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节吃粽子是我国的传统习俗。每年
的端午，我都会亲手包粽子吃，这个习惯是从

母亲那儿延续下来的。
“五月五，是端阳。门

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撒
白糖，龙舟下水喜洋
洋。”在我们国家，端
午是一个非常庄重
的节日，有喝雄黄
酒、挂菖蒲、熏艾草，
赛龙舟等习俗，包粽

子吃粽子更是不可或缺。在我的家乡，每逢端
午节临近，家家户户都准备原料制作粽子，购
买鸭蛋腌制，到集市上买或到深山里打来粽
叶。待到要用的前一天，把粽叶浸泡在清水
中，一张一张地擦洗干净，剪去柄蒂与叶尖，放
进大锅用滚烫的水煮过，捞出后晾干待用。

母亲包粽子的时候，我们兄妹几个喜
欢拿着小板凳坐在她身旁，专心地看着

她的一举一动。母亲的手很巧，只见
她先将三四片粽叶放在桌上摊平，

光滑的那面朝内，一头一尾反
方向重叠，然后倒上浸泡好

的绿豆、糯米作垫层，放
入两块腌制好的五花

肉和一个咸鸭蛋黄，
再用勺子挖一勺
糯米封盖，折了粽

叶的一头，把粽子竖
起，手轻拍粽身，把米粒

抖实，顺手把粽子另一头的粽叶也折一下。最后用搓好的
麻绳一扎，猛力一抽，绕几绕，打上绳结，一个圆实修长的枕
头粽就包好了。

紧接着，母亲又像变魔术般左绕右绕，三角形的、牛角
形的、小宝塔形的、圆棒形的粽子便一个个出现了，这是为
了区别里头不同的馅儿。母亲一边包粽子一边给我们讲端
午节包粽子的来历，可那时的我只知道过节吃粽子的快乐，
当时母亲讲了些什么竟然完全不记得，上学后，从历史课本
上才知道了五月初五是屈原投江殉难日，端午节是为了纪
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

看到母亲如此轻易地就包好了粽子，我们的手也痒痒
的，撩起粽叶学起来，但总是裹不好，不是将糯米漏了出来，
就是包的粽子没有棱角，很不好看。母亲笑了笑，对我们
说：“没事的，慢慢来，不要着急，要耐心，多包几个就好了。”
就这样我们家里的孩子也都学会了包粽子。

傍晚时分，母亲把粽子逐个码入大铁锅中，倒满清水，
盖上锅盖，先用旺火催锅，待烧滚水后改为文火慢炖。我们
小孩子不停地往灶膛中添柴，火苗红红地紧挨着锅底，一闪
一闪地跳跃着，映红了我们的笑脸。随着白腾腾的雾气，满
屋飘溢着浓郁的粽子清香，诱得我们兄妹几个口水忍不住

流了下来，不停地问什么时候才能吃啊，并恨不得立即从锅
中拿出一只塞到嘴中。煮粽子的火候很重要，得煮上好几
个小时才有粘性。记得母亲一再说：“一次就要把它煮熟，
如果煮的夹生，即便再回锅也不管用了。”不知何时我们都
沉沉睡去，只留下母亲一夜守在灶口添柴加火。

第二天醒来，随着“吱呀”的开门声，父亲把割回的艾
草、菖蒲插满家中的门窗，整个院子里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
似草药芳香的味道。母亲用雄黄在我们额头上画上王字，
把精美的香囊挂在我们脖子上，然后全家人围着桌子品尝
粽子，高高兴兴过端午节。

历经一夜文火
煮出的粽子，粽叶的
清香、肉蛋的醇香已
和浓浓的米香融为
一体，只嗅着它的味
道，就已经让人垂
涎。我们迫不及待
地剥开墨绿的粽叶，
米被染得金黄金黄
的，闪着诱人的光

泽，切开后柔软而黏韧，咬一口，顿觉甘香爽口，肠胃舒
适，别有一番风味。我最喜欢拿三角形的粽子，蘸上白
糖，从尖尖的粽米处开始吃，米香、枣香和粽叶香交融在
嘴里直透肺腑，让人回味无穷。

