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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逢端午五月逢端午

五月古来号称

“毒月”，所谓“五月

到，五毒出 ；五毒

醒，不安宁”。这个

时候，蜈蚣、毒蛇、

蝎子、壁虎、蟾蜍等毒

物开始频繁活动，严重威胁到古人的

生活。《三五历记》说：“数起于一，立

于三，成于五，盛于七，处于九。”一、

三、五、七、九这些奇数号称阳数，五

月初五有两个阳数，不符合古人刚柔

并济、阴阳调和的观念，所以这一天

也被称为“恶日”。

既然是毒月恶日，当然要想办法

禳解送灾，最常见的方式是划龙舟和

包粽子。

关于划龙舟，《荆楚岁时记》说：

“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

日。伤其死，故并命舟楫以拯之……

邯郸淳《曹娥碑》云：‘五月五日，时迎

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

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越地

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说

明划龙舟的风俗至少有4个起源：屈

原说、曹娥说、伍子胥说、勾践说，这

是来自南方的传说。蔡邕《琴操》却

说端午的由来与介之推有关，介之推

为了助晋文公重耳复国，不惜割股啖

君，重耳后来却忘记了他的恩情，介

之推做《龙蛇歌》隐居于绵山，重耳烧

山亦不出，于是又有寒食吃粽子的习

俗，这是来自北方的传说。

闻一多在《端午的历史教育》中

谈道：“端午本是吴越民族举行图腾

祭的节日，而赛龙舟便是这祭仪中半

宗教、半社会性的娱乐节目。至于将

粽子投到水中，本意是给蛟龙享受

的，那就不用讲了。”他认为古代吴越

人“断发文身”是为了扮成蛟龙的儿

子，从而躲避蛟龙的伤害。端午民俗

的出现要比屈原早得多，五月初五其

实是“龙的节日”，闻一多的说法可以

看作图腾说。

江绍原说：“风俗是生长的，它可

以和另一个或一个以上的，而且与它

一样古的风俗混合在一处。它也可

以自己长出新的部分来，而且新的部

分往往把原来的一层降为次要的或

说比较不惹人注意的。因此寻求一

个风俗的本意者，在负面须不为后起

的或托古的解释所瞒过，如上所说；

此外在正面，尚须找出它较初的形

式，或云前身。”他认为，龙舟竞渡必

须离开屈原、伍子胥、勾践等去探求，

其前身既不是一种娱乐，也不是对于

什么人的纪念，而是一种“禳灾”的仪

式。竞渡本质上是一种用法术处理

的公共卫生事业，每年在五月把疵疠

夭札烧死并且用船送走，江绍原的说

法可以看作公共卫生说。

黄石说：“端午节是个浑然的岁

时礼俗体系，它的诸般礼俗有一条线

索贯通，作为它们的中心支柱是什么

呢？一切都为了逐疫，一切都为了保

证生命的安全，最高的目的，唯一的

目的，是生存欲的表现。一句话说，

端午是逐疫节，这就是它的根本意

义，也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他认为

国人生活是应天顺时、符合节律的，

角黍（粽子）本为初夏荐新之祭，龙舟

逐疫是毒月禳灾之举，因为时间巧

合、时食通用，此后荐新之礼虽然废

除，但是角黍却作为端午的风俗与划

龙舟一同保存了下来。黄石的说法

可以看作逐疫说。

江绍原与黄石的说法比较相似，

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端午节原本是

一个禳灾或逐疫的节日。既然端午

的风俗要早于屈原，那么为什么又会

与屈原的传说合流呢？我们知道，传

统是变动不居、不断生长的，一切的

传统都曾经是现代，一切的现代也都

可能成为传统。这里自然存在一个

民族心理积淀和主动选择传统的问

题——对传统的选择本身就是在建

构传统。

屈原传说之所以后来居上，超越

了曹娥说、伍子胥说、勾践说、介之推

