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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纪

端午将至，
不禁想起家乡的
馒头来。

家乡的馒头不是像如今在
城里吃到的馒头， 白白胖胖， 蓬
蓬松松。 家乡的馒头是自己土里刚收割
的新麦子磨成粉做成的， 是用新梧桐叶
垫在高粱秆子的蒸锅里蒸出来的， 颜色深暗，
像红非红像黑非黑像黄非黄像紫非紫的那种颜
色， 里面包着一点红砂糖， 热热软软的， 咬一
口， 流出一股黄黄黑黑稠稠浓浓的糖水来， 口
齿生香， 眼角含笑。

说到小麦， 现在的人似乎有一种偏执的印
象， 那就是北方大平原的物产。 其实在南方山
区， 至少在我的家乡， 在我青少年时代以前，
小麦实在是十分寻常的农家作物。 那时的村人，
视土地为宝， 只要是不适合种植水稻的地方，
不论是旱田旱土还是开垦出来的山坡， 在冬季
都要种上一季小麦。 当漫天瑞雪飞舞， 花草树
木萧疏， 山沟路旁， 村边河畔， 一垅垅麦苗已
碧绿如茵， 如毯如被， 如丝如缕， 给沉寂的冬
天带来了生命的活力。

春暖花开， 麦苗哗啦啦拔节疯长， 直往云
天里上窜， 用不了多久， 就能把人淹没在绿海
里。 这时的麦地里， 生长着嫩嫩的猪草， 当中
有一种我们叫烂布筋的草， 沿着麦秆攀爬向上，
如丝如缕， 鲜嫩非常， 是最好的猪草， 扯了来，
又干净又清爽， 甚至不用水洗就可以直接剁碎
煮潲喂猪。 小麦抽穗的时候， 麦地里能时常发
现坏了的黑麦穗， 这也是我们那时不可或缺的
玩具， 拔了来， 俯在地上一弹， 一条黑黑的直
线就印在了上面。

麦地很快就转黄了， 麦穗像长了长胡须的
老人， 在太阳的照耀下， 一天天干瘦枯萎。 开
镰割麦的日子， 村庄像招惹了的蜂巢， 人来人
往， 嘈杂纷呈。 割麦用的不是割禾那种短把密
齿小镰刀， 是砍柴割茅草用的那种锋利的长把
镰刀， 站在干燥的土地上， 俯身割麦， 沙沙有
声。 南风吹拂， 阳光朗照， 一片片麦浪倒伏，
土地又变得空旷起来。 小麦一捆一捆用棕绳或
油茶树条子缚起来， 用柴枪一担一担挑到村里
的禾场上。

打麦子用的全是手力。 打麦子的人字形木
架斜撑在打扫干净的禾场上， 上面搁置一块青
石板， 周围用麦捆围一个大圈。 打麦子的时候，
光脚跨开站在禾场上， 双手掐紧一把麦秆挥过
肩膀， 猛力朝着青石板打击麦穗， 口里不自觉
地发出一声一声“哼， 哼” 的用力声。 随着节
奏均匀的打麦声， 麦粒飞溅， 落满一地。

这段日子， 村前公路上来来往往的拖拉机
多了起来， 山村上空整日响着噗噗突突的轰鸣
声， 有时甚至还有大汽车驶过的嘎嘎喇叭声，
是来收麦秆的， 据说是拖到县城的造纸厂里去，
能够变戏法造出一张一张写字的纸来。 家家户
户便将打完麦子的麦秆重新捆缚起来， 一担一
担挑到公路边的收购场地， 换回多多少少的钞
票， 赤手赤脚的脸上笑逐颜开。 拖拉机和汽车
装满一车一车麦秆， 堆得活像高高宽宽的蜗牛
壳子， 一摇一晃驶出了村庄和山岭。

� 磨坊就在村南河坝边， 是几间低矮的青瓦
房， 中间围着一块三合土打成的禾场。 从高坎
水圳里落下哗哗的水流， 冲击大水轱辘一圈一
圈缓缓转动， 流经磨坊前门， 汇入河中清流。
端午节临近的日子， 磨坊热闹忙碌起来， 水轱
辘不停旋转， 丽日白云下， 磨坊的小禾场上，
放了几排高高的木架， 架子上用短竹竿挂着一
挂一挂长面条， 密密麻麻， 如瀑如帘。 晾晒干
的挂面， 切成一截一截， 扎成一把一把。 村人
用麦子换了面条， 带回家， 做成汤面， 放点猪
油， 放点葱丝， 放点红辣椒灰， 喷喷香香的，
是过端午节的好菜， 也是招待客人的佳肴。

