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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是一个全民防疫祛病、避瘟驱毒的
节日。端午节在民间被视为“恶日”或“毒日”。
源于自然的生存法则和历史积淀的生活经验，
人们琢磨出各种招数释放压力，应对这一时节
的生存危机，抑制疫患潜涌和病魔搅扰。端午
节的许多习俗与防疫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些风
俗不仅蕴含着百姓追求理想平安的生活期盼，
并且对当今常态化防疫体系建设及推行绿色低
碳文明健康节约环保共享的生活方式都有传承
价值及启示意义。

古人认为，瘟疫流行，是邪虫、鬼怪和自然
界“疠气”作祟。“疠气”与邪气、戾气、瘴气、异
气、杂气、毒气等是“一路货色”。疠者指“非正
气”之甚，故致呼吸道及消化系统病变。因季春
行夏，自然失律，四时不节，阴阳失位，天地间别
有异气魅惑，诱发人间滋生疫情。我国南方潮
湿闷热，为“疠气”多发地，所以端午节时汇集民
间偏方、中医验方以压制疫病发作。

民间认为菖蒲、艾蒿既能驱蚊虫，也可赶走
鬼魅。民众在端午节推出了中草药防治疾病的
卫生保健民间传统显学，还通过使用各种材质、
载体、造型、样式创作出“五毒”（泛指蜈蚣、蝎
子、壁虎、蛇、蟾蜍等类虫害）民间艺术主题系列
作品以从精神上减缓、对冲或抵消病毒的侵蚀
力与破坏力。

香囊包裹“降温”妙药

云南小凉山彝族同胞把农历五月初五作为
本民族的采药节。文山州壮族濮侬人根据民间

“药食同源”理念制作出一系列美食；这里的瑶
族同胞祭祀神农与禾谷父母保苗，感恩神农尝
百草救民于病疫苦难的创世伟业，并祈祷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马关县的苗族同胞崇拜行医
祖先“兜阳”，还周而复始地履行祭祀仪规仪礼，
故将端午节命名为“兜阳节”。贵州等地的少数
民族也有以此日为采药节，传说这一天采什么
草都有疗效。广东潮州居民热衷于去郊外山野
采草药，熬凉茶喝，大家认为这些都是祛火除瘟
的良方妙药。澳门过去家家门口插菖蒲以避
邪。端午节的节令食品粽子，也被称为“角
黍”。“角黍”形态则是古人祭祀用品之造物观念
的沿袭与发展，其中潜伏着本源的虔诚心灵与
不变初衷。

据说端午节佩戴香囊、“五毒”肚兜等物，可
以预防各种瘟疫疾病。北方一些地区民间流行
在端午节以仿生原理让小孩穿戴“五毒”图案衣
帽绣鞋、佩带香包的风俗，以普及防疫知识，培
育去邪扶正慧根，点化未成年人敬畏大自然，与
天地万物和谐相处，善待他人并祈求天地神灵
与祖先的长久庇护。

传说甘肃庆阳市的庆城是人文始祖黄帝
与华夏中医始祖岐伯论道之地，其论道的最大
功绩就是成就了医学巨典《黄帝内经》。庆阳民
间一直沿袭着巧女娴妇制做香包、端午节佩戴
香包祛邪纳福的传统。现存最古老的香包是在
2001年庆阳市华池县出土的被称为“千岁香
包”的实物，距今至少也有800多年的历史。《黄
帝内经》中记载有医师岐伯曾携一药袋防疫驱
瘟、禁蛇毒，开创“熏蒸法”。其草药在这里被称
为“香草”，药袋演化为“香包”。唐宋时期，香囊
更成为仕女、美人所钟爱的时尚雅物。清代，香
包发展成为爱情的信物。用五色丝绒线缠成的
庆阳传统香包的填充物，从吸汗的蚌粉、驱邪
的灵符与铜钱、防虫的雄黄粉，升级为香煞人
的民间福宝，“护身符”的意味极浓。屈原在《离
骚》里描写的“香草美人”大概也有这种功能性
原始语义，“扈江篱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
谕示佩香囊已升格为一种仁人志士高风亮洁
的象征物。

