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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忠

早年，乡下农历腊月二十三为“祭
灶日”。傍晚，伯父便在灶间设祭坛、摆
供果。天上出全星后，伯父又焚高香、烧
纸钱，举行“送灶神”礼仪，非常肃穆隆
重。

民间传说“灶神”是天庭中玉皇大
帝派到人间监察各家善恶举止的神灵，
人们尊称其为“灶君”或“灶王爷”，在每
年腊月二十三要升天向玉帝禀奏一年
来行善作恶之事，所以各家各户都要设
祭为其饯行，谓之“祭灶”。因担心灶神
上天诬陷良家，因此，在章丘一带摆供
果时必有粘嘴粘牙的“糖瓜”，想借此粘
住灶神之口。

在家乡还流传着一则“灶神”的故
事。据传旧时富家豪门子弟张生，娶妻
郭氏丁香。三年后，他喜新厌旧，污蔑郭
氏虐待公婆，借故休妻。又续李氏海棠
为妻，李氏好逸恶劳，馋懒俱占，时常携
带衣物、陈设去当铺变卖，不到五年便
把家产挥霍殆尽。李氏见张生贫困潦
倒，便悄悄出走另嫁他人。自此，张生衣
食无着，便沿街讨食沦为乞丐。一日，张
生身着破衣烂衫，携篮讨饭无意间来到
郭氏宅院，只见宅院中厅堂瓦舍，牛羊
满圈，家境十分富足，张生自惭形秽、无
地自容，便俯首撞死于灶台之前。他在
阴曹地府，常怀愧疚之心，再三表白要
脱胎换骨、痛改前非。玉帝怜他知错就
改，便封其为“灶王”。旧时灶台上方贴
着有一男二女的雕版画像，内容就是这
则故事。

在祭拜灶王时，供品要先摆水果、
点心、水饺、蒸馍，后搁五香瓜子、粘嘴
糖瓜，最后再摆上一碗粘粥(俗称糊糊)，
让灶王喝了会头脑糊涂混沌，吃了糖瓜
嘴甜，上天光说好话。然后，再揭下在灶
台张贴的旧灶神像和写有“上天言好
事，下凡降吉祥”的旧符一起点燃焚烧，
这种礼仪叫“送灶王爷升天”。同时，还
要焚烧一些谷草和炒豆、麦麸，意思是
让灶神在升天途中喂养座下的马匹。

章丘旧有“男不拜月，女不祭灶”之
说，举办祭灶时一定要让男当家人主
持。等到大年三十傍晚，除夕爆竹鸣放
之后，再把新“请”来的灶神像和印有

“二十三日升天去，正月初一下界来”的
对联一并贴在灶台前，表示灶神已请回
家中。

腊月二十三这天，全家人还要聚在
一起，把桌椅板凳搬到院中，扫屋抹窗，
洗锅刷盆，里外焕然一新，最后全家聚
餐，所以这天又称为过小年。而今，小康
社会已进驻农家，电气化、液气化被普
遍推广使用，“灶王爷”连立锥之地也荡
然无存了。但在一些重视传统的家庭，
依然很隆重地祭灶过小年。

枣乡野民俗

小年：庄户院灶
间的传统盛节

历史上，青岛人的过年风俗是“忙腊月、耍正月”，所以，老青岛多数行业过年时要休息十多天，
与此相应的是青岛正月里有一系列庙会，如正月初一开始的天后宫庙会、正月初九开始的清溪庵
萝卜会、正月十一开始的于姑庵庙会、正月十六开始的海云庵庙会等等。老青岛有关过年逛庙会的
记忆文字有许多见诸报端、书籍，而笔者收藏的20世纪30年代《青岛民报》、《青岛晨报》中有关青岛
市民过年逛庙会的新闻报道，从另一视角，原汁原味地为我们描绘了老青岛人正月里的市井图画。

老青岛的春节庙会

天后宫庙会：

民间艺人载歌载舞
位于太平路上的天后宫建于明

代成化三年(1467年)。正月初一开始
的天后宫庙会由来已久，天后宫庙
会又称“新正庙会”(新春正月的意
思)，曾任青岛中华商公局董事的胡
存约在其专著《海云堂随记》中记
载：“自元旦至元宵，日日人群络绎，
杂耍、小场、大书、兆姑(茂腔)、梆柳
(柳腔)、秧歌(胶州大秧歌)，江湖把式
无所不有……”

