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在仲春与暮春之交，既是二十
四节气之一，又是唯一一个以节气命名的
传统节日。

关于清明节的起源，据传始于古代帝
王将相“墓祭”之礼，后来传至民间，纷
纷仿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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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清明节以
扫墓、祭拜等形式纪念祖先，故民间又称
之为祭祖节、扫墓节、扫坟节、鬼节。唐
代诗人杜牧的千古名句“清明时节雨纷
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正是清明节这一
习俗的生动写照；因含有踏青、郊游的风
俗，古人还把清明节叫做踏青节、三月
节，《武林旧事》记载：“清明前后十日，
城中士女艳妆浓饰，金翠琛缡，接踵联
肩，翻翻游赏，画船箫鼓，终日不绝。”

时令的脚步跨过春分的门槛，万物享
受春雨恩泽的机会便多了起来，吹面不寒
的杨柳风，吹出了一个气清景明、桃红柳
绿的清明世界。《岁时百问》中是这样描
述清明的：“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历书》中记载：“春
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
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
显，因此得名。”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
子·天文训》中说：“春风后十五日，北斗
星柄指向乙位，则清明风至。”

我国古代将清明三候分为“一候桐始
华；二候田鼠化为鹌；三候虹始见。”意
思是在这个时节先是白桐花开放，接着喜
阴的田鼠不见了，回到了地下的洞中，鹌
鹑开始增多，然后是雨后的天空中可以见
到彩虹了。清明到，气温升，雨水增，正
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也是庄稼生长的
关键时候，自然万物显出勃勃生机，故而
乡谚说“清明时节，麦长三节”“清明前
后，种瓜种豆”“清明谷雨两相连，浸种

耕田莫延迟”“植树造林，莫过清明”。
在古代，清明节前后还有寒食节和上

巳节两个传统节日。上已节俗称三月三、
重三、三月节、三日节、小清明，因该节
日在汉代之前被定为三月上旬的巳日，故
而称之为“上巳节”。到了魏晋时期，上
巳节的时间有所变动，被固定为农历三月
初三。寒食节又叫冷节、禁烟节、百五
节，与清明日期十分相近，原本一般是在
清明前一日或前二日。到了清初，经过历
法改革之后，清明与冬至两个节气之间的
间隔变短，为了维持寒食节在清明前一两
日的风俗，人们便开始将寒食节的日期固
定为清明前一日。时至今日，寒食节和上
巳节都湮灭在茫茫的岁月长河中，成为久
远的历史记忆，只有在泛黄的古代典籍
中，才能寻觅到只言片语的记载。幸运的
是，历经数千年的风云变幻，清明节在世
代传承中得以保存，至今依然不衰，成为

包涵了寒食节和上巳节寓意与习俗的一大
节日。

清明春祭，重阳秋祭，春秋二祭，源
远流长。在民间，清明节与中元节（农历
七月十五）和寒衣节（农历十月一日）被
列为三大悼亡节。在唐代以前，我国北方
扫墓祭祖不是在清明节，而是寒食节和寒
衣节。到了唐代，因寒食节和清明节日期
相近，寒食节逐渐走向衰退，清明节扫墓
成为主流。宋元时期，清明节的地位一路
攀升，最终取代寒食节，并融合了寒食节
的禁火、冷食、祭扫，以及上巳节的踏
青、郊游等习俗，成为习俗、文化“融合
型”的重要传统节日，代代传承，历久弥
新。

除了扫墓祭祖、踏青郊游等风俗
外，清明节还广泛流传着折柳、插柳、
戴柳的习俗。据考证，这一习俗古来有
之。《岁时杂记》 记载清明风俗：“家家

折柳插门上，唯江淮间尤盛，无一家不
插者。”《清嘉录》中说：“清明日，满街
叫卖杨柳，人家买之插于门上，农人以
插柳日晴雨占水旱，若雨，主水。”宋代
宋伯仁在 《清明插柳》 一诗中描写了古
时清明插柳的风俗：“清明是处插垂杨，
院宇深深绿翠藏。心地不为尘俗累，不
簪杨柳也何妨。”