中草药让邪祟“吐血”

浙江嵊泗渔民视龙看作江河湖海之王，虎
为山林之王，故以为龙虎可镇海山之恶祟，避人
间之邪逆，守护家园，以保平安。端午这天清
晨，他们用艾草枝叶或布帛编剪成龙形或虎状，
即为艾虎、艾龙。这与“青龙降妖，白虎除邪”的
民间造物观念如出一辙。山东泰安和胶东还加
插桃枝，德州还加挂纸葫芦。葫芦压窗台，财源
滚滚来。“葫芦”与“福禄”同音，既是富贵的象
征，又寓意儿孙满堂，家宅兴旺。据说桃枝可
以避邪，挂葫芦可以纳百邪、消百灾，并在意念
空间通神转运。

我国晋代时将五月五日称为“浴兰节”。人
们相信兰草及艾蒲的药用价值与避邪功能，并
希望通过沐浴的方式达到防疫的目的。欧阳修
《渔家傲》：“正是浴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
叶里黄鹂时一弄。犹瞢忪，等闲惊破纱窗梦。”
概括了沐浴净身、洗涤污秽，饮酒驱毒的端午节
俗防疫要点。据称雄黄有驱散瘟疫之效，不仅
能消毒杀菌，而且“入山林而虎狼伏，入川水而
百毒避”。雄黄不溶于水而溶于酒，故民间服用
雄黄酒解毒。广西等地常用柏叶、大风根、艾、
蒲、桃叶等煮成中药汤水净身。湖南、浙江等地
还有采割葛藤挂于门外的习俗。在福建平和县
一带，“午时，则煎蒲艾水，举家洗浴”。农历五

月初五，在宁德民间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日
子，故有“破五”（泼污）之习。家家户户清洗门
户，在宅院四周喷洒雄黄酒，午餐还喝雄黄酒祛
秽避邪。福建连城县俗有以艾叶、苍术、白芷灯
燃烧取烟熏房屋、熏谷仓消毒；有以喷雄黄酒或
撒雄黄于床下、墙角杀百虫、杀百毒、辟百邪、祈
百福，家家户户张贴黄纸条于厅堂、厨房各处：

“五月五日天中节，行病鬼王口吐血”“五月五日
送毛娘，毛娘一去不返乡”“五月五日午时书，四
海龙王进宝珠”等。湖北武当山下的伍家沟村
民在门楣上悬挂大辣子、大蒜、鸡蛋壳，以驱逐
端午节的“不速之客”。

陈述上列与中草药防疫相关联的草木、艾
虎、虫子等词组，让笔者联系到“棒子老虎鸡虫
子”的游戏口令。艺术源于游戏和模仿。在人
类的童年时代，游戏和模仿是族群文化链条上
的原初意象遗韵和童话叙事遗稿，从中仍可以
揣摩和感悟端午节俗遗传之久远和功能语义之
绵长。

仙道题材融古铄今

端午文化符号渗透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
面，并以超稳定性结构熔铸于民众的精神世
界。推宕至文学艺术创作领域，关于端午节俗
的题材及佳作丰富多彩，琳琅满目。弥漫在民
间文艺创作与传承空间的端午民俗、传说、故
事、神话、歌谣、谚语、戏曲、说唱、工艺美术等类
别的主题作品更是浩如烟海，蔚为大观。陕西
凤翔泥塑被当地居民用于求子、护生、辟邪、镇
宅、纳福。当地民间艺人胡新明创作的泥彩塑
作品“虎娃”，融合了当地育儿送“虎”习俗。“虎
娃”纹饰集中了经典的传统文化象征符号，如象
征驱毒避邪的花草纹、象征繁衍的眉间鱼纹、象
征富贵繁荣的牡丹纹、象征多子多福的石榴纹、
象征富贵吉祥的铜钱纹等。天津“泥人张”第四
代传人张锠格外关注在传统文化背景下个体的
命运际遇及现实苦旅与羁绊，刻意并特别擅长
在民间传统中体现现代精神。他的彩塑作品
《断桥》取材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白蛇传》中
白素贞与许仙断桥相会的情景。作者活灵活现
地刻画了青蛇的刁蛮可爱、白蛇的温柔端庄和
许仙的懦弱胆小。

