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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谚，是指有关农业生产的谚语。它是
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对天时、
气象与农业生产关系认识的经验总结与智慧
结晶。农谚产生于农业生产实践，又指导和
服务于农业生产实践，不但在气象科学不发
达的过去，对促进农业生产丰产丰收有着重
要的意义，就是在农业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
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实用价值。

农谚最重要的特点，是其概括性和科学
性。由于农谚是口头相传的，必须简短流畅、
便于记诵与相互传播，不仅富有生活气息、泥
土气息，而且内容丰富，精练深刻，发人深
思。许多农谚看似简单浅显，其实包含着深
刻的科学原理，至于其表达形式，必然是广大
群众所喜闻乐见的。

十句谚语九句真理。笔者多年来搜集、
整理出商南农谚数百条，您若能静下心来，慢
慢地品味，一定会受益良多。

A

挨着勤的没懒的。

B

八月无雁，九月无霜。
八月大雷发，大旱一百八。
八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二成丢。
八月初一火烧天，麦子收在烂泥田。
八月初一下一阵，旱到来年五月尽。
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
白土掺黑土，一亩顶二亩。
白露种高山，寒露种平川。
百般生意眼前花，锄头落地种庄稼。
雹打一条线，霜打一大片。
苞谷收冷的，小麦收滚的。
不冷不热，五谷不结。
不怕头遍晚，就怕二遍赶。
不刮东风不雨，不刮西风不晴。
不怕慢，单怕站，站一站，二里半。
不用算，不用数，惊蛰五日就出九。
不怕阴雨天气久，只要西北开了口。

C

草灰结成饼，天有风雨临。
葱辣鼻子蒜辣心，胡椒辣嘴唇。
春雨贵如油。
春分春分，小麦起身。
春谷宜晚，夏谷宜早。
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春打五九末，稻米渐渐缩。
春寒雨湫湫，夏寒水断流。
春打六九头，七九、八九就使牛。
春争日，夏争时，百般宜早不宜迟。
春雾雨，夏雾热；秋雾风，冬雾雪。
春发东风雨绵绵，夏发东风井断泉，秋发

东风禾苗死，冬发东风雪满天。
吃得好，穿得好，不如两口白头老。
处暑不露头，割掉来喂牛。
出暑若逢天下雨，要是结果也难留。
出门看天早歇店，行人问路礼当先。
穿山甲，王不留，妇人服了乳长流。
重阳无雨看十三，十三无雨一冬干。

D

大寒三白，有益菜麦。
大寒天气暖，寒到二月满。
大麦不过小满，小麦不过芒种。
单方治大病，久病成名医。
稻发（孽）九子，麦发无边。
地里有黄金，只怕无勤人。
地黄有风，天黄有雨，苗黄缺肥。
底肥管一年，追肥管一季。
底肥金，追肥银，巧种还得多上粪。
底肥不足苗不长，根肥不足苗不旺。
灯花爆，喜事到。
豆见豆，九十六天熟。
东风急，备斗笠。
东虹日头西虹雨，南虹出来下白雨。
冻不死的葱，干不死的蒜。
冬耕深一寸，夏种省堆粪。
冬扎根，春长身，扬花以后看收成。

E

二寸深，一寸浅，寸半播种最保险。
二月初二龙抬头，蝎子蜈蚣都露头。
二月十五花朝节，挑菜祭花扑蝴蝶。

F

凡事要好，需问三老。
伏里雨多，囤里米多。
伏天打破皮，秋后犁几犁。
风静闷热，雷雨强烈。
风刮一大片，雹打一条线。

G

高山顶云，大雨必临；
高山戴帽，庄稼汉睡觉。
高粱地里卧下牛，一亩多打好几斗。
高山松柏核桃沟，沿河两岸栽杨柳。
勾勾云，大雨淋。
过了八月中，只有梳头洗脸工。
谷雨种棉花，要多三根桠。
谷锄浅，麦锄深，玉米锄得埋住根。
姑做鞋，姨做袜，小孩活到八十八。
光种不管，只收一点。
狗洗澡，雨将到。

