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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园红艳醉坡陀，自地连梢

簇蒨罗。蜀魄未归长滴血，只应
偏滴此丛多。”这是晚唐诗人韩偓
在净兴寺观杜鹃花时吟诵的诗
句。想起这首诗时，我正在攀爬
老屋后面的山丘，那是父母和长
兄长眠的地方，他们此刻正在天
堂打量我攀爬的姿势。满山杜鹃
花尽情绽放，我不禁有一种继续
向上攀爬的冲动，只为再采几束

“红艳醉坡陀”的杜鹃花，献给勤
劳朴实的父母和长兄，让他们嗅
一嗅清明的芬芳。虽然梦中经常
与他们见面，但总留不住他们话
语的温度。

农历三四月间，正是杜鹃啼
血时。杜鹃花烂漫地绽放，映得
漫山殷红。清初陈维岳有杜鹃花
小记云：“杜鹃产蜀中，素有名，宜
兴善行洞杜鹃，生石壁间，花硕
大，瓣有痕点，最为佳本，不亚蜀
中也。杜鹃以花鸟并名，昔少陵
幽愁拜鸟，今是花亦可吊矣。”善
行洞“瓣有痕点”的杜鹃花，我无
缘拜识，而此刻随手采下的紫春
鹃在蕊柱根部的瓣壁上却发现细
如针尖的紫点。是蕊上的花粉浸
淫而成，还是思念亲人的泪滴，我
早已无从分辨。

满坡的花枝低则一尺，高则
二三尺，花压着花，醉着山坡。其
间自然也有含苞待放的，“犹抱琵
琶半遮面”一般，让人想起自己的
少年时光。采几束杜鹃花，自然
复瓣的最适合，而眼前的春鹃颜
色单调，多为单瓣和双瓣，复瓣的
杜鹃花实在有些百里挑一的味
道。桃鹃在夏季开放，一律复瓣，
并且不止一色，有桃红色的，也有
白底加红线条的，听说黄山和天
目山还有高一丈多的杜鹃。今日
想采一些高枝的复瓣杜鹃花，恐
怕难以如愿了。

周瘦鹃先生曾写过《杜鹃花
发映山红》的小品文，称四川、云
南两省以产杜鹃花名扬天下，国
外则推荷兰所产为最，复瓣而边
缘有褶皱，状如荷叶边。身处一
块贫瘠而又干涸的盐碱地，我无
法为亲人进献此类杜鹃花，只好
在清明时节就地取材。周瘦鹃先
生还说：“红杜鹃花还可以说是杜
鹃啼血所染，其他紫、白、黄诸色
的杜鹃花，那又该怎么说？”我却
固执地认为，岳西的红杜鹃花是
为这片土地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
先烈鲜血所浸染的，而其他各色
则是千千万万如我父母和长兄一
样的劳动人民用汗水和骨肉浸
染的。

我攀爬在故乡的山上，手中
已有一大束杜鹃花。虽然只选择
了这个弹丸之地来祭拜，但我眼
前却出现了无数先烈和先民。我
就地长跪不起，让头颅亲吻这片
深情的土地，眼角早涌出一股莫
名的热流，倾洒在手中的杜鹃花
瓣上。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岳西县
南岳中学）

如果说桃花是春天画册的扉页，
那么杏花当是画册中浓墨重彩的首
页，是它，将春天引向绚烂。

桃花灼灼但弱不禁风，总是选择
向阳的土坡或村前屋后的空地，在温
煦的阳光下繁繁茂茂地开一场。若
是遇到一场春雪或一场疾雨，便飘散
得零零落落，让人一场心酸、一阵怜
惜。而杏花，虽不及桃花令人迷醉，
却给人以春日渐深的沉着。当杏花
满山满野无所顾忌地掏出内心骨朵
的时候，已是清明时节，天气转暖，阳
光大把大把地散射下来。杏花选择
在这样的天气上演一场花之盛宴。

