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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岁岁清清明明
□费城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关于
“清明”，我始终觉得这是一个代
表着过去的词汇，因为祭奠和怀
念。

花木芳菲、草长莺飞的四月
天，怎奈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的诗句，使得

“清明”二字，在文字深处更增添
了几分烟雨迷蒙的感觉。

清明是农历的二十四节气
之一，又是中国的传统节日。清
明时节，温度回升，雨量也随之
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
节。但是，清明作为中国的传统
节日出现，似乎便与纯粹的节
气区分开来，二者因此有了明
显的不同。

我查阅了关于“清明”的一些
资料，了解到清明是我国物候变
化、时令顺序的标志，清明节包含
着一定的风俗活动和纪念意义。
我国的传统节日中，清明不仅是

重要的祭祀节日，还是扫墓踏青
的好时节。在二十四节气里，似乎
没有哪一个节气能像清明节这
样，有着如此浓郁的感情色彩。

古往今来，清明节这一传统
祭祀活动大约包含这样两层意
思：“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标志天地清朗、
寰宇澄净；而清明又是充满忧思
的，在这个日子里，生者从喧嚣繁
忙的现实生活中静下心来，在心
中腾出一块地儿来怀念先人。而
长埋地下的亲人，也因此得到安
宁，化作香炉间袅袅的青烟和燃
烧的纸钱，在清明时节萦绕、消
散，化成烟雨，润湿了人们足下的
青草。

清明表现了中国人的复杂情
感。大约自春秋以来，清明节就作
为中国人对逝者表达哀思的传统
祭祀节日。人们在这个节日里，集
体追怀、祭奠先人，每家每户都会
把拜祭活动当作一件大事对待。
漂泊在外的人也会在清明来临的

日子重新返回故乡，在逝去的亲
人墓地前烧香祭酒，寄托哀思。扫
墓的人们挎着盛满祭祀物品的竹
篮，有些还会带去镰刀和铁铲，锄
去坟头上旧年长出的野草，修葺
土坟，垒实墓基。因为与泥土和青
草有关，于是，又有了“踏青”的一
层含义。

岁岁清明，今又清明。在中
国的诸多古诗词中的清明，多
有 描 绘 一 种 曾 相 识 的 寂 寥 落
寞，更有一种撩拨心弦的感动。
仿佛一缕淡愁在烟雨迷濛的山
岚间飞升，是在嗟叹岁月的不
易，更是感叹人生苦短，生命流
转如飞花易逝，开落之间，转瞬
又是一年春来到。

在清明时节，在一片萦绕的
惆怅哀思中，我们更能够体悟活
着的美丽，于是便理解了逝者如
春花秋草的寂寞轮回的释然。无
论闲情逸致也好，愁绪满肠也罢，
我想，都表明了后辈人对于逝去
亲人的无限怀念之情。

古古诗诗词词里里的的清清明明情情结结
□胡巨勇

“清明无处不思家”。清明，是
诗人笔下永恒的意境之一。它不
仅是节气，也是节日，更是华夏儿
女心中的一个“结”，一个悲欢离
合浸染的乡思情结。

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
代帝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民
间亦相仿效，于此日祭祖扫墓，历
代沿袭而成为中华民族一种固定
的风俗。“清明节”的得名还源于
我国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
在古代，这一天除了扫墓、踏青之
外，还有荡秋千、蹴鞠、植树插柳
以及放风筝等等。许多流传于世
的古典诗词通过旷达悱恻的造
诣，将清明内涵里的情结升华成
心灵深处朵朵永恒的奇葩。

清明，是乡愁的载体。宋代大
文学家苏轼在任所山东密州时，
为悼念原配妻子王弗而写的一首
悼亡词《江城子·记梦》：“十年生
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
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
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
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
月夜，短松冈。”此词情意缠绵，字
字血泪。虚实结合中白描的出语
如话家常，却字字从肺腑镂出，平
淡中寄寓着真淳。全词境界层出，

情调哀婉，既有伤妻之情，又有自
伤之情，更有对故乡山水的无限
思念，不愧为脍炙人口的名作。

清明，是哀思的主题。明初
“四子”之一高启，诗歌奔放豪迈，
他的一首《送陈秀才还沙上省
墓》：“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
亦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
上子孙来？”凄凉的字词间呈现出
的是一种无法消释的乡愁，让人
流泪。

清明，是写真的图画。“清明
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
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
村。”杜牧用杏花作飞雨，牧童入
诗韵，寥寥二十几个字就将一幅
清明意境中的江南烟雨图烙刻在
我们脑海中。明沈昌有诗云：“杏
花枝上著春风，十里烟村一色红。
欲问当年沽酒处？竹篱西去小桥
东。”此作的诗情画意与杜牧的