H

蛤蟆往家跳，必定有大涝。
旱天青蛙叫，大雨快来到。
寒露百草枯。
寒露豌豆霜降麦。
寒九湿三春，菜麦勿生根。
好树有好桃，好种有好苗。
黑云接驾，不阴就下。
黑云红梢子，必有冰雹子。
黑蜻蜓乱，天气要旱。
黑云是风头，白云是雨兆。
火烧云，热死人。
火烧乌云盖，大雨来得快。
灰里芝麻泥里豆，菜籽田里摸泥鳅。
红云变黑云，必有大雨淋。

J

急雨易晴，慢雨不开。
鸡晒翅，天将雨。
鸡进笼晚兆阴雨。
鸡鸭早回笼，明天太阳红。
惊蛰苦接梨，夏至热粘皮。
惊蛰不动风，冷到五月中。
浇伏头，晒伏尾。
九月雷神发，天干一百八。
久晴大雾阴，久阴大雾晴。
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
久雨见星光，来日雨更狂。
久雨闻鸟鸣，不久即转晴。
久晴天射线，不久有雨见。
久雨刮南风，天气将转晴。
救人如救火，用药如用兵。

K

看样学样。
看庄稼下锄头。
看戏流眼泪，替古人担忧。
宽裕知节俭，荒年无饥寒。

L

腊七腊八，冻死鸡鸭。
腊雪是宝，春雪是草。
腊八不吃娘家米，吃了一辈子还不起。
懒汉子望亲眷，勤劳人望菜园。
癞蛤蟆出门，不要望天晴。
涝梨旱枣。
雷声大，白雨下。
雷打惊蛰前，二月雨涟涟。
雷轰天顶，虽雨不猛。
雷轰天边，大雨连天。
雷打惊蛰后，低地好种豆。
累马不喂草，汗马不饮水。
冷装豆子，热装麦。
冷在三九，热在中伏。
立夏不下，犁耙高挂。
立夏起东风，田禾收成丰。
立夏刮阵风，小麦一场空。
立夏到小满，种啥也不晚。
立秋十天懒过河。
立秋雨淋淋，来年好收成。
立秋无雨，秋天少雨；白露无雨，百日无

霜。
连起三场雾，小雨下不住。
六月六，看谷秀。

六月小，河边不长草。
六月乌云接，黄土晒成铁。
六月草，忙拉倒，锄了没有盖了好。
六月初三晴，干死老竹林。
六月初三下一阵，家家户户黄金囤。
六月初三雨一场，一年能收两年粮。
乱云天顶绞，风雨来不小。

M

蚂蚁搬家，大雨哗哗。
蚂蚁搬家，燕子低飞雨来到。
蚂蚁搬家蛇挡路，暴风骤雨在后头。
芒种不种，过后落空。
芒种麦登场，秋耕紧跟上。
芒种刮北风，旱断青苗根。
芒种收新麦，夏至种秋田。
芒种芒种样样要种，一样不种秋后腾空。
毛星毛月，冲破田缺。
苗多欺草，草多欺苗。
麦到春分昼夜长。
麦秀四节，谷秀六叶。
麦出七天早，豆出当日迟。
麦怕午时风，人怕老来穷。
麦盖三床被，头枕馒头睡。
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糠。
麦是种成的，秋是锄成的。
没有大粪臭，哪来五谷香？
蜜蜂采花忙，短期有雨降。
蜜蜂迟归巢，来日天气好。
猫三狗四猪五羊六牛十月，马驴怀胎整

一年。

N

南风急，戴斗笠。
南山戴帽，雨来到。
南风送九，干死荷藕。
南闪火开门，北闪有雨临。
男怕铡干草，女怕洗夹袄。
男人的地边，女人的鞋边。
泥鳅静，天气晴；泥鳅跳，雨来到。
泥鳅吐水泡，三天有雨到。
年逢双春雨水多，年逢无春好种田。
宁种阳坡三寸土，不种阴坡一尺深。
牛马年，广种田。
牛累了睡觉醒，驴累了打个滚。
农闲挣点钱，不愁没油盐。