杏树不择地理，山野之高、沟壑之
低，处处弥漫着它们的身影。低矮，枝
叶随意，肌肤皴裂，但并不影响一棵杏
树在春天的夜里突然间释放内心安谧
已久的热情，将葳蕤的骨朵绽放成一
树繁华。“一枝红杏出墙来”，的确如
此，在村庄，处处可见出墙的红杏，每
一朵都羞红着脸，似乎每一朵都是一
句诗，或是一句诗中羞赧的部分，白里
透红，红里透亮，顺着人家的屋檐瓦片
悄无声息地伸展出来，腰身婀娜，细碎
的叶片包裹着粉嘟嘟的蕊，蕊里含着
前夜未醒的梦呓，孤孤寂寂地开着。
若不是邻家姑娘冷不防撞个满怀，还
不知一枝杏花会有如此娇容，于是，便
笑抿了嘴，轻手轻脚绕墙而去。场院
深处的杏花自不用说，那必是一树接
着一树，一朵挨着一朵，覆盖了整个屋
舍，绵绵密密地开放着。

除了满树清香、满目葳蕤，杏木
还是上好的木材。尤其是在乡村，杏
树是家庭中的重要材质，人们将杏树
挖回来，自然风干，而后请木匠择日
做成案板，用棉纱蘸了胡麻油，齐齐
整整地擦拭一番，那红艳的色泽立即
显现出来，还伴随着一股幽幽清香。
若是走进厅堂屋舍，见得了一面杏木
做成的炕桌，四四方方摆在土炕中
央，而后上一桌饭菜，不究饭菜质量
的高低，单就那杏木炕桌已是稀罕之
物。何况，手工精巧的匠人还会在炕
桌腿上雕刻上“龙凤呈祥”“年年有
余”等吉祥图案，这炕桌，就更是主人
的所爱，他人的艳羡了。

杏子成熟之后，杏肉晒成杏干，
是上好的药材，“端午吃个杏，到老没
有病”，《黄帝内经·素问》将杏列为五
果之一。杏子味酸、甘、温和，富含蛋
白质及多种维生素，具有生津止渴、
润肺定喘的功效。

清明时节，赏一树杏花，着一缕杏
香，便是生命中闲适雅致的享受了。若
是捡几枚杏之花瓣回来，贴于册页之页之
中中，，不就是生命图集中的闲章么不就是生命图集中的闲章么？？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关作者单位系甘肃省静宁县城关
镇西关小学镇西关小学））

隔帘微雨杏花香
□任随平

吟游

绿波荡漾，草长莺飞，清明带着
清秀灵动的面容款款而至。此时，
也正是河豚从大海洄游到淡水中孕
育繁殖的季节。

扬中岛被长江主航道与夹江包
裹着，形成一个很大的江湾，这里水
流平缓，非常适合河豚洄游觅食产
卵。每年清明前，成群结队的河豚
聚集于此，成为天然的生殖场。当
地渔民把握了这个习性，在浅水区
张网捕捞。大量河豚上市，扬中河
豚岛的美誉名扬四海。

扬中人吃鱼讲究时令，有《十二
月鱼谚》：“正月江鳢肉头细，二月鳜
鱼肥不腻，三月秧草河豚鱼，四月刀
鱼补身体，五月鲥鱼加葱泥，六月白
鱼吃肚皮，七月鳊鱼鲜如鸡，八月鳗
鲡滋无比，九月螃蟹成熟期，十月鲫
鱼炖猪蹄，十一月草鱼打牙祭，十二
月青鱼吃尾鳍。”

河豚，又名河鲀，特指从海洋洄
游长江生殖繁衍的暗纹东方鲀，体
色清灰、微黄，有不规则暗棕色斑
点、斑块，腹部灰白隆起，体型厚实，
表皮有很细小的凸起，头小、口圆、
有牙齿。

河豚有毒，尤其毒在鱼子，古称
“杀人鱼”。杀河豚有一套严格的规
范，一般两套刀剪，有毒处用过的不
能再用。杀完鱼，会有另一个厨师
验收：两只眼、一副肝脏、一副鱼子
和其他内脏，缺一不可。如果少了
一只眼什么的，厨房里所有的工作
都要停下来，直至找到为止。找不
到，当天厨房内的食材全部作废。
足见，一道美食的诞生，从来都是艰
辛的过程。

