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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逢新节序

粽香
□刘春燕

时间在我双鬓的发间悄然溜走，停
靠在不惑的门口。端午近了，忽然间觉
得儿时的粽子总是那么香甜，一粒粒洁
白的大米挤得密密匝匝，似乎没有留下
一点空隙，就连空气也不容易钻进去。

母亲将一片一片的野生粽叶放在
手中，手指舞动得颇为熟稔。包粽子了，
她先将粽叶一角绾成一个不闭合的三
角形，再用另一只手灌进浸泡好的米粒。

母亲干活很麻利，大约一个多小
时，就将三斤米装进粽叶中，再放进直
径为一尺二的铁锅中煮开，将火减小成
文火，慢慢地煮熟。

我睡在炕上，操心锅里的粽子，好
容易盼到天亮，起身便往灶房跑，抢在
母亲前边捞出粽子，放在鼻子前，用力
嗅了嗅这大米、粽叶的清香，似乎看到
一片片成熟的稻子、一片片绿油油的粽
叶林……

“包中香黍分边角，彩丝剪就交绒
索。”时光如穿梭，年龄增长了，可儿时的
粽香却沉淀在记忆中。我不喜欢给粽
子里放大枣、花生或肉，就喜欢吃原汁原
味的江米粽子。遗憾的是，我白长了一
双芊芊玉手，看似灵巧，实则笨拙，无论
如何也难以把粽叶和江米弄到一起。

端午节，我回到老家。原本不大的
村子里，有好几家卖粽子的，其中也有母
亲。母亲摊位旁边的两户长辈都拿出
自家的粽子给我品尝，他们的粽子花样
很多，但吃了几口，我还是觉得母亲的粽
子最香，或许因为这里有我对母亲的回
忆，有母亲对我的关爱吧。我恍然大悟：
原来最本真的，就是最纯的、最好的、最
香的。

是啊，人的一生，不长不短，没有谁
能知道自己的归期。有人不甘寂寞，有
人奋发图强，但每每在人生路上不断迷
茫、不断徘徊，甚至迷失自我。有人说，
人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有许多不情
愿，更有许多无奈和妥协。为了让两者
的差距小一点，还是要早些找回本我，
将一个朴实的带有本香的自我找回来。

端午节，粽子香，人生味道个中
尝。五月，即使百花盛开，我依旧难敌
粽香的诱惑，即便人间美味无数，也难
敌母亲亲手包的粽子。于是，把这散发
着清香的粽子，带着对母亲的感恩，深
深地恋上……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凤县职业教育中心）

“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
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
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
处都端阳。”这首童谣所唱的便是
端午节。

端午节起源于中国，最初为古
代百越地区祭祀的节日，后因楚国
诗人屈原在该日抱石跳汨罗江自
尽，便将端午作为纪念屈原的节日。

自古以来，端午节便有划龙舟、
吃粽子、插艾叶、饮雄黄酒等丰富多
彩的节日活动。

民间传说中，屈原沉水而亡
后，楚国百姓为打捞其遗体而划
舟，为防鱼食其身而掷糯米饭。久
而久之，就演变成赛龙舟、吃粽子
了。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粽
子的影子，当时用菰叶包黍米成牛
角状，所以又称“角黍”。到了晋
代，粽子被正式定为端午节食品，
周处《岳阳风土记》记载：“俗以菰
叶裹黍米……煮之，合烂熟，于五
月五日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
黍。”到了南北朝时期，出现杂粽，
米中掺杂禽兽肉、板栗、红枣、赤
豆等。宋代诗人苏东坡便以一首
七绝夸赞粽子品种的丰富多彩：

“上林珍木暗池台，蜀产吴包万里
来。不独盘中见卢橘，时于粽里得
杨梅。”

关于端午习俗，苏东坡另有一
阕浣溪沙：“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
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
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
人相见一千年。”

“明朝端午浴芳兰”即沐兰汤，
一般用随处可见的松、柏、桑枝、艾

叶等药草，不论男女老幼，全家都
洗，可祛暑毒、除热痱，宫廷官宦人
家以及富贵门户，还会加上名贵的
香草香花，制成“兰汤”沐浴。

“彩线轻缠红玉臂”是长命缕，
不惟女子臂缠五彩，更多的是给孩
子系上五彩绦。此俗始于汉代，以
后相沿成习，便成了我们今天熟悉
的五彩线。五彩线不可任意折断
或丢弃，要戴到“六月六”才能剪下
来，丢进河里让水冲走。这个习俗
在有些地方演变为戴香囊，香囊由
各种花色的布缝制而成，装着由丁
香、香草、白芷、雄黄等制成的香料
粉，用五彩线当索戴在小孩子身
上，俗称香布袋，其作用也是祛病
避邪。

