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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路花语

守望
■ 李孟伦

当玉鸡在扶桑树巅上张开翅膀啼明

抱着太阳在东方的旸谷里煮海的我

披着万丈霞光从沐浴的咸池走出来

灿烂了那辽远的天空和宽厚的大地

发现荒野的文明已悄然从海岛开始

落笔洞里留下了芬香上万年的烧烤

尖峰岭上船形屋散发出大海的味道

火山口上香喷喷的地瓜啊脍炙人口

陨石坑上绿茵茵的绿茶正享受阳光

巍峨的五指山和源远流长的万泉河

在椰风海韵下勃发出了自然的伟力

于是我穿越热带雨林凌空海岛之上

从一朵白云上我看到了鲲鹏的逍遥

从一浮竹筏上我看到了生命的力量

从一条船桨上我看到了大海的涛声

从一把老犁上我看到了大地的希望

从一个碗里我看到了蛙鸣的稻花香

从一顶斗笠里我看到了岁月的沧桑

从一泓秋水里我看到了父辈的模样

从一缕炊烟里我看到了我远方的家

漂移在大海中央昌化江边白云深处

我父辈就以太阳的执着风雨的姿态

将生命深入大地深入大海活了下来

为了一个完美的海伦完成一次青春

于是，我背着高山和流水走出山来

来到大海文明的天空下与孤鹜齐飞

在风云际会星月徘徊下共雁背青天

在夜深人静时抱着午夜的太阳煮海

一浪高出一浪的波涛在我面前澎湃

一浪高出一浪的大海在我脚下匍匐

多少年后一缕南来的风悄悄告诉我

我是高山的背景我就是大海的彼岸

山因有我而崇高大海因有我而存在

天因有我而高远大地因有我而辽阔

可是有谁知山外有山我之外还有我

我，是风是雨是白云是浩瀚的大海

怀抱着尼采的太阳怀抱着李白的月

守望我的天空我的大地和我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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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端午节总是随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时
日到来。热带海岛，湛蓝的天空，炽烈的阳光，劈头
盖脸，不由分说炙烤着大地，没有一丝风，热浪袭
来。正如白居易的诗句里所写：“田家少闲月，五月
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相随饷田
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
不知热，但惜夏日长。”端午，在乡下也是割稻、晒谷
子、收花生的农忙季节。而无论多繁忙，母亲总会
放下地里的活，腾出时间来给我们过端午节。

骄阳似火，乡村院落，树荫一隅，看家的黄狗
慵懒地趴在门前，喘着粗气，吐着红舌头。母亲盘
起发髻，挽起袖子，端坐在长条板凳上包粽子，汗
水浸湿了衣服，不时从额前滴落。五月虫，翩跹而
至，偶尔停靠在方形的原木饭桌上，怯生生地张望
着琳琅满目的粽子食材。

盆里盛着泡软并拌上多种香料的糯米，碗里
堆着切成块状腌好的半肥瘦猪肉，还有色泽鲜艳
的咸鸭蛋。粽子叶是母亲从野外采摘回来的野菠
萝叶，浑身流淌着青绿，长长的叶片，边缘布满坚
硬的小刺。需用刀片小心翼翼剔除干净，再用麻
绳捆绑，放入清水中浸泡，然后煮上半个小时，为
的是增加柔软度，以便于折叠。用野菠萝叶包粽
子工序繁琐，单是将叶子上浑身的刺去掉就需要
好半天，难度不小，弄不好包裹不严实还会露馅。
但是这样的粽子口感好，软糯细滑，且散发出植物
独特的清香。

母亲将煮软的粽叶摊开，用一块带油的肥肉
来回擦拭叶子的底面，将细长的叶子绕圈围成小
船的形状，再往底部填充调配好的糯米，到三分之
一的高度就塞进猪肉、咸蛋，接着将叶片往上缠
绕，继续填充糯米。最后，母亲用牙齿咬住麻绳的
一端，用手拉扯另一端层层缠绕，勒紧打个活结就
大功告成了。母亲心灵手巧，动作利索，一睁眼功
夫就绑好一摞摞的粽子，有四角形的，有三角形
的，形态各异，有的方正质朴，有的娇小玲珑，而我
们最喜欢挑选的是带有蛋黄的粽子。艰苦年月，

物资紧缺，添加咸蛋的粽子寥寥无几，选中的孩子
都格外开心。

母亲每次绑粽子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却
从不愿让任何人来帮忙，也不愿让我们待在一旁
偷师学艺，生怕我们耽误了学习时间，也怕我们添
乱，妨碍了她的工作进程。