端午节的大清早， 村前河边大大小小的梧
桐树， 都有各家的大人孩子在采摘肥大的梧桐
叶子， 用来垫在大蒸锅里的高粱秆子做成的圆
篾子上蒸馒头， 这样蒸出的馒头既不粘连， 又
有一股梧桐叶的清香。 馒头做成两种， 一种没
有放糖， 圆圆的像个拳头； 一种里面放了红砂
糖， 做成半月模样， 热热的拿一个在手里， 从
尖角角上小心地咬一口， 一股热糖水就流了出
来， 沁甜， 喷香。

小河里没有船， 所谓端午节划龙舟的事情，
我是在青年时代走出山村才看到过， 那也与我
没有什么关系。 在我远去的岁月里， 端午节其
实很简单， 就是全家人一起吃一碗作菜的汤面，
吃一天母亲做的馒头， 这已经足够我们津津回
味一年， 并期待着下一个端午节的到来。 对于
我， 对于每一个顽皮的村童和少年来说， 端午
节更意味着河水不再冰凉， 天气晴热， 可以下
河洗澡了。

石淑芳

每年， 我都会坐守在艾蒿的清
香中， 静心等待端午节的到来。

母亲在院子里的苇席上， 摊晒
着去年秋天收获的谷子， 小心地翻
检着谷子里的石块， 黄灿灿的谷子
在初夏的阳光下泛着润泽的光芒。
母亲将晒干碾净后的谷子在清亮亮
的河水里淘洗， 然后拌上红豆， 大
枣， 放到从山上采来的槲叶里裹紧
扎牢， 压锅里蒸煮， 做成散发着槲
叶香味儿的槲包。 因着共同的节
气， 碾米， 淘米和采槲叶， 都是村
里媳妇们扎堆干的， 她们的笑闹声
分别飞扬在河边， 山坡。 二嫂的耳
环采槲叶时被树枝挂飞到了草丛，
五婶在淘米时让螃蟹夹了脚丫， 邻
家奶奶煮槲包时没有添足水， 她们
的嘻嘻哈哈沸沸扬扬地将日子里的
烟火气儿和酸甜味儿， 在节前浓浓
地发酵， 直至拉开端午节醇香的帷
幕。

农历五月初五的早晨， 当我家
门窗上插满带露的艾蒿时， 母亲便
张罗着将自家的槲包分送给邻居亲
戚品尝， 还要赶早在第一趟班车到
来时， 托司机给城里的大姨二姑捎
些去。

母亲识字不多， 不可能追溯一
个节气的文化渊源， 她对节气倾注
更多的是一种热心的勤勉和静默的
传承。 院子的梨树上正结着烂漫青
涩的梨子， 母亲坐在树下， 脚边放
一个盛针线的簸箕， 她低头认真地
缝着香包， 初夏的微风吹拂她祥和
的面庞。 花鸟鱼虫在母亲积攒的碎
布里， 在她不断翻转的手掌中， 惟

妙惟肖。 母亲
缝好后欣赏半
天， 然后分
给我和我带
回家的女同
学， 看我们
挑挑拣拣地
争抢， 目光中闪烁自足
的光彩。

我鼻孔耳朵搽了雄黄酒， 手腕
脚踝缠着五彩线， 衣襟上挂着母亲
手缝的香包， 吃了槲包去上学时，
教室里到处飘荡着和我相同的气
味， 这气味儿见证农人对于一个节
气隆重的认同。 只不过年少的我在
写作业和备考的忙碌里无法细品一
个节气到来的意义。 我甚至在故意
忽略， 我认为村里人自己给自己制
造的繁文缛节太多， 母亲的日子太
过琐碎， 我不喜欢有牵绊的现在，
我懵懂的追逐着神秘简约的未来。

现在， 我走到了昨天的明天，
脸上褪去一层青涩， 呈现温润的谦
和。 初为人母， 孩子改变了一切，
女儿是我快乐的源泉， 她的到来重
塑了我的心境。

我变得在任何一个节气看起来
都那么从容欣悦。 端午节来临， 哪
怕街上有现成的粽子和香包卖， 我
还是像母亲一样， 亲手蒸煮些槲
包， 分送给亲友。 坐在初夏的风中
为女儿缝香包， 像母亲那样一早出
去到田埂割鲜香的艾蒿， 用它们装
扮窗棂门楣， 以期给家人带来祥和
安宁。 我突然发现母亲和我在传递
传统节日中的智慧， 那就是一个农
人把浓浓的亲情， 在一个平凡的日
子写意出美美的滋味儿。