“小符斜挂绿云鬟”指女性佩
饰。《唐宋遗纪》云：“江淮南北，五日
钗头彩胜之制，备极奇巧……加以
幡幢宝盖，绣球繁缨，钟铃百状，或
贯以串，名曰豆娘，不可胜纪。”这大
概就是端午特制的步摇了，想那一
个个身材婀娜的女子，头上云鬓高
挽，一支支造型奇异的豆娘，随着莲
步轻摇，何其美妙。

在端午节，人们还把插艾草和
菖蒲作为重要内容之一，“手执艾旗
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端午节
在门口挂艾草、菖蒲，就像贴一道灵
符，可以趋利避害。此外，放风筝、
斗百草、采仙药、挂香包、画儿额
……这许许多多的端午习俗，每一
个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数千年
流传至今，历久弥醇。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尧
化门区实验小学）

端午的艾，也是母亲的爱。这
么多年来，她还是那么迷信，我还是
那么迷恋。

初识艾时，尚不知艾也是萧，更
不知“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
兮”，以致我无法把“艾”与“爱”联系
起来。爱情过于华丽，朴素的艾更
像母亲，连站在村口的姿势都一
样。青青艾草，悠悠母心。于我，艾
不是摇曳在《诗经》里的爱情，而是
守护在母亲心中的爱。

小时，我是个“病秧子”。母亲
四处寻方问药，艾也成了童年的药
引子。我颤巍巍地成长，关于母亲，
记忆都是苦的。

上学后，母亲仍然不敢掉以轻
心，经常来学校看我、接我。这却让
我很没面子——同学眼里，我太娇
气，不像男子汉。我甚至对母亲发
火，不让她接我，她便真的没有再来
过。但是，同学羡慕的是，一旦我在
学校出了事，母亲总会很快出现。

有一天，回家时天已黑了。走
在乡间小路，我心惊肉跳。当一只
野鸡尖叫着从我身边掠过时，我崩
溃了，大哭起来。泪眼婆娑中，路边
艾丛中跃出一个身影，是母亲。我
再不顾及男子汉的脸面，一头钻进
她满是艾香的怀里。

那年端午，母亲烧上一盆艾
水，不容我反对，便把我推进去。

我这才发现，门沿上、窗沿上、屋檐
下都插满了艾。以后，每年端午，
我都被母亲押到澡盆里，十面艾
草。姐姐告诉我，母亲给我算过
命，说我命中犯水，端午节是水日，
要用艾消灾避祸。

母亲竟然信以为真，这让我哭
笑不得，难免说些风凉话奚落她。
母亲总是笑笑不反驳，但每年端午
的“仪式”却从未断过。她的迷信使
我困惑多年，谜一样的艾到底是什
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
艾的谜底，是爱。

毕业后，我回到小城，这样距母
亲更近些。每周末，我都回家，陪她
做农活、聊家常。在我离开的日子，
母亲衰老得太快，后来连我回家的
日期都记不清，隔三差五就打电话
来问。但她仍然记得端午，记得插
艾，记得我命中犯水的“迷信”。岁
月不居，渐渐镂空了母亲，但她对儿
子的爱和呵护，依然固若金汤，坚不
可摧。

“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
兮”。母亲目不识丁，不知道孰萧何
艾，却用最笨拙的方式为我谱写了
最美的诗篇。青青艾草，悠悠母心，
母亲也是我的《诗经》，有风，有雅，
有颂，还有爱。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蒙城县第
五中学）

《楚辞·九歌》的研究，关于《九歌》与夏
代“九歌”的关系，《九歌》与屈原的关系，《九
歌》的篇章数目、次序及各篇关系等，历代众
说纷纭。但有一点毫无疑义，即《九歌》确实
是在楚地祭祀仪式上付诸演奏的乐诗。

论及《九歌》的乐歌属性，还得从“九歌”
之名说起。《九歌》，其名源于夏代乐曲“九
歌”。那么，《楚辞·九歌》作为楚地“歌乐鼓
舞以乐诸神”的祭歌，与夏代“九歌”有怎样
的关联呢？有学者认为《九歌》曾配以“九
歌”的曲调，或是沿用了载歌载舞的乐舞形
式，也有观点认为《九歌》只是借用了夏时

“九歌”之名，二者在内容、形式上没有什么
联系。

过去研究，因为不明《九歌》文本的性质
和体制，对其歌唱性不是关注不够，就是有
所偏差。王逸、朱熹等学者都将《九歌》视作
屈原借楚国祭祀之事，寄托君国幽愤之情的

讽谏之作。因此，历代研究或
是索隐《九歌》中屈原的寄托之
义、《九歌》诸篇与楚国历史的

关系，或是牵扯屈原与楚王的关系、屈原与
神鬼的关系、甚至人神相恋或神巫相恋等，
穿凿附会，不一而足。这些研究过度强调屈
原与《九歌》的关联，而忽视了《九歌》所植根
的楚地祭祀礼俗及其丰富的乐舞信息，而后
者显然才是《九歌》有别于《离骚》《九章》等
其他屈原作品最重要的特征所在。其实，