长大求学、工作成家后，我远离了母亲。在外度过的端
午节，总会特别地想念童年母亲包的清香粽子……而母亲每
年也不忘包好粽子邮寄过来，拿到手还是那么清香扑鼻，一
如母爱的恒久温馨。如今母亲已故，吃不到她包的那种风味
独特的粽子了，而我依然沿袭着端午节包粽子的习惯，不为
别的，只为重温那一份童年的记忆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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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孩是中国散文的一个鲜明符号，他不但是
散文写作的组织者，他的散文也有着独树一帜的平

民情结，他抒发自己情怀的艺术手法也是独具特色的，
他从生活细节出发，语言朴素，叙事极强，注重情感表

达，哲理与写意结合，特别是结尾，借鉴小说笔法，充满不确
定性。这些充满个性的散文让他的鲜明符号更加熠熠生辉。

最近在“红孩散文说”公众号上，一连追读了他几十篇文
章。这其中既有他的散文精品系列，也有他的散文理论系
列。红孩的文字有着别样的秉赋，没有故作高深，没有虚假
矫情，没有引经据典。那些文字都是从他的心底里流淌出来
的，质朴的文字，有心的忠诚，有血的温度，像是从山涧里面
淙淙流出的清泉，洁白闪亮又叮咚有声；像是春天里的清风，
清爽、甘甜、芬芳，让你陶醉，让你享受到优美的文字带给你
的愉悦。

我知道红孩出身于京郊的一个农场，母亲是农场工人，
父亲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红孩常戏说自己

是“村高干子弟”。在我看来，
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平民，

是靠爬格子一步步走到今天的。那
些农场的平民岁月，让他建立了同
平民的血肉联系，煅打出宽厚的平

民情怀。正因如此，他的心中总是有平民，他的感情总
是为平民而生发。于是，从他的笔端就走出可敬可亲
可爱可叹的芸芸众生，有亲人、有朋友、有工人，有农
民、有作者、有病友、有偶尔见过一面的人，也有接触

很多的人，即使接触了许多重量级的名人、大官、大款，他的
情感还是倾注在基层的普通人身上。他写到的那些事，也大
都是生活中常发生的普通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也没有
故弄玄虚的奇事，那些事也常常发生在你的身边。他所传递
的也是人们常常抒发的、写散文总离不开的人情，如世情、亲
情、乡情、友情、爱情、战友情、同学情等。这类文章看得多了
总觉雷同，难以让人动心、动情，但红孩的这类文章却在平凡

中写出了超凡，在相同中写出了不同，看着看着就让人心动。
叙事性强、注重细节是让人心动的重要因素。综观红孩

的文章，他叙写的平民都是在一个或几个情节中呈现的，这
就有了事情的发生、发展，人物命运的跌荡起伏、成功和失
败。在事情和命运的变化中，人的喜、怒、忧、思、悲、恐、惊，
所谓“七情六欲”，就都表现出来了，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
和细腻性，怎会让人不心动。《百花深处》写的是他读高中时
的一段与女同学的美丽情感，那是一段心里有而始终没有说
出口的纯真的朦胧的爱情。因为他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
说，女同学便给他递了愿意交往的纸条，从此他们就经常偷
偷见面交换彼此的作品。然而当高他一级的女同学毕业时，
他因为参加集训而失约，从此竟失掉联系，再不得相见。在
这样一个大的情节中，运用了众多的细节表现收到纸条的惊
喜和不安，相约的甜蜜和激动，失联的惆怅和痛苦，不得相见
的思念和悲伤。正是在这样一个初恋的情节中选用的若干
细节表现出来的细腻和丰富的情感，打动了读者，让人为他

们纯真的友情而心动。这种感情的表达与常见的板块式、集
束式或直白式的表达是完全不同的。那篇《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看似是与女兵汪瑞的通讯，其实是在汪瑞来鲁迅文学院
学习的大情节中，通过信中那些生存和战斗的艰难细节，让
读者情不自禁地为女兵的高尚情操而心动。这类作品还包
括《女人的荷》《那一年我们追赶的爱情》《牧羊姑娘把歌唱》
等大量篇什，无不具有这样的品性。可以说用细节表达情节
中的人物，在情节和细节中表现情感的丰富性和细腻性，从
而打动读者，是红孩写作的重要手段。

