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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北流向东南的大浪河其实是一条

小河，在高低不平的大小丘陵间蜿蜒流到

这里，突然被陡峭的鹁鸽崖一挡，形成一个

“几”字。明代嘉靖《鲁山县志》载，鹁鸽崖

在县北大浪河畔：“崖常有鹁鸽巢雏，故以

名。”鹁鸽崖，怪石嶙峋，峭壁陡立，绿树葱

茏。大浪河之北山坡，与鹁鸽崖相望，有一

村落，古朴沉静，因明初一吴姓人家从山西

洪洞县大槐树辗转落户至此，故取名鹁鸽

吴村。

鹁鸽是吉祥鸟，在蓝天白云间飞翔，在

清澈的河水边觅食，在绿草地上迈着方步，

咕咕-咕咕叫着，使这一方天地显得格外从

容不迫，从日出到日落，年年月月。“天外鸽

铃惊午枕，儿童误起听长呵”，想来，该是农

耕时代悠闲的田园生活的写照吧。

曾经贫穷闭塞的鹁鸽吴村，被大浪河

偎依着、滋润着，走过岁月的风雨沧桑、寒

来暑往，如今，又是怎样的模样？

一条水泥路弯弯曲曲通往村里，首先

映入眼帘的，是矗立在村口五个石磨盘组成

的别致造型，上面一个大磨盘，刻着描红的

大字“中国传统村落”；下面四个小磨盘，每

个磨盘上有一个描红大字，共同组成“鹁鸽

吴村”。绿树鲜花，屋舍俨然，芬芳的文明气

息扑面而来。你看，那些墙体上绘制的宣传

壁画、活灵活现的人物，配上“爱国爱家”“尊

老爱亲”“和睦友邻”等文字，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和传统礼仪等内容传递开来，润

物无声，令人心灵愉悦。

这是一个满是石头的村落，现在保存

有明代、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古建筑 100 多

处，它们依山而建、高高低低、错落有致。

石路、石巷、石墙、石凳、石桌、石窗，仿佛是

一个古老的石头城堡。走在这里，迷宫一样，

恍如回到远古时代。而那悬挂在古老大树上

的红灯笼，在绿叶间迎风招展，如羞红了脸

庞的乡村少女，淳朴而清新。

东方朔《神异经·中荒经》载：“东方有

宫，青石为墙……门有银牓，以青石碧镂。”