《清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清明，是休闲的节日。“梨花

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日
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
莺。”这首广为流传的清明诗，文
情并茂地道出了人们郊游踏春、
惬意地融入大自然，因恋春流连
忘返、日暮方归的画卷！“问西楼
禁烟何处好？绿野晴天道。马穿杨
柳嘶，人倚秋千笑，探莺花总教春
醉倒。”清明节的习俗在这首诗里

表现得淋漓尽致，又丰富有趣。除
了讲究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
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
列风俗体育活动。清明节日中既
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
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真可谓
一个富有特色的节日。

清明，是情爱韵事。唐朝诗人
崔护在清明节到城南踏青，桃红
柳绿美景下，邂逅了茅屋前斜倚
一树桃花的姑娘，她含情脉脉的
眼神让叩门求饮的崔护心生爱
慕。来年清明旧地重游，不见了少
女，唯有一树桃花寂寞嫣红。他挥
笔留下一诗：“去岁曾经此门中，
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
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惆怅离去。
故事的发展是少女回来后看见此
诗，从此害了相思病，日渐消瘦。
少女的父亲最后找到崔护，挽救
了女儿，也成就了一桩美满姻缘。
自此，人们便以“人面桃花”来形
容女子的美貌，或用来表达爱恋
的情思。别样的清明对于崔护来
说留下的是美好的回忆。

清明，这个二十四节气中唯
一的形容词，承载着太多的情愫。
清明走进诗词，使诗词生色，诗词
吟哦清明，使清明生香；怀一颗清
明之心，品古诗词里诠释出的清
明情结，就是做时空的穿越，情感
的洗礼，心灵的皈依。

清明雨（外一首）

□石泽丰

湿了云的衣衫
清明雨

风过山岗
那些嫩绿的小草
就默默地鞠上一躬
石碑虔诚

风雨不动
守着一个人的坟茔

清明雨
总爱引发母亲的泪
去我父亲的坟前
它溢出深陷的眼窝
至今还存有温度

清明忆母亲

□王永清

窗外下着稀稀落落的
雨，我一个人躲在书房里，
读莫言的《母亲》。“母亲坐
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
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
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
上，捶打野菜。绿色的汁液
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
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
苦涩的气味……”

每每读到这段文字，我
便会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
也是一个一辈子受过苦，但
从来不抱怨困难和不幸，乐
观坚强的人。

母亲是去年离开我们的。
去年，身体一直很好的母亲，
突然开始咳嗽，打了一个星期
的点滴没有起色，转到市医
院。当一份薄薄的化验单送到
我的手中时，我的手颤抖得如
风中的树叶，上面赫然写着：

“肺癌晚期”。
接下来的治疗，把母亲

摧残得不成人形，母亲最终
没能抗过病魔，永远地离开
了我们。听到母亲去世了，
我的心也被掏空了，连站起
来的力气都没有。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到
乡下，站在紧闭的老屋门前
黯然神伤，忆起许多与母亲
相关的事物，青青的蔬菜，
低低的谷禾，觅食的鸡群，
袅袅的炊烟……而这些都
已离我远去，我多么希望母
亲还活着。

我踏着草径，踩着落
叶，来到深山母亲的坟地，
母亲的灵魂就是这一抔黄
土吗？我走过去，触摸这些
长满野草的土堆和墓碑，似
乎能触到母亲正在渐渐冰
凉的体温。就是这些不起眼
的土堆和石头，在我的泪眼
里，那么悲哀，那么沉重。

燃烧着的冥钱，化作青
烟袅袅飘向天堂。多拿点钱
去花吧，母亲。您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连病都舍不得
看。有一次，您发高烧，把一
粒退烧药拿出来看看，又不
舍地放进药盒，您说，给孩
子们留着，如果他们发烧
了，怎么办？母亲，在另一个
世界，您一定要爱护自己
呀，多买点好吃的，多买点
新衣裳，不够了就跟我们说
一声。

母亲长眠于地下，再也
不用和病魔做斗争了，她可
以好好睡一觉了，在病痛的
日子里，她从来就没有睡过
一个踏实觉。母亲这辈子活
得太累了，勤扒苦作，养大
了我们，从来没有好好休息
过，她终于可以多休息一会
了。可是，母亲您的离去，却
成了儿女心中永远的痛。

母亲，在这个忧伤的日
子里，我想您了，我来看你
了，出来走走吧，哪怕遇见
我，您已把我忘得干干净
净，再也认不出我是您的儿
子，就当我是擦肩而过的陌
路人，好么？

碑文

□石泽丰

被风雨抚摸过
那些露宿的碑文
仍然醒着
以一种刻骨铭心的爱
守着那人长眠的孤独

透过清明的朦胧烟雨

我看见刻字的刀斧
艰难地向纵深凿进
表达对先人的怀念
它们做得如此用心

言简的碑文 清晰着
从被刻入墓碑起
就对安息身边的那人
念念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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