瞄准灵魂的情感表达也是红孩散文的显著特点。生活
中的红孩是个率真的人，不做假，不夸饰，活活泼泼又坦坦
荡荡，他活得真实，他的文章也是感情的真实呈现，他的情
感表达是灵魂的双向关注，既是作者心灵深处感情的表达，
也是对被写对象灵魂的拷问。他的散文结构放松、舒展，但
浓烈的情感却把一切凝聚在一起，形成强烈的冲击力，所以
他的文章总会拨动读者的心弦，留下久久的回响。

人性中与生俱来的对生存的渴望，对胜利
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望，对同类的关心，对同类
帮助的冲动，都是“人类情感”的本质特征。红孩的散
文让人心动，还是因为始终没有离开这些情感的表
达，写出了人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最令人难忘的是他写
同病房病友父子的那篇文章，这对父子是农村人，家境不富
裕，家里的事情也比较多，儿子既想要父亲早日好起来，又
承担不了经济和时间的双重压力，他的心思是复杂的，如果
父亲无法治好，不如早日解脱。经由若干细节展示的多样
又多变的儿子的情感写得入木三分，凡是看过文章的人，谁
能不为之心动。《你是被哪阵风吹来的》写的是他带一个喜
欢写诗的女孩参加文人聚会的事，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
的场景，由于对准了女孩对美好事物的向往欲望，让你感觉
这个还青涩的文友是可爱可亲的，在她与一个溜狗的泼妇
的“斗争”中，你会感觉到人性的善与恶。《我害怕女儿的背
影》通过送女儿上幼儿园、进小学面试等过程，细致地写出

了一个父亲对女儿又痛又
爱，希望孩子改变内向的性
格又怕伤着孩子的心性，让
人不能不为这位善良的父亲
所感动。这些逼近人性、对
焦灵魂的情感表达，篇篇都
会楔入你感情的深处，心动
是情不自禁的。

红孩的散文题材大都选
自亲身经历的事、亲身接触
或交往过的人，这些事是平

常事，这些人是平常人，可你细细地品味，其中蕴含的细
腻的哲思，总会为你打开一扇扇思想的大门，让你步入一
片思想的新天地。《东渡 东渡》表面看是写毛泽东当年从
延安东渡黄河时乘坐的那艘只有七八米长的木帆船，其
实，让读者深受启发的是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颂扬
的是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细读他的每篇文章，都
有着隽永又深沉的哲思，没有人为的拔高，没有虚假的逢
迎，怎么想就怎么写，有什么感受就写什么感受。他那些
哲思是接地气的，你容易和他的感情沟通，你愿意接受他
所表达的思想。

毫无疑问，红孩是文学的多面手，因此他把其它文学体
材的一些元素也引入到散文写作中来了，这更增加了散文
的可读性和文学性。这一点在结尾上展示的尤其充分。他
的结尾像不少小说的结尾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给读者留
下了更多的想像空间和思考的余地，也让其散文达到了审
美的新高度。

红孩散文的平民美学红孩散文的平民美学
□綦国瑞心灵微品

近日，偶翻早前已经泛
黄的见报本，30多年前笔者
一次下部队采访的一段经
历，也渐渐清晰了起来。

那是 1991 年，我正在
警备区新闻骨干培训班学
习，元旦过后的第一个周
末，我跟随警备区新闻干事
孙红专下部队采访。

我们要采访的对象，是
原济南军区守备某团二连
司务长张军山，他是一个有
着 13 年兵龄的老兵（志愿
兵），1978年入伍，山东滨州
人，是连队干部战士公认的

“老黄牛”。在连队里，他的
资历比连长、指导员还要
老；在党支部，他还有另
一个头衔——支部委
员。

战士支委，作
为连队日常管理
的兵头将尾，是
连队建设不可
或缺的重要力
量。然而，在实

际工作中，由于战士支委“肩上没有星，说话
没人听”，其身份有时不免有些尴尬。可是，
生性倔强的张军山偏偏不认这个茬，他凡事
爱较真，积极为连队建设出谋划策，切实发
挥了一名战士支委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一次，连队新上任的两名主官急于打
开连队建设的新局面，在支委会上迫不
及待地公布了施政计划：年内连队计划
养羊20只，养猪25头，养鸡100只，使
连队生产收益来个翻番。其他支委
纷纷举手表示赞同，唯独张军山投
了反对票。

