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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正平

“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
粽子，粘白糖……”又是一年端午，我便回
想起这首儿时熟悉的歌谣，仿佛又回到童
年的时光。

我家居住在湘西南边陲的一个古镇
上，一条蜿蜒的夫夷江绕城而过，宛若系
在古镇上的一根腰带。 那时的天是瓦蓝
的，水是清澈的，每年端午前后，总要涨几
次划船水，而对岸山脚下的粽叶，正长得
碧绿纤长，是包粽子的天然食材。

我们古镇过端午， 有大小端午之分。
农历五月初五是小端午，农历五月十五是
大端午。小端午是不划船的，只有到了大
端午这天，江上龙舟耕波犁浪，你追我赶，
锣鼓阵阵；岸上人来人往，万人喝彩，鞭炮
声声。我们这群毛孩子如鱼入水，在人流
中穿梭，玩得不亦乐乎。

那时候， 物质没有今天这样丰富，大
部分家庭只过大端午，而小端午只在正门
上挂些艾草和菖蒲，至于粽子嘛，要等到
大端午才能吃到。我家兄妹四人，全靠父
亲一个人的工资吃饭， 和大多数家庭一
样，只能嗅着艾草与菖蒲的清香，掰着指
头等待。

大端午前一天，母亲买来粽叶与棕树
叶，将它们洗净，浸在木盆里待用。吃过晚
饭，母亲先将棕树叶去梗，撕成
一小片一小片，悬挂在一把老式
靠椅的背面———用来捆扎粽子。
然后将事先买好的糯米淘洗干净，
用脸盆盛着，端到悬挂的棕树叶下。母亲
做这一切的时候，我取来小矮凳，父亲拿
来花生米、白糖。

接过我递来的凳子， 母亲坐在脸盆
前， 双手灵巧地从木盆里拿出两片粽叶，
夹于左手食指与中指间， 在右手的帮衬

下，凌空轻轻一旋，粽子的外壳瞬间便成
型了。随即用右手装进糯米，中间加点白
糖，上面放几颗花生米，使劲填实后，再轻
轻拍几下粽身，好让米粒聚拢一些，然后
把事先预留的粽叶围拢来， 将开口处封
严， 再从悬挂的棕树叶中扯一小片棕叶，
绕粽子扎两圈，使劲勒紧，捆结实后，打个
活结， 一只硬邦邦的三角形粽子便诞生
了。母亲包的粽子，在我们镇上是出了名
的好，她包粽子双手灵巧，动作优雅，轻重
自如，仿佛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她包出的
粽子，棱角分明，形态娟秀，精致美观，再
怎么蒸煮也不会散架。

母亲包粽子时， 我便坐在她的身边，
开始的时候，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一段时
间后，我坐不住了，时不时帮母亲添一把
米，或加几粒花生，总是越帮越忙。母亲也
不骂我，只是笑着说，小家伙，你还小呢？
等长大了，妈再教你。其实，我“帮忙”的目
的，只是想提醒母亲，别忘了旁边还有她
的儿子。

包好后，已是晚上9点来钟。母亲将粽
子5只连在一起，二十只为单位，粽子的多
少一目了然， 蒸煮的时候也不会混乱。然
后， 依次将粽子放入一只大铁鼎罐内，加
水至漫过鼎罐内的粽子为止。

蒸煮粽子也是一个技术活。母亲用大
火将鼎罐内的粽子烧开后，再改用文火慢
烧细煮。煮好一大锅粽子，母亲要反复加
柴，忙碌上三四个钟头。开始的时候，我们
四兄妹围坐在灶膛边兴奋地等着，一个小
时后，粽香慢慢从鼎罐内溢出，厨房内弥
漫着阵阵清香， 最小的弟弟熬不住了，眼
皮开始打架了， 终于在阵阵清香中睡去，
接下来，我们仨也陆续在浓浓的粽香中睡
着了。

第二天清晨， 我们在满屋软糯清香
中醒来，一番洗漱后，一家人其乐融融地
吃着粽子。 记得当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粽
子，一股粽叶、糯米与花生煮透的馨香扑
面而来，咬一口，香甜软糯，乐口消融，刹
那间全身流溢着幸福之感。 可以毫不夸
张地说，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粽子，是粽
子伴随我度过了那段贫困枯燥的岁月，
是父母无私的爱给清贫的日子带来了欢
乐和希望。

胡应南

春秋曰“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此乃
中华之精神。屈原长咏“虽九死其犹未悔，
吾将上下而求索”， 领湖南自强不息风气
之先。闽人宋朝宝文阁大学士胡安国细察
朝廷奢侈，预见大厦将倾，力辞中书舍人，
担任湖广学督，携子胡宏于潭州原野隐山
创办碧泉书院， 钊引张轼等学子耕读，开
湖湘文化之先河。“实事求是、经世致用”，
为安国之灵魂。宋朝坍陷，文化永恒，岳麓
书院沿碧泉之源，逶迤延绵，长盛不衰，铸
造长沙千年名片，花开代有风流人物。

