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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草

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农历五月初
五，一株艾草成为江南水乡靓丽的风景。
无论多么忙碌，乡亲们也要放下手中的农
活，摘几株艾草插在门楣上。

五毒孽生、蚊子到处张牙舞爪的季
节，艾草挺直腰杆勇敢地走出来，以浓烈
的药味，担当起祛病避邪的重任，医治着
社会上的歪风。

两千多年前，一股邪气弥漫了美丽的
楚国，把一位杰出的诗人逼进了汨罗江。
这个教训沉重、深刻，让人刻骨铭心，它时
时刻刻提醒我们，在民族复兴的路上，只
有同心协力、一致对外，才能实现伟大的
中国梦……

五月初五，穿行在江南的大街小巷，
一株株嫩绿的艾草把家家户户的庭院装
点得古色古香,弥漫的艾香驱除奸佞的邪
气，安慰着屈子的灵魂。

乡亲们用这种朴素的方式怀念着屈

子，为儿女们的成长祈福。

菖蒲

沼泽地、水田边，它们紧紧挤在一起
……

群聚而生，是怕寂寞吗？择水而居，
是不是为了陪伴水中那个孤独的灵魂？
行走在农历的五月，我沉寂的记忆被挂在
门上的一簇菖蒲点燃。

阳光下，那一束束清幽的光，让我心
里升起一股凉气。其实，最心寒的，是那
个屡遭中伤的诗人——屈子，在两千年前
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可怜一腔热血，却
报国无门，最后只能抱石沉江。

心寒的屈子啊，谁能听他倾诉苦衷，
谁又能替他排解忧愤？

小小的菖蒲，义愤填膺，把自己的身
体锻打成一种兵器，当每年农历的五月初
五来临，人们就把它高高地挂起来，抵御
着邪气的入侵。

菖蒲，是一种草本植物，更是一柄降

妖斩魔的利剑！

粽子

不仅仅是用来吃的，更多时候代表着
一种哀思。

青青的箬叶，是屈子长青不衰的精
神；雪白的糯米，是屈子洁白如玉的一生；
甜甜的红枣，是屈子永远燃烧的丹心；分
明的棱角，是屈子刚正不阿的品质……

五月，水乡江南到处弥漫着箬叶和糯
米的清香。作为一种食品，粽子已经永远
超越了本身的意义，它成了一种文化现
象、一种特别的祭奠……

一片粽叶，包裹着千年的忧思。水
中游走的鱼虾啊，请你不要再去伤害一
个饱受沧桑的身体、一个正直高尚的灵
魂，如果你们饿了，我们愿意年年用糯
米和红枣包成粽子，投到江中，直到将
你们喂饱。

我们包粽，不是为了吃，而是为了保
护一个伟大的灵魂，保护一种风骨。

龙舟

旌旗猎猎，锣鼓声声，在震天的呐喊
声中，一只只龙舟从江河里竞相驶了出
来，在水面上犁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如箭一样的龙舟穿越时空，从战国一
直行驶到现在，它们的任务就是唤醒含冤
的屈子，接回含冤的屈子，把丢掉的真理
重新找回。

江风猛烈，泪雨纷飞。如铧一样的船
头，犁开狂涛恶浪；似刀一样的木桨，斩断
洪魔的头颅。龙舟像海鲨在水上鱼贯而
行，江河的浪花翻卷成长长的号子。

年年招魂，虽然没有唤回屈子的魂
魄，捞起屈子的身体，但我们相信，住在水
里的屈子，一直睁着眼睛在吟着《离骚》
《天问》和《九章》。他的思想已化成钙片，
营养了一代又一代龙的传人，他的精神正
化着一卷深沉的楚辞，澎湃在波涛汹涌的
汨罗江上……

这个五月，因为屈子，龙舟成为河流
最生动的表情。

藕 带
李德文 （嘉鱼）

端午诗情
周益民 (咸安)

