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湘湖湘自然笔记

谷雨（4月19日-5月4日）：世界彻底醒了

雨水浸润，绿肥红瘦，清明深
具悲欣交集的气质。

因为疫情，我们上了一堂深刻
的“生命公开课”。这个特别的清明
节，于是兼备感恩与缅怀、生机与
新生的意蕴。

此时，盛大的蔷薇科乔木花海
逐渐退潮，梅、樱、桃、李已经结果。

好花结子，新笋成林，季节小

有所成。
郴州市苏仙区王仙岭上，物候

观察者谭鲜遇到了一株挂着累累
果实的樱花树，曾经繁花满枝风
姿绰约，如今一丝脂粉气息也不
剩，只有一群白头鹎在悠闲啄食
樱桃。

枇杷树早早挂上了绿色果实。
秋日养蕾，冬季开花，春来结子，夏

初成熟，枇杷“独备四时之气”。
“孕育四季才为果，枇杷真是有耐
心啊，它告诉我们：不要急。”记录
者是一位温柔可爱的二孩妈妈。

暮春的白色花朵，大多都有浓
烈的气味。不过，此时节气味最霸道
的，还是柚子花，柚子花香简直是往
人鼻腔里横冲直撞，瞬间嗅觉失灵，
其他的一切气味均不复存在。

清明（4月4日-4月18日）：季节小有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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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皋：

一个基本粒子有一万个谜，
你身上有多少个谜？

每一次重大改变，都会对固有生活产生冲击，思绪和心的秩序也面临调整。
疫情成了一道分水岭。很多人的生活节奏被打乱，旧有与新生交杂丛生，曾经固化的心灵

土壤被翻新。
疫情时代，我们如何培植内心的丰茂？
湖南日报湘江周刊和“新湘江”公众号推出“茶叙”栏目，与一位位在最普通的日常中努力

打通心脉的人见面、聊天，形成图文。
希望这些话语能成为一根引线，串起你心里暂且散乱的珠子。在新翻的土壤里除草、布

籽、重新萌发，就从这个春天开始。

春是从冬的怀抱里生发出来的。
2月4日，立春，阳光追随而至，是近几

年里最暖和的一个立春日。立春后一日，又
下了一整晚的雨，雨水绵长有力道，情绪饱
满。

因为一场疫情，人们自觉地拘束在室
内，而山林间已经处处都有春的消息。风物
有信，应候来归，给人以安稳有序的力量。
邀请大家共同记录湖南本土物候的念头，
就在疫情最严峻的这个时候落地。

立春节气的物候记录者们，不约而同
地传递着温暖与信心、美好与爱。

立春第一天，临澧县新安镇，风和日
暖，一夜间田埂上满地是蚯蚓的粪便。菜园
里，一朵披着春天露珠的粉色豌豆花在风
中颤颤巍巍，叶轴末端柔嫩的卷须伸展开

来，鲜嫩，且充满希望。“春天来了，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物候观察者“花生米”记录下
了这朵豌豆花。

爬岳麓山时，“芬芬”在半山腰发现一
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云雾茶园，这里已
经被长沙人遗忘，但茶没有忘记自己的开
花时间，雪白的花藏在深绿的叶间。

2月12日，立春第九天，长沙市湘江西
岸，“枫晰”家中那盆一直含苞不放的水仙
终于盛开：“今年的水仙开得有点迟，等到
绽放时，叶子都枯黄了，似乎是耗尽了所有
力气，好在，终能迎来春日的美好。”

立春第十天，“西米”在华容县用结香
柔软的枝条打了一个结：“结香枝条绕个圈
打个结，就能好梦成真，噩梦化解。”

春天，总是让人心生希望。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立春到谷雨，一点一点地，春天越来越
鲜明，越来越丰腴，越来越开阔。