昔日乡间，清明节这天的早上，趁太
阳还没有出来，家家户户都要出去折些柳
枝插于门框之上。民间有很多风俗就是这
样，普通寻常的一件物什，与生命、生活
相关时就变得无比神秘和深邃了，比如清
明的柳枝，端午的艾草。司空见惯的柳枝
一旦换个位置，走上清明的门楣之上，信
奉自然、神灵的农人立马恭敬起来，这柳
枝不再是一株植物，物性消失，神性生
成，而是一个驱邪避灾的神圣之物，正俯
视着农人，庇佑着农人。据说柳树为“鬼
怖木”，流传着“柳枝门头插，百鬼不入
家”的说法。民间认为清明节的柳枝具有
驱虫辟邪之效，这天除了将其插于门框，
还折来一束握在手中当笤帚清扫土墙，一
边扫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清明柳，扫墙
头，蝎子蚰蜒上山走。”大人们折柳枝，
孩童们也紧随其后跟着学。不过，小孩们
折下柳枝纯粹是为了玩，或是拿在手里当
鞭子甩，或是编成柳帽戴于发间，或者拧
成柳笛乱吹一气。清明节这天，任凭孩子
们戴着柳帽满大街疯跑，呜呜啦啦把柳笛
吹得震天响，大人们也不嫌聒噪，更不会
责怪，难得让孩子们乐呵乐呵，况且此时
正值柳树旺长的时节，折下一些柳枝过不
了几天就会长出新枝，对于枝繁叶茂的柳
树来说伤害不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平顶山市人大常
委会）

大自然中的奇花异卉，带给人的第
一享受是它的天然美。春天是繁花似
锦、群芳斗艳的季节。美丽的鲜花，像
天使般装点着大自然，为大自然披上了
艳丽的盛装，让大自然绽放出了迷人的
色彩。

春天，当置身于百花丛中，那形态
各异、绚丽多姿、五彩缤纷的花朵，如
同美妙的心理平衡剂，令人心旷神怡、
精神振奋、胸怀舒畅，一切忧愁烦恼会
顿然消失。医学研究表明，种植花卉场
所的空气中，含有丰富的负离子，它可
调节人的神经系统功能，促进血液循环
和新陈代谢，提高机体免疫力。观花、
赏花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美的熏陶，
使人平添乐趣，焕发青春活力。

鲜花不仅以其形、色取悦于人，
它的魅力还在于倾吐的气息。花香
馥郁，那扑面而来的花香与鼻腔内
的嗅觉细胞接触，可通过嗅觉神经
传递到大脑皮层，产生沁人心脾的

感 觉 ， 闻 花 、 嗅 花 能 使 人 血 脉 调
和，气顺意畅，从而调节人体的各
种生理机能。玫瑰花香给人以爽朗
和愉快的感觉；水仙花、紫罗兰香
气使人温馨缠绵；百合、兰花香气
诱人兴奋；丁香、茉莉花香令人沉
静 ； 菊 花 、 薄 荷 香 气 使 人 思 路 敏
捷、活跃。

花香疗疾古已有之，天竺花香可镇
静安神，促进睡眠，治疗神经衰弱；玳
玳花香能理气宽胸，和胃止痛；桂花香
气可解除忧烦，祛风止痛，温通经脉；
白兰花香能提神醒脑，治疗鼻炎；蓑衣
花香专治气喘；豆蔻花香善医胃病；苏
合花香对冠心病、高血压有一定疗效；
萝卜、南瓜、百合花香对糖尿病有益。
由此可见，花卉放发出的芳香堪称人类
天然的“保健医生”。

秀色可餐。花卉多可入药，不仅是
百草园中的奇秀珍品，也是盘中的美味
佳肴。“朝饮木兰之晨露兮，夕餐秋菊

之落英”即是屈原以花为食的咏唱。现
代科学研究证实，花瓣细胞中含有丰富
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
质；花粉不仅是植物的生命源泉，而且
还是“微型营养宝库”，其营养价值比
鸡蛋、牛奶要高出数倍，被誉为“来自
大自然的保健使者”。食花是一种时
尚，于健康大有裨益。