说等，甚至让人忘却了图腾的印记、

逐疫的传统和公共卫生仪式，就是因

为其中蕴含浓郁的爱国主义精神。

人们希望，在划龙舟和吃粽子的时

候，还需要一个更崇高的理由，毕竟

生活还需要价值和仪式感。《荆楚岁

时记》是南朝梁代宗懔所撰，说明最

晚在南朝时屈原的传说就已经与划

龙舟、包粽子结合在一起，成为端午

风俗的有力组成部分。

传统被建构以后，人们就会想办

法弥缝其中的罅隙。《太平御览》引《续

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

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

投水以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忽

见一士人，自云‘三闾大夫’，谓曲曰：

‘闻君当见祭，甚善。常年为蛟龙所

窃，今若有惠，当以楝叶塞其上，以彩

丝缠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

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

花丝，遗风也。”这是屈原托梦给长沙

人区曲，抱怨投水的粽子总是被蛟龙

偷吃，能否在外面裹上粽叶、缠上五彩

丝线以吓退蛟龙。这样，屈原的传说

与粽子的习俗就紧密结合起来，建构

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记得小时候过端午都是开开心

心、兴高采烈的。近年来突然流行一

个“伪民俗”，说端午是驱邪避毒的，

不能说“端午快乐”而要说“端午安

康”。更有好事者，专门发送短信，教

人说“端午安康”，闹得人人自危，仿

佛不说“端午安康”就没文化似的。

我曾经写诗调侃道：“浮生若寄待壶

浆，艾蒲青青粽叶香。千载龙舟皆快

乐，如今只许说安康。”既然是节日，

没有理由不让人快乐；何况人们在划

着龙舟、吃着粽子时，一样会想起爱

国主义诗人屈原的。

有意义的生活，永远是快乐的。

●附：

端午的习俗当然不止于划龙舟

和包粽子，试看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的《端阳故事图册》，这组画由清代画

家徐扬所绘，内中有识语：“端阳故事

八帧，臣徐扬敬写。”应该是徐扬奉乾

隆皇帝的诏命，图写端午主要风俗

的。每开均以隶书题写标题：射粉

团、赐枭羹、采药草、养鸲鹆、悬艾人、

系采丝、裹角黍、观竞渡，并以行书对

画作加以注释。

第一开为《射粉团》。题曰：“射粉

团，唐宫中造粉团角黍饤盘中，以小弓

射之，中者得食。”粉团是类似麻团的

一种点心，用糯米制成，外裹芝麻，置

油中炸熟，射粉团是唐代都城和宫廷

盛行的游戏。《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宫中每到端午节，造粉团、角黍，贮于

金盘中。以小角造弓子，纤妙可爱，架

箭射盘中粉团，中者得食。盖粉团滑

腻而难射也。都中盛行此戏。”

第二开为《赐枭羹》。题曰：“汉令

郡国贡枭为羹赐官以恶鸟，故食之。”

所谓枭羮，就是用猫头鹰制作的羹

汤。猫头鹰在古代被认为是不孝的

鸟，皇帝赐给大臣枭羮，是在警示大臣

切勿不忠不孝，一定要去除邪恶。

第三开为《采药草》。题曰：“五

日午时蓄采众药治病，最效验。”端午

是毒月恶日，采草药正可治病防病，

此时草药茎叶成熟，药性最好。

第四开为《养鸲鹆》。题曰：“取

鸲鹆儿毛羽新成者去舌尖，养之皆善

语。”鸲鹆就是我们俗称的八哥，擅长

模仿人语，古人认为调教八哥最好的

时间就是端午。

第五开为《悬艾人》。题曰：“荆

楚风俗以艾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

气。”艾叶馨香，《本草纲目》说“能灸

百病”，又称“医草”。家家户户悬艾

为人，妇女头簪艾花，儿童身贴艾虎，

当然是为了祛毒辟邪。

第六开为《系采丝》。题曰：“系

采丝，以五色丝系臂，谓之长命缕。”