当下，各种戏文《白蛇传》仍在不断翻演。
其中的重要桥段如饮雄黄酒、开药材店治病、盗
灵芝仙草救人都是端午防疫的文化叙事要素标
配。至于《白蛇传》题材的民间故事讲述人及讲
述活动就更为广泛和传神了，并且越来越受年
轻人的青睐。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和镇江市
文广旅局2019年以来举办的“白蛇传传说”主
题文创大赛，以“白蛇传传说”中的人物形象、故
事情节、民俗节令等为主要创作题材，通过创新
的表达方式，寻找历史文脉与今天社会生活的
对接点，通过“非遗+文化创意”创新表述方式，
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和活力，取得了良好效果。

说到端午节镇宅保平安的神圣叙事，就不
能回避民间对神像图符的超自然力量的借势。
镇宅神灵谱系及门神家族造像多以武士类威严
甚至狰狞面目出现，如神荼、郁垒、赵公明、钟
馗、秦琼、尉迟恭以及火神、天师等。

钟馗在民间传说中的地位十分显赫，在地
狱里斩除妖邪，遍行天下，且不受阎罗王节制。
据传，钟馗为唐时人，因受不公正待遇死于非命
而成鬼王。据《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三记载：
唐玄宗得重病，御医无能。一天深夜，唐玄宗梦
见一大鬼捉住了一牛鼻子小鬼。玄宗噩梦醒
来，霍然病愈。于是召见大画家吴道子，命他依
圣上所梦绘出“钟馗捉鬼图”，昭告天下，并于端
午之时将此画贴在门上，用以镇妖驱邪。此后，
关于钟馗捉鬼的信仰在民间大行其道。在后
世，钟馗题材一直受到画家尤其是民间画师的
青睐。

民间观念认为，钟馗既然能捉鬼，那抵御区
区“五毒”自然不在话下了。钟馗就此被认作一
切鬼怪的死对头。于是每逢端午节时，在许多
地方，人们都在自家门上张贴钟馗的画像，用以
镇宅驱邪。如北京将钟馗作为四合院门神张
贴。在江苏，有“跳钟馗”的风俗：乞丐身穿甲胄
装成钟馗，沿门跳舞以驱鬼。钟馗斩鬼、钟馗嫁
妹的故事与传说也成为民间文艺领域长盛不衰
的创作题材。

节日泡在诗歌里过

端午是整个夏季中最重要的节日。作为一
种民俗，端午节自两千多年前与屈原结缘，人们
又将其称为诗人节。屈原的人格魅力与精神境
界，在汉以后的历代精英心目中，可谓高标回
日，风度翩翩，又如阳春白雪，风清月朗。

在归州屈原祠和屈原诞生地乐平里（现屈
原村），农历五月初五，乡人云集屈原庙内，设祭
坛祭拜屈原。1949年以前，屈氏后裔各族选派
代表前来朝祖，端午节那天合族祭祖，续写族
谱。2010年开始，屈氏后裔又开始到秭归新县
城凤凰山新建的屈原祠祭祀屈原，并成立了屈
氏宗亲会组织。同年的中国端午文化节举办期
间，秭归县制作了一只长62米的钢质龙舟，创

意出于对应传说中屈原的
62岁寿长。当代的龙舟
赛仍以纪念屈原为主题，
保留了祭祀屈原、齐唱《游
江号子》招屈原魂归故里
的内容，但强化了民族性、
竞 争 力 和 娱 乐 色 彩 。
2013年秭归屈原端午文
化节设计了在归州镇举行
屈原铜像揭幕仪式、在屈
原镇屈原村屈原庙举行端
午祭祀屈原仪式暨屈原故
里端午诗会等活动，并与
农家院落包粽子、磨麦面、
蒸粑粑、泡制与涂抹雄黄
酒，艾水沐浴，花鼓戏表演