面对一片惊讶的目光，张军
山给大家算了这样一笔账：“咱
们连队百十号人，分散在四个点
上站岗执勤，训练执勤任务重，
人员分配不过来，再说养羊没
场地，养鸡缺鸡舍，依我看，咱
们还是下大力气搞养猪种菜
为好。”一盆凉水泼的支委们
冷静了下来。

后来，大家经过反复论
证，觉得张军山说得在理，
连队党支部决定
采纳他的这一
意见，集中
精力养猪
种菜。果
不 然 ，一
年 下 来 ，
经过全连
官兵的共
同努力，连
队仅养猪种
菜 就 收 入
3000 多元，大
大改善了连队
官兵的生活。

然而，张军
山在连队支委会
上投反对票的事
情，还是像风一样
传遍了军营，卷起层
层涟漪，在他们连里
更是“炸了锅”。会后
他的一些老乡、战友
都替他捏着一把汗，
善意地劝他说：“让
你这个兵当支委，
无非是凑个数，
起不了大作用，
还 是 少 说 为
妙。”可是张军山
不这么认为：“既
然组织上让咱进

‘班子’，咱就得对党支部和连队建
设负责，就要发挥自己的作用，而不能甘当‘聋子的耳朵
——摆设’。”打那以后，张军山可是出了名了，人送外号

“管得宽”。
有一年六月，济南军区组织召开师旅以上单位后勤

部长会议，会议有一项日程，专门安排这些“粮草官”驱车
到守备二连参观后勤建设。这可是连队千载难逢的露脸
机会。在支委会上，一名支委情绪激动地提议说，应该破
例好好招待一下这些远道而来的部长们。这一次，又是
张军山不同意，他掷地有声地说：“连队伙食费有限，管他
谁来，这个例就是不能破。”现场会参观那天，连队给后勤
部长们加了不少“菜”，全是连队自己腌制的小咸菜。可
谁知，这些前来参观的部长们却赞不绝口。这年底，张军
山被上级通报表彰为连队建设的“红管家”。

有一段时间，连队分管后勤的支委在连里作了一项
规定：一旦发现谁倒剩饭剩菜，就罚谁去劳动。作为分管
连队伙食的司务长，张军山深知节约的重要性，可是转念
一想，这名支委的出发点虽然是好的，但以罚代教，未免
有点消极，杜绝浪费应以正面教育为主。于是，他找到那
位支委，诚恳地谈了自己的想法，说服他取消了这项“土
规定”。在支委会上，张军山又和那位支委一同建议，在
全连深入开展一次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教育，并建议连队
制作一些看板和警示语，悬挂在食堂的墙壁上，提醒大家
爱惜粮食。打那以后，连队基本杜绝了浪费粮食的现象，
节约光荣、浪费可耻成了官兵的自觉行动。

这一年，战士支委张军山因工作突出，被团里报请上
级破格提拔为副连职上尉军官，实现了人生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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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萦怀过端午粽香萦怀过端午

前几日，去朋友家做客，他五岁的儿子将写字台下柜子
里的一大堆书扔得满地都是。朋友妻子蹲下去教育孩子
说：“宝贝，你看你把这些书扔了一地，弄这么乱，是不是不
对啊？你是不是应该把它们收拾好再放进去呢？”

孩子没有搭话，并且就地拿起一本书撕了起来。
这时，朋友走上前去对着孩子屁股

轻踢一脚，说：“我看你再敢撕一个！小
心我揍你！赶紧收拾好放回去！”

孩子见状，果然立马收手，慌忙把散
落在地的书捡起来往柜子里塞。

我对朋友的举动有些不太赞同。他
却说：“这孩子，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了
吧！按理说，给他讲点道理他也是能听
懂的，但是他不见得就会听啊！你想，当
他在做一件明摆着的错事时，你跟他说理他不听，难道不该
给他点‘暴力’瞧瞧吗？这样一来，同样的事他以后就再也

