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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蛰，原本称作“启蛰”，为避汉景帝刘启的
名讳而改名。一字之差，意象却大相径庭。“启”，
意思是“打开、开始”，幕开启，演出就要开始了；
而“惊”，层次就要丰富得多了，阴沉沉的天空，突
然一声惊雷，震动了沉睡在地下的万物生灵，它
们睁开惺忪的双眼，既感到紧张、害怕，又充满兴
奋、渴望，然后不约而同地回过神来，发足狂奔。
一个字的变化，让这个节气有了“推进”和“改革”
的色彩，让大地充满了勃勃生机。

【物候】惊蛰分为三候：“一候桃始华;二候仓
庚(黄鹂)鸣;三候鹰化为鸠。”惊蛰时节，春雷响动，
气温迅猛回升，冬眠的动物开始苏醒了。这时，
除了东北、西北地区，其他地区已是一派融融春
光，桃花红、梨花白，春燕飞来，处处鸟语花香。

【民俗】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有不少节日忌
讳吃梨，比如中秋节、除夕是不摆梨的，忌讳“离”
字。不过，惊蛰时节吃梨，寓意跟害虫分离，也寓
意在气候多变的春日，让疾病离身体远一点。惊
蛰吃梨还有“离家创业”“努力荣祖”之意。

【花信】在风与花的相约中，中原地区伴随着惊
蛰的雷声开始绽放的是油菜花，为它“伴舞”的是结
香、早樱。

●郑州娄河村油菜花香
地址：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娄河村

●长葛樱花陌上红
地址：长葛市魏武大道北段

春分是最古老的节气之一。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聪敏善思的古人就利用土圭实测太阳
的影子，以确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
气。一年之中，土圭在正午时分影子最短的一
天为夏至，影子最长的一天为冬至，影子长度
适中的为春分或秋分。

春分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节气，不仅有天文
学上的意义——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在气候
上，也有比较明显的特征——阳光明媚，杨柳
青青，莺飞草长，花香满庭，最是一年好时节。

【物候】古人将春分分为三候：“一候玄鸟
至；二候雷乃发声；三候始电。”意思是说春分
后，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下雨时天空会打雷并
发出闪电。此时节昼夜温差较大，乍暖还寒，
要注意及时增减衣服。

【民俗】春分用竖蛋庆祝春天来临的习俗
在我国已经流传了几千年。竖蛋时应选一个
光滑匀称、刚生下四五天的鸡蛋，因为此时蛋
黄下沉，鸡蛋重心下降，更容易竖起来。目前，
这一习俗已流传到世界的许多地方，故有“春
分到，蛋儿俏”的说法。

还有一个习俗是吃春菜。逢春分
那天，很多人都去摘春菜，洗净后
与家里已经准备好的鱼片一起

“滚汤”，名曰“春汤”。有顺口
溜道：“春汤灌脏，洗涤肝
肠。阖家老少，平安健康。”

【花信】仲春时节，春
之花朵成群结队开放在阳
光下、诗句里，春天的大
地俨然是一本芬芳四溢、
色彩斑斓的书卷。古人有
诗盛赞：“桃花香，李花香。
浅白深红，一一斗新妆。”

●碧沙岗海棠竞绽放
地址：郑州市碧沙岗公园

●万亩梨花醉春风
地址：商丘市田庙乡

●汝州杏花压满枝
地址：汝州市大峪镇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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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轻雷隐隐，虫蚁出巢，
新柳拂堤，微雨花发。

3 月 5 日，惊蛰。中
原大地春雷声声，如油春
雨如约而至，无论是路上
行人，还是田间农家，一同
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体会
春天的奇妙。二月匆匆走
过，一切美好都随着三月的到
来破土而出，就连世间万物都
仿佛有了自己的声音。