1933年2月10日出版的《青岛民
报》以“废历元宵，本市天后宫之一
瞥”为题，浓墨重彩地记述了是年天
后宫春节庙会的热闹场面。当时在
正月里赶天后宫庙会是许多青岛市
民重要的节日活动，由于赶庙会的
人纷至沓来，天后宫内外，“热闹异
常，拥挤不堪，各式车辆，停满宫前，
使凋残之树枝，亦含笑颤动而迎香
客……”；天后宫外，民间艺人“手执
锣鼓，载歌载舞，状如小丑，其神态
令人醉倒，口中念念有词，据熟悉音
调之人谓其系中州古音云”。如今，
为了发扬青岛民俗历史传统文化，
每年春节，青岛市有关部门都在天
后宫举办农历除夕“吉祥钟声迎新
年”撞钟活动和正月“新正民俗文化
庙会”，让青岛市民和中外游客在新
春欢乐中感受青岛民俗文化的历史
魅力。

清溪庵萝卜会：

男女老幼挤满人行道
青岛历史悠久的萝卜会，也叫

清溪庵庙会，清溪庵俗称“下村庙”。
每到正月初九，乡里乡亲云集清溪
庵，烧香拜佛，祈福求安。

至于清溪庵和萝卜是怎样搭在
一起的，大致的说法是，因为正月初
九为立春前后，民俗有“咬春”的习
俗，民间有“正月初九吃萝卜不牙
痛”的说法，附近各村村民都挑着萝
卜来此售卖。因为庙会上卖萝卜的
居多，所以清溪庵的庙会就有了一
个俗称“萝卜会”。

从1940年的《青岛新民报》的标
题为《清溪庵萝卜会颇有历史价值》
的新闻报道，可见当时萝卜会的热
闹。1947年的《军民日报》登载《逛萝
卜会》一文写道：“道路两边商贩甚
多，行人拥挤不堪。路旁有卖糖葫芦
的，有卖杂耍物的，有卖糖果萝卜
的，有卖香纸的，有乞丐，还有燃爆
竹的，确实热闹。”由此可知，到了上
世纪40年代，萝卜会就已经成为众
所周知的称谓了。

于姑庵庙会：

龙灯旱船热闹非凡
于姑庵位于青岛市市北区错埠

岭村东南的半山坡上。20世纪30年

代，许多摊贩正月初九赶完萝卜会，
正月十一转移来赶于姑庵庙会，小
戏班等艺人也来赶台。

1 9 3 5年2月1 5日出版的《青岛
晨 报 》刊 发 了 题 为“ 于 姑 庵 赶 庙
记”的新闻报道。当时于家庵庙会
的规模，从记者笔触中可略见一
斑：“从市内到东吴家村通于姑庵
的路上，赶会的人们，列着队，不
断地向前走着，三个一簇，五个一
堆的，说着，笑着，慢慢地向会上
出发，你看吧，长袍的男子，西装
的 男 子 ，短 服 的 男 子 ，漂 亮 的 男
子，老态龙钟的老翁，和那些旗袍
剪发的时髦女子，短装留髻的乡下
姑娘，涂脂扑粉的少妇，白发驼背
的老婆，满眼里尽是人。”

庙会上，拉洋片的、卖小吃的摊
子面前，游人看得目不转睛，吃得津
津有味；“什么香纸一毛钱、月份牌

五个子”等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还
有鞭炮声、笑语声、人语声，喧嚣热
闹。岛城许多娱乐团体使出浑身解
数表演各种节目助兴，其中“有西吴
家村的圣诞雅乐团，有仲家洼的同
乐会，有小村落的俱乐部，有的是旱
船，有的是龙灯，他们都在锣鼓喧
天，乐声悠扬中，做着不同的表演。”
吸引着游人们里三层、外三层地观
看，乐不可支。