嘉鱼县境滨江含湖，地貌呈现“一山三
水四分田，两分道路与庄园”结构，水域面
积占三分之一，除水产养殖外，水乡人还喜
欢种植莲藕。四、五月间，正是莲藕在水中
蔓布根茎、长出藕带的最佳时节，种莲人为
了保持合理的种植密度，往往会将藕带采
摘，做成美味的藕带系列菜肴供客人飨
用。藕带是荷叶的初生物，荷叶还没成形
时，刚长出水，专业的采摘人员就顺着长出
的方向一拉即出，又白又嫩的，呈白色的长
形，回家就可制作成藕带菜。

藕带属天然绿色食品，是比较好的菜
肴，由于只在荷叶形成初期有，故食用期不
长。藕带又叫藕鞭、藕心菜，就是莲的幼嫩

根状茎，由根状茎顶端的一个节间和顶芽组
成。因藕带顶芽酷似龙头，常住水乡的嘉鱼
人还给它取了个吉祥的名称——藕龙。

古代就有采食藕带的习惯。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中记载的“藕丝菜”就是现今所
谓的藕带。关于藕带药用价值，《本草纲
目》记载，藕带“气味甘，平，无毒”，谓藕带
生食，主“霍乱后虚渴烦闷不能食，解酒食
毒”。现代医学证明，藕带还有消瘀凉血、
清烦热、止呕渴、健脾、开胃、益血、生肌、止
泻的功效。从医学的角度上看，藕带不仅
是平民百姓的一种常见食材，更是惠及民
间的一味养生保健药材。

嘉鱼的莲藕种植非常普遍，大到湖河港

岔、小到沟渠池塘都有。嘉鱼人对烹饪藕带
菜肴情有独钟，炒、拌、煎、蒸、炸、熘，样样拿
手，成菜的藕带清香浓郁，嫩、雅、朴、鲜、香、
辣、爽，怎么形容它都不过分。热情好客的
嘉鱼人喜欢用藕带招待客人，清炒藕带、凉
拌藕带、酸辣藕带、糖醋藕带、泡制藕带丁、
酱汁藕带丝等家常做法健脾开胃、舌底生
津；排骨玉米藕带汤、红枣山药藕带汤、藕带
绿豆汤香飘满屋、甜糯可口；藕带虾仁粥、藕
带莲子粥清热滋补、活血化瘀；更绝的是将
新鲜的藕带、莲子米、菱角米一锅烩后成了

“荷塘三宝”，让人浮想联翩、唇齿留香。
小时候家里穷，四五月份正是农村青

黄不接的时候，偶尔来了客人也没有像样

的酒菜招待，父亲就会下到藕塘中采摘些
藕带回来，顺道网几条小鱼，交给母亲做成
一桌“藕带宴”招待客人。用餐时，父亲会
斟上几杯白酒，靠着桌子一话短长，宾主在
满面红光中微醉道别离去，踉踉跄跄的脚
步中抒发农人胸中的苦楚。而今，当年的

“藕带宴”已然成为了美食风尚，想找回儿
时的感觉却如同情人间致命邂逅的浪漫般
不可遇、不可求了。

水乡嘉鱼的藕带鲜嫩可口，风味独特，
总是让人在饱餐中体会到舌尖上的“芭
蕾”。这藕带菜肴其实也是生活的滋味，对
游客是美味的诱惑，对游子是思乡的情愁，
很值得我们尝一尝。

白猫
徐亚宗 (赤壁)

生命中的每一个日子像是一张张便笺，零零碎
碎、忠实记录着人生的成长节点和光阴斑痕，总有一
些机缘巧合的人和事，闯入内心世界，让你梦绕魂
牵，成为涂抹不去的记忆标签……