母亲总是像一台机器，转个不停，重活轻活全
部包揽。她心灵手巧，插秧、割稻、酿酒、缝纫、烹
饪，无不精通，而她一直认为这些都是不会读书的
人才干的。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子女能够读好
书，考上大学，将来有出息。为此，母亲甘愿自己
默默扛起家务及农活的重任。

往往在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就开始忙碌了，
连饭也顾不上吃，直到月牙爬上树梢，才在院子里
搭起炉灶，在装满粽子的大口锅下烧起柴火，一直
煮到下半夜。

母亲记性不好，在众多孩子中，母亲只记得三
哥的生日。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端午节的前一
天，临盆在即，母亲照例为全家人绑好一大筐的粽
子之后，才进屋生下三哥。

端午节饱含着母亲的艰辛，还见证了一位母

亲内心美好的期许。天亮了，一大早起来，只见母
亲用菖蒲、艾叶插在屋檐下、挂在门楣边，意为避
邪驱鬼。我们不急着吃粽子，而是按照母亲的吩
咐排队，用艾叶、野菠萝花、黎母草等植物浸泡的
热水洗脸。这是祈福的方式，意味着一年到头全
家人没病没灾，吉祥安康。

完成了所有仪式后，母亲把煮好的粽子装在
箩筐里，分成许多小份，让我们逐一送往这一年
有丧事的人家。这是家乡特有的习俗，若有亲人
去世，三年之内（守孝期）是不能绑粽子的。于是，
左邻右舍都会给他们家送去不同的粽子，真是吃
百家粽呢！

端午节在我的家乡算是盛大的节日。除了吃
粽子，还要杀鸡杀鸭，准备丰盛的菜肴摆在厅堂的
八仙桌上，祭祖，缅怀先人，之后才能开饭。

孩提时候，期待端午节，不仅期待味美的粽
子，丰盛的美食，还期待五月虫的到来。那是在屋
檐底下飞来飞去的虫子，挥舞着墨绿色的羽翼，闪
烁着橘红色的斑点，肌理纹硬翅下还覆盖着一对
软翅。孩子们总喜欢在房前屋后竖起竹竿，当五
月虫飞来停靠，便蹑手蹑脚走上前，轻轻放低竹
竿，双手合拢便把五月虫捧在掌心。用白色棉线
从翅膀中间穿过绕在指尖，轻轻旋转，五月虫便像
小风车转个不停。对于孩童，一只小虫子就是最
好的伙伴，可以和它玩耍和对话半天。在不知玩
具为何物的时代和乡下，那一只只小小的五月虫
是指尖最美的风景，曾给我带来无限的乐趣。

自从来到城里，就再也看不到五月虫了。那些
曾经飞在乡下低矮屋檐之间的小生灵，那些在年年
五月曾给我带来快乐的小生命，不知已消逝何方？

如今又逢端午节，五月虫仿佛震颤着小羽翼
迤逦而来，在梦里，又见母亲，来来回回，忙忙碌
碌，掀开锅盖，热腾腾的野菠萝叶包裹的粽子，一
袭青衣，香飘扑鼻，弥漫着草木的气息、大自然的
芳香，还有母爱的清芬………那是岁月长河里我
最怀恋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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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吃过好多地方的粽子。我一直认
为，粽子还是海南的最好吃。一是个头
裹得大，至少比岛外的粽子大；二是形状
多样。在海南，可选的裹粽子的叶有很
多，粽子的款式也就更丰富，有粽叶的，
椰子叶的，有野菠萝叶的，有槟榔花包
的，还有槟榔皮的……裹出来的粽子形
状各异，有呈三角形的，长方形的，椭圆
形的，正方形的。三是用料足。无论是
糯米、鸭蛋黄、还是肉类，都是实打实的”
十足真金“。