从今年立春开始，新湘江公众号、新湖
南客户端联合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

发出了一份美好的邀请：请每一位热爱自
然的人，共同记录身边每一季的节气物候，
建设美好有序、生机勃勃的内心生活。

这份邀请像一粒种子，落入了春天的
泥土，于是有了这样一份特别的“2020 春
天备忘录”。

立春（2月4日-2月18日）：发出一份美好的邀请函

春天已经站稳脚跟，在雨水中渐渐变
暖。

湖湘自然的物候观察者们发现,早醒
的蟾蜍已经产卵，田螺开始活动，蚯蚓经常
出现在菜地，菜粉蝶早早羽化。因为人类外
出活动减少，居民小区里的鸟分外多了起
来，麻雀、八哥、乌鸫、噪鹛、白头鹎、灰喜
鹊、珠颈斑鸠……呼朋唤友，欢欣雀跃，完
全做起了这个区域的主人。

物候观察者“辣椒”在外出寻花的路
上，遇到了一只中华大蟾蜍，这是一只急需

“增肥”的青蛙，早春的温暖唤醒了它，在冬
眠了一个季节后，它已经变得瘦骨嶙峋：

“要吃许多食物，才会变回原来的那个大胖
子。”

长沙县开慧镇，“铁树”在翻挖菜地时
发现一条加加加大号蚯蚓，足有 20 厘米
长，被翻出来后，它一点也不稀罕春风和暖
阳，蠕动着身体又钻回了湿润的泥土里。

临澧县新安镇，“花生米”赶在下雨前
整理了一垄地，种上蕹菜籽，铺上两层薄
膜，以便在这乍暖还寒的季节保持地温。老
人说：“雨水淋，清明晴，一年定有好收成。”

人事的复苏，与春意一样，不可阻挡。
春耕春种，复工复产，田间地头农事渐忙，
街头巷尾烟火升腾。

雨水（2月19日-3月4日）：人事与春意一同复苏

惊蛰节气，毫无疑问是堂堂正正的春
天了。

由于疫情防控形势日渐平稳，人们迎
来可以安心出门的日子。

安心出动的，还有各类小生物。《月令
七十二候集解》：“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
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当
然，小虫子们是听不到雷声的，是日渐温暖
的土壤让它们决定走出去看一看。

3月6日，雨后，空气湿润，长沙市岳麓
区咸嘉新村，物候观察者“绿茶”发现一只

蜗牛悠闲地出来夜游了。在干巴巴的壳里
躲了一个冬天后，它吸饱了水分，回满了

“血条”，打扮得白白嫩嫩油光水滑。
因为疫情在乡下放养的小学生“一粟”，在

望城区湘江东岸一处方形水塘里，找到了一池
塘的蝌蚪。他伸手触碰它们滑溜溜的身体，让
它们停留在手心游动，心里激动不已。

这个季节花开的速度有多快？3月8日，
株洲市石峰区中车电力机车附近，田文星出
门时，看到一株二乔玉兰静立在雨中含苞待
放，等办完事回来，雨停了，玉兰已然半开。

惊蛰（3月5日-3月19日）：是堂堂正正的春天了

春天的最深处，所有生机都在
充分释放。

立春时发出的邀请，此时有了
最美好的回应。春分那天，怀化市

中方县新建镇中学教
师谢亭亭在朋友圈看
见新湘江公众号推送
的《湖湘自然笔记·我
们的 24 节气物候记
丨惊蛰》，决定给她的
学生们布置一份有趣
的作业：记录春天。

“路过的朋友们，
有没有兴趣联合做一
期 孩 子 们 的 自 然 笔
记？”谢亭亭在朋友圈
问。

炎陵县平乐乡学
校朱凌慧老师、会同
县三中胡慧玲老师、

中方县铜鼎学校徐梅老师等 ，纷
纷“抄”了谢老师的作业……至3月
25日晚，谢亭亭收到学生自然笔记
186份。

桃花应该是此时最常见的花
朵，出现在孩子们的自然笔记里的
频率最高。低年级的小学生张邝嘉
祥，用铅笔在田字格上歪歪扭扭地
写：“我家门口有许多桃花，它们开
得好美丽。”

中学生金春云，在春分时节的
一个黄昏，被一株从土墙内探出身
子的娇艳碧桃击中：“时近黄昏，碧
桃花的影子在老墙上越拉越长。似
乎是那天风大，她那纤细弯曲的枝
干，直接趴在了老墙上歇息。”