莫延安

再也没有哪条江
比你更充满诗情
两千多年前

� 你以深沉的父爱
将一位疲惫的游子
一位悲愤的诗人
揽入怀中
无法想象
你怎样以一江春水
让高洁的诗魂永生

你注定再也不能风平浪静
追随诗人跋涉的足迹， 且歌且行
波澜壮阔的呐喊振聋发聩
让醉生梦死者倏然警醒
让昏庸丑态尽出
让背叛千夫所指
让正义在追求中永恒

你是一条血性的大江
你是一条诗性的河流
楚辞楚风一脉相承
汇成一曲千古绝唱
年年端午掬一杯雄黄酒
追本溯源
汲取一点钙质一点精神养分
让久违的诗情
喷薄而出

张纪鋆

在蓝墨水的上游，
弯弯的血管刺入洞庭湖的心房。
苍老的玉笥山带着峨冠，
怨望的灵魂飘荡了千年。
从繁华的郢都到潮湿的湘水，
从浩瀚的云梦到清冷的洞庭。
你背着剑，扁舟一叶，
游遍了家国的每一条河流，
却再也踏不进高唐宫金碧辉煌的殿堂。

于是你咆哮，
愤怒地昂首天问。
回答你的，
只有山鬼吃吃的笑声，
和静默不语的深谷幽兰。
你纵身一跃，
骨头化为艾叶，碧血酿成雄黄酒，
来来往往的鱼群却带不走你的灵魂。

千百年来，汨罗江潮起潮落，
古老的桨划开了湘夫人的惆怅，
菱形的粽子里包藏着离骚的忧愁。
楚天千里，响彻云霄的龙舟号子，
翻腾起白色的巨浪，
激荡出一个民族传承千年的集体神话。

艾叶
这一天， 艾叶开启了芬芳的心扉， 弥散在华夏大地之

上。
粽子香， 香厨房。 艾叶香， 香满堂。
悬挂在门楣的艾叶， 像一把把长剑， 保佑人们祛病去

邪， 天天平安。
平安是福。 父亲倚在门口， 踮着脚， 用手挡一挡阳

光， 等待亲人， 千言万语抵不上一个词———回家。
艾， 本是苦出身， 为何有如此浪漫艳丽又多情的别

称？
原来， 艾的谜底也是爱。

菖蒲
两个生疏的字， 组合起来———相依相偎

的， 有着分外缠绵的味道。
你， 该是带着诗的特质， 从诗经中长出来

的吧？
但看那长了千年的高挑婉约的身姿， 撩拨

出 《诗经》 里的佳句： “彼泽之陂， 有蒲与
荷， 有美一人， 伤如之何?”

仗持蒲剑当空舞， 点缀在端午中， 渲染着
一种人生的态度： 正直， 纯
洁。

将菖蒲等百草放进水里
熬， 熬出浓浓的草香味， 轮
流着舀出来泡澡， 以求祛邪

避瘟。 生活清苦
虽像端午节的百
草水， 但总有一
股暗香浮动。

屈原
千百年来，

士大夫者众。 居
庙堂之高， 或春

风得意 ， 或报国无门 。
你当属后者。

汨罗江边， 你纵身
一跃， 铸就了民族精神
的名字 。 瞬间即是永

恒。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路漫

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你的节操如蒲
香氤氲。

你是脊梁， 也是我们如今急需寻回的信仰。

雄黄酒
唯有儿时不可忘， 持艾簪蒲额头王。 记忆中的

端午， 总有一杯酽醇的雄黄酒。
啜饮。 喷洒。 涂抹。 奶奶说：“饮了雄黄酒，病魔

都远走。 ”我信然。
《白蛇传》 里， 许仙的一杯雄黄酒把白娘子变

回了原形———蛇怕雄黄。
一直纳闷： 许仙为何听从法海的话， 非要让自

己心爱的人喝下那要命的雄黄酒呢？
或许， 许仙也有不可告人的心理， 那就是想窥

探一下自己心爱的娘子的秘密。 结果呢？
还是留一点秘密给自己， 留一份空间给别人，

哪怕是关乎情， 关于爱， 都可以。

的
馒
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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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九九

端午节， 历来被认为是祭祀屈
原，然而，屈原这个形象，在不同的
历史时期， 在不同的人群阶层中往
往有着很大的不同， 人们往往会根
据自己的文化处境， 对屈原形象进
行“翻译”，在他们的眼中，在他们的
笔下， 屈原有时是“神”， 有时是
“鬼”， 有时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人”。

在死后的百年间， 一直到司马
迁之前，屈原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
先秦的典籍中并没有对他的记载。
他的事迹大概最初一直在民间以口
头的形式流传。 最早从民间传说将
屈原的形象“翻译”出来的，是司马
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早
年受楚怀王信任， 任左徒、 三闾大
夫，兼管内政外交大事，很有才华，
但“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上官大
夫等贵族排挤毁谤， 被先后流放至
汉北和沅湘流域， 楚顷襄王二十一
年（前278年），秦将白起攻下了楚的
都城郢，在极度苦闷、完全绝望的心
情下，屈原“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于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自尽了。
司马迁亲自去了长沙， 拜祭了屈原
投河自杀的地方， 并在那里哭泣凭
吊了屈原。 司马迁走访楚地，楚地民
间流传着大量有关屈原的传说，这
些成为写传的依据。 当然，他在材料
选择上有所取舍，“百家言黄帝，其
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对一
些荒诞不经的传说，他并没有采取。
司马迁的说法一出， 屈原“竭忠尽
智，以事其君”的形象就此广泛流传
开来。 到了东汉王逸的时候，最终确
立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形象。 王逸
《楚辞章句》认为，人臣要以“忠正”
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屈原做到了这
一点， 他“危言以存国， 杀身以成
仁”，是儒家思想梦寐以求的典范人
格。