不敢做了！”
朋友的话说得的确有些道理，也让我想起了

前段时间碰到过的一件事。

那天在公交车上，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大约五岁的小女
孩坐在我的对面。小女孩嚷着要吃零食，男子对她说：“闺
女，你看这车厢干净不？你一吃零食是不是会有碎渣掉到
地上把这里弄脏呢？你愿意做个不文明的孩子吗？”

小女孩没有说话，但没一会又闹腾起来。男子又以同

样的方式重复了一遍，结果没有奏效。这时，男子生气了，
在女孩屁股上轻拍了一下！小女孩刚想哭，男子就说：“你
忘了在家爸爸怎么跟你说的了？这里是公共场所，应该怎
么做你忘了吗？”

小女孩顿时止了哭，噘着嘴不说话了。

车又经过一站，一个中年妈妈带着一个小男孩在我身
边坐了下来。

男孩淘得厉害，刚坐下就在座位上爬上爬下，折腾个不
停，不一会就将脚挪上了座椅。孩子是挨着我坐的，所以我
未能幸免地被他的脚蹬了几次，而孩子妈妈却一直玩手机

无动于衷。这样的表现令我颇不高兴，
我故意在腿上拍了几下，扭头瞅了一下
孩子的妈妈。

我的举动终于引起了她的注意。她
对孩子说：“宝贝，听话，不能在这胡闹！”
可惜，她的宝贝没有听她的话，继续我行
我素。后来，她从包里掏出一小袋零食
给他吃。有了零食的男孩果然消停了不
少，只是他吃完之后顺手就将零食袋扔

到了地上。然后，再次折腾起来。
而今，咀嚼起朋友的那番言论，我更觉意味深

长。是啊，孩子小，有些道理未必能懂，而懂了的又未
必会听。说教若无效果，那么大人适当地给点

“暴力”又有何不可呢？

适当给孩子点适当给孩子点““暴力暴力””
□杨建伟哲理小簿

昨天下班回家，在大院里看到几位阿
姨正在屋前的树荫下忙着包粽子，突然间才醒

悟过来，原来今年的端午节要到了。
端午前后，都会下上几场透雨。在我们家

乡的小山村，山野田间的庄稼绿意盎然，人们
三五结伴，拿着镰刀到山上去找艾蒿。行走在
山间小道上，山风吹来各种庄稼节节生长的声
音，令人心驰，令人陶醉。寻寻觅觅，不一会儿
就能在的某个角落发现一簇艾蒿，叶子淡绿中
带着灰白，摇曳生姿、生机勃发，有的还附带着
清清亮亮的露珠。割上一大把抱在怀里，感觉
有一种“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的成就感，但是，人们一般都不会把寻找到的
艾蒿全部割完，要留有余地，让其生长繁殖，来年好再来割
取。不过，也有一些农村人为了赚几个小钱，一大早就背上

背篼满山遍野地去寻找艾蒿，然后背到集镇或者大城市里
去兜售，因为集镇和城里的很多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也懂
得这个习俗，会买上几簇挂在自家的门楣上，卖上一背篼艾

蒿往往能赚上几十块钱。
当然，艾蒿也不仅仅局限于挂在门楣之上，在上小学

的时候，我们还会折下几片艾蒿叶子，挂在自己的衣服

纽扣（特别是小时候穿的布疙瘩纽扣衣服）上，用大人的
话说，这样可以驱邪避秽，守护平安，祈祷自己身体健
康。有了这样的“护身符”，我们走起路来格外地昂首挺

胸，到了学校还故意亮给其他小伙伴看，有
时候还会凑到鼻子边闻闻，看谁的艾蒿叶味
道最好。

艾蒿可谓一宝，它的浓烈芳香在人们心
中是可以驱邪避秽的，它还是一味灵药，不仅
有驱虫驱蚊之特效，谁家孩子受凉了、惊风
了，用艾柱、艾条熏灸，效果也很好。

又是一年端午节，上山寻觅艾蒿的趣事
又浮现在眼前。艾蒿虽然是生长在山野里，

但它也生长在深厚的中华民族节日文化的土壤里，已经深
深扎在了人们的心田里，特别是生活或经常生活在乡村小
野的那些朴实无华、勤劳勇敢的山里人的心里。

□姜仕贵街谈物语

端午艾草情又深端午艾草情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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