也有酸涩的故事，比如中方县
泸阳镇梅文青同学的枇杷。春分时
节，外婆家的枇杷树上已经有了青
涩的小果，然而，这片带着梅同学
美好回忆的“宝地”即将被人买走。

“枇杷还未成熟，但我似乎已经尝
到了滋味。很甜，那是美好的回忆；
很酸，那是心中的不舍。”

谷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阳光明亮，雨水充沛，疫情的阴

影已经渐渐融化。
我们观察到了这个季节最新鲜

的生命：一只蜻蜓开始羽化，一只螳
螂脱壳长大，一只青蛙热烈求偶，一
条赤链蛇彻底醒了……

4月已经到了蛙类的求偶季节，
我们记录了饰纹姬蛙、斑腿泛树蛙、
黑斑侧褶蛙等蛙们的动静。

“你脚边有一条蛇。”在池塘边
蹲着观察青蛙时，“辣椒”收到同伴
的提醒。那是一条赤链蛇，想必是出
来找蛙吃的，感受到周边有人类的
活动后，它迅速溜进了草丛里。

谷雨的一个夜晚，“流云”在水

边目睹了一只大团扇春蜓的幼虫水
虿的羽化。它用数小时的努力，挣脱
自己的旧身体，抽出一个翠绿的新
身体来，长出晶莹的颤巍巍的翅膀，
这个过程像分娩，也像重生。

“芒种一候螳螂生”，但有的螳
螂在谷雨时节就出来了。长沙县开
慧镇一条小溪旁的草丛里，“西米”
见到了一只指甲盖大小的螳螂，纤
细的身体有点像卡通竹节虫，过段
时间，它就该长大了。

5月 4日，属于春天节气的最后
一天。我们在楝树下设席饯春，空气
温热，杜鹃声急，浅紫色的楝花簌簌
飘落，二十四番花信风至此终章。

属于夏天的故事要开始了。

【引言】
一年最好的时节又一次降落到了

蔡皋奶奶的屋顶花园。
月季不是一朵朵，而是一片片；酢浆

草肥嘟嘟，拱出星星点点的紫色花朵；香
水百合已比人高，在墙角结起花苞；文竹
攀藤而上，在头顶长出一大片云；风车茉
莉知道怎样把风搅甜，趁着每一口呼吸
入腹、入神魂。

“让你的心也这样，一片一片陌上
花开吧。”

“没事就上来陪一下子花。我来
了，她们就醒了。”

“生命本身有饱满的元气，卑微的
草木自有它的高贵气质。”

“一个基本粒子有一万个谜，你说
你身上有多少个谜？”

说话间，不知名的小鸟分别前来偷
听，唧唧啾啾。它们身上有多少个谜呢？
还有绝不同样的每一支花朵，绝不同味
的每一泡茶汤，以及这些被偷听去的细
细碎碎的言语，它们身上有多少个谜？

你们撞上了这片屋顶花园一年里最
好的时候。其实不仅是春天，要让一年四
季的“生发意”贯穿下去，才好。悉心栽培，
秋天就自会有她的“成熟意”，一切自自然
然到来，你看多好。

你的阳台，你的屋顶，别人也看得到。
当他人能欣赏到你悉心种植的绿意，你就是
待在自己家里做了好事。每个人都可能是一
个牵引，一个药引子，最终能入心、归心。

我们要多做真正关乎心的事情。
一蔸雨水一蔸禾嘛。你种下了好的

因，就会结出与之相应的果。你从哪里来？
你的东西从哪里来？它们为何呈现出今天
的状态？我们要不断回溯、清理源头，追问
精神的来路。很多朋友说我有福，我想告
诉他我的福是怎么来的，我得到的一蔸蔸
禾苗是怎么来的，我是怎么接生命里那一
蔸蔸雨水的。

