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2020年6月19日 星期五

■ 本版编辑/贺京梅 ■ 美编/郭其瑞永定河

实验二小永定分校四年级（3）班 刘睿熙 指导教师：阚秋影

端午节话民俗端午节话民俗
■ 袁树森

农历的五月初五是端午

节，为什么叫“端午”呢？因为

这一天有两个“五”重合在一起

了，“端”就是“初”的意思。端

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天中

节、龙舟节等等。端午节是古

已有之的民俗大节，起源于中

国，最初是古代百越地区崇拜

龙图腾的部族举行图腾祭祀的

节日，南方百越地区把农历五

月五日视为“恶月恶日”，北方

在这一天也有“祛病防疫”风

俗，后来人们给这一天附会了

纪念屈原、伍子胥、曹娥等说

法，增加了端午节的文化内容。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

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的四大传

统节日。2006年5月，国务院

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自2008年起，端

午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

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正式审议并批准中国端午节

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端

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

遗的节日。

按照中国的饮食文化，端

午节这天的应节食品是吃粽

子。传统的说法是，这一天是

楚国的爱国诗人屈原投江的

日子，人民不希望河里面的生

物侵蚀屈原的尸体，故而包粽

子喂鱼虾，因而端午节又叫粽

子节。

早年间北京地区的端午粽

子是用苇叶包裹的黄米小枣粽

子，许多人家自己包粽子，用江

米和黄米与小枣合在一起，叫

二米粽子。食品店里出售的粽

子以南味为主，近郊农民推车

进城卖的以黄米粽子为主。包

粽子用苇叶或竹叶，系粽子用

的马蔺草是北京特产，黄米小

枣粽子受欢迎是因为价格比江

米粽子便宜一些。

端午节这一天，京城儿童

喜欢玩一种叫“斗百草”的游

戏，这种游戏在京西山区也有，

叫做“勾和尚”。参加游戏的

两人持草相对站立，双手各持

一草或花茎的两端。游戏开

始后，二草相勾，双方各自把

草向自己方向拉，谁的草或花

茎被对方拉断谁为输，然后用

“打赢家”的顺序赛下去，直至

选出最后胜利者。这就要求

参赛者在参赛前注意寻找那

些草或花茎韧的作为自己的

“选手”，无形中形成识别花草

的要求。那种能“斗”倒各草的

“选手”，则成为大家公认的当

日“百草王”。

端午在古代北方人心目中

是毒日、恶日，在民间信仰中这

个思想一直传了下来，所以才

有种种求平安、禳解灾异的习

俗。五毒是指蜈蚣、毒蛇、蝎

子、壁虎和蟾蜍，这五种动物是

汉代北方盛传的五大毒物。其

实，这是由于北方夏季天气燥

热，人易生病，瘟疫也易流行，

加上蛇虫繁殖，易咬伤人，所以

要十分小心，这才形成此习

惯。老北京在这一天有吃“五

毒饼”的习俗，是用妙峰山的玫

瑰花酱做馅料的酥皮点心，外

皮上印有五毒的图案。

老北京有端午节给孩子佩

戴“五彩粽子”，祈福增寿的习

俗。五彩粽子的内壳是用硬纸

叠成的，一般在2厘米左右，外

面缠上五彩丝线，连成一串。