汪曾祺《端午的鸭蛋》说：“端午节，我

们那里的孩子兴挂‘鸭蛋络子’。头

一天，就由姑姑或姐姐用彩色丝线打

好了络子。”说明五色丝还有不同的

功效。

第七开为《裹角黍》。题曰：“以

菰叶裹粘米为角黍取阴阳包裹之义，

以赞时也。”第八开为《观竞渡》。题

曰：“观竞渡，聚众临流称为龙舟胜

会。”包粽子和赛龙舟，各地无论是粽

叶的选取、馅料的调制、粽子的包法，

以及龙舟的形制、赛程等，都是因地

制宜、因利乘便的，体现了中国人的

智慧与通达。苏轼在《六幺令》上阕

写道：“虎符缠臂，佳节又端午。门前

艾蒲青翠，天淡纸鸢舞。粽叶香飘十

里，对酒携樽俎。龙舟争渡，助威呐

喊，凭吊祭江诵君赋。”这段文字正是

对端午主要风俗的描绘。

（作者单位系北京教育学院）

中国古代以天干地支表示时间，

以北斗斗柄上第七颗星“瑶光”的逐月

推移而测定月次。由于夏历建寅，以

孟春月为岁首，等到“瑶光”运行到仲

夏，恰好对应地支中的“午”，因此仲夏

五月又被称为“午月”。在中国古代，

表明节气的节日，如立春、夏至、秋分

和立冬较为固定；有些节日是以时序

为期的，如上巳节是三月第一个巳日，

端午便是午月第一个午日，这些节日

的具体时间并不固定。由于“午”与

“五”同音，所以后来人们把端午节确

定在农历五月五日，完成了以天干地

支纪时向以数字纪时的转换。明人谢

肇淛在《五杂组》一书中就曾说：“古人

‘午’‘五’二字相通用。端，始也，端午

犹言初五耳。”