苏轼曾写道：“蒌蒿满地芦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贪吃伤身，甚
至丧命，可许多人就是有奇怪的心
理，越是不被允许的，越是心里惦记
着——于是冒出“河豚本非席上菜，
明知有毒心中爱，呜呼哀哉，各自备
棺材”的勇气歌，所谓“拼死也要吃
河豚”的说法。

也不能怪世人嘴馋，在江鲜中，
河豚味道无鱼可比。不仅营养丰
富，还有食疗作用。据说，河豚肉能
治疗痛风，特别是带有肉刺的鱼皮
胶质，浓厚粘口、丰腴鲜美，有补虚
劳、益脾胃的作用，常吃对治疗胃炎
很有帮助。

在扬中，河豚有多种烹饪方法，
可以清蒸、红烧、醋熘。最著名的吃
法，莫过于秧草煮河豚——将河豚
去掉有毒部分，洗净沥干，整体下
锅，烧制七成熟，汤变乳白色，将蒜
和秧草铺在鱼上，没入汤。因河豚
肥腥味重，用秧草和蒜可以解其腥，
吸收了草香和蒜香的河豚，味道更
加鲜美。

每年清明，我都写着有关河豚
的文字，似曾相识，又似乎不同。一
边品味河豚美食，一边摆弄文字，浸
润清明，互相熏染，意趣尽在其中。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中金山
职业技术学院）

正是河豚欲上时
□刘 干

饮食

自古以来，柳就深受文人墨客的喜
爱，唐代诗人杜牧云：“数树新开翠影
齐，倚风情态被春迷。依依故国樊川
恨，半掩村桥半拂溪。”李商隐亦云：“垂
柳碧鬅茸，楼昏雨带容，思量成夜梦，束
久废春慵。”还有贺知章那首脍炙人口
的《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
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
剪刀。”依依杨柳，如婀娜多姿的仙子，
点缀了春天，美丽了世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柳渐渐与
清明结下不解之缘，清代诗人杨韫华
在《山塘棹歌·插柳枝》中写道：“清明
一霎又今朝，闻得沿街卖柳条。相约
比邻诸姊妹，一枝斜插绿云翘。”清明
这天，许多地方都有插柳、赏柳、戴柳
的习俗。民谚云：“清明不插柳，红颜
变皓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
祭祀完毕，妇女和小孩常常要折些柳
枝将供品串起来，有的则把柳条编成
花环状，戴在头上，踏青游玩。

清明为何要插柳呢？关于这个问
题，民间流传着好几种说法。有人认
为，清明插柳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
农事祖师神农氏。据说，柳条有预报天
气的作用，民谚云“柳条青，雨蒙蒙，柳
条干，晴了天”。于是，人们便将柳条插
于屋檐之下，以此判断何时耕种。此
外，柳树具有极强的生命力，插到哪里
就能活到哪里，可谓年年插柳，处处
成荫。

也有人认为，清明插柳是为了纪
念介子推。相传，晋文公在介子推死
后的第二年，与群臣徒步登上绵山，发
现当年烧毁的那棵柳树竟然死而复
生，绿枝千条，随风飘舞。晋文公望着
那棵复活的柳树，仿佛又看见了介子
推。他满怀敬意地走上前，折了几根
柳枝，编成一个圈儿戴在头上，以示怀
念，并将那棵柳树命名为“清明柳”。
从此，民间便有了插柳和戴柳的习俗。

清明插柳、戴柳还有一种说法，便
是避邪。清明、七月半和十月朔被称为
我国三大鬼节——这一天，百鬼出没，
四处游荡。人们为防止孤魂野鬼的侵
害，常常头戴柳圈、门插柳枝。《齐民要
术》说：“取柳枝著户上，百鬼不入家。”