从惊蛰到春分，每年的这个时
候，踏青游春，折枝赏花，放飞纸鸢，三五
成群，不论古今，都是一件乐事。

古时的女子往往也会在这个时节结伴出行，
人面桃花相映红，在文人墨客的眼中别有一番意
趣。

这个季节，爱美的姑娘们按捺不住心情，脱下厚
重的冬衣，换上轻薄的春装，为春天增添了一抹青春
的朝气。不少人家趁着周末，去田野里奔跑，去听潺
潺流水，去看山角一瞥，去剪一树桃枝，去微醺一场
杏花闲梦。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
不说话，就十分美好。”这样的诗句大抵描写的就是
信阳市的郝堂村。狗头门楼，用木头堆起来的柴扉，
依水搭建的小桥，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河水映着民居，小桥流水人家，宛若一幅古典
的水墨画。”游客李先生说，置身其中，心情格外宁
静。村民告诉记者，这里一年四季都是风景如画，这
个时候是油菜花和紫云英的主场，随手一拍都是明

信片，“最美乡村”
名副其实。

春 风 拂 过 中
原，绿了大地山
川，鼓了百姓腰
包，人们脸上的
笑容也暖了起来。

济 源 市 大 峪
镇东沟村一条河缓
缓流过，山坡上的

油菜已经冒芽，再过
十来天，这里将是十里

花海，在白墙黛瓦的映衬
下，婉约秀气。
村庄周围山坡上，有很多忙

碌的身影。“过不了多久，村边儿就会
停满了小汽车，我们的农家乐生意就会红火起来
了。”村民薛大姐说，这几年，村里大力发展生态农
业，自家的菜园也是越来越大了，她也由村妇变厨娘
了，尤其是她的“私房菜”好评如潮，“生活真是越来
越幸福了。”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广袤农村
由此迎来历史性的重大发展机遇。春意渐浓，农业
和农村改革发展的热潮正在涌动。

“梆梆梆……”在陕州地坑院的一个庭院里，几
位民间艺人向游客展示豫西农村一种传统的印染技
艺——捶草印花。案几上平铺一块粗布，放上当地
田间地头常见的芊棒棒草等几种浆液丰富、具有染
色功能、柔韧性好的植物的茎叶花瓣，用木槌敲打，
不一会儿，花和叶便栩栩如生地印在了布上面，再加
以固色，一条独一无二的漂亮围巾便在艺人的手中
完成。除了捶草印花布外，陕州剪纸等带有地域色

彩的装饰品也很受游客的喜爱，是乡村旅游收入的
重要组成部分。

三门峡市陕州区委宣传部长杨振宇介绍，近年，
陕州地坑院景区有效带动周边10余个村的群众致
富，实现年人均增收超万元，从事乡村旅游相关产业
有 1200户、5600余人。由地域特色衍生出的独特
民间文化，让十里八乡的百姓走出了一条文化致富
路。

“雨足郊原正得晴，地绵万里尽春耕。”果园
里、田埂上，早有农民趁着气温上升开始了一年
的谋划：有的为果树修剪枝条，有的为蔬菜大棚
搭架，有的为麦田灌溉，有的正为农作物准备着
肥料……

中原大地，新一年的春耕进行曲已
经奏响。站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
满怀期待。

我省的民俗专家介绍，
在乡土呢喃中发现节气
之美，是祖先留给世界
的文化遗产，是千年
的耕织指南。我们
遵循节气的变化，
体味风物中的民俗
文化，这不仅是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
也是人类生活方式
的诗意呈现。

“碧玉妆成一树
高 ，万 条 垂 下 绿 丝
绦 。 不 知 细 叶 谁 裁
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幼儿园的杨老师一边念古

诗，一边将手中的柳条展现给小朋友看。一个个小
脑袋围成一个圈，仔细地观察柳条。“老师，谁把柳条
剪成这样了？”“我们家的剪刀也能剪吗？”……

据介绍，为了传承灿烂的文化遗产，很多学校会
展开节气课程、节气活动等，并针对性地设计出适合
在不同节气观察探索记录自然、人文主题的项目，引
导孩子观察记录自然变化，发现国人独特的生活美
学。

