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沂沂水水上上赛赛龙龙舟舟，，端端午午透透着着山山东东味味
除临沂外，滨州、聊城、青岛多地也有盛大的龙舟赛

本报临沂6月1日讯(记者
高祥) 端午节临近，在临沂市沂
河上训练的龙舟队也开始多了
起来，十多年来，临沂市的龙舟
赛事越来越成规模，端午节赛龙
舟也已成为当地端午节的一个
传统。记者了解到，今年端午节，
除了临沂外，我省的滨州、聊城、
青岛等地也有盛大的龙舟赛。

随着阵阵鼓响，一条龙舟从
临沂沂河南湖心岛钻出，向着碧
波粼粼的湖面疾驶。看着船桨翻
动、龙舟如飞，站在河边观看的
几位市民大声叫起好来。

这是5月28日上午，临沂市
兰山区金雀山街道小埠东社区
居民组成的龙舟队在进行训练。

2005年9月24日，作为当年
第四届中国临沂书圣文化节的
一个组成部分，临沂市在沂河举
办龙舟大赛。当时有12支代表队
参赛。之后，龙舟比赛开始以端
午节赛龙舟的传统重新回到市
民生活和记忆中来。

“赛龙舟是为纪念屈原，沂
河越来越美，搞龙舟赛既是一
种群众运动，也是一种文化传
承。”家住临沂市兰山区沂河花
园小区的张先生对举办龙舟赛
很支持，但他也认为，在北方大
家还是对这种活动感觉比较新
鲜，没有南方那么多年积淀下
来的传统。

与其他大多数街道社区相
比，端午节对于临沂市兰山区金
雀山街道埠东社区居民来说是
一个特殊的节日，因为他们的社
区龙舟队将在当天参加龙舟赛。
这是端午节除亲友团聚外，他们
最期待的事情。在那里，他们将
再次迎来快乐和欢笑。

端午习俗

齐鲁各地大不同

周边国家

端午怎么过

现在韩国唯一完整保留端午习
俗的是位于东海之滨的江陵。“江陵
端午祭”要持续一个月之久，除举办
多种祭祀仪式外，当地还会组织很
多有趣的活动，如摔跤、荡秋千、拔
河、射箭等。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祭祀活动，而是渐渐发展成为一种
庆典了。

日本的端午节现在叫做儿童
节，在公历5月5日。起初叫“男孩
节”，后来逐渐演变为现在的儿童
节。在日本，儿童节这天讲究挂“鲤
帜”，居民家中的院子和公共场合都
会高高耸立许多旗帜。所谓“鲤帜”，
就是鲤鱼形状的旗帜。竖“鲤帜”是
希望孩子像鲤鱼那样健康成长，类
似于中国家长的望子成龙。

与我国习俗较为相似的是新加
坡和越南。新加坡在端午节这天会
举行全国龙舟大赛。端午前后，新加
坡的东海岸公园会举行精彩的龙舟
邀请赛，来自世界各地的龙舟队伍
云集于此，一较高低。

越南人则是吃粽子，以求风调
雨顺、五谷丰登。越南也是在农历五
月初五过端午节，他们的主要内容
是吃粽子、端午驱虫。父母会给孩子
们准备很多水果、身上戴五彩线编
织的吉祥符。 (宗禾)

“就山东所有地区来说，都有食
用粽子、鸡蛋以及门前插艾的习俗。
民间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民谣：端
午不插艾，死了变个老鳖盖。”民俗
专家李浩提到，具体到山东各个地
区，则有着各自独特的习俗。

在泰安、胶东地区，端午节人们
除了门前插艾，还会插上桃枝以辟
邪。长岛县的一些渔村，是保留传统
习俗更多的地方，在五月初五那天
人们会在大门口贴桃、虎、葫芦形状
的剪纸，这三种物件分别有辟邪、

“吃鬼”和“收鬼”的意头。
端午节当天，临清7岁以下的男

孩要戴符，女孩则要佩戴石榴花。而
在临朐、滕州，妇女和小孩则是佩戴
装着中草药的香布袋，这种布袋有
驱蚊避邪的功能。根据相关资料记
载，滕州、枣庄地区则有采茶的习
惯，当地人会到山坡上采野茶，加上
石榴叶泡茶喝，能解热祛暑止渴。有
些地区，人们还会喝上一口雄黄酒，
如果儿童喝不了的话，则可以选择
抹在鼻子和耳朵上。

本报记者 万兵
实习生 阮一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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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米米粽粽子子是是咱咱山山东东特特色色
粽叶多从南方来，也有不少地方用槲叶

本报6月1日讯(见习记者
万兵 记者 贾晓雪 实

习生 阮一锋) 对喜爱粽子
的吃货们来说，买粽子首先要
考虑的就是馅料。“小时候粽
子就一种馅儿，红枣的。”市民
王女士回忆。山东省民俗学会
的民俗专家李浩表示，山东比
较传统的粽子主要就是蜜枣
粽子，尤其以黄米粽子为特
色。此外，部分地区在选择粽
子皮时更倾向直接用南方的
成品——— 竹叶。

现在的粽子种类多得让人
还没等吃，眼睛先看花了。在济

南某大型超市内，记者看到为了
迎接端午，超市已经专门设置了
两个专柜，用来销售成品粽子。
而销售情况也十分火爆，专柜附
近挤满了前来购买粽子的市民。

“更喜欢传统一些的蜜
枣、八宝粽子。”正在选购的市
民闫先生和妻子刚买了两袋
粽子，但他们对新奇的口味兴
趣并不大。“但小孩子们更愿
意尝尝菠萝、巧克力这些比较
新奇的口味。”售货员说。