润之独立寒秋，一扫叶落衰景。漫江

碧透，万山红遍；霜叶红花，五彩斑斓，胜
过百花争艳，此乃湖湘文化之豪情。“万水
千山只等闲”，中国革命红旗燎原井冈，越
过汀江、湘江、延水、金水河，直插天安门
广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湖湘之音响
彻环宇，五千年神州换了人间。

长沙英俊之城，贾谊留名，杜甫歌咏。
天心阁雄守六合，开福寺福佑八方。古汉
重镇，唐宋名城，扼两千年历史咽喉，滤一
万卷潇湘华章。辛追夫人横空出世，星城

溢彩；开慧女士山崩地裂，国之娇子。 近
代长沙，英雄辈出，将帅抖擞。《国歌》响彻
海峡两岸，黄花岗烈士血洒南疆；武昌开
天辟地，黄兴力挽狂澜。湖南七次会战，歼
敌二十二万。 国之忠魂铸造万里长城；湘
水交融洗涤世人胸襟。

看今日之长沙， 读书声盈于校园原
野；圣哲之轨，延伸潇湘；雷锋精神，惠风
如熏；国防科大，中国之芯。春日长沙，细
雨霏霏，杨柳依依；爱晚亭游人如织，橘子
洲接踵摩肩。秋日登高，岳麓山径，红枫铺
霞，星城高楼鳞次栉比，坡子街美食坊星
光璀璨。

试问天下人，谁不爱长沙？

蒋蒲英

端午节临近，道县县城及周边沿河的
社区、村庄开始打造新龙船，迎接即将到
来的端午节民间龙船大赛。道州龙船也叫
道州龙舟， 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俗文化。
湖南省道县端午划龙舟始于宋代，传承至
今。2002年， 道县被湖南省人民政府授予
“龙舟之乡” 称号。2006年，“道州龙船赛”
被列入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道县古称道州， 是湘南四大古城之
一，有两千年的历史。据当地史料记载，赛
龙舟的习俗已延续千年以上。道县人将赛
龙舟称为划龙船，道县龙船的船身比普通
龙舟略宽，船体呈橄榄形，尾部上翘角度
夸张。船头最为独特，道县龙
船除了龙头外， 还有凤
头、虎头、麒麟头三
种。

龙头、凤头、虎
头、麒麟头，一个个
独具特色的龙船
头， 充分体现了道
县人民对龙船竞赛
的极度热爱和非凡
的创造力。 每到端

午期间，道县县城万人空巷，道县人民用
划龙船这一种热情而虔诚的方式，来纪念
周子（周敦颐）和屈子（屈原）两位先哲，也
表达着对家乡、生活的热爱。

道州龙船在湖南省民间的影响深远。
当地俗语道“五月五，龙船下水打烂鼓”，
说明比赛的激烈和热闹气氛。清光绪三年
修《道州志》记载：“（道州）五月端午，城市
龙舟竞渡于东西洲， 鼓声喧震， 观者如
堵”。过去统治阶级讲讳忌，龙船的“龙”是
“天子皇帝”的象征，道县人为避皇帝的讳
忌，把龙船头改成了“虎头、凤头”等船头。
道州龙舟有三类：红、金、黄、赤、白、青、乌
龙头为一类；金、黄、红、白、黑虎头为第二
类；粉红凤头（称金凤）龙船、猫头、鹰头龙

船为第三类。道州龙舟每一个龙头的颜色
都是有来历的。如道江镇东阳社区东阳坊
村有15只金龙头道州龙舟。因东阳村有座
供奉“火神爷”的火神庙，他们的龙船头是
金色的。东门乡东门村有黄龙庙，营江乡
阳乐田村有乌龙庙， 西洲社区有白龙庙，
所以有黄、乌、白龙头船。道州龙舟属道州
型，造型奇特，与别的地方的龙船不同。道
州龙舟船身长20米，宽1.2米，平头翘尾，
头低于尾，船头的头属活动式的。竞赛时
可装上龙头、凤头、虎头等。道州龙舟尾部
装饰彩旗，船身头尾离水各0.60———0.80
米不等。划船的人员一般为20———30人。

