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俗小满之

小满即安
二十四节气里，有小雪，便有大雪；有小暑，也有大暑；唯独有个小满，却没有大满。
凡事满则招损，不满则遗憾。想来古人是懂得“小满即安，安即是福”的。
小满是收获的前奏，“三夏”大忙的序幕从此时拉开，农民一年中又一个繁忙的季节到了。
即便是不务农的人生，小满也是人生极佳的状态。不必太满，不必极盛，能做到心之所

属，便已是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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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农村版

在我国农村，有一副常见的春联——

“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无疑，这是中华农

耕文化的具体表现，也是千百年来农民内心

愿景的真切反映。

古代典籍中，关于“五谷”的记载也颇多，

比如：《管子·轻重甲第八十》有“子大夫有五谷

菽粟者，勿敢左右”；《周礼·夏官职方氏》：“河

南曰豫州，其谷宜五种（黍、稷、菽、麦、稻）”。

孔子之后，形容一个人懒惰，常说其“四

体不勤，五谷不分”。可能我们心里都明白，

“五谷”说的是各种粮食作物，但具体指哪几

种粮食作物，估计能说得清的人就不多了。

最初，“五谷”说的是先秦时期的主要粮食

作物，但学术界对“五谷”的说法是有分歧的，

其中最主要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麻、黍、稷、

麦、菽；另一种是稻、黍、稷、麦、菽。

《周礼·天官·疾医》有云：“以五味、五谷、五

药养其病。”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

《孟子·滕文公上》中有“树艺五谷，五谷

熟而民人育”的表述，赵岐注：“五谷谓稻、

黍、稷、麦、菽也。”“菽”就是大豆。

这两种“五谷”的说法，区别就是稻与

麻。水稻虽是中国原产的农作物，但主要产

地在南方，古代北方很少种稻。而上古时代

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五

谷”中最初应该是没有“稻”的。

但如果把麻当作粮食，多数现代人心里

是不是有疑惑呢？但在古代麻确实曾经是

主要的粮食作物。《豳风·七月》中就有这样

的记述：“黍稷重穋，禾麻菽麦”“九月叔苴，

采荼薪樗，食我农夫”。

大多数专家认为，“五谷”中的麻，说的

是大麻——此大麻可不是制毒品之大麻。

大麻的别称有山丝苗、线麻、火麻、胡麻等，

在我国比麦子的栽培历史还要早。新石器时

代，中原地区的先民已经开始种植大麻，其纤

维是古代重要的纺织原料，而它的种子，古代

称为苴，可当作粮食食用。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五谷”为稻、稷、

麦、豆、麻。《楚辞·大招》中有“五谷六仞”，王

逸注曰：“五谷，稻稷麦豆麻也。”这种说法有

稻、麻，而无黍。据专家分析，这种说法应该

是把黍归为稷了。

更早的《吕氏春秋·审时篇》中，则说到

了六种农作物：禾（即粟）、黍、稻、麻、菽、麦，

恰巧与“五谷”三种说法的六种作物一致。

显然，稻、黍、稷、麦、菽、麻，就是我国古代的

主要粮食作物。

今天的粮食作物，种类早已超出“五谷”

很多，比如“三大主粮”之一玉米，蚕豆、豌

豆、绿豆、红小豆、芸豆等豆类，红薯、马铃

薯、山药、芋、木薯等薯类。

记

遍地野花呈绚烂，

绿冠大树罩青山。

黄莺欢舞逢人唱，

湖光山色云海间。

酒醉长眠夜渐深，

恍如天地一微尘。

窗外虫鸟无声响，

唯有月光映我心。

繁华落尽显平淡，

往事历历梦里间。

风雨穿行数十载，

琼花玉树静无言。

春风唤绿光景好，

寸草返青花蕊闹。

岁月有情天难老，

人间烟火映天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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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小满为蚕神生日，因此江浙一带在小满