P

扑地烟，雨连天。

Q

七落八不晴，九十放光明。
七月半无雨，十月半无霜。
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晒半干。
七月半，猴楂枣红一半。
七月洋桃八月炸，九月毛栗笑哈哈。
千年土地八百主。
千犁万耙，不如早种一涯。
千把锄头万把镐，不如老牛伸伸腰。
巧种地不如拙上粪。
青蛙叫，大雨到。
青霞白霞，无水烧茶。
清明前，种早棉。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
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清明要明，谷雨忌晴（要雨）。
清明热得早，早稻一定好。
清明刮北风，务农白费工。
清晨刮风晚上住，晚上不住刮倒树。
蜻蜓飞得低，出门带斗笠。
蜻蜓千百绕，不日雨来到。
晴天不见山，下雨三五天。
前不栽桑，后不栽柳，院中不栽鬼拍手。
蚯蚓封洞有大雨。
蚯蚓路上爬，必有大雨下。
蚯蚓缠灰泥，干脱一层皮。
穷上山，富下川。
穷人莫听富人哄，桐树开花正下种。

R

日出红云升，劝君莫远行。
日落射脚，三天内雨落。
日落红云升，来日是晴天。
日落胭脂红，非雨便是风。
日落乌云接，有雨躲不撤。
日落乌云起，半夜下大雨。
日落乌云涨，半夜听雨响。

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
人争时，树争春。
人瘦脸皮黄，地瘦少打粮。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壬子大雨落，四十八天打湿脚。
壬子癸丑水连天，甲寅乙卯路不干。
瑞雪兆丰年。

S

三伏不热，五谷不结。
三早抵一工，三补抵一新。
三朝雾露发西风，若无西风雨不空。
四六不开天，开天晴一天。
四月不拿扇，急煞种田汉。
四月初一天漏，种花不如种豆。
十年茄子九年瓜，芝麻就怕种重茬。
是地不是地，挖出来种三季。
时雨时晴，几天几夜不停。
山黄石头黑，穷人早种麦。
上怕初三雨，下怕十六阴。
上午浮云走，下午晒死狗。
蛇过道，大雨到。
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
生意不如手艺，手艺不如种地。
水缸出汗，大雨满院。
水缸冒汗，出门带伞。
水缸出汗蛤蟆叫，暴风大雨顷刻到。
水里泛青苔，天有风雨来。
手勤不缺零花钱，身懒金山也得完。
收了豌豆收大麦，打了回茬拚芝麻。
收秋不收秋，单看五月二十六。

T

太阳披蓑衣，明天雨唧唧。
螳螂乱飞，有阵雨。
塘里鱼翻花，有雨当天下。
天黄有雨，人黄有病。
天色亮一亮，河水涨一丈。
天上豆荚云，地上晒死人。
天上钩钩云，地下雨淋淋。
天上扫帚云，三天雨降淋。
天上跑台云，地上雨淋淋。
天有城堡云，地上雷雨临。
天上鲤鱼斑，明日晒谷不用翻。
天干不盼疙瘩云，人穷不上亲戚门。
添个蛤蟆四两力。
土放三年成粪，粪放三年成土。
土杂肥，有力气，能增产，能养地。
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四伏种白菜。
头道挖，二道刮，三道四道见草挖。

W

瓦片云，晒死人。
万物生于土，万物归于土。
晚若西北明，来日天气晴。
蚊子咬的怪，天气要变坏。
五八月小，收杏不收枣。
乌头云，大雨倾盆。
乌云拦东，不下雨也有风。
乌云接日头，半夜雨不愁。
乌云接日高，有雨在明朝。
乌云接日低，有雨在夜里。
雾露雾山头，有雨也不愁。
雾露雾山腰，在雨在明朝。
雾露雾山脚，有雨也不落。
雾上山头有大雨，雾下河谷艳阳天。
屋不出烟，定无好天。

