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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園
撫摸青翠詩行

張鴻雁
 
          山之巔  茶之園
          在三月裡
          被雲朵打開了書頁
          已鋪滿了翠綠的詩行
          每一處韻腳都滿是清秀

          有了這水靈靈的氣勢來渲染
          一芽新葉  正式出場
          高高舉起春天的盎然旗幟
 
          初芽如眉  
          還認得那粒雨的模樣
          也分辨得清
          每一綹清風的嗓音
          靜靜沉積昨夜星光
          把蟲鳴雀唱的每一句情意
          都一一刻寫進脈絡裡
          每一朵新茶
          是開啟春心的密碼
 
          在春山之巔  茶的伊甸園
          時光只能止步 
          讓位于青翠 
          雨露晶瑩如初 
          霧也輕盈如初
          綠色把萬千世事都婉拒在外
          把春天捧上這高高的祭台
          散發純淨而幸福的光澤
 
          一春一芽心  三生三世情
          把氣韻固化  
          純淨成一片片心形
          在淨水中挺立  領悟生命莊嚴 
          就能看見昨夜
          那些清澈的星光
          正浮現出一幅春色的立體畫

清明是一棵樹
陳理華

清明，也許和濛濛細雨有關，也許和淒
苦思念有關。但在我眼裡它更像是一棵樹，
一棵長在華夏大地，枝繁葉茂、秀頎挺拔的
大樹。

大樹深埋于泥土的龐大根系，是我們已
故勤勞善良的祖先，子孫們就像被根繁衍出
的枝椏，我們就這樣像樹一樣，無窮無盡地
繁茂著，傳承著……

盤根錯節的根是一隻隻手掌，它們*開
手指，伸向未來方向。風塵千年，煙雨萬
載，根們不辭勞苦，沿一條看不見的，彎彎

曲曲艱難曲折道路，守候著民族文明與希
望！為我們創造了博大精深五千年燦爛文明
的祖先，他們在地底下，默默地守候著一代
又一代子孫.，為我們輸送著源源不斷的營
養。

這棵大樹上的枝枝杈杈，縱橫交錯成一
張無邊無際的網，網中央，盤踞著驅趕不去
對已故親人的思念和惆悵。青青蒼蒼，生機
勃勃，陽光下鳥語在唱歌花朵的芬芳。片片
綠葉，浸透時光，將歷史天空浸染得碧綠碧
綠。樹杈上是一群生龍活虎的炎黃子孫，正
把中華民族的宏偉藍圖，建造得日新月異，
光彩燦爛。

清明，這是生與死的約會，是天上人
間的相聚。這是古人給我們一個莊嚴的盡孝

儀式。清明，這份濃濃親情早已扎根我們心
中，清明節不只是活著的人，對逝去人的祭
奠，而是為了讓子孫後代，在緬懷中記住大
樹的根在哪裡，故鄉在哪裡，無論走到海角
天涯，也要情系鄉土，永不忘本。

所以，清明來了，樹的兒女們也從四面
八方來了，他們把一腔相思的淚化作清明時
節的紛紛細雨，任那份思念的蒼涼，一年又
一年地傳承。樹的兒女們，肩上扛著鋤頭，
手上提著供品，拿著紙錢，在拔去野草的荒
塚上，灑下幾杯冷酒，燒上幾刀黃紙，告慰
先人的同時，也盼望著他們在天之靈能保佑
人世親人的一切平安。

清明是一棵樹，樹的一頭連著祖先，一
頭連著我們。

艾草青 艾粄香
賴運勝 

「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清明時節，遠在他鄉生活工
作的遊子們，都要放下手頭的事情，回故鄉祭祖掃墓，為先祖先人
敬上一盤祭奠貢品，獻上一束鮮花，以表後人對先祖先人的祭奠
和思念。在嶺南的客家先人的牌位或墓穴前，祭奠的貢品除了必備
的「金豬」祭品外，還有就是不可缺的青青艾粄（也稱艾糍、青糰
子、艾粿等）。所以，清明前後采艾葉做艾粄也成了南方客家人的
一種習俗。每當清明節到來，長輩們都會做上幾籠糯軟清香的艾
粄，除送親朋好友品嚐之外，也讓兒孫們美美地品嚐艾葉青味，飽
食艾粄饞香。