婀娜多姿的鲜花尽管不识人间真
情，却是十分称职的“环保卫士”。
山茶、石榴、紫薇等花卉对二氧化
硫、氯气、氟化氢都有较强的抗性；
夹竹桃、桂花、玉兰、合欢、丁香花
等都能抗二氧化硫和氯气；女贞、丁
香、夹竹桃、月季等抗氟和吸氟能力
均较强；紫藤、金银花、美人蕉、菊
花、石竹、鸡冠花、仙人掌、凤仙
花、水仙花等花卉对环境毒素均有一
定抵御作用。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副主任医师）

除了观赏，花还有这些功用
□□ 宁蔚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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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有这样的生活经历：到餐厅吃饭
时，有些餐厅不提供人工点餐，甚至不提供
现场菜单，消费者只能关注公众号或小程序
后进行“扫码点餐”。对此，3月25日，中
国消费者协会 （以下简称中消协） 发文称，
仅提供“扫码点餐”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个
人信息。

据《民法典》第一百一十一条：“自然
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
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
并确保信息安全……”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二十九条规
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
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

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
费者同意……”

消费者到餐厅就餐，并无必要提供手机
号、生日、姓名、地理位置、通讯录等与餐
饮消费无关的信息。一些餐厅不再提供人工
点餐，要求现场就餐消费者先关注公众号或
小程序，再进行扫码点餐，借此获取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不仅违反法律规定的收集、使
用个人信息的合法、正当、必要原则，涉嫌
对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过度收集，而且，如果
保管不善，消费者个人信息还有被泄露、丢
失的风险。

中消协表示，仅提供“扫码点餐”侵害
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根据《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公
平交易的权利。”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经
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
社会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件，
不得强制交易。”餐厅经营者不提供人工点
餐服务，只提供扫码点餐，不仅有违商业惯
例，也使现场就餐消费者只能关注或绑定经
营者的公众号或小程序，被动授权经营者获
取其个人信息。这种做法侵害了消费者的公
平交易权，是设定不公平、不合理的交易条
件，对现场就餐消费者的一种强制交易行
为。

中消协表示，不提供现场菜单有损消

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
八条第一款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
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
况的权利。”消费者反映，部分餐厅在只
提供扫码点餐的同时，还不向现场就餐者
提供直观可查的现场菜单和菜品价格，消
费者只有扫码关注餐厅后才能看到具体菜
单，知晓菜品价格。菜单是消费者决策的
重要参考依据，与是否接受餐饮服务直接
关联，餐厅应当提供直观可查的现场菜
单，供消费者了解菜品和价格，决定是否
用餐。不提供现场菜单，扫码关注后才能
浏览菜品和价格的做法，侵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

中消协强调，新技术应用不应成为特殊
消费群体的消费阻碍。由于智能手机操作的
复杂性，扫码点餐并不具有普适性。老年
人、未成年人往往需要他人协助，才能完成
扫码点餐过程，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消
费体验和消费实现。他们对“扫码”背后潜
在风险的防范意识也比较弱，更易成为个人
信息泄露、甚至支付安全问题的受害者。经
营者可以使用新技术提高运营效率、为消费
者提供便利，但首先应做到依法合规、切实
维护消费者权益。新技术应用不应成为限制
消费者权利的工具，不应成为攫取消费者个
人信息的借口，更不应成为阻碍大众消费的
壁垒。

“扫码点餐”涉嫌过度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
□□ 科普时报记者 崔 爽

绿色农业发展，是指在发展农业生
产过程中，做到“资源节约、环境友
好、生态保育、产品安全、经济有效、
社会和谐、系统稳定”。从这一角度来
说，绿色农业发展的关键技术主要有五
种技术。

绿色培肥技术。要尽量减少化肥施
用量，做到“节肥”。一是要改进化肥
施用的方式和方法，千方百计提高化肥
利用率，减少化肥流失量和降低损失
率；二是多施用有机肥，用有机肥替代
化肥；三是种植紫云英等各种绿肥作
物，实行绿肥还田；四是种植豆科作
物，通过生物固氮增加农田土壤氮素含
量；五是施用沼液、沼渣肥田等。

