走，一路给大
家讲笑话，唱山歌，众人却满脸疲惫，只
能勉强回他一个惨淡的微笑。路一直
在延伸，向着高处的山峰延伸，向着远
处的山峰延伸。偶尔回头看看来时的
路，山脚下的云朵缓慢地飘着，金沙
江越来越低，越来越远了，就像一根
朴素的丝线，远远地飘动在大地上，
听不见涛声，只有静默。后面的山路
是怎么走的，大家都不太记得了。走
了太多的山路，谁也没有精力去计算里
程，大家都还记得吃午饭的时候，毕副
乡长说，从乡政府到小邓的小学要走四
个小时的路。于是都不约而同地偷偷
看时间：距离下午四点半，还差两小时，
一个半小时，七十分钟，四十分钟，三十
五分钟⋯⋯最后，我们终于远远地看见
对面山坡上站着一个人，仿佛在向我们
挥手。这山野里是没有手机信号的，我
们只能从毕副乡长非常肯定的语气里
得知，小邓的小学真的快要到了。在此
之前，为了给我们打气，他几次骗我们
说：快到了，翻过对面的山就到了。结
果，我们翻过好几座山，依然没到。

终于到了那个山坡，果真是小邓，
看到我们出现在眼前，她特别高兴，看
到我们一个个精疲力尽，她又有些歉
意，似乎做错了什么事。寒暄之后，她
指着山腰上一处飘着红旗的小楼房说，
那就是她的学校：L形的两排二层楼
房，房子之间是小小的操场，操场东面
是一根金属旗杆，鲜红的国旗在阳光下
微微飘动着，远远地，可以看见孩子们
在操场上追逐嬉闹。十二个人在小学
里安顿下来，孩子们的目光闪烁，盯着
这些陌生的外来者，满眼都是新奇。接
下来的课程被打断了，小邓和她的同事
们把孩子们集合起来，把我们刚刚收拢
的书籍放在院子里一张课桌上，搞了一
个简短的捐赠仪式。同行的老板，终于
把他和儿子背着的两个背包打开，孩子
们便每人领到了一套崭新的校服。两
只大肥羊已经在一口大铁锅里炖得熟
透了。六点钟，全校师生与参加诗会的
人们围坐在课桌拼成的餐桌旁，敞怀大
吃起来，小小的校园里弥漫着肉香。

晚上八点钟，端午诗会正式开始。
说是诗会，其实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晚
会，诗歌朗诵、民歌合唱、小品表演、民
族乐器演奏，层出不穷。最后是所有人
围着篝火在院子里跳起民族舞蹈来。
火光照亮了这所山村小学的夜空，孩子
们唱着欢快的傈僳族歌曲。清脆的歌
声传出很远很远，引来了周围村子里的
男女老少，大家手拉着手，在篝火边舞
动着，欢唱着，直到凌晨两点钟。欢乐
的时刻总是很短暂，第二天清晨，我们
就离开了。踏着晨露，小邓带着她的孩
子们一路把我们送到那个山坡上。挥
别之后，小邓和孩子们站在高高的山梁
上，目送了我们很远。当我们绕过几座
山峰，蓦然回首，身后又是一片苍苍茫
茫的群山。小邓在那所隐藏在云端后
面的小学里，写诗。

（作者供职于云南省丽江市社科
联，著有《陈洪金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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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金

过端午节，吴方言地区不叫端
午，而喊作古风犹存的“端阳”。

我大约八九岁时，学会了过端
阳节。直到现在，粽子的每一种口
味、吃法、细节⋯⋯全历历在目。

一年年端阳我目睹一整条的北
门街上，家家户户团聚一屋，大人小
孩忙碌着裹粽子。家家户户到附近
的井上，把粽箬摊开晾洗干净。奶
奶负责用手在大的竹盘篮里揉拌糯
米红枣。姆妈负责裹。爹爹负责一
只煤球炉还有水缸里的河水挑满，
哥哥和我负责搬运粽箬、桌椅、碗
筷。各人自然分工，湿淋淋、白生生
的糯米装了满满一腰圆桶，置放在
了裹粽子的骨牌凳旁边。

裹出来的粽子，显示各家主妇
的内当家功夫。有的细巧玲珑，有
的大大咧咧，有的松松垮垮。每家
裹出的粽子，都透着江南山水之翠
绿，妇女儿童之心灵手巧。有白米
粽、红豆粽、蚕豆板粽、肉粽⋯⋯但
在1970年代的中国，肉粽曾一度绝
迹于城乡的吃饭台子。在我学会动
手裹粽子的孩提时代，十只有九只
是白米粽。