节气期间会举办一个祈蚕节。我国农耕文化以

“男耕女织”为主，女织的原料北方以棉花、南方以

蚕丝为主。蚕丝须靠养蚕结茧抽丝而获取，所以

我国南方农村养蚕极为盛行，特别是江浙一带。

蚕宝宝很娇嫩，不好饲养。气温、湿度，桑叶

的冷、熟、干、湿等均影响蚕的生长。由于蚕要娇

养，古人视蚕为“天物”。为祈求“天物”的宽恕和

养蚕有个好的收成，因此人们在四月放蚕时节举

办祈蚕节。

祈蚕节并非固定的日期，各家在哪一天“放

蚕”便在哪一天举办，但前后相差不了几天。南方

很多地方建有“蚕娘庙”“蚕神庙”，养蚕人家在祈蚕

节都到“蚕娘”“蚕神”前祈祷，摆上酒、水果、菜肴。

尤其要用面粉制成茧状，用稻草绑一个稻草山，将

面粉制成的“面茧”放在其上，预示蚕茧丰收。

祭蚕
□鲍叶

在中原一些地方，每年麦子将要成熟的时候，

结了婚的女儿都要回娘家去探望，问候夏收的安

排情况。这一风俗叫作“看麦梢黄”，极具诗意。

女儿就像过节一样，携带礼品如油旋馍、黄杏、黄

瓜等，去看望娘家人。农谚云：“麦梢黄，女看娘，

卸了杠枷，娘看冤家。”意为夏忙前，女儿去探望娘

家的麦收准备情况，而忙罢后，母亲再看望女儿，

问候女儿的操劳情况。

麦梢黄 女看娘
□钟萍

小满，一个很有意味的节气名称——

它的意思是我国的夏熟作物自南而北开

始灌浆饱满，但还没有成熟。不过，丰收

已在望。名之曰“小满”，大概是大圆满、

大完满之前奏的意思吧。中国人讲究花

看半开酒饮微醺，也许正因如此，故二十

四节气里有小雪、大雪，小暑、大暑，但小

满之外却没有大满吧。

农谚云“小满小满，麦粒渐满”“麦到

小满日夜黄”，说的就是小满时节麦子灌

浆的物候现象。而“小满不满，芒种开

镰”和“小满麦渐黄，夏至稻花香”则说的

是小满之后丰收在即的情景。农谚说：

“小满未满，还有危险。”在北方，夏熟作

物开始灌浆直至茎穗饱满，但离成熟直

到颗粒归仓还有一小段距离。不说麦收

后的夏种夏管，单说小满到麦收这一小

段距离的灌浆、治虫、预防干热风和突如

其来的雷雨大风、冰雹的袭击以及麦收

前的各项准备等，在没实现机械化的过

去，样样都是艰苦的劳动环节。尤其是

烈日下的抢收抢打，那真是男女老少齐

上阵的大会战场面。南方还有农谚曰

“小满不满，芒种不管”，则指的是如小满

时雨水不充足，那么芒种就无法栽插水

稻了，因为“秧奔小满谷奔秋”“立夏小满

正栽秧”，说明小满正是适宜栽插水稻秧

苗的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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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稷”，大家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

“社稷”。《韩非子》中第一次出现“社稷”一

词。“社”是“土”加了个表示祭祀与仪式的

“示”旁，指土神；“稷”则指代谷神。土地

和粮食是人民生存的根本，古代君主每年

都要隆重举行祭祀土神和谷神的活动，称

之为祭社稷，以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

登。慢慢地，“社稷”逐渐成为国家的代名

词，可见古代君主是把土地与粮食看作国

家根本的。

古人用“稷”来指代粮食，说明它在上古

时代是国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关于稷，学术上有争论，有人认为指

高粱，也有观点认为是黍，但一般认为稷

指粟。

在我国，高粱俗称蜀黍、芦稷、茭草、茭

子、芦穄、芦粟等，南北各省区都有种植。如

今的餐桌上，高粱成为稀客。即使我国的中

部地区，掺了高粱面的花卷、窝头也不是主

流食品了。而在曾经以高粱米饭为主食的

东北地区，它也早已“隐退”。更多出现在人

们视野中的，则是化作无色液体的“高

粱”——白酒。在我国诸多白酒的配料表

中，高粱都是绝对的“A角”。

因高粱籽粒外皮含有大量的单宁，致使

其味道苦涩，而单宁与蛋白质结合形成的胶

体又难以消化，所以它作为粮食的口感较

差，一直都不被人们喜欢。但在我国粮食史

上，尤其在生产力低下的条件下，高粱的地

位却相当高。

黍，古称糜子，即黄米的原粮，原产地在

我国北方，是古代黄河流域重要的粮食作物

之一。黍有糯性与非糯性之分，去皮后都叫

黄米。糯质黄米，可以做年糕、粽子。非糯

质黄米，与小米类似，以食用为主，煮粥、做

米饭、酿酒均可。有些地方对糯性黍与非糯

性黍的叫法不同。比如陕西，把糯性的叫

黍，黍米叫“软米”，把非糯性的黍叫糜，糜米

叫“黄米”或“硬米”。

粟，即谷子，古称稷，也称粱，即今天常

见的小米，是原产于我国最古老的粮食品种

之一。在农耕起源阶段，谷子也是人类重要

的粮食作物，曾经数千年垄断过我国北方人

的餐桌。

在相当长的时期，粟是粮食的统称。

比如，晚唐诗人李绅的诗句“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再如，宋真宗赵恒《励学篇》

中“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唐代诗人杜甫有“忆昔开元全盛日，小

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

俱丰实”的诗句，把大米与小米并称，可见当

时它们的地位同等重要。

上古时期，“粟”指谷子的籽粒，即“小

米”。而谷则是谷类作物的总称，今天所说

的“谷子”当时叫“禾”。直到战国时期，“谷”