《九歌》中即便有屈原的参与，也主要是文辞
的修饰加工，但这并不能改变楚地祭歌的原
始风貌。

对《九歌》文本性质与体制的理解偏差，
还体现在对《九歌》篇章等问题的认识上。

《九歌》虽以九数为名，但今存实有十一篇。
因为拘泥九数，旧注或合并《山鬼》《国殇》

《礼魂》为一篇，或合并《湘君》《湘夫人》为一
篇、《大司命》《少司命》为一篇，或谓《东皇太
一》《礼魂》为迎神、送神曲而不入于九数。
诸如此类，都是昧于对古书的体例不解，对

《九歌》的篇章数与次序强求整齐统一。
如上所述，《楚辞·九歌》只是借用了传

统乐曲名，九不必确指，“九歌”更多是一种

音乐概念，用以统称一类或一组篇章卷什。
既然九为虚指，那么《九歌》内部各篇之间是
否存在严密、完整的体系，也是可以存疑的。

关于《九歌》中神祇的来源，如周勋初先
生《九歌新考》所言：东皇太一是燕齐方士利
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东君、
云中君、河伯等神均为北方神祇，非楚产；山
鬼是崇山峻岭中的一种精灵，在神界地位十
分低微。而从一些楚墓竹简来看，楚国贵族
祭祀神灵的数量远比《九歌》神祇多，在神灵
谱系上也存在出入。这些现象都证实了《九
歌》神祇之间缺乏系统性，甚至在楚人神灵
祭祀中都没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过度阐
释《九歌》诸篇之间的关联，不仅与先秦古书
纂集、流传的一般体例相违背，也不符合楚
人神灵观念和祭神活动的真实情况。

因此，在考察《九歌》歌唱问题时，既要
避免与楚国政史或屈原相纠结，防止过度索
隐附会，也应该了解古书的基本体例，注意

《九歌》诸篇的自足性和独特性。
（作者单位系首都师范大学）

青青艾草，悠悠母心
□韩星星

九歌：祭祀的诗与乐
□李 辉

处处端阳
□王霞

诗词对联等古典文学形式是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国务院颁布《关
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意见》，尤其提到传统文化教育的
重要意义。为贯彻“意见”精神，中国
教师报联合湖南天华油茶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举办第一届“中国教师诗
词对联大赛”，旨在通过公开、公平、公
正的专业评审，激发教师钻研、创作、
教学诗词对联等古典文学的热情，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小学教育教学
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现将相关事项公布如下：

参赛主题：
屈原、汨罗江二选一

比赛规则：
比赛分诗、词、联三部分，诗限

近体，新旧韵皆可，不得混用

投稿邮箱：
3066439154@qq.com

征稿时间：
2017年5月30日至8月31日

投稿要求：
1. 限中小学教师参赛
2. 来稿使用规范简化汉字，一

律采用电子邮件投稿，邮件内容请
直接发于文本框内

3. 请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
任职学校全称、任教学科、通信地
址、联系电话、qq号、微信号、个人
简介等相关资料

4. 严禁假托他人姓名投稿，严
禁抄袭、剽窃、代笔，违者取消比赛
资格并通告批评

评审规则：
1. 诗、词、联各评出金奖、银

奖、铜奖各1名，优秀奖5名
2. 比赛分为初评、复评、终评

三个阶段，各阶段候选作品将公布
于“中国教师报”微信公众平台

3. 终评将采用打分与评议相
结合的方法，参考网络投票，最终确
定各个奖项

奖项设置：
1. 金奖：价值 2000元的湘天

华冷榨纯山茶油2.5L礼盒套装、全
年《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2. 银奖：价值 1500元的湘天
华冷榨纯山茶油1L礼盒套装、全年
《中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3. 铜奖：价值 1000元的湘天
华冷榨纯山茶油礼盒套装、全年《中
国教师报》、精美书籍

4. 优秀奖：价值100元的湘天
华冷榨纯山茶油套装、精美书籍

5. 获奖作品均获得《中国教师
报》颁发的获奖证书

第一届
中国教师诗词对联大赛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数千年来，屈原
不仅留下了忠贞孤愤的形象，也留下了《离骚》《九章》等
瑰丽诗篇。祭祀屈原的端午节，又被称为“诗人节”，我
们在怀念诗人伟大诗作的同时，也应努力继承传扬中华
优秀诗词文化。

联系人：金老师 010-82296735/67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