现在吃粽子比较方便，小时候要吃
自家粽子还是比较难的，大多是在端午
节那一两天才能吃到。制作粽子的前期
材料需要准备很长时间，且必须在端午
节前做好：糯米、桂皮、大蒜、酱油、南乳、
干虾米、咸鸭蛋黄、排骨、五花肉、盐、麻
绳、香料等。猪肉最好是村里邻居或自
家养的。端午前一天的清晨，大人们开
始忙碌，泡糯米，切肉，准备柴火，调好
料。一番折腾后，已近中午，待糯米开始
酥软，放入大盆中，才开始放入香料、南
乳、酱油等调和起来。接着开始裹粽子，
裹粽子还是要有些技术活的，先把粽叶
子折成圆形或方形，用勺子倒入糯米，接
着放入五花肉和排骨，排骨最好的是白
软骨，其次是猪排骨中间的那一节，咸鸭
蛋黄放在边上，虾米放另一边，虾米最好
是拇指大的，分量不够可以再加一至两
个，再铺上糯米，把粽叶合上，再用麻绳
绑紧，这样的粽子无论从哪一个边角咬
下去都有不同的惊喜。粽子捆绑颇为讲
究，一是要捆得紧，防止渗水；二是要捆
得均匀，面面俱到，恰到好处，以免糯米
膨胀弄破粽叶。绑好时已接近傍晚。用
一口大锅放到土灶上，加满水放入粽子，
塞入木柴，慢慢烧开，到水将干时，再加
满水，直到煮熟。听老人说，以前木头不
值钱时都是用海南黄花梨或香楠来烧，
这样煮出来的粽子才格外的香。煮好后
将粽子捞出，除用来祭祖外，剩下的就让
它们晾凉。三亚港门话有句俗语叫：热
饭冷粽。冷却后的粽子吃时有糯米的黏
性，将粽叶剥开，一口就咬到虾米，再一
口就是虾米拌着滑口的五花肉，再吃三
分之二到了脆排骨，接着就到咸蛋黄，吃
完舔舔沾在拇指上遗落的糯米，还想再
吃一个。

据说浙江粽子很好吃，白居易有诗
“忆在苏州日，常谙夏至筵。粽香筒竹
嫩，炙脆子鹅鲜。”金庸《鹿鼎记》也写湖
州粽子米软馅美，天下无双。韦小宝第
一次认识双儿就和湖州粽子有关，还和
双儿谈起以前在扬州常被人差买湖州粽
子，回来路上他总是在粽箬边角挤些米
粒来尝一尝。我没吃过浙江粽子，但吃
过广州粽子、四川粽子、北京粽子、天津
粽子，还有泉州肉粽等，有的甜，有的咸，
有的馅是红枣，有的馅是花生，有的馅是
板栗，总体感觉和海南的粽子相比大有
不同。

记得小时候邻居家的小孩经常和我
攀比，无论成绩还是其他的。有一回端
午节，我央求母亲给我包个大粽子，他父
母知道了，为了超过我的，就拿一大张的
槟榔皮也包了一个大粽子，有枕头那么
大，煮到第二天早上也没煮熟透，中间的
糯米还是生的。

读初中时，我在三亚港西住过一段
时间，港西的百姓主要以打渔为生，房子
都紧挨着，一栋接一栋的，巷深路黑。每
到晚上九十点左右，总有卖粽子的阿姨
挑着担，拿着手电筒或煤油灯沿街喊道：

“剥粽子啰！剥粽子啰！”夜间的喊声荡
着回响，我就知道好事来了。不知道是
不是靠海的原因，感觉港门的粽子比崖
城的更入味，剥好的粽子放入碗里都是
一整个，放点白糖，咬上一口，有酥滑的
五花肉味道。

香！

“五月赛龙舟，端午粽飘香”。端午节包粽
子，赛龙舟，采艾蒿，缠彩线，挂香包，喝黄酒
……各地习俗皆有不同。民以食为天，端午
节，粽子当然是主角，除了粽子，还有一些地方
特色小吃会在这一天被拾掇起，虽然不同地域
的“食俗”文化不尽相同，但是延续一方美味，
传承地方饮食文化的初衷却是相同的，这就是
端午节里的寻常味。

江浙一带端午节有吃“五黄”的习俗。江
南传统中的端午五黄泛指黄鳝、黄鱼、黄瓜、黄
梅和黄酒，为什么要吃五黄？从中医角度说，
农历五月初五阳气升发，正是人们巩固自身精
气，进补的好时节，同时也正是万物滋生、虫害
滋生的时节，所以自古以来端午节的一些民间
习俗有清热解毒、驱虫辟邪的习俗，有一些习
俗一直延续至今。

北方吃油糕吃打糕；南方吃艾馍喝黄酒；
南京西安芜湖等地端午节这一天会吃绿豆糕，
糕与高同音，寓意飞黄腾达，与端午粽子一起
吃，又有“高中”的意思，对于准备参考的学子
来说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粽子吃多了，喝一碗鸡屎藤汤。在海南
一些农村，还保留着端午节喝鸡屎藤汤的习
俗。地里村边摘一把鸡屎藤，因为此叶片闻
起来有一种特别的鸡屎味道，故名鸡屎藤
叶。挤出汁液掺合面粉，白面粉变成了绿面
粉，把面团揉匀，再挤成细小长条，热水下锅，
做成一锅鸡屎藤汤。鸡屎藤汁加入米粉面粉
做成汤后，鸡屎的味道就神奇般地消失了。
如今在海南各地，在街边小巷里，在传统小吃
的摊位上，仍然能寻到鸡屎藤做成的各种美
食。粽子吃多了不消化，喝一碗鸡屎藤汤，可
以中和，具有祛风除湿、消食化积、解毒消肿
的作用。