似乎也是鹁鸽吴的写照。鹁鸽吴一带盛产

青石，因其取材方便、自然存量大、耐磨、耐

风化，深受村民喜爱。起房盖屋、铺路修

桥、筑堤护坡，都是青石的用武之处。其

实，就连农人们日常的用具，打场的石磙、

捣蒜的石臼、磨面的磨盘，甚至喂猪养牛的

石槽、喂鸡喂鸭的石盆等，无不彰显着石头

的作用。

鹁鸽吴村，依山临河，村中有几条南北

方向的小路，从高处下来，直通到村南的大

浪河。河水清澈，水流无声，可见游鱼细

石。曾经听到的声音，是河边浣衣女人的

笑声、放牛牧马男人的口哨声，还有鹁鸽追

逐嬉戏飞过的咕咕声……而这些声音已经

消失在岁月的烟尘里，唯有村边那棵千年

的皂角树仍枝繁叶茂，虽然树干已经有些

空洞，但依然消减不了那份红色的记忆。

记忆里，有一个赤子，他叫吴镜堂，中

共鲁山组织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者。1896

年出生于鹁鸽吴村，1926 年在武汉加入中

国共产党，1928年回到家乡，建立了鲁山第

一个党小组、中共鲁山特别支部，任书记。

同年 10月下旬，他领导进行的武装暴动计

划泄露，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

写下“革命不怕死，临死岂心惊。亲友千行

泪，事业泰山中。一日撒手去，乱山终古

青。”的诗句，慷慨赴难。1929年 12月 31日

被害，年仅 33 岁。如今，村里保存有吴镜

堂的旧居，还建有吴镜堂烈士陵园，供后人

凭吊，是一处红色教育基地。

吴镜堂一定会有知的，因为，当年他们

流血牺牲、为之奋斗的理想，如今早已实现。

村民们告别了低矮、狭窄的石头房，在

村东边新建了漂亮气派的砖混平房。村里

用上了自来水，告别了饮用大浪河水和辘

轳井水的历史；通上了照明用电，告别了煤

油灯和靠点蜡烛照明的日子；家家有电视、

电扇、洗衣机等，过上了幸福的新生活。村

里的路修宽了，还铺设了下水管道，建起了

戏台、游园。曾经人去屋空的老村落，经过

修整成为乡村旅游的一个亮点，鹁鸽吴村因

此获评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

鹁鸽崖默默地静立着，有古柏错根盘

节，斗寒傲雪，如一位饱经风霜的老者。崖

顶有座菩萨庙，里面供奉着送子观音，据记

载初建于唐玄宗年间。与菩萨庙相对，在

鹁鸽吴村高岗上有座“三官庙”，坐北朝南，

正房三间，门额石刻“天地水府”，据说复建

于明朝嘉靖年间。

古崖、古树、古庙，曾经烟雾缭绕、香客

不断，寄托着人们期盼美好生活的向往。

大浪河缓缓地流淌，有多少往事，有多少风

云，凝在其中。可是千百年来，这里依然贫

穷。如今，勤劳朴实的村民们，沐浴着春风

雨露，有的外出到大城市打工，既赚了钱又

开了眼界；有的在家门口务工，利用紧临县

产业集聚区的优势，既能照顾家里，又能有

一笔收入；还有的发展高效种植养殖业，带

领更多人一起致富，呈现出一派繁忙景象。

东风吹皱一水绿，崖畔桃花红欲燃。

现在，村里正着力打造精品民宿，计划建设

房车营地一处，研学基地一处；计划建设省

内规模第一的赛车基地，同时进行整村高

档民宿、茶馆等布局建设，逐步建成集自

然、历史、民俗文化、红色教育为一体的民

宿旅游休闲圣地，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云齐千里竞高飞，风引铃声落翠微。

几度月明霜冷夜，飘零犹认主人归。”鹁鸽

飞去又飞来，古村已换新颜值。鹁鸽吴村正

以崭新的风姿走向未来，努力绘就看得见

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画卷。

鹁鸽崖畔新农家
◇ 杜光松

一场盛宴的尾声一场盛宴的尾声
◇ 石随欣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谷雨一到，气

温逐渐回暖，万物都变得润泽可爱起来。

仔细嗅，空气里也都是温暖湿润的气息，

那是春风的呢喃、春燕的细语，是天地赐

予人们的蓬勃诗意。

冬季的阴冷好像一夜间便退进了时

光深处，推开窗，不经意间便发现空气中

凛人的寒意被丝丝缕缕地抽换掉了，换成

熨人心肺的轻暖。柔柔的、若有若无地暖