等内容融为一体，遥相呼应，将祭祀屈原汇集
为盛大的民俗活动，增强了节日氛围与凝聚
力。关于粽子，在屈原的故里还有一种说法，
粽子棱角分明的外形象征着屈原刚直不阿的品
格，雪白的糯米好比屈原廉洁清贫的一生，中
间的那一颗红枣代表的是屈原对祖国忠贞不渝
的心……

屈原故里祭祀屈原最厚道的推崇与景仰诗
人的行为艺术与传统禀赋就是民间的写诗吟
诗、农民的学诗唱诗。骚坛诗社在屈原村非常
活跃。诗社的会员是当地农民，活动场所在屈
原庙。他们农闲时聚会，切磋诗艺。农民诗人
写的都是格律诗，有的人还专攻骚体诗。每到
端午节，这些诗人就到屈原庙组织民间诗会，或
吟诗或唱诗，附庸风雅。

骚坛诗社成立已很有些年头了。明朝末期，
骚坛是一个比较松散的团体，既没有具体的组
织章程或明确的艺术主张，也没有具体的牵头
人，但“骚坛”作为诗社的一个名称已经确定无
疑。清朝的骚坛成员除了一些秭归籍民间诗人
外，还有周边县乡的同道或爱好者加盟。他们志
同道合，自由组合，吟诗作赋，彼此唱和。明清时
节的端午诗会，多在农家或者在屈原庙举行。

新中国成立后，“骚坛”曾一度销声匿迹。
1982年5月，乐平里农民诗人谭光沛、杜青山、
郝大树、王明德等人牵头结社，恢复“秭归县三
闾骚坛诗社”名头。从此，活动再未间断，成员
也扩大到60余名，创办并每年出版一期诗刊
《骚坛》。诗社也确立了宗旨：怀念屈原，歌颂屈
原，弘扬屈原文化和精神。

节日的意义，不仅在于庄严崇高的庆典和
仪式，更体现着现实世界中人们共享的一种精
神与情感。端午节不仅要避瘟防疫，还要强筋
健骨，更重要的是要强本固元，涵养正气。如
此，才能在自然节律与社会发展规律中调适我
们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调适自我的状态与心
态。《周易》云：“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
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屈子曰：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无论征途如
何艰险，终究是邪不压正。

关 注

迈入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那一年，我30
岁。从北京火车站坐上接新生的大巴车，穿过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北京城区，直奔城北郊外昌
平区朱辛庄。据说是明嘉靖皇帝谒皇陵（十三
陵）路遇此地所赐“朱辛庄”。看着四周被一片
田野包围着的孤寂的校园，看着树木掩映下的
一排排红砖房，看着门口赫然而立的“北京电影
学院”大木牌，我恍惚在梦中，疑惑徘徊，许久许
久。这就是我心中的圣殿“北京电影学院”吗？
这就是过去、如今、或许将来，中国电影的最高
学府吗？

走进课堂，我便感到如沐春风。无论是沈
嵩生、王迪、汪流、余倩、黄式宪老师的电影剧作
课，还是李少白、郑雪来、周传基老师的中外电
影史课；无论是谢飞、郑洞天、倪震老师的电影
导演、美学课，还是李準、黄宗江、叶楠、鲁彦周
等前辈的大师讲座课。我就像一棵刚刚萌发的
幼芽，吸收阳光雨露，如饥似渴，茁壮成长。记
得我当时有一台老式双卡录音机，会把老师的
重点课都录下来，一是下了课可以再对照课堂
笔记听一遍，二是给因故没有听到课的同学及
时补上。几次搬家，我至今都保留着在北京电
影学院的十几本课堂笔记，也许不会常去翻看，
但精髓已刻在脑子里。李準老师的“生活才是
最生动的课堂”，叶楠老师的“细节会支撑起一
部剧本”，郑洞天老师的“电影是表现露出水面
的冰山一角”，倪震老师的“新生代电影美
学”。文学系的王迪、汪流、余倩老师，当时被称
之为“三驾马车”，从主题、结构、风格、场景、人
物、台词，全面系统的电影剧作基础课，更是带
领我们渐入佳境。请原谅我在这里无法一一列
举了。应该说，我日后电影创作的根基就是在
1982年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编剧班的课堂上
深深扎下的。从此，启蒙我、支撑我、引导我在
电影创作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