作为古老的传统节日，端午节又

称端阳节、重午节，具体起源时间已不

可考，而典籍中关于端午的最早记载

可能始于东汉时期。

端午节习俗很多，游戏方面有斗

草、射柳、龙舟竞渡等；饮食方面有吃

粽子、吃咸鸭蛋、饮雄黄酒等，在我的

老家湖北咸宁，还要吃新麦做的包子

尝新；在辟邪方面，主要有插香艾、挂

菖蒲、浴兰汤、佩荷包、系五色线、作艾

虎等。可见，在端午这个重要时间节

点上，人们的活动和饮食被赋予了特

殊意义。在人们思想观念中能避邪的

芳香植物，更是成为端午节最有象征

性的符号，因此端午节在某种意义上

可以说是一个芳香的节日。

撇开游戏与饮食不论，单说端午

与香草的关系就很复杂。关于插香

艾、挂菖蒲，《红楼梦》第三十一回一言

以蔽之曰“蒲艾簪门”。在我老家，端

午节家家户户都在门边插上艾草，再

把菖蒲悬挂在艾草上，艾草和菖蒲就

成了端午的标配。“艾叶如旗招百福，

菖蒲似剑斩千妖”，这副对联虽然浅

俗，但有力凸显了艾草和菖蒲的功能，

也折射了人们内心的期待。当然，艾

草和菖蒲也可以适当变形，南朝梁代

宗懔在《荆楚岁时记》“端午节”条中记

载：“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

气。”南宋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引

《岁时杂记》说：“端午以艾为虎形，或

剪彩为小虎，粘艾叶以戴之。”又言，

“端午刻蒲剑为小人子，或葫芦形”。

这样的变形处理，一方面是取门神和

老虎的威严，另一方面也显得更加精

致了。为什么是艾草和菖蒲而不是其

他植物呢？除了艾草和菖蒲外形如旗

似剑的特点外，古人还认为艾草和菖

蒲有一股浓郁的清香，可以驱虫、去

秽、辟邪。

端午日也有浴兰汤的习俗。需要

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兰是指菊科植

物佩兰，有香气，可以煎水沐浴。屈原

《九歌·云中君》中就有“浴兰汤兮沐

芳”之句，不过诗中所谓的“浴兰汤”并

不见得发生在端午节。端午节浴兰

汤，最晚在西汉时期就有了，《大戴礼

记》中就有“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的

记载。因为端午有浴兰汤的习俗，所

以端午节又被称为“浴兰节”，李商隐

诗“重午云阴日正长，佳辰早至浴兰

汤”，亦可以作为端午浴兰汤的佐证。

端午之所以要浴兰汤，是因为人们相

信可以禳灾祛病。假如兰汤不可得，

又该怎么办呢？《五杂俎》中说：“兰汤

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拂而浴

之。”不过，也有煎艾草和菖蒲洗浴的，

其功能与浴兰汤相仿佛。

端午节还有采草药的习俗。《岁时

广记》中说：“五月五日，竞采杂药，可

治百病。”明人张岱在《夜航船》“制百

药”条中说：“午日午时，头柄正掩五

鬼，于此时制百药，无不灵验。”相比较

而言，张岱指出端午制药有具体的时

辰限制，这样效果更为灵验。把制成

的药装进荷包佩戴在身上，可以驱虫

祛病。至于荷包的形制，多做成日月、

星辰、鸟兽、花朵之状，这样精致的荷

包可谓端午节特有的工艺品。

由此可见，端午节与香草关系密

切。何以故？端午节作为阴阳相争的

特殊节点，容易滋生疾病，在医学不发

达的传统社会，驱虫、祛毒、辟邪、防疫

不得不借助于香草，所以端午节与香

草结下了不解之缘，端午节也成了一

个芳香的节日。

（作者单位系贵州财经大学文学院）

芳香之节
□朱美禄

说端午
□方 麟

《射粉团》 《赐枭羹》 《采药草》 《养鸲鹆》

《悬艾人》 《系采丝》 《裹角黍》 《观竞渡》

小满一过，院子里艾蒿根部的叶

子就泛黄了，即便是枝头也褪去了春

天里的葱翠，似乎敷上了一层薄薄的

白霜，倒是多了几分清爽。是啊，再

过几天，就要收了艾叶过端午了。

我的故乡在北方，门前一条大河

穿城而过，河中有高地如洲，遍生艾

蒿。端午前，男人撑小船渡河到洲上

采艾；水性好的甚至不屑于用船，他

们带着家里洗澡用的大铁皮盆横渡

过去，砍下高高的艾蒿打成捆装盆，

依旧横渡回来。

艾蒿到家，散开，晾晒在宽大的

院子里。母亲会挑选出最青葱鲜嫩

的，配上在河边采的香蒲草，四五枝

扎成一小把，总计有十来把。派我给

隔壁邻居家送上两把，余下的大门挂

一把，正屋门挂一把，做厨房的偏厦

挂一把，连父亲垒得高高的鸡窝前也

要挂上一把。这样一来，走到哪里都

是清凉凉的艾草香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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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一阕浣溪沙，写尽了端