覆在肩上，贴在唇上，抚在睫毛上，轻盈得

好似振翅欲飞的蝶。蜜蜂忙不迭地将花

语从一株植物传到另一株植物，让每朵花

深藏一冬的心事都在这如酒的阳光中酝

酿出最甜蜜的味道。所有的生物都在翘

首以盼，盼着一场雨。

谷雨姗姗而来，它是二十四节气之第

六个节气，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时雨

乃降，五谷百果乃登”，此时降水明显增

加，田中的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

水的滋润，降雨量充足而及时，谷类作物能

茁壮成长。《通纬·孝经援神契》中说：“清明

后十五日，斗指辰，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

百谷清净明洁也。”《群芳谱》也有记载：“谷

雨，谷得雨而生也。”谷雨前后，天气较暖，

降雨量增加，有利于春作物播种生长。

谷雨一到，天降甘霖，土壤湿润，最适

宜播种。也许是上天怕农人们偷懒，专门

派来春天的信使布谷鸟催促农人春耕，苍

翠的远山绵延起伏，雾气氤氲的山林间，

布谷鸟清亮悠长的啼声在回荡：“布谷，布

谷……”春天就忽然有了诗歌的韵律，这

一声声催唤也渐渐擦亮了天地，天愈发湛

蓝、草愈发茵茵、花朵愈发娇妍，万物仿佛

都被这声声啼鸣唤醒了。

谷雨生百谷，生万朵花卉，生一切清

洁美丽的事物。

在这场四月的雨前，一定不要错过一

种春天的珍馐——香椿。谷雨前的香椿

最是鲜嫩可口，如果时间再往后推移，香

椿就老了，嚼之无味，故有“雨前香椿嫩如

丝”之说。在家乡鲁山县，人们把春天采

摘、食用香椿说成是“吃春”。香椿一般分

为紫椿芽、绿椿芽，尤以紫椿芽最佳。鲜

椿芽中含丰富的蛋白质、胡萝卜素和大量

的维生素 C，其叶、芽、根、皮和果实均可入

药，具有健胃理气，止泻润肤等多种功效。

不管身处哪个城市，只要春天看到

香椿树，就会想起故乡，忆起童年。儿时

老家院落里有棵香椿树，每到谷雨前，母

亲都会搬个梯子采摘一树的香椿芽，我

眼巴巴地在旁边瞅着，瞅着母亲手下变

戏法、玩魔术。一捧捧香椿芽像群头发

蓬乱的娃娃，被清水和母亲的纤指梳理

得干净齐整，排排躺在小盆里，切碎后，

一大碗金灿灿的鸡蛋液兜头浇下，包裹

在 香 椿 碎 上 。 香 油 入 锅 飘 出 袅 袅 的 烟

雾，刺啦一声，整盆的金黄翠绿倒入，满

屋子都氤氲起一种独特的香气。我心急

火燎地伸手去捏菜，被母亲打一下手，笑

嗔道：“洗手去！”塞了一大口慢慢地嚼，

那是春天独有的气味，清馨芬芳，闭上

眼，仿佛满世界的春风春雨都飘入脑中，

这种味道不同于荤腥的香浓，是一种让

人咬掉舌头的鲜美，鲜到唇齿留香、余味

绵长，让人不禁烦忧顿忘，心神俱驰。

在谷雨这天，民间还有喝谷雨茶、赏

牡丹等习俗，大江南北的人们都在这天不

约而同地庆祝气温正式回暖，祈求谷物庄

稼茁壮生长、一年风调雨顺。这是个充满

希望和朝气的节气。

茶树经过了一个冬天的韬光养晦，

被一场春雨温柔地唤醒，谷雨时节的茶

叶被充沛的雨量滋养得格外鲜嫩丰肥，

这样的茶叶在冲泡前放一片入口，嚼之

也是清香满口，冲泡后更是满室盈香，

没有一般茶叶水的涩味，回甘绵柔、满

口生津。因为谷雨处在温和的春季，春

季温度也适中，所以谷雨茶都有温良去

火的功效特点，可以用作茶疗。明代许

次 纾 在《茶 疏》中 谈 到 采 茶 时 节 时 说 ：

“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

适中。”明代朱权在《茶谱》中从品茶、品

水、煎汤、点茶四项谈饮茶方法，也认为

品茶应品谷雨茶。可见谷雨时节的茶为

上品，从古至今都是爱茶人士的心头好。

忘了哪个诗人写谷雨：“它挂在春夏

之交，如一道温润的幕帘，你从这边掀起，

跨过去，就是槐香细细的夏天了。”怀着对

春天的深爱和对夏季的希冀，走得慢些，

心再静些，好好品味世间风物带给我们的

喜悦和欣慰。若无闲事挂心头，才是人间

好时节啊。

春夏之交的帷幕 ◇ 王晓静

今天是周六，一大早起床，简单洗漱之后，就开车往襄城

县老家走，这是母亲在世时我就养成的习惯。那时工作繁忙，

个人能支配的时间也比较有限，但无论怎样，我都会提前安排