X

喜鹊枝头叫，宾客就要到。
喜鹊搭窝高，当年雨水涝。
西北起黑云，雷雨必来临。
西北黄云现，冰雹到跟前。
西北来云非好兆，不是风灾即冰雹。
蟋蟀上房叫，庄稼挨水泡。
夏星密，雨滴滴。
夏至三庚数头伏。
夏至无雨，囤里无米。
夏至十八天，冬至当日回。
夏至四面风，种田一场空。
夏至刮东风，半月水来冲。
夏至无雨三伏热，处暑难得十日阴。
夏至有风三伏热，重阳无雨一冬晴。
夏至进入伏里天，耕田像是水浇园。
响雷雨不凶，闷雷下满坑。
咸物返潮天将雨。
先下牛毛没大雨，后下牛毛不晴天。
消停的买卖，紧急的庄稼。
小麦独怕二月雪。

小暑不种薯，立伏不种豆。
小暑风不动，霜冻来的迟。
小鸡上架早，明朝天气好。
小虫打脸，下雨不远。
小雪下大雪，不旺豌豆就旺麦。
小暑一声雷，倒转做黄梅。
星星稀，好天气。
星星明，来日晴。
星星眨眼，有雨不远。
雪下高山，霜打平川。

Y

一日春雷十日雨。
一堆粪土一堆粮。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一勤克百拙，一俊遮百丑。
一亩地九道沟，人家不收自己收。
一场春雨一场暖，一场秋风一场寒。
烟筒不出烟，一定是阴天。
盐罐返潮，大雨难逃。
燕子飞得低，来日雨凄凄。
燕子钻天蛇串道，大雨不久就来到。
腰酸疮疤痒，有雨在半晌。
要想自己富，鸡叫三遍离床铺。
元宵晴，好收成。
寅时天不亮，卯时亮堂堂；点灯为戌时，

亥时吹灯上床。
有猪有牛，积肥不愁。
有雨山戴帽，无雨山没腰。
有雨山戴帽，无雨云拦腰。
有苗不愁长，没苗瞎慌张。
有收无收在于水，多收少收在于肥。
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
游手好闲，破家荡产。
鱼儿出水跳，风雨就来到。
雨后生东风，未来雨更凶。
雨中听蝉鸣，预告天必晴。
雨中知了叫，预报天晴了。
雨吃虹下雨，虹吃雨晴天。
雨雪年年有，不在三九在四九。
雨前有风雨不久，雨后无风雨不停。
淤上半尺河塘泥，可打三年好粮食。
月亮撑红伞，有大雨；月亮撑蓝伞，多风

去。
云交云，雨淋淋。
云下山，地不干。
云走西，水汲汲；云走南，水涟涟；云走

东，一场空；云跑北，好晒麦。
云低将雨，云高转晴。
云自东北起，必有风和雨。
云从东南涨，有雨不过晌。
云掩中秋月，过年下大雪。
云下山顶将有雨，云上高山好晒衣。

Z

栽树育林，莫过清明。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
早晨起雾，中午晒布。
早晨棉絮云，午后必雨淋。
早起浮云走，中午晒死狗。
早怕南云漫，晚怕北云翻。
早上立了秋，晚上凉飕飕。
早晚烟扑地，苍天有雨意。
早上冷中午热，下雨还得半个月。
早出红霞不出门，晚朝红霞行千里。
枣芽发，种棉花。
炸雷雨小，闷雷雨大。
朝有破紫云，午后雷雨临。
朝霞不出门，晚霞千里行。
朝起红霞晚落水，晚起红霞晒死鬼。
直雷雨小，横雷雨大。
蜘蛛结网，久雨必晴。
蜘蛛不结网，明天听雨响。
知了鸣，天放晴。
正月逢三亥，养猪当牛卖。
正月二十晴，果木挂油瓶。
正月二十阴，连雨不断到清明。
正月茵陈二月蒿，三月拔了当柴烧。
正月中，好栽松，正月尾，好栽桂。
针灸拔罐，病去一半。
猪衔草，寒潮到。
柱石脚下潮，有雨。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中午雾不消，来日晴不了。
种麦不过霜降关。
种在犁上，收在锄上。
种地不上粪，等于瞎胡混。
种麦不怕迟，单怕当头一道泥。
种庄稼，不用问，一半功夫一半粪。

（雷家炳 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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