或许我的方式能给你启发，但我接
了什么，你不知道，你不能接我的东西
呀！你要去追问你自己的源头，接你自己
的雨水，呵护你自己的禾苗，让你的心一

片一片陌上花开。这样你才能弥漫开来，
浸润出去，这就是春天的感觉，春天的

“生发意”。
人的力气是有限的，不够花。怎么办？

我就打一口井，像坎儿井那样，在地表下
面沟通、打通，地表上就完全不一样了。

【接引】

让一年四季的“生发意”贯穿下去

没什么事，就上来陪一下子花。如果我
老不来，它们会睡着了吧。我来了，它们就醒
了。“只恐夜深花睡去”啊，你看诗里写得多
好。每天跟花草打交道，就会对它深有体会。

人真的只需要那么点东西，两只手只
能抓两把豆子，抓完了，手摊开来都是空
气。生活越简单越好，朴素的生活就是上
佳的生活。简单才能心定，我的心要乱了，
也就不能伺候这些花了。

吃多了重口味之后，现在我们口味都

开始追求起原味来了，那生活为什么不追
求原味呢？活得真实最需要勇气。在一颗
丸子里吃出芝麻的味道，才是最美味的。

何立伟老师似乎看到了这点。他说，不
是我能看到卑微的事物，而是我这个人的起
点就很卑微。可能跟我的姓有关，是不是姓
蔡的人都有着这样的宿命，喜欢草木人生？

但我喜欢我的姓，我喜欢看各种菜，
喜欢跟菜在一起。我也喜欢我的名，有了
水边的土地，菜才能长得更好。我父亲叫

蔡滋腴。菜有水才能活，才能肥。你看有了
水茶叶都活了。我也喜欢我父亲的名字，
这里面有跟随了他一辈子的性格和志愿。

生命里本身有饱满的元气，卑微的草
木也有它的高贵气质。你看这墙角里长出
来的三叶草，可不是我种的呀，它被风带
到这里，找到一点点土就开始恣意生长，
蓬勃一片，不需要我管，不需要我设计，我
最喜欢这样的生命元气。我最喜欢普通事
物里透出来的高贵。

【原味】

我最喜欢普通事物里透出来的高贵

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形象，我是借助桃
花源这个形象，站在传统的立场上，站在传
统里最美的形象的肩头。你真正深入进去
了，理解了，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大的气场嘞！

我们每个人的精神源头其实都藏在最
普通的日常里，藏在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
妈的言谈举止中。可能他们自己并不知道，
但每一个人都活在家族根底的地方。

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发现属于他们家族
自己的一句话，或许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
情。这句话里一定藏着一个智慧的外婆，或
一个智慧的妈妈。你的家庭给了你太多东

西，你在潜意识里不自觉地接受、沿袭着
它。我们在不断完成自己的过程中，要把
自己不好的东西丢掉。

我小时候，第一次发现我不好的地
方，是通过我的姨妈。当时她就是那样看
了我一眼，都没说话，但就那一个眼神，我
突然惊觉原来我这么讨厌。那一刻，姨妈
点了我的穴，一下把我的弱点给点醒了。
当你清清楚楚认识到那个缺点，并且用实
际行动去调整它，就需要你觉知和自省。

我的缺点，我不认为是与生俱来的东
西，那我丢掉它就好了，没有什么舍不得

的。但人也有些与生俱来的东西，比如自
私、小气，其实也可以丢掉。你可以问自
己：“我想要什么样的‘气’？”如果你想要
扩大自己，那你就去造这样的“气”。不断
地问，不断地行动，你就会越来越成为你
想成为的样子。

这也是愿力的能量。就像你要养好身
体，那你一定要在心里栽培信念，凡事带
着这样的愿力，身体自然会跟着你来。这
也是我好多年的秘密哦。你想要的东西，
你要让它跟你齐心，要生起这个心，不要
灭掉它，不要怨怼它，不要总是跟它对着
干。你老护着它，它就会跟你合作。我也有
很多毛病，但我现在跟我的病，已经和平
共处了。

【愿力】

想要怎样的“气”，就去造这样的“气”

人都有不确定性，处于变化之中。你
妈妈了解你吗？你朋友了解你吗？你连自
己都不能完全了解自己。我是只兔子还是
一只狼，我要怎么去确认？有时真的不知
道；有时需要在最危险的时候才知道自己
是什么。