2006年3月3日的清晨，父亲出殡前的宁静间
隙，我独自瘫坐在老屋后的墙角，彻夜无眠，心力交
瘁。

无端的，脑海里翻腾起几天前母亲告诉我的一
件事：

父亲病危前的某一天，从麻醉中清醒过来时像
是对母亲，又像是喃喃自语地说：伢崽应该是没钱送
我住院吧？听乡里的医生说，我这病不难治的……

此时此刻，反刍着父亲的话语，体悟着他竟是怀
着这样一种隐忍、失望、不甘的心情离开人世。内心
悲恸，埋头墙角掩抑痛泣……

父亲的病，由于大意拖延，等到省城医院确认
时，已是肺癌晚期，回天无力，大限仅仅半年。遵照
医嘱，回家药物维持，尽可能延缓时日。经家人商
定，决定对父亲隐瞒真相，谎称是肺结核。

谎言善良，病魔无情。父亲的病情一天天严重，
死神步步紧逼。父亲的生命在59岁戛然停止。

……
不知过了多久，心情稍稍平复，拿纸巾擦拭眼泪

时，无意间一瞥，眼前画面如此诡异奇特：身前不远，
一只猫，通体纯白。不知何时到来，样子像是要靠拢
近前，又像是要离开告别……正扭头看着我，两只眼
睛天壤之别，一只褐黄，圆瞪逼视，像愤怒得要熊熊
燃烧的火焰；一只湛蓝，忧郁深邃，像有泪泫然欲滴，
无限悲伤，又无限迷离……

我们就这样静静对视，仿佛天地静止，仿佛时光
凝固，我有无限心酸苦楚，需要倾诉，需要渲泄，它仿
佛正在侧耳倾听，无言慰抚……

我不由自主缓缓向它伸出手指，它眯了眯眼睛，
似乎静思半刻，然后慢慢向我靠近，我分明看见，它
的眼眸变得越来越温情、柔和……

唢呐声骤起，人群又开始喧闹起来，白猫像是如
梦惊醒一般，扭过头，又回过头来与我对视一眼，倏
忽拐过墙角……

就像父亲的离去一样，白猫再也没有回来过。
12年间，白猫总是在我怀念父亲的某个时刻闪

现，像是父亲派出的信使，无征兆而来，又悄然离开，
近得伸手可及、可揽之入怀，又远在遥遥天际，相隔
万水千山。两只眼睛静静与我相对，铜褐色的眼睛
威严凌厉，洞察一切，像要严肃拷问，像要严加呵斥，
给我警示，给我反思，透析剔除灵魂深处的人性杂
质；湛蓝色的眼睛溢满疼惜怜悯、慈爱温情，给我传
递人伦之爱的力量，完成心灵救赎的勇气。

奶奶百岁
袁丽明 （通山）

奶奶喜欢坐在门口，背靠雪白的墙壁，瘦小的背
影显得格外孤单。103年的风雨，让她的眼睛由清
澈变得浑浊，像蒙了一层薄雾。

我大老远叫声“阿婆”，她边答应着边抬头四处
寻找。直到我走到眼前，她嘴角的股肉还在微微抽
动，像失灵的刹车，每一个轻微的动作都有惯性许
久。拉着奶奶的手，她的脸色“噌”的一下，由暗到
亮，有了神采。“崽哎，你回啦！阿婆看到你就像看见
了天上的星星一样，心底就亮了，比见到什么都高
兴。”“何得了咯，活了一百多岁了还不死，怕惹人笑
哦。”奶奶拉着我不停地说，虽然一百多岁，却极少讲
重复的话题，讲她走过的岁月。

最美的故事，要属晚年那段。爷爷牵着奶奶，走
在夕阳下，走在村头。两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手牵着
手，多么温馨美好啊！

有次卖冰棒的路过，还剩最后一根冰棒，爷爷让
奶奶，奶奶让爷爷。那时候冰棒在村里相当少见，爷
爷奶奶都没吃过。结果，让来让去的，冰棒化了，两
人一人尝一口融化的冰棒水，乐滋滋地说：“原来冰
棒就是这味啊！”

这些爱，一直延续到爷爷生命的最后一刻。爷
爷自知快不行了，交代奶奶，将来走的时候，不要声
张，不告诉儿女，还要最后再与奶奶相守三天，挨着
她，陪着她，就像平常睡着了那样。就算生命已经终
止，爱也不能止步。让那没人叨扰的三天，成为他们
一辈子幸福的终点，为他们的爱情划上完美句号。
从不重复的奶奶，有意将这个故事给我讲了几遍，每
次讲着的时候，眼角噙满了泪花。爷爷舍不得离开，
奶奶又何尝舍得放手？