我们这个班的同学大都是从各电影制片厂
和电影研究机构选送上来进修的，年龄更是相
差十几岁不等。有的同学已有剧本拍成电影并
颇有影响，如《法庭内外》《瞧这一家子》《泉水叮
咚》《月亮湾的笑声》；有的同学已在电影艺术研
究领域发表论文小有成就；有的同学被当作电
影编剧的苗子重点培养。如翟俊杰、赵葆华、贺
梦凡、吴建新、林力、陈敦德、张震钦、金海涛、李
梦学、宁和……个个才华横溢，自命不凡，意气
风发，口才了得。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成队结
伴，在田间小路上迎着夕阳散步，那是如今应称
为“线下”的更灵动的课堂。我们的话题几乎都
是围绕探讨当代电影创作、改革开放初期敏感
的社会问题、颇有争议的中外文学作品。有几
位理论高深的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如我这般矜
持些的，也就是偶尔能插上几句话而已。争执、
争论、争吵是经常发生的，有时为电影中的一个
情节，有时为课堂上老师的一个观点，有时为在
课堂上朗读自己创作的剧本是用普通话好还是
方言好，面红耳赤甚至出言不逊也经常发生。
你就看那散步的队形吧，一会儿几个人疾步如
飞走到前面，一会儿几个人走走停停落在后
面。至今回想，我是多么留恋那一个个黄昏与
夜晚，那一场场无拘无束、真挚坦诚、放纵不羁
的交谈与思辨啊。那时的我们对物质生活的要
求极低极低，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却至高无上。

不记得是哪位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电影的
本质就是向影片学习。”每周全校师生都会在学
校大礼堂看两部电影，大都是国产片。让我倍
感荣耀或虚荣心得到满足的是我在学校期间，
大礼堂里放映了我参与编剧的电影《飞来的仙
鹤》。那天放电影之前，我一直在没人的地方游
荡着，装作若无其事地不敢进去。尽管在此之
前，我已经得知，著名电影评论家钟惦棐老师在
全国电影创作会议上，评论《飞来的仙鹤》如银
幕上吹来一股清丽的风，创作者如同银幕诗人
为我们带来了这部质朴又华丽的电影。但一想
到即将看片的是为自己授课的老师和看片时一
向挑剔的同学，便紧张地直熬到电影音乐响起，
才悄悄溜进礼堂，摸黑在后面坐下。现在我都
想不出，当时为何那么紧张与忐忑，那么在乎他
人的评价。直到电影散场，我偷偷听到了老师
和同学们的赞誉，班主任王迪老师在课堂上点
了我的名字，分析这部影片的人性、大自然与诗
意之美，我才抑制不住感到发自内心的欣慰、鼓
励与满足。后来也是我在校学习期间，学校又
放映了我参与编剧的《白桦林中的哨所》，当时
我已淡定了许多。

最让我们兴奋的当属每周一次去城里小西

天的中国电影资料馆看外国“参考片”。当时正
值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有幸能看到刚刚被引进
作为教学之用、没有被删减、无中文翻译的原版
电影，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呀。进城看电影那
天，我们会早早吃过午饭，佩戴上“北京电影学
院”白色校徽，早早就上了班车。当然都是站
着，座位是留给老师的。从下午到晚上放映两
部外国电影，通常放到傍晚，我们来不及吃晚
饭，或在路边随便买点吃的，就匆匆赶到德胜
门始发站乘345路公交车，赶回朱辛庄学校。
记得最清楚的有两次，一次是放映瑞典导演英
格玛·伯格曼的《第七封印》《处女泉》，一次
是放映意大利导演弗德里科·弗里尼的《甜蜜
的生活》《八部半》，都是如梦如幻超长度的电
影。大师之作，当然要从头看到尾，否则会遗
憾终生。那时的我，每当时间超过8点就会立
即陷入两难：要么看完大师之作，要么提前退
场去赶345路8点45分在德胜门始发的末班
公交车。为什么这个数字记得这么牢，那是因
为我无数次地坐在电影资料馆的大放映厅里，
不停地盯着手表，内心激烈斗争着。那种内心
的不安与颤抖，至今记忆犹新。有一部分同学
家在北京，当晚不必赶回朱辛庄学校，还有的同
学城里有亲属或朋友，也可以想办法留宿。只
有我们几个同学，是无依无靠无论多晚都要赶
回朱辛庄学校的。