作为优秀的民俗文化， 既是民族的，
又是世界的。在秀美江城，千舟竞渡、百舸
争流的壮观景象，像一幅神奇瑰丽的民俗
风情画卷，光彩夺目。

五律二首
张自勤

布谷声中

窗外东方亮，忽闻布谷声。
白沙城孟夏，黄道日黎明。
摇笔蜗庐咏，观天风色平。
岸峰头雾绕，好似见蓬灜。

己亥年夏初有所忆
争夺上甘岭，日夜苦拼杀。
推让喝壶水，伤摸装弹匣。
敌尸成粪土，血迹染泥巴。
阵地终归我，飘扬赤帜插。

汨罗江（外一首）

姚进军

汨罗江的流水有永恒的引力
它引导山峦、草木、鸟的朝向
暖风划破寒流，清辉描绘壮观
源于一颗星宿，千百年闪烁在水中央

不敢逗留在汨罗江畔
怕陷入奸佞的漩涡
怕遇见一个忠魂的孤苦无助与凄凉
怕看到延绵几千年的爱国情怀
被日益丰渥的灯红酒绿，淹没、撞伤

收拢粽子的传说
请竞渡的龙舟，掀起滔天巨浪
希望，震耳的号子，能够唤醒
沉睡江底的思想
让麻木不仁的皮囊，经过洗礼
重新盛开，生命之花
焕发，民族之光

楚辞
你把一个千年不朽的主题
根植在红尘的骨子里
一股清流，荡涤污泥浊水
美人和香草，以缤纷旖旎的意象
把善良、忠诚、正义诠释
从此，所有的爱恨情仇，都如彼岸花开
情思馥郁，经年不谢

你把一种博大精深的思想
泼洒在空气里。千年的熏陶
一种精神在人的心里生根、发芽
由此，楚地峰青，九歌遥对湘灵曲
汉廷剑在，终古共聚《离骚》情

你把一个赤子的胸怀，坦诚在风云里
路漫漫兮修远兮。深沉而凝重的脚步
穿越两千三百年。古道上，有大漠的孤烟
边关的冷月，戈壁的箫声，长河的落日
更有黄河的咆哮，往事成遗篇，换了人间

你泣血的文字，卓绝无双
荡起的月亮，清醒着每一颗初心
无数个起点始于脚下
无数个终点 树起里程碑
里程碑上，是无数人的合力

道州龙船：传承千年的乡愁

童年的端午时光

长沙赞

悼屈原(三首)
张付华

（1)
待渡———
像所有沧浪之水，
就这么一桨划过，
八百里洞庭湖。

提着一鞋月光，
去见三闾大夫。
渺渺湘妃笛声传入我们耳鼓，
可不是叙说着当年的酸楚？
一把湖水，
洗白了诗人华冠和青衫，
这帽子，手足早被谗臣弄脏了二千多年。

趁着月光，
三闾大夫，今夜你好找回那些，
散落江底的诗篇和奏章。
濯洗是你企望，
水是你热望本质。
面对青青山河，
你立水长哦。
啸剑———
却掩不住楚怀王决绝，
郑袖蛾眉工谗。
问天———
何须雷霆霹雳？
沉沙 ———
千古一曲！

（2)
在四月鸟语花香的清晨，
你提着一双芒鞋，
自楚国城门，
踏上汨罗归途。
你看见天空熊熊的火焰，
燃烧成一堆历史昂贵灰烬。
火光中，楚王的脸倒影在江水边，
屈侮，悲伤，痛疼，呐喊———
清晰明亮地缠绕着你的心。
你摊开楚国那幅长轴，
变成一幅放纵的山水，
或是遍地烽火狼烟的蜿蜒。
拾起的———仍是你那一柄长剑，
在歌声里，在水流声里，铮铮作响。

大楚的百年，一不小心，
埋在春天，城楼，王府的荒冢,瓦砾里。
断肠声中：九歌，天问，宪令草稿，
还有一大堆诗简，
呕吐着一摊擦不尽的血迹。
你凭据着历史案角一隅，
看见通向王宫道路，坎坷，崎岖———
只剩下；宫花寂寞红，二行清泪流。
成群结队的宫女，阿谀献媚的文武大臣们；
纵身处宫殿，
又怎能撑得起楚王的巍峨大厦？！

（3)
你在长江或者洞庭湖边就打住马，
只留下不变的誓言。
还有五月———
来自太阳故乡。
胸中火焰，
把你烧得血脉贲张。
那些候鸟在天空托起季节翅膀，
驮向南方———南方。
一去经年，
那时，你握在手中酒杯，
沾满泣血泪光。

一杯留给时间，
一杯留给天空，
一杯留给家乡，
还有一杯———
留给枕边最亲密爱人。

五月榴花红，
太阳的女儿们，
纷纷举着怒放的一只只小手。
把花朵放进掌心，
你握着掌心酒杯。
在洞庭月光里，在船舷边，
手提一江渺茫，
煮炼成诗，
写在透明的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