司马迁对屈原的“翻译”，重在
材料取舍上，取己之所需，我想把他
塑造成什么样子， 我就取什么样的
材料，无关的则不取。 王逸的改造则
在于用儒家文化重新阐释， 无论你
写的是什么， 我都把你的观点比附
儒家的正统文化， 你写的什么不是
重点， 我给大家翻译你写的意义才
重要。 总之，经过司马迁、王逸的阐
释和翻译， 屈原成为了儒家文化的
“神像”。

当然了，没有被纳入正统，留在
民间的有关屈原事迹的传说， 从秦
至汉也并没有中断。 秦朝以“刑罚”
治国，还没来得及教化民众，就轰然
倒塌了，汉初实行“黄老”政策，与民
休息，《老子》 说“我无为， 而民自
化”，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
响也微乎其微，汉武帝独尊儒术后，
民间传说依旧保持了自己的某些特
征。

在儒家文化影响最为薄弱的魏
晋南北朝时期， 民间纪念屈原的活

动终于被“翻译”到了文本当中。 晋
王嘉《拾遗记》记载说：屈原“忠”，但
被排斥，后来被逼迫投水自杀，楚国
人思念他，仰慕他，把他当成水鬼进
行膜拜，“楚人思慕，谓之水仙”。 南
朝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 端午条
载：“是日竞渡。 ”这一天要进行龙舟
竞渡，下面解释说：五月初五，端午
节有赛龙舟的习俗， 这一风俗是因
为屈原投水， 人们不忍， 在水中划
船， 象征着拯救他。 南朝梁人吴均
《续齐谐记》记载了五月初五吃粽子
的原因，屈原死了，人们感到哀伤，
就在水中投竹筒饭，祭祀他，东汉建
武年间，长沙有个人叫区曲，在白天
忽然看见一个士人， 自称是三闾大
夫屈原，他对区曲说，得知你正要来
此祭奠一番，很好，但这些年大家所
送来的东西，总是被蛟龙偷吃了，今
天你如果有什么东西要送的话，可
以在外面包上楝树叶， 再用五彩线
缠上，这两样东西是蛟龙所害怕的。
在民间，屈原常常以“鬼”的形象出
现，这显然是民间群众“翻译”出来
的屈原。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 更多的是
像屈原一样的普通“人”，那些与屈
原有着相同或相似命运的人， 总能
在屈原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因
而他们“翻译”屈原，哀吊屈原，往往
也是在诉说自己，感怀自己。

第一个吊屈原的是怀才不遇、
被流放到长沙的贾谊，他在《吊屈原
赋》中说屈原一生“生不逢时”，这又
何尝不是在说他本人呢？

诗圣杜甫，一心报国，然一生坎
坷，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年，他途经湘
夫人祠，写下了《祠南夕望》一诗：
“百丈牵江色，孤舟泛日斜。 兴来犹
杖屦，目断更云沙。 山鬼迷春竹，湘
娥倚暮花。 湖南清绝地， 万古一长
嗟。 ”邓魁英、聂石樵二先生在《杜甫
诗选》 中评价说：“此诗系因湘夫人
祠而思及《楚辞》，由《楚辞》而思及
屈原， 由思古之幽情而及眼前之遭
遇。 内涵丰富而不着痕迹。 黄生云：
‘此近体中， 吊屈原赋也， 结亦自
喻。 ’”一生漂泊的老杜，颠沛流离，
在人生的最后，他一声长叹，是在吊
屈原，也应是自喻，他对屈原的理解
和翻译， 也是对自己一生缩影的投
射。

后世如老杜一般借吊屈原而抒
发自己情意的人举不胜举， 屈原的
磨难是古代士大夫阶层和知识分子
们常常要面对的问题， 他们因为有
着和屈原相同的境遇， 因而也就把
屈原“翻译”成了和自己一样的普通
“人”。

端午节，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
被加入新的内涵，屈原，也因随着人
们境遇的变化， 而不断被注入新的
形象。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
人都可以翻译出自己心目中的屈
原。 但不管如何“翻译”，毕竟还要有
一个忠实的底本存在， 那大概就是
屈原本身的人格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