但各家照例欢欢喜喜，一番真
正的端阳气氛。

糯米，须隔夜到河滩上淘洗。
食量大的人家，要用洗澡的木盆放
米，几人合力抬到河滩头去淘洗。
粽箬也一样，有只专用的大盘篮，一
人挎不动，须两人以上抬着走。篮
子里盛满水淋淋、沉甸甸的粽箬
叶。至于这碧玉颜色，碧青碧青的
粽箬叶，究竟采自哪里，哪个乡的江
滩边，至今对于我，仍旧是个难解的
谜。我只知道，每年端阳节前后，正
好也是芦苇的叶子生长到阔肥茂盛
的时节，那会儿的长江边，白茫茫的
水面之外，一望无际的滩涂，全是随
风摇曳的芦苇秆子，风吹过，一波波
地形成绿色的叶子的海洋，其疏密
高低，恰好可隐藏起一个流亡途中
形迹可疑的大活人，例如经过南流
古桥的楚国大夫屈原，例如更古年
代偷生过江的伍子胥。

粽叶的清香，对终日痴头痴脑
疯玩的孩童来说，有种特殊的吸引
力。这提神醒脑的香气，和糯米一
起裹得紧紧的，在大锅子里猛火一
煮之后，满屋生香。待一叶叶剥下
粽箬叶，露出如同旧时女人裹足似
的尖尖、白白的裸粽，在粽子尖咬上
一口，烫得人的嘴巴古怪地扭结成
一团。

艺术总有其自我炫耀的不自觉
性。一只粽子也同样，在一小口咬
下的烫热粽子里，我的童年于瞬间
被急速地分成两部分：绵软的、入口
即化的光阴以及小口慢嚼，有明显
甜柔米香的部分。几十年里我不断
地在回到当年的那一口新咬的粽子
味道里重温旧日。

小半只粽子下肚，肠鸣声立即消
匿不见了。我喊着“好吃⋯⋯熟了熟
了！”给家里人报信，同时一溜烟奔出
后天井，奔出天井的一进身、两进
身、三进身⋯⋯江南人家天井套着天
井，天井的白墙黑瓦、黑瓦白墙，一如俄
罗斯套娃，浑身上下永远不变的、传统
的喜气，兆示着人生的世俗愿景：欢天
喜地。

有一根裹粽子用的紫铜钎子，一
年到头，只在端阳节前后被从姆妈的
五斗柜抽屉里取出来。我对裹粽子时
穿粽身而过的那根铜钎子，记忆犹新。

在1970年，粽子裹出来的好坏，
跟裹的整道程序相关。如何熟练乃至
稔熟地运用手上那根铜钎子，是其中
重要的环节。一名心灵手巧的主妇，
在整个使用铜钎的过程中，可以达到
双眼一眨不眨、行云流水的境界，钎子
上端一个类似针眼处，穿入挑择在手
的一根粽箬叶子，从粽子裹得紧结处

“扑哧！”一声穿进去，再从另一头穿粽
而出，一次完成，决不可返工，然后粽
子身上的最后一张粽箬叶就此覆盖全
体。扔在盘篮里的一只只裹好了的粽
子，只在身子的一端露出一截长长短
短的粽箬尖尖，好似邻家的女孩早晨
起床，出门打的羊角辫辫，一翘一晃，
模样煞是灵动、好看。

在粽子身上摇晃的粽箬尖越水灵，
那只粽子就越是彰显主妇的心灵手
巧。例如我的姆妈，例如我7岁时的小
姐姐。爹爹、哥哥、我，我们都粗手笨
脚，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手法。

裹出来的好粽子，主要是粽身结
实、紧凑，人用手捉摸硬实实的，煮熟
了好吃，口舌生津、口感筋道。

白粽以外，红豆粽也十分吸引人。
咬掉一半的红豆，另一半仍深嵌粽子身
上。小辰光对未被咬出的另一半红豆，
充满了美好的遐想。似乎吃下去的粽
肉，总不及没能啃吃的那部分。

一张、两张、三张粽箬叶子叠成
叠，裹起一只完好的粽子。人在这一
过程中，可学习很多，很多，尤其是初
学阶段的小孩子。1970年 6月的一
天，我全神贯注，一阵浸泡一夜之后，
湿漉漉糯米的生水味道夹杂新鲜粽箬
叶子特有的清香，构成我在那一天早
晨无比雀跃的记忆。

姆妈夸了夸我幼稚的手艺，裹好
的第一只粽子被扔到盘篮里，很快便
混迹于大人包的粽子堆里了⋯⋯

（作者系诗人、散文家，著有散文
集《低语》《童年册页》等）

童年的端阳
庞培

我的故乡福建莆田，是因蒲草
和农田而命名的。据记载，由于古
时屡发洪水，田地遭淹，历代纷纷
修陂筑坝，但仍忌水患，便把“蒲”
字三点水给去掉，地名才变成现在
的“莆田”两字。不过，蒲草却一直
顽强地与人们共存共处。时至今
日，凡有清流之处，仍可见丛丛蒲
草随岸蔓延，鲜嫩而舒展。

蒲草属香蒲科，是水生宿根
性的草本植物。犹记童年，初夏
到来，触眼可及的蒲草与田里的
稻秧随风轻颤，光影在叶脉上明
灭流动，煞是好看。而今，才真正
意识到，这一时刻的景物，可谓贯
穿着古老与现代生活悠远的色
调。