童话里有一只叫达利 B 的兔子。“我
是一只兔子吗？”“还是一只别的什么？”故
事一开始，它就这样问自己。我最喜欢这
样的开头，追问式的，开放式的。这位达利
B，它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直到它遇见一只黄鼠狼。黄鼠狼说：
“我要吃掉你！”达利 B 说：“谁？你要吃掉
谁？”黄鼠狼说：“吃你！兔子！”眼看就要成
为黄鼠狼的盘中餐，达利B本能地提起大
脚把黄鼠狼踹了好远。它赢了！兔子们围

着它欢呼雀跃，称它是英雄，它说：“是吗？
我刚还以为我是一只兔子呢！”

多有意思的寓言。我就在想，为何身
份的第一次确认来自敌人的口中？我们可
以是谁？可以成为谁？你看，人要发现自己
是多么不容易啊。

只要给予足够的条件，你就可以成为
那个“你”。你说这园子里的三叶草长得特
别肥，它们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叶片？因为我
用了足够的肥料。你看头顶上这文竹，长得
一片云一样，放在小盆里它就是案上一景，
种在这园子里它就是一片云。你说它是谁？

物理学家讲了，一个基本粒子就有一
万个谜，你身上有多少个粒子？你有多少
个谜？我们都有无限可能，也有无限潜能，
你成为谁，关乎于你得到了怎样的“因”。

只要因缘具足，什么样的因，就会结什么
样的果。

我好喜欢达利 B。它看起来宝里宝
气，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但我真喜欢它。

“我未必只能吃萝卜？”“我能不能吃马铃
薯？”它一直在问，那是对生命的追问。

但我是谁？我会怎么变化？肯定要遵
循我自己的规律。在“无知”的情况下，达利
B 突破了危险来临时“兔子”的定义和局
限，但也是在它的能量范围之内。我们在不
断的追问中，也不能全然忘乎所以，脱离那
个“中心”，做出
太多超出自己
能力范围之内
的事。

生命的成
长不是为了对
付敌人，而是为
了成为自己。

【追问】

生命的成长不是为了对付敌人，而是为了成为自己

李婷婷

每年春天，都会想来看蔡皋奶奶，和
她的花园。

并不是采访，但坐在园子里听她随意
地说话，总会冒出这样的想法：这些活泼
泼的语言，不记录下来多可惜呀。

蔡皋奶奶有着这样的“场”。只是坐在
身边，听她说话，就觉得在接能量。当关注

外部世界太多的时候，这样的聊天，会让
一颗涣散的心慢慢收拾、归拢。

说到心的能量、身份的确认，和那只
叫达利B的兔子时，想起前不久读到的一
句话：“名字是这个世界上最短的‘咒’。”
因为标签是一种能束缚事物根本形貌的
东西。达利 B 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当突如
其来的危险来临，它得以暂且突破“兔子”
的束缚。

疫情时代，我们如何培植内心的丰
茂？如何在损毁的旧标签下重建心灵的秩
序？蔡奶奶的话语，若能与之相应，或许也
能给你某些激发。

接了雨水，就去呵护自己的禾苗吧。
其实，不只是她的话语。还有花的话，

鸟的话，风的话，一个屋顶小花园的多个
声部，叠成妙音，来到耳边。大自然蓬勃的
语言，正在心里布籽。

■手记

大自然蓬勃的语言，正在心里布籽

2020年春天，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
心组织孩子们在户外观察动植物，做物候
笔记。 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 供图

蔡皋的屋顶花园。李婷婷 摄

【名片】
蔡皋，女，湖南长沙人，著名艺术

家、艺术编辑家。创作有《海的女儿》
《桃花源的故事》等四十多部绘本和大

量绘画作品。作品《荒原狐精》于1993
年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儿童
图书展（BIB）“金苹果”奖，是我国获得
该奖项的第一人。

春分（3月20日-4月3日）：有了最美好的回应

■链接：
在每个节气的 15 天里，

可将您观赏到的物候用图片
（照片或手绘）、视频与文字的
形式，扫描以下二维码投稿。

湖南日报记者 李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