四方海云庵庙会：

热闹似南京路
作为岛城市民春节娱乐生活的

重头戏，正月十六至十八的四方海
云庵庙会，自然成为当时报纸新闻
关注的重点。当时报纸形容海云庵
庙会“游人如鲫，小贩利市三倍，乡
下人争看摩登小姐。”

从1935年2月20日 (正月十七 )

出版的《青岛民报》题为“废历正
月十六日 ( 2月19日 )四方海云庵的
盛会”新闻报道的字里行间中，颇
能感受当年四方海云庵糖球会的
盛况规模：“因为四方是一个工业
区域，具有大纱厂三四家，和其他
各种工厂多家，虽然工厂并不休
假，但是工人们却是因为这会期，
一个年度仅有一次，宁肯把工薪牺
牲上一天，也要去逛逛庙会。在这
种情形之下，这偏僻的四方，竟成
了一个重镇似的，万人空巷了，整
个四方村中的各个小胡同里，小巷
子里，都是充满着游人……照那种
情势看来，恐怕连上海极热闹的南
京路，也没有那种盛况。”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四方
(今区划合并为市北区)海云庵糖球
会继承发扬历史传统民俗文化，糖
球会浓厚的民俗文化内涵，激活了
人们对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热爱
和崇尚。

□曲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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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年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中又到年

底了！人到中年，心境就像家乡那口古
井，安静、清澈、悠远，却又倒映出头顶
的浮光掠影。朋友说：我好想回到小时
候过新年的岁月。那时候过年多热闹
啊。

朋友和我一样，小时候都是在农
村长大的。那时候的农村，年底是一年
中最热闹最繁忙的季节，家家户户都
要“忙年”。所谓“忙年”，就是大人要
在年底半个月里准备下春节至正月十
五这半个月所有的吃食——— 大馒头。
年底，男人们都要忙着上山砍柴，把带
松油的松枝和枯死的树干用车子一趟

趟推回家，截成一段一段的，堆砌在院
落里，供女人们蒸大馒头用。女人们趁
男人上山这空儿，就忙着“淘麦子”磨
面。

所谓“淘”，就是把麦子放在一个
竹编的大圆形笸箩里，一遍遍地浇井
水，把麦子上的泥沙洗净。因为农村麦
收季节，都是把晒干的麦子直接从地
上装到大缸里。所以年底磨面之前就
要“淘麦子”。“淘麦子”说着简单，做
起来很累。到现在我还记得那时我娘
淘麦子的情景：从古井里一桶桶提水，
一遍遍冲洗；冲洗完再放到阳光下晾
晒。为了让淘好的麦子干得快，还要用

干净的布蘸尽麦子上的水气。等淘好
了麦子，我娘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直不
起来也得直，因为接下来就要磨面，一
圈圈的，我娘能在昏暗的灯光里磨上
一宿。

面磨好了，离过年也就几天了。这
时，就要忙着蒸大馒头了。我娘把做好
的馒头放进大锅里，我爹就拉着风箱
一个劲地烧火。灶底下柴火熊熊燃烧，
映着我爹的脸庞红亮亮的。因为蒸大
馒头要蒸好几锅，要蒸一个晚上。我耐
不住睡意，我娘就让我躺在土炕的最
下脚处。炕头经过烈火的燎烤，温度极
高。我娘说：小孩如果睡在蒸大馒头的

热炕头上，屁股会被烫煳的，所以炕头
我是不敢睡的。可是有不怕烫的人，他
就是我的爷爷。爷爷关节有毛病，最喜
欢热炕头了。爷爷躺在热炕头上，双眼
眯着，看那样子惬意极了。等天微微亮
的时候，最后一锅大馒头出笼，我娘就
叫醒炕头上的我爷爷和炕脚的我，把
一个大馒头一掰两半，要我们趁热吃。
我爷爷却颤巍巍地下地，来到院子里，
撕下一块馒头祭奠天地，还要放几个
响亮的爆竹。我爷爷还恭恭敬敬地趴
在院子里，朝天膜拜，虔诚地叩几个
头。我听见我爷爷嘴里还念念有词：响
亮，响亮，人财两旺。

【民间忆旧】

□张成磊

天后宫每年农历除夕举办“吉祥钟声迎新年”撞钟活动。 资料片

老青岛春节庙会的热闹跃然
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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