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遂良

女儿女婿开车载着我和老伴
自驾游了一趟海南岛，途经山东、
安徽、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六个
省，行程3500公里，费时7天。沿途
除看望老同学外还拜谒了当涂李
白墓、泉州弘一法师纪念馆、潮州
韩文公祠和儋州的东坡书院。八
十多岁了，完成了从小就有的夙
愿，兴满意足，有些感触便想和朋
友们说一说。

李白的墓很气派，占地100
亩。但很多碑亭景物都是“文革”
后补建补修的，越是豪华漂亮的
越让人觉得不真。墓碑上刻的“唐
名贤李太白之墓”几个字相传是
杜甫写的，我也不敢太信。白居易
的《李白墓》一诗云：“采石江边李
白墓，绕田无限草连云。可怜荒垅
穷泉骨，曾有惊天动地文。”他慨
叹诗人墓冢的荒凉寂寞，我到此
仍有这种共鸣，唯有坟头的小花
小草让我们感到诗人生命的延
续，听到他“桃花潭水深千尺，不
及汪伦送我情”的踏歌吟哦。院中
有一个很高大的李白举杯向天的
白色塑像，解说员说是“举杯邀明
月，对影成三人”，我以为解作“青
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更好。最使我流连忘返的是毛泽
东、鲁迅、郭沫若、于右任、陈立
夫、楚图南、林散之、沙孟海、启功
等大书法家书写李白诗歌刻石的

“太白碑林”，共106方刻石。把书
法家与诗人的作品对应起来诵
读，想想他们的人生经历、功过是
非，更增感慨。

泉州开元寺是弘一法师圆寂
之地。纪念馆正在闭馆修葺，未能
入内。但经友人介绍去了晋江一
个不起眼的小庙，名叫草庵，是摩
尼教即明教现存的唯一一座寺
庙。1991年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
参观草庵后，37国的专家一致认
为它是这次考察活动的“最大发
现”。这为后来泉州申报“海上丝
绸之路”起点提供了有力的实证。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
路八千。”大家都熟悉韩愈的这首
诗。他因写了《谏迎佛骨表》得罪
唐宪宗被贬到潮州，并被限即日
启程，他悲悲戚戚地要侄孙准备

“好收吾骨瘴江边”。韩愈在潮州
虽然只做了八个月的刺史，但他
却不遗余力地兴教育、树农桑、修
水利、释放婢女、驱走鳄鱼。他在
祭祀山灵、驱赶鳄鱼的文告中请
求神明归罪于刺史，不要作践百
姓。潮州百姓为了感念他，把当地
的恶(鳄)江改名韩江，把东山改
名韩山，在这座面江的大山上修
建了一座巍峨宏大的韩文公祠。
从山底拾级而上，清风扑面而来。
祠内供奉着高大的韩愈塑像，旁
边矗立着“功不在禹下”的大碑

(另有一“功不在孟子下”的碑)。
两庑是大量的历代名人题跋，气
象森严。我站在“若无韩夫子，人
心尚草莱”的石刻前良久，感受到
文化的力量、心灵的震撼。

儋州离海口约170公里，但从
海口去东坡书院的高铁并不能直
接到达，须在白马井站下车，然后
乘坐电动三轮车在狭仄的土路上
颠簸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东坡纪
念馆所在的中和镇。驾车的黎族老
乡对我说，苏东坡是属于你们读书
人的，我们看不懂呀。常看到许多
白发苍苍的从国内国外赶来这里
的人，我们也就知道东坡先生的重
要了。东坡书院旧址是苏轼贬谪儋
州时寄寓过的载酒堂，原有遗迹在

“文革”中毁于一旦，上世纪90年代
才由政府重建重修。

进入书院便是东坡寄寓过的
载酒堂。载酒堂前有载酒亭，左右
有联曰：

高人庭院故依然何时载酒寻
诗重约田家笠屐

学士文章今见否此地标奇揽
胜请看大海风涛

亭上堂上迭悬有“鱼鸟亲人”
(意为东坡先生视鱼鸟为亲人，他
有“爱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的
诗句)“先生悦之”和“鸿雪因缘”
(取东坡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
似飞鸿踏雪泥”之意)三块大匾。
载酒堂正厅有联，概括了苏轼一
生的功绩：

一代文忠赤壁遗篇皓月经天
光遮北宋

千秋圣德桄榔留迹春风化雨
惠泽南荒

九百多年前，苏轼被放逐儋
州，在此住了三年，他兴学课徒，凿
井务农，教化百姓，团结黎汉，成为
海南岛上的文化启蒙者，为当地培
养了许多人才。据统计，宋元明清
时期海南一共出了797名举人、97
名进士。那都是苏轼播下的种子，
真正是“东坡不幸海南幸”啊！

我敢说，东坡先生是当下中国
知识分子最感钦敬和亲和的古人。
他的豁达胸怀、慈悲心地、苦乐同
怀的人格魅力，是人生最高、最美
的精神境界。我有幸来到他曾住过
的庄院，吸一口他当年呼吸过的小
镇空气，感到无比的亲切和幸运。

在告别东坡书院的归途中，
我不禁想起济南的辛弃疾、李清
照，还有在那里生活过的李白、杜
甫、曾巩、李攀龙、张养浩、王士
祯、蒲松龄、何绍基、刘鹗、老舍等
许多文化名人，他们带给济南、带
给山东的精神滋养，我们都要代
代珍惜啊！前几天读到周长风先
生一篇《济南人在哪里安放对张
养浩的纪念》的长文，深有同感。
我们要打造“文化济南”，必须进
一步加强和重视对济南历史文脉
的开掘扬发、对先贤的敬畏。破坏
容易建设难，让我们一起来点点
滴滴地凝聚吧。