街头有卖的，家中少妇少女也

纷纷自己制作。除了五彩粽子

以外，还有的巧手媳妇或姑娘，

用绫罗制成小老虎，有的是缝

制成樱桃、桑葚、茄子、豆角、辣

椒、梨、柿、橘等小型水果串起

来，精致可爱。有立体的，有平

面的，争奇斗艳。端午节这一

天佩戴在身上，既显示自己的

精巧工艺，又给节日增添了祈

福增寿的节日气象。

端午节在院门前和房檐

下插艾蒿，这个习俗的来源于

一个传说，唐末农民起义军首

领黄巢，遇到一名抱着大孩牵

着小孩的妇女在逃跑，问其故

得知，幼者为己生，长者系邻

居托带，黄巢感叹，命她端午

门前插艾蒿，以避兵灾。该妇

女不愿一人躲难，把插蒿之事

遍告乡里，使全村均安全，以

至成俗。

中国自古有“南船北马”之

说，南方远行靠船，北方远行靠

马，所以南方端午节赛龙舟，而

北方在金代曾有骑马射柳的习

俗。辛亥革命以后，北京人在

端午节以去昔日皇家园林游玩

为时尚，以去天坛最受欢迎，人

们认为此地能“辟毒”，所以游

人较多，其他皇家园林也是人

们爱去的地方。除此之外，什

刹海、金鱼池、高梁桥、二闸

……均是端午游玩之地。

行走在端午的记忆行走在端午的记忆
■ 杨丽丽

总觉得儿时的端午节都是
提前开始的，在孩子们的翘首
以盼里，也在若有若无的艾香
里。吃香甜的粽子，戴好看的
香囊，玩有趣的游戏，这成为每
个孩子端午节的期盼。

犹记得儿时，在离端午节
还有四五天的时候，奶奶就按
部就班的开始了端午节前的准
备。赶集买五彩线、买花布、买
糯米红枣，安排我们去割艾草、
割粽叶。奶奶像一个演奏家，
在盛大节日开始前就演奏出高
低起伏的韵律。五彩线、花布
这些都是奶奶亲自挑选的，奶
奶很是虔诚，觉得五彩线、花布
得亲自去挑选，亲自一针一线
做成香囊才能给她的儿孙们带
来祝福。

包粽子的粽叶要求比较

高，需要鲜嫩翠绿没有残次的，
都是父亲母亲去割，割艾草没
有那么讲究，就交给我们这些
小捣蛋了。而且我们也喜欢去
割艾草，老家的房前屋后，田间
地头到处都能看到艾草的踪
迹，他们成片成片的散发出淡
淡的清香。我们最喜欢到村头
河边那片地里去割艾草，由于
艾草本身的味道，那里很少有
蚊虫靠近，我们先去河里摸鱼
逮虾，再去那片艾草丛里打滚、
摔跤，玩累了才带着一身艾草
的芬芳回家，回到家里再用艾
草烧水泡个澡，那艾香就能粘
在我们身上好几天。

包粽子是大人的活儿，我们
不会干，但是爱凑热闹，几个人
叽叽喳喳地蹲在那里看奶奶她
们变魔术，两张粽叶、三勺糯米、

一粒红枣、一根细线，在奶奶手
里翻来覆去的转几圈儿，一个沉
甸甸绿莹莹的粽子就包好了。
有时候要包的粽子比较多，就
会邀请邻居婶婶嫂嫂来帮忙。
蹲在那里不但能听到她们讲的
关于端午节的有趣传说，还能
时不时拿起一颗枣子塞到嘴里
过过嘴瘾，总觉得那些被节日
氛围烘托后的枣子更加香甜。
等粽子包好了，往锅里一放，添
上水，大火翻煮一个多小时，那
香气就飘满了整个院子。端午
那几天，整个村庄都是煮粽子
的香气，从东家飘到西家，从村
头飘到村尾，那香味一直蜿蜒
着飘向远方。

采回来的艾草奶奶会结成
捆挂在门框窗棂上驱避蚊虫，
还会包在花布里给我们做香

囊。奶奶是村里有名的巧手，
她做的香囊样式多，味道久。
村里的婶婶嫂嫂们最爱来家里
找奶奶一起做香囊，就在庭院
的枣树下，放一张方桌，桌子上
摆着几个笸箩，笸箩里装着五
彩丝线和各式各样的花布，院
子里还燃着艾草末，在她们嘻
嘻哈哈的谈笑中那些玲珑精致
的香囊就成型了。有菱形的、
有圆形的、还有葫芦型的，五颜
六色，漂亮极了，放在鼻端轻轻
一嗅，那香味就冲进四肢百骸，
让人舒坦。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如今
又到了粽子飘香的季节，那些
关于端午的记忆如洪水一般涌
上了回忆的堤岸，有艾草的芬芳，
有粽子的清甜，也有香囊的美丽，
温暖了我童年的端午。