剩下的十几年，奶奶常念叨着爷爷的各种好。
这些美好的回忆就像止疼片，止着骨子深处那丝丝
思念的痛。

可是，常听村中老人及家中长辈说起爷爷奶奶
年轻的故事。他们年轻时并不是我所看到和奶奶说
到的那般相濡以沫的温馨甜蜜，而是常人难以忍受
的鸡飞狗跳的生活。

爷爷年轻时脾气极暴，奶奶是他的出气包。稍
有不顺，轻则各种辱骂，重则大打出手。爷爷动怒的
时候，额头上、脖子上，青筋像蚯蚓一样拱起，愤怒之
情，恨不得口吞山河。奶奶总是低眉顺眼地听从，唯
唯诺诺，大气不出，从不反抗。这样的事，经常发
生。直到老年，爷爷气性大变，把奶奶捧在手心当
宝。这份经历了风雨的爱，格外厚重。

在我结婚后，奶奶时常告诉我：“崽啊，万事要忍
啊。记得啊，忍不难的，不忍才难。”

刚结婚的日子四平八稳的，也没觉得什么。孩
子出生后，矛盾出来了，虽然我一直牢牢记着奶奶的
话，万事忍让，可还是有些时候，理智输给了气性，忍
不住大吵大闹。吵闹过后，一片狼藉，生活依然继续
前行。想着奶奶的话，想着假如之前忍着没吵，或许
就没有这样的后果。忍一时风平浪静！多少夫妻是
因为一言不合而负气离婚，然后后悔的。我的婚姻
曾经也是命悬一线，差点瓦解。只是在最后一刻想
起奶奶的教诲，想着再忍忍吧，再忍最后一次。咬紧
牙关挺过一次次波折走到如今，痛并快乐着，也幸福
着。

在103岁那年，奶奶如愿以偿去与爷爷团聚
了。她的诸多故事，教会我珍惜家庭，珍惜生活。

丁酉初夏，时近端午。感节序之变
换，叹万物之娉婷。有感于斯，为之彼赋。

盛乎香兰，汲于曜灵之煦；萋兮艾叶，
采乎仲夏之时。微乎青湖，摄日光于初
菡；薿兮草木，凝朝露于碧枝。于是世人
承以旧时之俗，骚客赋于佳节之期。

夫端阳将至，暑气难持。夏风布于新
宇，暮色归于高祠。蔚蔚天中，寒影凝于
山北；濛濛桥下，轻烟笼于水西。俄而山
川俱净，水岚相揖。极天光以竹枝曳，会
闲时而晷影移。

若夫山野接碧，竹篁带光。五毒俱
侵，万物皆扬。新叶雨滋，细匀滴翠柳色；
清波风入，轻扰倒影池塘。岿然川泽，龙
舟竞以洗正气；俨然屋舍，袅烟堆而飘粽
香。忆忠魂而插艾草，驱邪气以抹额黄。
对明月以歌舞起，习微风而酒旗张。悬蒲
剑于门楹，饮雄黄于酒觞。避五毒兮斗百
草，游百病以沐兰汤。

嗟乎，怜怀王之昏腐，恸屈子之忠
贞。汨罗深深，浮沉一世；长路漫漫，上下
何求。万木归荣，当为擎之砥柱；千舟竞
过，岂畏遏于中流。不见帝阍，遂传怀沙
之赋；怅为门客，终有荐己之由。修其己
身，报国之危难；莽乎天下，安世于妙谋。
是故怀爱国之心，必先有济世之筹。闻仙
阆几游，不觉人生之苦短；叹浮华一世，乃
惜伟业之未犹。遂作此赋，以供君修。