好，周六回去看望母亲，其实也就是回家陪一陪母亲，给她做

顿可口的午饭。

老家的房子位于县城北汝河的东岸，紧临堤坝的下面，那

里有一片空地，是自家的小菜园。

平顶山距离襄城县县城不远，一会儿工夫我就开车到

了县城，把车停在街巷的边上，向南走进通向老家的小巷

子，开门走进院子。望着院门西边杏树落下的杏花，我意识

到春天来了，又到了栽种的季节，该种蔬菜了。

记得房子刚改造完成，母亲从弟弟家搬回来，我对母亲说：

这次专门给您整了一块儿菜地，您不用再开荒种菜了。母亲看

看我笑着说：我种不动了。我说：以后我来种。此后，种菜这个

活儿就落在了我肩上。

顾不上多想，走进屋里，换了一件平时干活穿的衣服。

经过一个冬天的沉积，土地略显硬实，我先把弟弟事先准备

好的复合肥料撒在地里，作为底肥，然后就拿起铁锨深翻起

来。小菜园不大，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我就将土地深翻了

一遍，将小菜园整理出来。没敢停歇，又步行来到离家不远

的下湾农贸市场，我知道这里有几个老农，每年会在自家的

菜园里培育菜苗，除了自家种植外，剩余的会拿到这里出

售。我在这里选了适合自家菜园种植的豆角、辣椒、黄瓜等

菜苗。先前二姐已经将种菜用的芝麻饼放在了家里，我拿

出来将芝麻饼弄碎，和土混拌匀，开始蹲在地里将一株株小

菜苗小心地种下，等全部种下，又整个浇灌了一遍，全部处

理完已经是中午了。

望着经过大半天辛苦种下的蔬菜幼苗，我不禁想起了

母亲。每年的这个时候，母亲总是坐在院子的老年推车上，

指导我种菜。母亲是山东人，随父亲转业来到襄城县，那时

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我们家姊妹五个，母亲一个人拉

扯着我们，父亲转业到地方之后一直有病。在我七八岁的

时候，父亲因病不得不做了两次大手术，那时我们家在襄城

县没有其他亲属，母亲不得已将我们姊妹几个留在家中，独

自一个人先后到许昌、郑州的医院陪护父亲，前后一年多。

父亲出院之后，由于二次手术的缘故，一直需要人照顾，母

亲既要照顾父亲，又要照顾年幼的我们，生活异常艰辛。后

来父亲病情稍好就去工作，母亲也找了一个石子加工的活

儿，加工石子首先要自己到山上采挖大石头运回来作为原

料，因当时家里没有采石用的工具和拉大石头的平板车，母

亲就借用别人家的平板车、采石工具，到离家很远的首山去

采挖大石头，采挖大石头要先到山上的采石坑里，把大石块

挖出来，按照不同规则摆放好装到平板车上，再从山顶上面

驾着平板车把装满石块的平板车小心翼翼地滑到山下，然后

用平板车把大石块拉回来，再把大石头卸到自家院子里，抽

空把大石块砸碎加工成小石子。就这样母亲带着我们干了

两年。之后，母亲又到居委会组织的纺麻组加工纺织麻线

绳，干了几年，纺麻组解散后，母亲又在粮食仓库、县面粉厂

打零工，直到我们都长大，那时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本该

赋闲下来，但多年养成的习惯让她闲不下来，她又将门前的

荒地开垦出来，按照季节种上时令蔬菜，直到八十多岁……

生活虽然艰辛，但母亲却从未抱怨过，她用瘦小的身躯，

不但支撑起了我们一个大家庭的生活，还用一生的言传身教

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

又到种菜时
◇ 张五一

古代就有“清素”一词，我们的先人给予其最美好的含

义，可以千变万化，简要理解成清正素朴之意，饱含优美文

雅清奇而又诚实委婉简洁的朴素，冯清利的《一路好奇》就

是这样由种种艺术特色孕育成了自己的风格。

他的散文最突出的特色是生命的素性清正。看清利散

文中娓娓而谈的生活和工作的细节，不能不为他思想认识

的纯正真诚所感动。少男时对异性的尊重爱慕始终围绕着

学习上进的主题；心疼爷爷奶奶父母等老一辈的艰辛劳作，

当作人生动力；同情爱护农人，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敬重红

色英烈，鼓励文化创新，挖掘传统文化精粹，等等，无一不让人

觉得贴心，激起一起努力工作和写作的共鸣。

清利的散文清晰地表现出他生命的本性和本色。真正