艾草，又叫香艾、艾蒿、艾﹑灸草﹑艾絨、、蒿枝、蕭、艾
青、蒿草等，是一種多年生草本植物，廣泛分佈于亞、歐各地。艾
葉形似菊，表面深綠色，背面灰色有茸毛。每當春夏之季，艾草
宛如深秋時節漫山怒放的野菊，蓬蓬勃勃，蔥蔥鬱鬱，在晨露的滋
潤，和風的吹拂，陽光的照耀下，婀娜多姿，風情萬種，縷縷清
香，飄飄嫋嫋，綿綿不絕，芬芳馥鬱，沁人心脾。

艾草，生命力強。房前屋後，山坡地頭有其身影；田間輋地，
路旁溪邊也有其蹤跡；不論貧瘠肥沃，隨處生長，滿地而憩；也不
論乾燥濕潤，團團簇簇，綿綿不息。所以，艾草在鄉下是極普通的
草本植物，說不上是稀奇之物，也談不上有貴重之稱，但在鄉下卻
到處有它，也離不開它，視為珍寶之物，加以珍珍惜和呵護。

艾草，用途甚廣。《本草綱目》記載：艾以葉入藥，性溫、味
苦、無毒、純陽之性、通十二經、具回陽、理氣血、逐濕寒、止血
安胎等功效，亦常用于針灸，故又被稱為「醫草」。 由于其可藥
可食，人稱「百草之王」。

艾草，雖是極普通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千百年來，它卻素幽
的清香一直氤氳在詩卷裡：「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古時墨子取火石和艾絨打
火，點起枯枝來沸水。扁鵲、華佗針灸病人時，總是拿艾點燃後去
熏、燙患者穴道。《孟子》云：「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論
是在古樸浩瀚的詩經中，還是在時尚現實的生活裡，艾草都以其真
真切切，實實在在、潔潔淨淨的一種民生植物，一直在民間的煙火
中縈繞，在人們日常生活裡並存。春夏之時，艾草青青，給人們採
來置于家中「驅瘟避邪」，「逢凶化吉」；乾枯後給人驅蚊除蟲，
化淤解毒。尤其是端午前後，氣候悶熱潮濕，蚊蟲肆虐，于是家家

戶戶採擷新鮮而水靈的艾草懸于家中門庭，當作看家護院的「門
神」，驅瘟避邪。夏秋之時，點燃晾曬烘乾的艾葉，既驅蚊除蟲，
又芳香四溢。孩童生瘡膿癤，艾草熬水或搗汁，或內服，或外擦，
或敷于患處，化淤解毒。艾草不但可做成天然植物染料，供人使
用。艾草還可與硃砂、朱鏢、艾絨、蓖麻油、麝香、冰片等調和而
成印泥配料。

艾草，是人們餐桌上常見的一種食材。每到春季，田頭輋地，
路旁溪邊，都會長出一叢叢的艾草，翠綠色的葉子盤旋著，宛如一
座座小塔林聳立在地上，精巧玲瓏，非常可愛。這時，人們就會把
鮮嫩的艾葉採下來，並對艾葉挑揀篩選，留下嫩葉嫩枝，用清水洗
乾淨後放進鍋裡煮，其間放入適量的蘇打粉，使艾草更容易煮爛變
成蓉質，撈起用清水洗滌並擠幹水分，再把準備好的糯米粉與艾葉
蓉一起搓揉成麵團，並分成大小均勻的若干小麵團，逐一揉圓壓扁
後用拇指按粄團中間，四指同時向外按轉出半圓外皮，宛如包湯圓
一樣將芝麻、花生等餡包入其中，並在頂端用手捏個『小尾巴』的
造型後，貼附在小片柚子葉或芭蕉葉上，放入蒸籠蒸熟即可食用。 
剛出籠的糯香軟甜的艾粄，青如翠玉，潤滑欲滴，這時如若輕輕咬
上一口，那軟綿綿，香噴噴的感覺和回味，讓你綿韻悠然稍縱，香
境悠遠欲濃。

艾粄味道較為濃烈，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欣欣然接受。做艾粄時
人們就因人而異，對清淡者可少放些艾蓉，這樣較為淡淡清香，吃
起來既帶著艾味的清香，還有一種特有的淡淡堿香和甘香，對喜濃
郁者則反之。所以這艾粄大人喜歡，小孩子也喜歡，不但能讓人食
慾頓開，又能飽食解饞，不亦樂乎。