午佳话。

“浴芳兰”也叫“沐兰汤”，换如今

的说法就是“药浴”，不过不是针对某

种疾病，而是针对即将来临的暑日。

一般是用随处可见的松、柏、桑枝、艾

叶等药草，可以祛暑毒、除热痱，古时

的宫廷官宦人家还会加上名贵的香

草香花。

母亲虽从小过着贫寒的生活，但却

注重生活的细节。那时条件差，家里也

没有浴室，只能在盆里洗浴，做木匠的

父亲便打了一个大大的“腰子盆”。平

时洗浴，家里人都是错开的，唯独端午

不行，一家人都要药浴。

这一天晚饭通常吃得比较早。

收拾好碗筷，母亲就会搬出大蒸锅煮

洗澡水，先烧好几暖瓶开水，再把水

桶里早已泡好的草药放进锅里煮。

这些药草没有一样是买的：车前草是

从大堤上挖的；桑叶、柏枝、松针，这

些随处可见；薄荷是母亲在院墙旁精

心栽种的；宽敞的院子里，月季从春

天开到秋天，还有茉莉、凤仙，样样都

是随手可得。这些虽然色彩搭配漂

亮，可都是配角，主角当然是艾蒿，母

亲说那些晒得蔫蔫的艾蒿有祛湿效

果，要多放些。

母亲煮好第一盆药汤先让父亲

洗，随后我和姐姐跟着母亲进到与厨

房相邻的小房间。母亲先用温开水

给我们洗一遍，我们的“兰汤”与父亲

不同，母亲采了许多花瓣放在浴汤

里。母亲会把我的长辫子盘好用毛

巾包上，然后细心地为我沐浴：把花

瓣和艾叶在我的身体上揉搓，紫红、

淡粉、洁白、碧绿……微甜的花香夹

杂着清冽的艾草香。“浴兰汤兮沐芳，

华采衣兮若英”，在我眼里，母亲的布

衣素服胜似灿若云霞的锦缎，她用蕙

质兰心的爱意将我浸染。

民间传说中与端午最为紧密的

是屈原投江的故事，当这位忠诚于国

的士大夫沉水而亡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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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吃粽子，于是端午又多了“解粽节”

的称呼。

家在北方，虽然守着大河，但从

来没见过赛龙舟；粽子却是一定有

的，我最喜欢与母亲一起包粽子。母

亲包粽子与他人不同，要把糯米洗净

浸泡一整天，粽叶也洗净泡在盆里，

还有红枣也要洗得干干净净——母

亲只包枣粽子，她说其他食材会破坏

粽叶的清香。

母亲的手真是巧，两三片粽叶叠

好，手一弯便折出一个圆锥体的小兜

兜。先在角上放一枚枣子，母亲说这

样可以阻止漏米；然后在小兜子里装

满泡好的糯米；再把长端的粽叶尾一

折、一盖、一绕，尾稍插进缝隙；最后

用白纱线左捆右缠，一个青灵灵的粽

子就完工了。包好的粽子整整齐齐

摆进大蒸锅，加水刚没过粽子，上面

用盖帘压上，再用大号的碗装满满一

碗水压上，然后大火煮。水开后，一

股粽叶的清香就随蒸汽弥漫开来。

第二天早上一睁眼，我就会先看

看手腕——母亲肯定已经给我系好

了五彩线，脚腕上也有，通常是五根

彩线捻成一股，还留了一段穗子，特

别漂亮。

除了剥好了的粽子和一小碟白

糖，这一天的饭桌上肯定还有一盆煮

好的鸡蛋和大大的青皮咸鸭蛋。饭

后，母亲会给我挂上一个五彩线编的

小网兜，里面放着一个咸鸭蛋——这

是小朋友的游戏工具“斗蛋”，就是用

鸡蛋、鸭蛋来互相碰撞。多数孩子都

没有小网兜，即使有也不如我的精

致，母亲对我的爱就体现在这些细微

的一点一滴，她把清贫的日子过得有

滋有味。

随着艾蒿的清香，思绪回到小院

里。找出园艺剪，准备收艾蒿，除了

插艾，我还想做些驱蚊香包。又想起

母亲讲给我的那些端午习俗：斗百

草、采仙药、饮雄黄、画儿额……每一

个习俗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而我

的端午记忆中，则是满满的亲情和

母爱。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栖霞

区实验小学）

端午记忆
□王 霞

《端阳故事图册》 清·徐扬

端午节又称重五节、端阳节等，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的起源是什么，端午节有

哪些民俗文化，又有哪些历史传承？本期，我们刊发一些
与端午节有关的散文随笔，共同感受端午节的文化品位。

佳佳晨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