绿色防控技术。用绿色、生态的办
法防治农作物病虫草害，从而可少用甚
至不用农药，既经济又环保。如实行稻
田养蛙、稻田养鸭，推广稻渔综合种

养，可起到生物防除病虫草害的目的；
在长年种植水稻的田块实行水旱轮作，
在稻田田埂四周种植香根草，以及采取
灯光诱杀害虫等技术和方法，均可有效
防控水稻病虫草害，实现水稻稳产、高
产，同时又保护农田生态环境。

绿色修复技术。我国各地已有相当
部分农田出现退化现象，特别是土壤重
金属污染已对农业绿色发展产生严重危
害。应采取以下绿色修复技术：一是将
已污染、退化的稻田进行休耕，让其休
养 生 息 ； 二 是 改 种 非 食 用 作 物 （植
物），如绿肥、高粱 （能源高粱，非食
用） 等；三是采取积极的修复措施，如
实行深耕深松、保护性耕作、秸秆还
田、增施有机肥、施用修复剂、种植修
复植物等，从而实现“绿色修复、安全
利用”。

绿色利用技术。对农业资源的充分

利用、绿色利用是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前
提。一是对耕地资源的充分利用、绿色
利用。二是对农业“副产物”的充分利
用、绿色利用。如利用作物秸秆资源做
饲料、基料、肥料等。三是对农业生产
和农村生活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充分
利用、绿色利用。从生态学原理出发和
绿色发展的视角来说，世界上没有“废
弃物”，所谓的“废弃物”，只是“放错
了地方”的资源或“未被利用的”资
源。

绿色覆盖技术。农业绿色发展，增
绿、扩绿、添绿是前提。主要应从三个
方面着力：一是冬闲田“增绿”，应将南
方冬闲稻田披上“绿装”——种植紫云
英、油菜、大麦、小麦、蚕豆、豌豆、
马铃薯及各种冬季蔬菜等，对实现农业
绿色发展十分有利；二是田埂“扩绿”，

将占耕地面积约 8%~10%的田埂 （田塍）
利用起来，种上豆类及各种蔬菜等，既
可提高绿色覆盖率，又可增加农业产
出，提高农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三
是道路和乡村周边“添绿”。这对改善农
业农村整体生态环境至关重要。

总之，实现综合配套、协调发展，
须将上述五种技术等有机地结合起来，
即可生产出无公害农产品、绿色农产
品、有机农产品——这正是检验和衡量
农业绿色发展成功与否的关键之举。

可以说，要生产绿色产品、实现绿
色供给，必须从实现农业生产初期 （前
期） 的绿色产地环境开始，到最终绿色
消费，要全过程、所有环节都符合“绿
色”“环保”的要求。只有这样，才能
真正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作者系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
究中心教授）

农历春分过后，各地春茶开
始上市。这其中，最受关注的就
是龙井茶了。

龙井茶有四绝，一色绝、二
香绝、三味绝、四形绝，即色泽
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形
如雀舌。极品龙井，一朝得饮，
终身无憾。近年来，有一种偏
向，误认为茶叶越早越好、越嫩
越好，甚至只采一个单芽。实际
上，优质茶叶，并非越嫩越好，
采摘幼嫩细小的单个茶芽制成的
芽茶，外形确实美观，但就内含
物的丰富程度而言，是不及一芽
一二叶的。所以有着悠久历史的
龙井茶，其特级茶的原料就是一
芽一二叶，从不采摘单芽作为原
料的。

在龙井茶的制作上，每年的
春季要分四次采摘鲜叶：清明前
采头茶称为“明前茶”，只采一个
嫩芽，其形似莲心，故称“莲
心”。谷雨前采摘称“雨前茶”，
又称二春茶，采一芽一叶，其形
似旗如枪，冲泡以后，嫩匀成
朵，叶似彩旗，芽形若枪，交相
辉映，故称“旗枪”，其汤色明
亮，滋味甘美。立夏采三春茶，
采一芽二叶初展的，形似雀舌，
故称“雀舌”，其外形扁平挺直，
条索匀整，色泽绿润，香气清
高，滋味醇爽，汤色嫩绿明亮，
叶底嫩匀成朵明亮。内含成分丰
富，水浸出物如茶多酚、氨基
酸、咖啡碱含量较高。四春茶附
带茶梗，故称“梗片”。