春陰垂野艾草青，時有幽葉滿枝明。艾草雖然嬌弱矮小，樸
實無華，也沒有鮮花綺麗，也沒有大樹舒展挺拔，但它卻有一身柔
情，真誠的愛心，讓人們敬仰，讓人們歡欣，更讓人讓人們愛戀，
愛得熱情風火，戀得一往情深。愛其獨憐艾草澗邊生，旁有蜂蟲
枝上鳴；愛其紮根之處即吾家，悠悠然然隨遇安；愛其質樸厚實苦
為樂，平平淡淡寫人生；愛其默默奉獻終無憾，留取丹心照汗青；
愛其在大自然的懷抱裡，淳樸耿直，樂觀豁達，盡心盡力，奉獻一
生，盡情地彰顯其生命的價值，厚重的人生。

我在想啊，人類就應有艾草這樣的生活態度和秉性品格。大千
世界，芸芸眾生，是純樸厚實的人們賦予艾草高貴的秉性和品格，
還是純樸厚實的人們從艾草身上得到了洗禮和啟迪？

「春草年年綠，王孫歸不歸」。今年采的是艾草青青，吃的
是艾粄香香的遊子們，待到明年艾草青青時，也許不用再問歸不歸
了，定會與今年一樣，還采艾草青青，再嘗艾粄香香。我想……

從二里頭到三星堆：探秘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
　　新華社北京4月18日電　三星堆遺址的
「上新」，引發各界圍觀和熱議，也掀起又
一輪對考古文化的探究熱潮，其中，三星堆
和二里頭的關係尤為引人關注。從中原文化
代表的二里頭，到帶有神秘色彩的三星堆，
「撞臉」的文物、「誇張」的面具、「奢
侈」的祭祀……其中經歷了什么，又昭示著
什么？
　　新華社記者就此近日採訪了中國考古學
會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歷史
學部主任王巍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副研究員、二里頭考古隊領隊趙海濤以及四
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
雷雨。
　　記者：從三星堆出土文物看到，其中不
少與二里頭文物幾乎「同款」，兩個遺址有
什么相似的地方？又各自具有哪些特徵？
　　趙海濤：二里頭遺址位於河南洛陽市偃
師境內，遺址現存面積300余萬平方米，是迄
今發現的距今3700多年前東亞地區規模最大
的中心聚落。1959年至今的考古發掘表明，
二里頭遺址呈現出明顯的「王朝氣象」，目
前已發現大規模的宮殿建築群和宮城、「都
邑」中心區主幹道網以及官營作坊區等重要
遺跡，以及成組的青銅禮器群等。從考古發
現來看，兩地有一些共同特徵的器物，比如
都出土有陶盉、牙璋、鑲嵌綠松石銅牌飾
等，但祖型卻在二里頭，二里頭遺址出土類
似文物年代更早、工藝難度極高。這幾類器
物都是高級別、高規格的禮器，代表一定的
禮制。
　　雷雨：三星堆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
格局中地域特徵鮮明的考古學文化之一，既
有與中原夏商王朝類似青銅器和玉璋、玉
琮、玉戈等，又有獨特性青銅神像、金杖、
面具、神樹等，三星堆特殊的祭祀行為，包
括「燔燒」、器物分層、填土夯築等「複
雜」過程十分罕見。
　　王巍：這兩個遺址都是青銅文明具有代
表性的遺址。現在考古學界基本上認定二里
頭遺址是夏代後期都邑性遺址。它創造了一
系列的禮制，包括宮殿的佈局、中軸線的佈
局、前後幾進院落這種宮室制度。這種宮室
制度一直沿襲到明清時期，比如今天的紫禁
城，都可以看到這種制度延續的影子。二里
頭創造了青銅容器鑄造技術，這些銅容器後
來成為商周時期貴族用來表明身份的禮器。
三星堆的文化具有鮮明的特色，它最大特色
是出現一批與信仰有關的一系列用具，比如
總高度在2.6米的銅人立像、大型青銅面具、
青銅人頭像、黃金面具、金杖等。
　　記者：二里頭與三星堆，是否有文明層
面的某種關聯？有哪些交流的痕跡？