端
午
节

童年的端午是母亲的一秉虔心
五色丝线缠成一串迷你的小粽

挂在我紫色小衫的衣襟
如同艾蒿提早开出细碎的小花儿

悬于五月的门楣
渴盼乡村弥漫升腾的紫气

一个叫丑儿的姐姐挎着卖粽子的竹篮儿
馋嘴的孩子们满街追着她甜甜的声音

从一叶小舟颠簸于沧浪之水
到满江龙舟竞相飞溅激越的浆声
艾香串起从楚辞里流出的岁月
每一步跋涉都是不屈的坚韧

流放之路结满深思高举的果实

天地之间感受你的叹息和疼痛
盛大的独唱占领一条诗河的源头

香草馥郁成千古圣洁的诗人

我常把家乡的永定河当作你的汨罗江
滚滚碧波是你宽大疏朗的衣袖

从深沉的水底打捞诗圣不朽的灵魂
不绝的涛声是如诉如泣的诗章
浪花提炼出离骚和九歌的音韵
河边艾叶是我与众芳的香草

繁衍成熠熠闪光的品质与精神
让五月键盘下载你的音准与旋律
巍巍华夏举起诗的魂魄与图腾

端午是一首吟咏了千年的诗
在汨罗河水里濯洗出诗人的清明

河水绣满了绿苔
石头画满相思

诗人在今夜归来
一同归来的

还有身后璀璨的星空

端午是一条流淌不息的河
无数的历史奔跑在水浪的激昂里

这条贯通古今的河
一头系着楚国的春秋
一头系着儿女的心田
那是血脉里的牵绊
念念不忘的故土

端午是一瓢醉了游子的雄黄酒
喝一杯雄黄酿的酒

便把所有的情事和羁绊都一干而尽
酒杯已空

雄黄的味道和三千桑梓一起漫入骨髓
倾倒的旧事
如云般涌来

端午是一束香溢万家的艾蒿
趁着露水采撷的香草
染过无数人的衣襟

如同一缕音律

走过无数的王朝
漫入我们的骨髓
有艾蒿的地方

就能吹醒熟睡的眼眸

端午是妈妈手包的粽子
她说粽子就像一条船

走过离骚
走过千年的时空相隔
走过汨罗河的浩瀚

走向家的地方
世界上最好吃的粽子

就是妈妈手里抱团的香气

在雨中寻找端午的灵魂
在月光中寻找丢失的家园

在一条河里仰望带剑长吟的屈子
在菖蒲的河畔将亲人的名字喊疼

在这一天
我们所有游弋在外的心齐齐归来

守着江边的旧事和灶台上刚刚煮好的粽子
一起将搁置的情怀

晾洗在故乡的云彩下
围着端午夜话
我们在月色里
与故土相欢

再没有比这个节日更好的重逢

端午端午，，我常把永定河当成汨罗江我常把永定河当成汨罗江
■ 马淑琴

端午情事端午情事
■ 陈瑛

是谁 泛舟而歌 衣袂飘扬
以一生求索 一条路的漫漫去向

穿透生命的隐秘 锁定一场
向诗而生 向死而生的过往

不可名状的言辞
带着惆怅 凄美与感伤

深潜于起伏的胸膛
记忆的图腾 把江心点亮
注定衍生成华夏大地

五月的节日
我默默怀想 追思 景仰 吟唱
此刻 艾叶正散发着袅袅清香

五月的节日五月的节日
■ 史迎凤

母亲曾站在岸边
看水面快活成一个个漩涡

便将笑靥停泊在那里
我像梭子一样

在水面穿上穿下
江水不断被戳成创口

又不断地愈合

跟着母亲
跟着一片竹叶的纹理

感知粽子的寓意
比如自由松散的米粒

比如棱角分明中
懂得抱团和香糯紧实

小小粽子抵得住满世繁华
这时节，我和母亲

从铅云影絮中抽出五彩线
小葫芦小笤帚们

便被捆绑成了节日

此刻，粽叶为舟
满载民俗和江河的筋骨

江河万象，血脉悠长
孕育出的离骚与嘉树

依然参天地兮的

还是当年的屈子
还有望舒飞廉，凤鸟飘风

正剪裁偌大的楚湘
留给后人以精神与记忆
汨罗江导言达253公里
缘于诗魂和图腾的滋养

整个水域，龙鳞闪烁

刚刚，女儿告诉我：
国与家的滋味

常常漫过多瑙河水
在杜塞尔多夫

她托着肉粽不肯睡去
异域的这个城市

终于在立夏前戴上了口罩
诗和远方，常常

在第二天的清晨醒来
时差构思完了她的失眠

我会接力失眠

水底已被浑浊激荡
龙舟的翅膀开始棹桨

也是聚散之季，我和一群孩子
开始参差不齐地踏泪

踏梦踏水而歌

和端午共享时光和端午共享时光
■ 李迎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