有一次很幸运，班长汪海涛骑着摩托车捎
上我送到德胜门公交站，345路末班车已经开
走了，他无奈索性骑着摩托车把我带回朱辛庄
学校。一路夜风吹拂我的脸，那种感觉只有一
个字形容“酷”！还有一次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我们三个同学商量好坚持看完大师的电影，不
看到结尾怎么会理解大师作品之精髓呢？我们
坚持到银幕上结尾的黑字幕一出，便“腾”地冲
出放映室，撒腿就往德胜门跑。好不容易气喘
吁吁地看到了345路公交站停着一辆公交车，
一边加速奔跑，一边远远地大声呼喊：“等一
等！”最后也就是相距数十米，眼睁睁地看着那
辆末班车轰隆隆地驶出站台，缓缓地、决绝地开
走了。我们几个同学顿然傻了，歇了一会儿，忘
了是谁说了一句：“走也要走回去，明天早上还
有课呢。”写这篇文章时，我才在高德地图上查
了一下，从德胜门公交站到朱辛庄公交站直线
距离有17公里，可当时并不准确知道。是啊，
为什么当时没有想到叫辆出租车？也许大家口
袋里都没带钱，也许那么晚了根本就叫不到出
租车，也许那个年代大家都是学生没有打车的
习惯……这些至今都淡忘了。总之，我们上路
了，沿着345路公交车的路线往学校走，开始大
家不讲话，默默地向前走。后来唱起了歌，一首
接着一首，在马路上并排向前走，我心里是做好
准备走到天亮的。现在想起来很浪漫，可那时
却有点悲壮。走着走着，突然有人发现后面驶
来一辆马车，我们还相互推脱了一阵，不记得是
谁大胆跑上去向车老板求救，就让我们搭一段
路吧。车老板慢慢停下了，那真叫一个“狂喜”
啊，我们纷纷跳着坐上了马车，比坐上小轿车都
爽！有什么资格的人才能坐上马车啊？17、18
世纪名门贵族才能坐上马车呢。当知青时毛泽
东思想宣传队演出时才能坐上马车呢，平时我
们只能坐牛车。我越想越美，不觉又唱起歌
来。记得一直坐到朱辛庄公交站，我们才跳下
马车，一遍又一遍地谢过车老板，无比快乐地向
学校大门口跑去。只见有提前离开电影厅赶上
末班车的几个同学，守在大门口收发室，生怕我
们几个回去太晚进不去校门。我当时那叫一个
感动，说的很清楚其中有赵葆华。必须把他的
名字写上，要不然文章让他看见该骂我了。

在北京电影学院那一年经历了很多很多事
情，写到此我都不想写了。比起我们对电影的
虔诚，那些事情似乎都可以不提。我们就是这
样迈进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的圣殿，怀着对电
影的热爱与赤诚。明知前面的道路并不全是鲜
花还有荆棘，明知有成功也有失败也许会败得
一塌糊涂，明知电影编剧永远是站在一部电影
的幕后，但却是：一部电影的灵魂。这就足矣
了，值得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走到底！

我至今仍然庆幸我的选择和坚持。
毕业离开朱辛庄学校的那一天，我默默地

摘下了一直戴在胸前的校徽。眼睛湿了，一直
到北京火车站，上了火车都没有干。

世间一切都是遇见，但它是我生命中最美
好的遇见。

（作者系1982年文学系编剧班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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