但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在馅料上，咱山东有自己独
特而传统的风味，黄米粽子。

黄米本是北方的一种粮
食，是糜子或黍子去皮后的制
成品，因其颜色发黄，因此统
称为黄米。上等的黄黏米粽子
口感黏糯，掺上山东的小红
枣，格外甜香。

有人甚至认为，在诸多品
种的粽子里，应该首推山东黄
米粽子，并称山东黄米粽子是
辈分最大、资格最老的粽子。

“山东和其他黄河中下游
的地区一样，种植的作物都比
较相似。而在这些作物当中，
数黄黍米和高粱米粘性较大，
适合用来做粽子，所以就有了

黄米粽子。”李浩解释。
家住枣庄市中区的高先

生从事粽叶、蜜枣、糯米经营
生意已有近20年的时间了。高
先生告诉记者，枣庄当地不产
粽叶，自家的粽叶主要是从安
徽黄山、江西井冈山、浙江、越
南等地进货。

此外，很多地方也有自己
偏爱的材料。“在老家，大家喜
欢用一种槲树叶包粽子。”来
自日照的刘女士称，这种槲树
叶比较宽大，不像常见的细长
粽叶。此外，诸城、沂蒙山区等
地也喜欢用这种叶子。

滨州
滨州首届端午龙舟大奖

赛将于端午节当天，也就是6

月2日上午在秦皇河公园盛
大举行，打造亲民、聚民、乐
民的盛大群众体育活动。届
时，来自社会各界的12支龙
舟队伍将在秦皇河展开精彩
纷呈的对阵角逐。

聊城
端午节，吃粽子，看龙

舟，6月3日即端午节次日，

2 0 1 4聊城第三届“水文化”
节暨第四届全民健身运动
会龙舟比赛将在东昌湖6号
水域 (金凤广场北水域 )举
行 。龙 舟 赛 上 ，聊 城 各 县
(市、区)、经济开发区、市直
机关企事业单位、驻聊各单
位组队参赛，竞赛项目为
500米直道竞速。

青岛
端午期间，来自岛城九

所高校的300余名学生将在

青岛黄岛区上海路附近的风
河河道进行比赛，为岛城市
民奉献上一道精神视觉“大
餐”。这也是青岛首次举办这
样的大型龙舟比赛活动。

据组织方雷教练介绍，
这里汇集了海洋大学、青岛
大学、青岛科技大学等9所高
校的运动员，用的是标准的
龙舟。所有的龙舟都是自己
打造的。

宗禾

我省各地龙舟赛一览

链接

▲2012年临沂端午节龙舟赛。（资料片）

“鲁味”端午·

延伸阅读

日韩端午节日气氛也日渐淡化

一一些些韩韩国国人人都都不不知知哪哪天天过过节节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吴金彪 张泰来) 受到“韩
国端午节申遗”等事件的影
响，很多国人以为端午节在日
韩很受重视，其实记者采访几
位日韩人士了解到，在日韩等
国，端午节也是一个“日渐式
微”的节日，对于普通日韩人
来说，这一天不放假，也没有
特别的仪式或者活动。

姜才顺女士是一名韩国
人，目前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任教。她告诉记者，韩国早在
新罗时代即有了“端午祭”或
者“端午节”，主要是在这一天
祭神或者祈求丰收。在老一辈
的韩国人中，女人这一天要用
特殊的中草药水洗头发，荡秋

千；男的则会穿上漂亮的衣
服，进行摔跤等活动。在端午
节这天，人们会吃一种菱形的
糕点。

“绿色、粉色，各种颜色都
有，不过现在已经成了日常食
品。”姜才顺说，传统端午的很
多活动在现在的年轻人中早
已被淡忘，很多人并不将这一
天当节日看待。在韩国，这一
天就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不会
放假。从事韩语教学的巴扬曾
留学韩国，她也特意观察过端
午节，发现这一天韩国街头

“静悄悄”。
济南市民徐女士的丈夫

也是韩国人。她告诉记者，丈
夫小的时候家里还会摆东西

搞祭祀活动，现在早已不搞
了。丈夫现在反而羡慕中国很
注重这样的节日，而他们那边
和普通的日子一样。

今年67岁的日本人每熊
洋仁来中国已经8年，对于传
统文化感兴趣的他向记者讲
述了中日端午节的区别。在采
用新历之前，日本也有农历五
月初五过端午的传统，这一天
吃粽子、柏饼，赛龙舟等。日本
实行新历后，端午其实成了儿
童节或者男孩节，人们挂鲤鱼
旗，摆武士偶人，驱邪并祈祷
家里孩子的健康。

“这一天也会吃粽子，不
过不如中国的粽子大而且种
类多。”在山东青年政治学院

任教的每熊洋仁笑着说，在日
本端午节也不放假，而且随着
社会的发展，现在端午节的节
日气氛也越来越淡。

采访中，每熊洋仁和姜才
顺都表示，伴随着产业的发展，
如今端午节在日韩远不如中国
热闹，很多习俗也在慢慢消失。

“其实我问过很多朋友，
他们连端午节的日期都说不
清楚。”目前在复旦大学文史
研究院就读的韩国留学生金
明仙告诉记者，在他们印象中
较重要的节日就是中秋和春
节，分别放假三天。金明仙说，
她也听说过“江陵端午祭”的
事情，不过她表示在韩国这并
非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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