端午怀远乡兄妹
吴琳 （通城）

艾叶青青妆户牖，
雄黄散洒扫埃尘。
好将陈糯烹新粽，
不见今时聚旧人。
俗世如炉寻富贵，
香蒲似剑长精神。
梓桑树下泉流井，
悠漾无声照月轮。

端午粽飘香，
喜鹊门前唤。
路上行人陆续归，
知晓家亲盼。

提笔赋诗词，
思绪心头乱。
父母如今驾鹤西，
敬酒杯中惋。

水乡嘉鱼，河道如蛛网般纵横交错。
乡亲们早已习惯了“开门见河，举步登舟”
的生活。每年的端午节，人们更是在河湖
中举行大大小小的龙舟赛，因此嘉鱼的端
午节又被称为“龙舟节”。

端午那天，太阳刚刚升起，嘉鱼县城
里，家家的房门上，艾草作旗，菖蒲为剑。
人们吃着早餐，端阳粑、咸鸭蛋以及粽子
的香味弥漫着大街小巷。而后人们急急
地来到三湖连江边看龙舟赛。三湖连江
是一个人工水库，水面宽阔，水清景美，是
理想的龙舟赛场。绵延十几公里的湖岸
上，人影绰绰，彩旗飘飘。大家都踮着脚，
伸着脖子，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龙舟赛
的来临。

在离岸一二十米处，用红色的旗子隔
开六条赛道。六条龙舟在起点一字摆开，
船首龙头雕刻得栩栩如生，巨大的龙嘴大
张着，仿若在仰天长啸，瘦长的船身上绘
着精美的龙鳞，龙尾高高翘起。每条船上
都坐着服饰整齐的桡手，他们头上腰上各

缠着一块红布，在骄阳下熠熠生辉。他们
目光炯炯地望着终点，眼睛里写满了夺冠
的雄心。船头插着队旗，还卧着一只鄂南
独有的盆鼓，那是每支龙舟赛队伍的灵
魂。

“砰——”一声发令枪响，龙舟赛开始
了！

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鼓声
骤雨一般密集，旋风一样迅疾。鼓手双臂
舞着棒槌，敲打着牛皮鼓面，力量和豪情
化作激越雄浑的鼓声！盆鼓粗犷的旋律，
如春雷一般，在如同绿色锦缎的湖面上滚
动，在水泥砌就的堤坝上滚动，在全神贯
注的观众的心上滚动。湖面变成了牛皮
鼓面，堤坝变成了牛皮鼓面，心房变成了
牛皮鼓面，鼓声在天地之间流动着：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

看，每条龙舟上，二十多名桡手身子
随着鼓声的节奏整齐地一俯一仰，他们铆
足了劲儿挥动木桨，木浆撩拨着湖水，龙
舟像发狂的野马一样，在碧绿的河床上疾

驰。霎时间，水浪翻飞，一波才动，万波相
随，欢笑着，狂奔着，一直冲向终点。岸
上，人们情不自禁地挥舞着双手，呐喊着，
奔跑着，为龙舟赛健儿们加油。各色帽
子，各种花伞，就像一片片彩云在堤坝上
飘动！

锣鼓喧天，队旗猎猎，掌声雷动，吆喝
震天，水中龙在飞，坝上彩云飘，三湖连江
成了欢乐的海洋！

嘉鱼人端午赛龙舟已经有一千多年
的历史。相传屈原投江之时，许多楚国人
划船追赶拯救。他们争先恐后，追到洞庭
湖仍然不见屈原踪迹，这是龙舟赛的起
源。后来人们以每年五月五日划龙舟来
纪念屈原。

龙舟赛，是嘉鱼人民对屈原的“图腾
祭”。舟楫入水，浪花溅起的是家国情怀；
千帆竞渡，鼓声传送的是拼搏精神；人舟
竞跑，矫健身姿书写着万众一心。龙舟精
神，生生不息，代代相传，成为水乡儿女拼
搏进取、顶天立地的铁骨脊梁！

端午赋
凌宇 （孝感）

卜算子·端午节
袁秋英 （赤壁）

三湖连江赛龙舟
胡喜荣 （嘉鱼）

端午又击龙舟水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