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乾隆盛
世的乾隆皇帝在其在位的 60 年
间，曾六次下江南，而杭州则成
了他光临最多的地方。因此，在
他巡游过的龙井狮子峰胡公庙前
的 18 棵 茶 树 幸 运 地 成 为 “ 御
茶”树。这位爱茶的皇帝，在他
观看茶叶采制的过程中，有感而
发地写出了 《观采茶作歌》《坐
龙井上烹茶偶成》《再游龙井》。
在这些诗中，这位皇帝诗人充分
地表达了自己体恤茶民以及对龙
井新茶的喜爱之情和满腹的留恋
之情。

清跸重听龙井泉,明将归辔启华旃。
问山得路宜晴后,汲水烹茶正雨前。
入目光景真迅尔,向人花木似依然。
斯诚佳矣予无梦,天姥那希李谪仙。

—— 乾隆
的确，那在透明玻璃杯中上下飘浮的龙井

茶，嫩匀成朵，一旗一枪，交错相映，美不胜
收；再看那茶汤清澈明亮，碧绿如玉，屏气闻
之，香气清幽，高长持久，轻轻地抿上一口，那
滋那味鲜醇清爽，回味甜甘，只觉得齿频流芳，
回味无穷，这种感觉是后宫里佳丽永远无法让这
位博才的皇帝体会不到的。

据说，后来杭州的女子们都热衷于泡制龙井
茶了，只因为至高无上的乾隆皇帝好这一口，且
又喜欢微服私访。也许，下一次乾隆爷就会出现
在自己身边了呢！

据史书记载，在乾隆准备退位时，某老臣试
图以“国不可一日无君”进行挽留，无奈这位明
君则以“君不可一日无茶”进行回应。嬉笑之间
其实已把其对茶的深爱表达得淋漓尽致了。

所以，称西湖龙井为日日受皇上宠幸的“爱
妃”是一点也不为过的。

小贴士：龙井与西湖龙井
2001年，国家有关部门正式对龙井茶实施原

产地域保护。然而，并不是所有的龙井茶都可以
叫作西湖龙井。西湖龙井须是来源于“狮 （峰）、
龙（井）、云（栖）、虎（跑）、梅（家坞）”五大
核心产区和西湖区产出的龙井。其中，“狮”字号
为龙井狮峰一带所产，“龙”字号为龙井、翁家山
一带所产，“云”字号为云栖、五云山一带所产，

“虎”字号为虎跑一带所产，“梅”字号为梅家坞
一带所产。

值得一提的是，自2009年起，每年三月底四
月初，在西湖龙井茶乡举行的“西湖龙井开茶
节”已成为颇具影响力的农事节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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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搭建应急科学交流平台，鼓
励介绍、推介国内外应急科学传播
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新方
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应急科普专
委会3月25日举办了“繁荣应急科
普创作，助力公民素养提升”沙龙。

来自于科技、应急、新闻出版
等各行业知名专家学者20余名齐聚
一堂，研讨应急科普创作议题。在
沙龙活动中，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和应急管理
部宣教中心主任何国家分别作了

“应急科普创作的思考”和“应急科
普基地建设与发展的思考”的主题
发言；4 位来自消防、人防、教
育、传媒系统的代表分别围绕小微
应急消防科普基地建设、人防科普
宣传、学校安全教育、应急科普创
作发言。同时，来自科技、教育、
应急（消防、地震）、气象、人防系
统的与会人员积极交流，交换科普
宣传资料、建言献策，旨在积极推
进安全宣传五进、提升公民安全素
养、培育安全文化。

沙龙活动得到了应急管理部宣
教中心的积极支持。

（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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