的艺术是生命的表现，进而激发作者和读者生命的自由创

造本质。在这部散文集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化的生命

状态。1989 年，我读到本书卷首之作六千字的《明月清

风》，没有看完，就决定在校园文学期刊上用一整个版发

表。接着，我找来了作者。时任班长的他温文尔雅、沉稳端

正、不急不躁，就像文中所说“清风徐来”。书中的一篇篇散

文，叙述了他的农村生活、学校攻读、打工考学、教学乐趣、

各个岗位的历练，直到目前在县文联发展，能够看到一个矢

志不渝、朴挚恳切的艺术形象。相信这一爱好文学、以文字为

工具的形象，一路走来，能保持着为国为民的初心，清正廉洁，

让人放心信赖。只有这样的清素，才能在未来不计得失地创

作出更好的艺术品来。

他的散文拥有素心动人的写作特色。突出的一点是心

理描写的真实细腻，微妙而又纯真高尚。《明月清风》中有

这样的心理描写：“那几天我总感到空气有些不对味儿，

我显得是那么的敏感，我读不懂同学们脸上的表情。历

史老师讲中国历史，讲到明清时期的文化，我也觉得老师

在嘲弄我，我怕听到‘明’字，听到‘清’字……”在这里，男

孩子的心态十分动人。至于行文叙述中的抒情性，表现

的地方就太多了。

他的散文语言技巧素朴简洁。文笔朴挚，让人如沐春

风，如对面晤谈，闲言碎语，家长里短。句式较长，便于平铺

直叙，给人平和亲切之感。他的描写也多是心理，景物描写

都优美自然，见《赵保的色彩》《一路好奇》等。《月照桃乡》这

样描写：“月亮应在云后感应到了，她终于微笑着登上东山

顶，向乡村和四野播撒着宁静和祥和。我们不约而同停下

脚步，转身面对月亮，静静地立在月华里，立在诗意中……”

这里建议今后多些景物、人物肖像及行为的特色描写。

具有清素风格的清利散文，在今日大力发展经济而不

可避免有不少人眼花缭乱的社会，更有积极的审美意

义。相信会有更多接受者趋向清素，坚持初心的本色、本

性及其大道，在“一路好奇”中寻找更大的生命意义，创造

自身艺术化的个体乃至群体生命。

素以为绚兮
◇陈功伟

翻过谷雨的门槛，走不

了几步，便要跨进初夏。太

阳已经明晃晃的，刺人眼。

身体被四时的轮回拽着推

着 ，往 前 走 ，头 也 不 回 ，可

心，大多还依然停在谷雨，

滞留在那一场春之盛宴的

尾声。

春天是热闹的。花开

惊艳，盈香满怀；草虫唧唧，

莺歌燕啭；立斜风，看淡烟，

鞭春牛，试春盘。芬芳流年里，万紫千红，

早在冰天雪地里悄声安排，待春气透时，

响过一声惊雷，齐来赴一场春天的盛宴。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作为这场盛

宴的大轴，谷雨是尾声，也是高潮，是席上

色香味俱佳的一道硬菜。

中国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一候萍

始生；二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任降于

桑。”杨花落尽，柳絮飞绵，水暖萍生，布谷

催春。气温升高，谷得雨而蓬勃生长。谷雨

所在的农历三月，小麦即将孕穗，正是渴雨的

时候。父亲一辈子侍弄庄稼，常说：“麦收八

十三场雨。”这话其实并非是说小麦喜水，而

是说关键的三个月份，降雨对于小麦丰收的

重要。农历八月，土壤墒情充足，可供适时播

种；十月一场降水，以供扎下丰富根系；而三

月春雨贵似油。谷雨前后，倘若麦子喝饱了

水，便可基本上保证小麦丰收无虞了。

谷雨时节，牡丹吐蕊，珠玉艳丽。伴

随牡丹花开，芍药花款款而来，是春日名

花中的迟暮来者，在一长溜春花队伍里断

后，被称为“殿春”。其实，比起花王牡丹、

花相芍药，漫山遍野的杜鹃不遑多让，花

期长达 20 来天，在气势上，是天地自然间

无愧的王者。4月中旬，杜鹃花一簇簇、一

丛丛漫山遍岭争相怒放，姹紫嫣红、灿若

云霞，徜徉花海，不觉沉醉其中、流连忘

返。2020 年 4 月 18 日，谷雨前一天，鲁山

县四棵树乡首届杜鹃花节开幕，迄今已成

功举办两届。鲁山西部山区，谷雨时节最

好看，最招惹人，也最耀眼。

“ 谷 雨 携 筐 摘 嫩 芽 ，大 棚 顶 畔 是 侬

家。一瓯茗试清泉好，郎有闲时来吃茶。”