才开始作为谷子的专用名。

谷子的祖先是与之相像的狗尾巴草。

狗尾巴草现在依然生长在黄淮海流域等地

的高台、沙地、山坡及田间。

““五谷五谷””都有啥都有啥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积极开展“5·15”
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活动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借助“5·15”全国

公安机关打击和防范经济犯罪宣传日，在

遵守疫情防控要求下，在该行门口临街摆

放宣传材料、反洗钱宣传口诀展板，同时借

助微信推送反洗钱视频，开展丰富多彩的

线上宣传。该行结合“5·15”重要节点，将

反洗钱宣传与扫黑除恶、反恐怖等工作有

机结合，提高社会公众对利用信息网络、非

法支付平台等违法犯罪活动判断能力，远离

地下钱庄、网络赌博、电信诈骗、非法集资等

违法犯罪活动，推动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打击

防范经济犯罪工作。 （秦朝霞李俊蕾）

惠实幼清华园区举行读书月启动仪式
日前，郑州市惠济区实验幼儿园清华园

区举行读书月活动启动仪式。教师阅读活

动，分为共读和朗读。共读书目《指南》，每天

语音打卡15分钟，按照规定的时间段，每五

天依次阅读健康、语言、社会等领域及前言

和综合版块内容。朗读活动教师自选书目，

自制读书计划，自制PPT，参加活动末期的

“朗读者”比赛。仪式的举行，让全体师幼、家

长开启美妙的阅读之旅！ （毛俊英）

家校携手共护航——惠济区薛岗小
学党支部组织召开复学工作线上家长会

为做好复学准备工作，进一步加强家

校沟通和合作，日前，郑州市惠济区薛岗小

学党支部组织各班召开返校复学工作线上

家长会。本次线上家长会在学校与家庭之

间搭建起一张健康防控网，打造了外防内

控的“双保险”，让家长细致了解了复学校

园疫情防控工作的流程及重点，为学校顺

利开学和同学们的安全返校筑起一道坚固

的防护墙。 （李勤）

惠济区薛岗小学党支部召开复学工
作线上全体教职工会议

在上级部门的指导下，孩子们迎来了

有序返校复学的时刻，为扎实做好各项疫

情防控工作及保障师生返校复学工作平

安、有序、规范进行，近日，郑州市惠济区薛

岗小学党支部召开了复学工作线上全体教

职工会议。复学在即，惠济区薛岗小学用

实际行动精心筹措，做好复学返校和校园

疫情防控工作，全力以“复”，共迎学生返

校！ （李勤）

襄城县公安局汾陈派出所侦破一起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近日，襄城县公安局汾陈派出所以“大

走访大排查大化解”为契机，在入户走访

中，成功侦破一起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

民警走访时，有群众反映：过去生活不富裕

的王梦寺村村民闫某伟，近年来家中盖起

了楼房，经济来源不明。得知这一信息，该

所所长张晓鸣立即安排民警进行进一步查

证。经调查，发现闫某伟伙同他人利用银

行卡，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抓获后，闫

某伟对其伙同吴某浩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

得的事实供认不讳，现已被襄城县公安局

依法取保候审，案件正在办理中。（高艳杰）

吃苦菜
□高子逸

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小满

前后也是吃苦菜的时节，苦菜是中国人最早食

用的野菜之一。《周书》：“小满之日苦菜秀。”

《诗经》：“采苦采苦，首阳之下。”苦菜又名苦苦

菜。苦苦菜遍布全国，医学上叫它“败酱草”，

李时珍称它为“天香草”。

苦苦菜，苦中带涩，涩中带甜，新鲜爽口，

清凉嫩香，营养丰富，含有人体所需要的多种

维生素、矿物质、胆碱、糖类、核黄素和甘露醇

等，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的功能。《本草纲目》：

苦苦菜久服，安心益气，轻身、耐老。医学上多

用苦苦菜来治疗热症，古人还用它醒酒。

据说当年王宝钏为了活命曾在寒窑吃了

18年苦苦菜。旧社会农民每年青黄不接之

时，要靠苦苦菜充饥。当年红军长征途中，曾

以苦苦菜充饥，渡过了一个个难关，江西苏区

有歌谣唱：苦苦菜，花儿黄，又当野菜又当粮，

红军吃了上战场，英勇杀敌打胜仗。因此苦苦

菜被誉为“红军菜”“长征菜”。

粮食故事 □何弘 尚伟民/文 李庆琦/插图

□何弘尚伟民/文 李庆琦/插图

象征国家的象征国家的““稷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