当然，在乡村，最富诗意的就
是一年一度的端午节了。这一
天，故乡的人们有这样的习俗：盛
水于桶，置于庭中，汲纳阳光；之
后把采摘回来的蒲草、蛋草、痱子
草、枇杷青枝叶、黄豆枝叶及豆荚
等，这些被统称为“午时草”的东
西，用水桶中日晒的水烧煮后，让
全家人沐浴。不少人家还有浴后
喝“雄黄酒”的习惯，并将酒洒一
点在墙角杀虫；儿童却要在腋下、
肚脐和耳朵后涂上“雄黄”粉，以
壮身祛病。这期间外出，会看见
许多小孩在脖子上或衣扣上挂着
用蒲草编织成网形的彩色香袋，
装上鲜桃子和用五味汤煮熟的黄
鸡蛋，也有的装上小香丸，兴奋得
到处追逐玩耍。

不用说，端午节在莆田民间
是一个大节，家家户户都会在门
框两边插上菖蒲和艾草，用菖蒲
作剑，插于门楣，据说有驱魔祛鬼
之神效。妇女们则以菖蒲、艾叶、
榴花、蒜头，制成人形，称为“艾
人”，悬于堂中，以辟邪驱瘴。到
五月初五，是端午节正日。中午
家家户户吃过汤面后，就去观看
沟渠溪流旁的一些乡村举行的划
龙舟活动。在我印象里，故乡的
龙舟有两种式样：一种是用硬木
雕刻成昂起龙头的龙舟，百姓称
其为“鸡公仔”，意即雄性的龙；还

有一种船头是平板式的，龙头形象
用蒲草编织，涂上色彩后再抹一层
厚重的桐油，十分结实、亮丽，人们
称其为“齐头船”，意即雌性的龙。
竞赛开始时，岸上人头攒动，满溪
清波飞扬，一柄柄的木桨，在壮汉
的飞舞划动中，搅得浪花迸溅，水
藻纷飞，真是“莲花乱脸色，荷叶杂
衣香”的一幅绝妙写真。

在我的记忆里，迂回开阖、变
幻多姿的溪河端午节划龙舟比赛，
其实是一个充满了乡村人尽情呐
喊和欢呼的声音的世界。许多平
素沉静的女子，都会因观看比赛而
发出平时不曾有过的声音。加上
风声、水声，混杂着那些激动的情
感，人们看到的不只是盛大节日的
五彩缤纷，更看到了男女老幼与自
然互动的内心世界。而翠绿的蒲
草也在此时因波浪的激溅，散发出
不尽的鲜汁野味，给人鼻腔以特殊
的香味，使人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
里都难以释怀。而这种味道，其实
就是人们向乡村自然索要的一种
精神上的慰藉。

不是吗？仔细回想，古代诗人
就曾在那样的时刻，捕捉过人所共
有而未道出的感受，并以形象的语
言将其概括：如唐代杜甫的“细柳
新蒲为谁绿”；白居易的“青罗裙带
展新蒲”；宋代欧阳修的“五色新丝
缠角粽，菖蒲酒美清尊共”；还有清
代钱琦的“竞渡齐登杉板船，布标
悬处捷争先。归来落日斜檐下，笑
指榕枝艾叶鲜”等等；寄寓着对端
午和菖蒲、蒲草等植物的深刻感
触。

必须注意的是，蒲草，跟天南星
科的菖蒲不是一家子。过去，我也
曾把菖蒲和蒲草混为一谈。后来在
中学老师的指点下得知，菖蒲古称

“荪”或“荃”，能散发一种让人闻之
愉悦的香气，因此被列入香草的阵
营。加之菖蒲的两面叶脉凸鼓，状
若宝剑，有“蒲剑草”或“水剑草”之
称，传说能驱鬼辟邪，故端午节时，
人们便纷纷采摘菖蒲和艾蒿悬挂。

不过，故乡的蒲草，多自生在
水边或地沼内，根横布地下，粗者
盈寸，细者如小指。每年春季从地
下发芽生长，并且不断发生分株；
冬季遇霜后，地上部分完全枯萎，
它的茎便在水土中过冬。过去，因
为喜欢蒲草的缘故，有一次回乡，
我曾在清冷的风里驻足，痴看蒲草
那一片清瘦的茎，孑立的影子，犹
觉还是有张力的，原来它的生命是
不会凋零的。因为就在这样的季
节里，蒲草也会把细小的种子扎进
湿地，等待春来，重新抽芽绽绿。

写到这里，又记起小时候，我曾
与母亲去溪边刈过蒲草，晾干后也曾
与姐姐学编蒲扇。夏夜乘凉，坐在树
下，手摇扇子，感觉蒲扇似附丽了与主
人姿态相似的人格，在一扇一拍中，听
到了人间许多美丽的故事。

是的，端午节有许多值得歌颂
的事物。它们一直与我们在一起，
一年一度去诠释天地的大美，传承
历史文化的悠久，即便是这看似普
通的蒲草，却能以它的本色，默默地
觅得时光的赞美，让人心徒生安详。

（作者系福建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著有 《乡野情歌》《红草莓的
梦》等）

端午话蒲草
朱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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