　　王巍：三星堆出土有大量深受夏商王朝
影響的青銅器和玉器，比如發現夏商王朝創
立的用璋、戈等儀仗化的器具，發現了在夏
商王朝時期受到重視的銅鈴等，而且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
　　趙海濤：二里頭文化的繁榮階段明顯早
於三星堆青銅文化繁榮階段，兩個地方相距
千里，相對獨立，都有各自的文化發展譜係
和脈絡。但從兩地部分出土文物的相似度來
看，二里頭文化對三星堆文化的輻射影響明
顯。從器物特徵和所代表的內涵來看，二者
的文化交流主要表現在上層禮制方面。
　　雷雨：三星堆文化和二里頭文化聯繫較
多，三星堆很多東西與二里頭有淵源關係，
比如玉戈、玉璋、陶盉、高柄豆、觚型器、
鑲嵌綠松石的銅牌飾等，構成了一個清晰的
器物群聯繫紐帶。二里頭和三星堆在地理空
間上一北一南、一東一西，兩者之間肯定有
一個文化傳播的中間地帶。
　　王巍：商王朝發明的比如銅尊、銅罍在
三星堆有比較多的出土。尤其是牙璋，三星
堆出土的人像很多手裡持著牙璋。它的神
壇，下面有一個立獸，立獸頂著幾個小人，
小人頭上頂著的最神聖的東西恰恰是商王朝
創造的銅尊或者銅罍，顯然三星堆對銅尊銅
罍非常尊崇。
　　記者：從二里頭到三星堆，我們能否印
證一些中華文明的發展特點？
　　王巍：當然。中華文明的發展特徵是多
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距今約5000
年這個時期，包括成都平原地區在內，各地
都有邁向文明的進程。到了夏商時期，這種
文明的交流互鑒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格局開
始形成。一個重要的表現是銅器及其製作技
術向周圍的傳播；另一個便是玉石禮儀用具
所代表的禮儀制度向周圍的傳播。隨著中原
王朝勢力力量的增強，其對周圍廣大地區的
影響成為交流的主要形式。當然，交流是相
互的，我們可以看到甲骨文當中，有「商王
伐蜀」的記載，跟蜀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雷雨：三星堆這次的考古新發現，是中
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重要見證。1986年三
星堆1號、2號「祭祀坑」發現之前，三星堆
文化的陶器極具地域特點，但大量青銅器、
玉石器出土後我們看到來自周邊的各種文化
因素，有長江中游的、長江下游的、甘青地
區的，佔比最大的仍然是中原地區夏商文
化，即便三星堆最具特色的神像和面具仍然
可以在長江、黃河流域古文化中找到溯源。
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與埃及文明、西亞及南
亞文明有什么聯繫，三星堆文化在青銅人
像、面具、神樹等器類的獨特性正是中華文
化豐富性、多樣性以及兼收并蓄、海納百川