小时候，过端午节就是“开荤”。在那食物
匮乏的年代，包粽子，只有一小丁肉，主料是自
家种的花生和白豆。包好的粽子会放在露天
院子里的一口大柴锅煮几个小时，在那漫长的
几小时里，内心充满了期待，谁也不愿意走远，
就围着柴锅旁边转悠，时不时走到跟前看一
看，闻一闻，生怕走远了会少吃两口，生怕错过
揭开锅时，香烟滚滚的那一瞬间。

端午节那几天，天天吃粽子，孩子们吃多
了积食，妈妈就会煮一锅酸竹笋汤。那时在农
场，每家每户都开垦荒地，竹笋到处都是，从地
里采挖新鲜的竹笋，剥去外壳切片煮熟，竹笋
放几天变酸后，就可以煮鱼汤了。刚出锅的酸
笋汤色白如乳，抿一小口，十分酸爽，利于消
食。晚餐时刻，小朋友们各端一碗站在门口喝
着，有时相互串门，看看谁家酸笋汤里放鱼多，
盛一小碗尝尝，连尝几家后，小肚子圆圆鼓鼓，
于是，家门口便多了几只晃悠的小猪儿。一碗
地域特色的酸竹笋汤是儿时难忘的记忆，那是

端午节必不可少的寻常味。
如今的端午节，超市里的粽子种类多得让

人眼花，肉粽枣粽豆粽海鲜粽；咸的甜的辣的
……也许过于丰富的物质让味觉早已麻木，粽
子吃不出儿时的香味。

今年雨水比往年早，农场朋友家里种的竹
笋长势非常好，又粗又壮，可以采挖。前两天
约我们去她家做客。农庄占地十几亩，有果
树、竹笋林、鱼塘，林下散养着山鸡。端午节将
至，粽子也包上了。朋友包的粽子与众不同，
个头小巧而精致，棱角分明，粽子用红绳串起
来，一串三四个，挂在架子上就像一件艺术品，
令人赏心悦目。每一个粽子皆有不同的馅料，
口味也各不相同，让人印象深刻。由于她包的
粽子口感好有特色，每年端午节都有酒店前来
订购。

那天，朋友做了一大桌菜，南瓜苗、红薯
藤、红烧鱼、白切鸡、竹笋炒肉、酸笋鱼汤、竹叶
卷丸子……全是果地里的原产品。其中有一
道菜叫“笋辫子走秀”，先将干笋泡发变软后，
撕成条条细丝，把竹笋编成细小的辫子，然后
把一根根小辫子捆绑在一起，在锅里油炸定型
后，再加入墨鱼丝慢慢熬煮。竹笋炖墨鱼，山
与海的组合，别有一番滋味。出锅后，一个圆
形的，仿佛小姑娘细而密集的麻花辫发型就呈
现在你眼前。寻常食材的华丽转身，上演了一
场“时装秀”，一直以朴素形象示人的竹笋，没
想到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时尚造型。朋友说，虽
然疫情影响了这几年竹笋的销路，不过，正是
由于多了晒干存放的竹笋，她才开发了这道
菜，很受欢迎。

临走时，朋友送了一些竹笋和几串粽子，
一份浓厚的情意，全都藏在这端午节的寻常
味里。

端
午
节
里
的

寻
常
味

■
黄
道
娟

致

曾经有一种声音

像细雨一样

无声地落在黑板上

我读着那变幻的乐章

踌躇满志，少年阳光

却忽略了那热浪般的温度

那多姿多彩的线条

把我人生无数的零

编织成奇妙绚丽的梦

多年以后

当同样的细雨

滋润着我的孩子时

我却感觉到了当年的细雨

在我心田里的宁静处

雕刻下一道有恒温的风景

有一种声音
■ 张竹音

清 宫廷画家《雍正十二月行乐图》之《五月竞舟》（局部）

程十发《端午即景》 齐白石《端午美味图》

清 郎世宁《午瑞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在太阳照射下

那一片片椰树林的绿色

也是我住的城市颜色

道路不远处一个女孩抬头

专注于凤凰花悸动的红色

她仿佛在用椰子水的声音打探花之原始乡音

是不是如此形色

全然为了雕刻海的蓝色心跳

我站在窗前

打量那些精心编排红舞之花瓣

阳光下那么平静

凤凰花姿有顺着海风的意思

应是给海岛生发更多的红色

凤凰花姿顺着海风
■ 郑丽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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