在市民小何的眼中，他家的餐桌总是伴随着节
气发生奇妙的变化。

立春后，奶奶总会去麦地里挖荠荠菜包饺子；
春分，和小伙伴比赛“立蛋”，谁输了绕着麦场跑

三圈；
榆钱、槐花、蒲公英等经常出现在餐
桌上，蒸、炒、拌，各式吃法，总是让他

食欲大振；
桌上的花瓶，几枝梅花让屋

子半个月都有淡淡的香气，杏
花谢了又换上桃花……

如今，他在菜市场
或路边的小摊位看到
野菜，都会买一把回
家。“对我来说，节气
的民俗和记忆，都源
于美食。”也许，厨房
的烟火味是节气最直
接的表达，不但包含生
活乐趣，更有对未来美
好的向往。

一年四季，每月每
时，风物各不相同。繁花流

水知春到，莫负好时光。2

一雷惊蛰始

□星子

周末，突然想去公园寻觅春的足迹。
但一下车，首先感受到的不是春的暖意，而
是风的料峭。

正悔冬意太浓春意太浅时，一抬头，看
到满眼鹅黄色的嫩芽铺在稍高的柳枝上，
随风摇着。年年二月风，剪出鹅黄缕。

沿着弯曲的小路往前走，又撞上了一
片绿色。浅浅的、低低的、小小的，却组成
了一片的绿。仔细一看，却是一棵一棵的
荠菜在摇着头。由于颜色由嫩黄变成了浅
绿，我感觉春也有些深了。在一片绿色的
荠菜中，仔细观看，发现有些已长出了小小
的白花，不禁心中唏嘘。荠菜是初春的象
征，然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过了嫩绿的
初春，开出了变老的白花。

正感慨间，突然又一片粉红扑入了眼
帘。这种美，这种艳，张扬高调，耀眼辉

煌。在一片枯灰、嫩黄、浅绿的衬托
下，显得更加光彩夺目。凑近

一看，树上标注的是红梅。
正沉浸在这种美时，

又传来一阵“扑棱扑棱”
的声音，一看，是两只天
鹅在水面上飞了起来。
它们扇动的翅膀搅动
了一湖的春水，这让公
园里静态的画面马上
有了动感之美，传出一
种春天的生机。

湖水旁边的路上走
来了一群小学生。他们

排着队，由老师带领着，像
一群小鸟一样叽叽喳喳。
春的颜色撞到了眼里，春的

生机扑进了耳朵，春的美丽画在了脑
海里。

原来，春的盎然，已
经铺满了整个公园。6

□路人

春节的气息还未完全散去，就到惊蛰
了。

小时候常听母亲讲，惊蛰过后，地里
的小虫子就会不约而同地爬出来活动，迎
接春天的到来。记忆中，这个时节，农村
家家户户也开始忙农活了。

人勤春早。记得那时候，常常到田地
里帮忙施肥、浇水、拔草。由于正是贪玩
的年纪，多半是不情愿的，也就是干些拉
粪、施肥等简单的劳作。

时间长了，不但没了耐性，还累得腰
酸胳膊疼。望着一大块田地，真不知什么
时候才能干完。我和妹妹有时会故意将
化肥丢到坑外，以示抗议。当然，除了换
来几句斥责外，抗议是无效的。只好硬着
头皮，继续机械地重复着简单的动作。父
母向来不紧不慢地抡起镢头又落下，好像
永远不知疲倦似的。

劳动的过程，也是体验生活的过程。
其间，教书的父亲常常给我们提起李绅
《悯农》中“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白
居易的《观刈麦》“田家少闲月”，用来教导
我们要好好学习。说真的，原来在课堂上
读这些诗时一点感觉也没有，可等到了麦
地里帮忙干农活时，才发现这些诗是带着
多么浓厚的生活气息且富于哲理。难怪
有人说，生活是诗的土壤。

有时，惊蛰前后会下雨。俗话说：春雨
贵如油，农村人眼里的春雨就是及时雨。
毕竟，浇地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春寒料峭，
在田地里干活需要穿棉大衣，人要扛着铁
锨，不停地在田间地头巡视，以防跑水。家
里地多的，会一连忙上四五天，有时候扶着
铁锨把站着就睡着了。所以，这时候能下
场雨，肯定是让人无比欢喜的事情了。

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开头有一
段话，“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存
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
无影了。”是啊，惊蛰来，寒冷去，万物开始
复苏，生机无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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