特質的最好表達。
　　趙海濤：至少從3600多年前，黃河流域
的中原文明與長江流域的古蜀文明交流、互
動，直到秦漢時期巴蜀地區歸入中央王朝的
統治範圍，是中華文明多地起源，並存發
展，通過頻繁緊密的文化交流，最終走向一
體化的生動體現。三星堆遺址的發現說明，
至少從二里頭時期開始，中原地區和成都平
原地區就有著比較多的交流，這種交流改變
了成都平原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文化發展
的模式和內涵，開啟了成都平原地區隨著中
原地區文化發展進程而變遷的新階段。
　　雷雨：三星堆文化來源本身就是多元
的，中原夏商時期的禮制對三星堆文化產生
了比較強烈的影響，比如與中原地區非常相
似的尊、罍這樣的禮器。還有包括一般平民
使用的陶器：陶盉、高柄豆、觚型器等，都
能在中原文化裡找到。這些顯示了三星堆文
化與中原文明中的「一體」性，「多元」體
現在它本土的一些東西，比如青銅群像、面
具、神樹、金杖等。這些東西加上與中原相
似的那套東西，完美地在三星堆融合在一
起。在今年新發現的文物中，一件「青銅頂
尊人坐像」是比較典型的，尊是中原的典型
禮器，古蜀人把它加以改制，目前看到尊的
附件至少有兩條龍形飾，這是前所未見的，
最特別的是在尊底部有一個跪坐人像，這件
器物我覺得是最具有典型代表意義的，把古
蜀文化與中原文化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證明
都是龍的傳人。
　　記者：綜合網友的諸多疑問，比如有無
文字、三星堆文化是否受到境外文明的影
響，甚至聯想到「外星人」，專家怎麼看？
　　雷雨：有些人覺得三星堆應有文字，只
是目前沒發現而已，有些人認為三星堆沒有
文字。我個人傾向於前一種，三星堆文字如
果書寫在當時已有的布帛等有機質載體上便
難以保存了，但是我們沒有放棄，一直希望
在某個「祭祀坑」裡出現「奇跡」。「外星
說」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三星堆的很多出土
文物造型奇特，但那不是「外星人」，實際
是有一些藝術誇張的神像。「西來說」並無
證據，倒是發達的絲綢產業彰顯富庶，通過
貿易或進貢，象牙、海貝、珠寶等從包括南
海沿岸乃至更遠地區來到三星堆均有可能。
　　王巍：關於是否受境外文明的影響，我
認為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是很正常的，夏商
王朝的冶金術就是受到西亞的影響。我們目
前不能完全排除境外文明因素對三星堆的影
響。但是，要論證三星堆接受了境外文明的
影響，一定要有具體的證據。象牙和海貝的
發現，並不能說明三星堆就與印度或其他地
方有關聯。象牙，以當時此地的氣候條件，

有象牙非常正常。至於海貝，殷墟就曾出土
了大量海貝，與三星堆幾個「祭祀坑」基本
同時。研究表明，殷墟的海貝並不出自印度
洋，而是出自我國東海及南海。
　　記者：這兩個遺址目前挖掘的只是冰山
一角，都還有許多未解之謎，專家們最感興
趣、最關注的是哪些？
　　王巍：對二里頭來說，最值得關注的謎
團首先是王陵所在。原來只發現遺址中的宮
城，現在發現「井」字形的道路把遺址中心
部位分成了9個格，每一個格里都有高級貴族
居住和墓葬，這不是我們原來以為的中間一
個宮城、周圍都是老百姓的格局。我們也期
待是不是有更高級的墓葬，跟王相聯繫、相
匹配的等級；第二是文字，因為甲骨文是非
常成熟的文字，應該有很長的發展過程。對
三星堆來說，我關注的點有三個：首先是到
底有沒有文字；二是三星堆發現的這些坑裡
的東西，是在什么情境下使用的；三是此地
是否跟境外文明有聯繫。
　　趙海濤：二里頭經過62年的發掘，雖然
已經呈現出一個讓人震驚的早期王朝景象，
但目前只揭露了遺址1.6%，還有大量的空白
地區等待繼續發掘，大量問題有待廣泛、深
入研究。比如學界以及公眾普遍關心的，二
里頭這麼大的都城，目前只發現了宮城和中
心區域內部的圍墻，300余萬平方米的遺址外
圍，有沒有城墻或者壕溝等防禦設施？我相
信，隨著工作理念、思路的拓展，多學科引
入以及更多科技手段的運用，從考古遺存中
提取的信息會越來越豐富，研究的廣泛和精
細程度越來越高，對二里頭社會生活面貌的
了解可能會超出原有的想象。
　　雷雨：三星堆是「正在進行時」的考古
項目，我知道公眾一般會關注「祭祀坑」裡
的器物，當然這個沒錯，但除了這些精美的
器物，我建議公眾可以把一些關注點投入到
我們對考古信息和歷史信息提取的成果方
面，比如土壤、植物、動物、古DNA、一些
微痕的分析等，畢竟器物能夠反映的只是少
部分人。如果能提取出來，土壤裡蘊藏的信
息是方方面面的，比如說3000多年前三星堆
一帶的環境、氣候、動物，包括三星堆出土
的象牙，是不是完全是本地產的？會不會有
一些是通過貿易過來的。至於宮殿區、作坊
區、高等級墓葬區的調查與勘探對於全面構
建三星堆古城完整體系至關重要，考古人正
在不斷接近令人仰望的真實歷史。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
　　從二里頭到三星堆，是中華文明多元一
體歷史進程的又一實證。由此，我們看到，
文物和遺跡還原的、因歲月流逝而風化腐蝕
的歷史細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