李白长生，韩愈不朽，东坡永
在！

□戴永夏

腊八是一个多彩的节
日，它既是春节的序幕，又
是佛祖成道的纪念日。而
它的形成，又与古代冬祭
有关。

在古代，“腊”与“蜡”
两字基本通用，指冬季祭
神祭祖。因为这种祭祀在
十二月举行，所以便称十
二月为“腊月”或“蜡月”。
自汉代开始，以冬至后第
三个戌日为“腊日”(即冬
祭日 )。自南北朝开始，改
十二月初八为“腊日”，又
称“腊八”或“腊八节”。从
此，腊八节便在十二月初
八这天固定下来。

腊八节的风俗，古代
主要有两个。一是祭神祭
祖，其中祭祀的神灵有先
啬神、司啬神、农神、邮表
畷神、猫虎神、坊神、水庸
神和昆虫神八种。二是腊
鼓驱疫，又叫“驱傩”，即驱
逐疫鬼。南朝梁宗懔的《荆
楚岁时记》记载：“十二月
八日为腊日。谚语：‘腊鼓
鸣，春草生’。村人并击细
腰鼓，戴相公头及作金刚
士以 逐 疫 ，沐浴转 除 罪
障。”这些风俗，如今已基
本不存。而腊八节流传久
远、影响广泛的最重要风
俗，就是喝腊八粥。

腊 八 粥 又 叫“ 防 风
粥”。因腊八正逢数九寒
天，喝粥可以御寒，故有此
名。通常的腊八粥，是用糯
米和赤豆、红枣、桂圆、莲
子、花生、白果、松子、胡萝
卜等熬制而成。后来各地
的用料有所不同。有些地
方不但用料品种繁多，制
作也更加精致。如清富察
敦崇在《燕京岁时记》中就
对北京地区的腊八粥作了
如下描述：“腊八粥者，用

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
角米、栗子、红豇豆、去皮
枣泥等，合水煮熟，外用染
红桃仁、杏仁、瓜子、花生、
榛子、松子及白糖、红糖、
葡萄，以作点染。”这就比
普通腊八粥讲究多了。还
有的只选淡色的糯米、薏
米仁、菱角米、鸡头米、莲
子肉等原料煮粥，深色的
杂豆一律不要，这样熬出
来的粥雪白透明，质地精
细。然后将粥放在盖碗或
特制的粥盒里，再铺上蜜
饯果脯、荔枝肉、桂圆肉、
桃仁、松子、染红的瓜子仁
和青红丝，还要摆出图案
和花样，谓之“八宝粥”。

有文字记载的喝腊八
粥习俗可以追溯到宋代。
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
十二月》说：“初八日……
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
宝五味粥与门徒，谓之‘腊
八粥’。都人是日各家亦以
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南

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十二
月》亦云：“此月八日，寺院
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
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
亦设红糟，以麸乳、诸果、
笋、芋为之，供僧，或馈送
檀施、贵宅等家。”南宋周
密的《武林旧事·岁晚节
物》中更提到称作“腊药”
的腊八粥：“八日，则寺院
及人家用胡桃、松子、乳
蕈、柿、栗之类作粥，谓之

‘腊八粥’。医家亦多合药
剂，侑以虎头丹、八神、屠
苏，贮以绛囊，馈遗大家，
谓之‘腊药’。”这说明，在
宋代，腊八粥的品种已十
分丰富，喝腊八粥也已经
在民间广泛流行。

明清以后，喝腊八粥
之俗依旧长盛不衰。尤其
可贵的是，其施舍、济贫的
用意得到进一步加强。最
初，施粥主要在佛寺中进
行。寺僧为答谢信徒，救济
贫苦百姓，常在腊八节这
天煮粥施舍。后此风流传
渐广，腊月初八这天，不但
各寺院煮粥施舍，民间也
争相效法，亲友间相互赠
送腊八粥。诚如陆游诗中
所言：“今朝佛粥交相馈，
更觉江村节物新。”至明
清，朝廷及地方官府每到
腊八节这天便开设粥厂，
施粥救济贫民。如清雍正
年间，腊八节这天，在宫
内万福阁等处用大锅煮腊
八 粥 ，将 粥 分 给 众 人食
用。京城的各条主要街道
上也都搭有粥棚，向穷人
施粥。此外，这天皇帝向
文武百官赐腊八粥，皇后
也向嫔妃、宫女赐粥。从
宫廷到民间，都把喝腊八
粥和送腊八粥当成一件表
达友情和关爱的盛事看
待，腊八节施粥也成了救
助穷人的慈善事业。

除喝腊八粥外，腊八
节还有一些与腊八粥有关
的习俗，也很有趣。

许多地方都有在早晨
喝腊八粥的习俗，所以天
不亮就要煮粥。俗谚：“谁
家烟筒先冒烟，谁家高粱
红透尖。”意谓腊八节这天
谁家粥喝得早，谁家就能
喜获丰收。也有的将腊八
粥涂于墙壁、树木、门环等
处，俗信可以攘除不祥，带
来好运。还有的将腊八粥
涂在果树上，据说可以使
果树茂盛，多结果实，即

“大树小树吃腊八，来年多
结大疙瘩”；将粥涂在妇人
背 上 ，俗 信 可 以 多 生
子……

以上种种腊八习俗，
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丰
富多彩，也折射出古人对
健康养生的热爱和对美好
生活的追求，所以深受大
众欢迎，有些节俗一直流
传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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