谷雨这天，南方采茶饮，以清火、明目、辟

邪。茶有“雨前茶”，较之“明前茶”稍显逊

色，可香椿却以谷雨前最为珍贵。“雨前香

椿嫩如丝。”我儿时的乡下老家，院中原有

一棵香椿树。谷雨时节，紫红的香椿芽长

到一 拃 来长，油油的，散发着醇厚的香

味。“要得暖，椿头菜大似碗。”父亲看着香

椿树，喃喃地说。天暖了，可接着开始要

为一日三餐发愁。玉米面粗喇喇的，母亲

常拿它在锅里炒熟，烧了稀汤，给一家人

拌炒面吃。炒玉米面闻起来香，真吃起来

却难以下咽。母亲取青盐粒化水，拌了香

椿芽给我们佐餐。父亲已故去十余年，去

年，母亲也以九秩高龄驾鹤西去，可那香味

的记忆，至今依然清晰。如今，香椿芽赶在

谷雨前早早上市，成为餐桌上的宠儿，或凉

拌，或炒鸡蛋，或捣成泥，配以食香、紫苏、

大蒜、炒芝麻、炒花生调味，醇香爽口，一碗

色香味俱佳的捞面条，定会勾起无数食客

肚里的馋虫。谷雨食香椿，可健胃理气、止

泻消炎、润肤美容，强机体、增食欲，提高免

疫力，是春日舌尖上的美味佳品。

过了谷雨，春至迟暮。大约是为了与

自然相融合，旧时，谷雨当天，青年妇女走

村串亲，结伙在野外游逛一圈，谓之“走谷

雨”，祈愿强身健体，祛病消灾。地近西北，

春天就来得晚些。谷雨时节，中原桃花凋

谢，而西北地区，桃花却开得正闹。人们将

谷雨的河水称为“桃花水”，谷雨节，人们以

“桃花水”洗浴，消灾避祸，同时举行射猎、

跳舞等活动，庆祝谷雨。

谷雨的由来，历来有不同的说法。《通

纬·孝经援神契》：“清明后十五日，斗指辰，

为谷雨，三月中，言雨生百谷清净明洁也。”

《群芳谱》则曰：“谷雨，谷得雨而生也。”《月

令七十二候集解》：“三月中，自雨水后，土

膏脉动，今又雨其谷于水也。”其实，关于谷

雨的来历，另一种说法是同仓颉造字有

关。鲁山县仓头乡是仓颉故里。仓颉龙颜

侈侈，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他

呕心沥血数十载，根据事物形状创造了象

形文字。仓颉造字字成之日，举国欢腾，感

动上苍，谷子像雨一样哗哗地降下来，鬼怪

心惊而夜哭，即《淮南子》记载的“天雨粟，

鬼夜哭”，后人将此日定为谷雨。谷雨多在

农历三月。三月二十八，是传说中仓颉的

生日，也是中国语言文字学会书写委员会

确定的“汉字书写日”。这一天，鲁山县仓

头乡举办世界汉字节民俗文化活动，迄今

已办五届。

春 日 盛 宴 ，到 谷 雨“ 风 住 尘 香 花 已

尽”，有人伤春，更多的是要留春。其实，

伤 春 也 罢 ，留 春 也 罢 ，“ 春 恨 秋 悲 皆 自

惹”。开天辟地四十六亿个春秋，循环往

复，从不停歇片刻，也从未把寒雨晚风、月

貌花容略萦心头。虽然人生苦短，为天地

之间的匆匆过客，但足可以再豁达甚或霸

气些，“无计留春住，从教去复来”。更何

况 ，季 节 的 门 槛 那 边 ，“ 雨 后 风 光 夏 景

新”。夏浅胜春，最是可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