《梦粱录》中也提到：“清明交三月，节前
两日谓之寒食，京师人从冬至后数起至
一百五日，便是此日，家家以柳条插于
门上，名曰明眼。”《岁时百问》则说得
更为具体：“万物生长此时，皆清净明
洁，故谓之清明。至清明戴柳者，乃唐
高宗三月三日祓禊于渭阳，赐群臣柳圈
各一，谓戴之可免虿毒。今盖师其遗意
也。”不仅如此，就连观音菩萨普度众生
时，采用的也是以柳枝沾水的方式。由
此可见，柳能避邪，早已深入人心，广泛
流传。

又至清明，长长的柳条垂下来，在
春风中摇摆，牵动游人的思绪。折一
枝柳，吹一曲柳笛，也莫忘了插柳、戴
柳，闭上眼，尽是春天的风景，尽是依
依的思念。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安岳县高升中学）

闻得沿街卖柳条
□周 礼

风俗

一园红艳醉坡陀
□徐义平

祭拜

仲春与暮春之交，清明之节
也。是日也，春气氤氲，绿杨

垂而幽草碧，芳花发而流莺鸣。着春
衫，咏而游之，诚赏心乐事也。又有戴
柳、祭扫、寒食之俗，以志不忘先人
事。诗曰“清明时节雨纷纷”，斯节斯
日，各有怀想，良可念也。

岁 岁 清 明 ，眷 眷 相 思 忆 亲
恩。清明是炎黄子孙追思先人的
日子，是一个安放离愁、寄托深情
的日子，它像一根纽带，联系着生
者与死者的情感。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
欲断魂”。清明的雨，晶莹地栖息
在细草上、树叶上，每一声都落在
我的心上，凝集成泪。也许，这一
场雨就是为这一天而下，它拉近
了天与地的距离，一阵阵如泣如
诉，一滴滴写满悲悯。

一家人带着酒食、果品，走在
熟 悉 的 山 路 上 ，去 给 逝 去 的 亲
人扫墓。路旁的花经雨水润泽，
皎皎无瑕，女儿一路采了许多，她
是想让老人家也感受一下这明媚
的春天吧。来到亲人的坟地，按
照旧俗，我先清理坟墓上的杂草，
然后供上贡品，点烛敬香，焚化纸
钱，跪拜磕头，最后在先人的坟上
添上新土，给已逝的祖辈维修一
下“房屋”。

亲人已逝，但那点点滴滴的
爱仍如此清晰生动。想起小时
候，奶奶一口口地喂我饭，讲那些
古老而神秘的故事；爷爷悄悄地
塞给我水晶糖，带我去吃疏松脆
香的油条；晚上，骑在父亲的肩上
看露天电影；冬天，母亲背着我去
乡卫生所看病，一次次跌倒，沾了
一身的雪和泥……一幕幕情景在
我脑海里闪现，仿佛就在昨天，而
如今，来不及伸手挽留，却被时光
一一阻隔了。失去了便永远不会
再有，每念及此，不免潸然泪下。

逝去的亲人是不愿看到伤心
流泪的。记得母亲在弥留之际仍
喃喃地对我说：“不要哭丧着脸。”
那也好，就静静地坐在墓边，与先
人说说话、聊聊天，讲讲以前难忘
的事，说说现在的工作和生活。
就这样，感觉一向疼爱我的亲人
并没有走远，他们在另一个世界
关注着我们，庇佑着我们。

不远处，有位白发老人边烧
纸钱边吟咏苏轼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
忘……”想来，这墓主该是老人
的妻子了。想起了归有光的《项
脊轩志》：“庭有枇杷树，吾妻死
之 年 所 手 植 也 ，今 已 亭 亭 如 盖
矣。”时光流逝，物是人非，怎能
不让人心生悲凉？

清明的思念一如明前春茶，
微苦而淳厚。我们都是人生的过
客，时间给了我们经历，时间也让
我们失去，无法挽留。就让我们
在这美丽而伤感的清明，释放对
离世亲人的眷眷思念吧。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
刘升中学）

为忆亲恩未有穷
□王永清

洒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