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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国外
如何闹元宵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整理

元宵节是又一个团圆的
节日，除了我们都熟知的在
国内看花灯、放烟花、吃元宵
等传统习俗外，全球的华人
在这一天也都会聚在一起，
共迎佳节。日本、朝鲜等国家
也有属于自己的“元宵节”，
一样的节日，不一样的精彩，
快看看他们是怎么闹元宵的
吧！

日本

日本的元宵节称为小正
月，明治维新后改为格里历1

月15日，习俗有迎年神、祖
灵，祈求丰收，还有在早上吃
红豆粥的习俗。

小正月也是日本成年礼
(男性的元服礼和女性的裳
着礼)举行的日子，因此也是
成人节。

朝鲜

朝鲜的元宵节又称为正
月大满月，或简称“大满月”，
有踏铜桥、盗福土(到田里偷
泥 )、咬坚果、喝耳明酒、拔
河、舞狮等习俗。也会以月亮
的颜色和位置占卜农事。

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未婚男女
在元宵节聚集到河边抛柑，
并在柑上面写下姓名和联络
方式，希望就此结识可以携
手共行的伴侣。

新加坡

新加坡的华裔占了总人
口的70%以上，因此在元宵
节的庆祝方式上，他们也保
留了中国传统习俗。每逢元
宵节，新加坡的唐人街都布
满了各式各样的花灯，人们
在这里赏花灯、猜灯谜。这天
人们还会吃五颜六色的大元
宵，买能发出声音和亮光的
塑料鞭炮装饰。此外，新加坡
人多信仰佛教，元宵节时人
们也会来到寺庙为新年祈
福。

美国

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洛
杉矶等城市，华人社团每年
都会以丰富多彩的形式闹元
宵，品汤圆、赏花灯、舞龙舞
狮，欢度佳节。还有不少华人
会选择去庙会许愿，祈求在
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心想
事成。在唐人街，节日气氛尤
其浓厚，锣鼓震天、鞭炮齐
鸣，舞狮队伍走上街头，在店
铺前挥舞祝福，祈愿人们生
活红红火火，运气越来越好。

包汤圆、蒸年灯，跳起鼓子秧歌、舞起龙和狮

一一样样的的元元宵宵节节，，不不一一样样的的闹闹法法

当街上的红灯笼高高挂起，当各家各户的元宵味儿四处飘香，羊年的元宵节又走近了生活。各大庙会、公园
花灯会早已布置妥当，红红的灯笼、造型各异的花灯传递着节日的氛围，召唤人们前去赏玩。

山东商河的鼓子秧歌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早在春节前，上百支鼓子秧歌队伍就操练起来，准备大闹元
宵；沂蒙老区的人们也早早备好了糯米等佐料，自制元宵、蒸年灯感受浓浓的节日味道；东北的冰灯、南方的舞
龙舞狮也都已经准备好迎接元宵节的到来……这个元宵节，跟上小编的脚步去感受大江南北的人们是如何“闹
元宵”的吧！

鼓子秧歌闹起来

这样才有元宵味儿

今年69岁的杨克圣老先
生是商河鼓子秧歌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眼看元宵节就
要到了，老先生忙碌的脚步更
紧了。因为每年的正月十五
前，商河县都会举办鼓子秧歌
汇演比赛，杨老先生既是教练
又是评委，辗转在各个队伍之
间，让独具特色的商河鼓子秧
歌能“不变味儿”地传承下去。

“我十几岁的时候就跟着
老人们跑鼓子秧歌，到现在已
经五十多年了。”杨克圣说，商
河鼓子秧歌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每年的元宵节，是鼓子秧歌演
出活动的高潮日，“我小的时
候，一到正月十五，就跟着队
伍走街串巷舞起来，走到哪
里，人们就跟到哪里，可热闹
了。”

现在商河县有100多支鼓
子秧歌队，春节前都已经操练
起来，准备元宵节的鼓子秧歌
汇演比赛。杨克圣说，现在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老年人又跑

不动了，鼓子秧歌队队员也处
在青黄不接的状态，近年来开
始组织“鼓子秧歌进校园”，培
养了多支学生队伍，让这门传
统文化艺术后继有人。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看上去简单的动作练好了
也不是那么容易。”杨克圣说，
操练鼓子秧歌队伍，既要保证
队员动作到位，又要保证场面
和气势，每年汇演还要评出名
次，各个队伍都更重视了。

杨克圣说，现在农民富裕
了，更需要文化和娱乐生活，
今年有一个村子的农民又自
发拉起了一支鼓子秧歌队伍，

“这个村子都90多年没有自己
的队伍了，今年自发操办起
来，还下决心拿个好名次，练
得都很刻苦。”杨克圣说，看到
鼓子秧歌后继有人，他很欣
慰，“这是咱的文化特色，不能
丢，鼓子秧歌闹起来了，才觉
得正月十五到了。”对杨克圣
老先生来说，没有鼓子秧歌的
元宵节没有味道。

郭云霞老家在山东，幼时
跟随闯关东的父母一起到了黑
龙江省的七台河市，随后结婚
生子，父母回山东老家时，她还
是定居在那里了。今年春节，为
了给母亲庆祝八十大寿，她和
老伴、女儿、外孙一家回到了山
东老家，本打算春节之后就回
去，不料母亲生病住院，他们的
行程也往后推迟了，“正好感受
一下山东这边的元宵节氛围，
多少年没回来了。”

在家憋不住的外孙天天嚷
着要出去玩，拗不过孩子的要
求，郭云霞和老伴决定带着孩
子到趵突泉灯会一日游。看着
外孙在花灯间跑来跑去，再买
上点地方小吃，边吃边玩，乐在
其中，郭云霞好像回到了自己
的小时候，“那时家里条件不
好，兄弟姐妹又多，逛十五、看
花灯，最兴奋的就是能有几分
钱买块麦芽糖。”

在东北定居后，郭云霞也
渐渐成了“东北人儿”，“那时大

家都自制元宵，这家做红糖馅
的、那家做豆沙馅的，过节的时
候，邻里之间会端着一碗元宵
互相赠送，这样孩子们也能吃
到多个馅的元宵。”郭云霞说，
每年的元宵节也会有花灯展
览，与山东的花灯不同，东北的
花灯中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

“冰灯”。“就是用冰块雕刻成不
同的形状，多是动物或花的造
型，里面是镂空的，放上一盏
灯，透过冰照出亮光来。”郭云
霞说，最初见到冰灯的时候觉
得太神奇了。“有一年还给我女
儿做过冰灯，找个罐头瓶子倒
上凉水，放在室外一会儿就成
了冰疙瘩，拿到屋里放在炉子
边上慢慢融化，等能倒出来时，
用刻刀刻出冰灯坯子，贴上一
个红色剪纸或是放上一个红色
小灯就更完美了。”

“现在大家住得近了，感情
反倒远了，邻里间互赠元宵的
传统不多见了，自制冰灯的乐
趣也少了。”郭云霞说。

包汤圆、蒸年灯

原汁原味过元宵

如今的元宵节,在很多地
方已经没有了耍龙舞狮、锣鼓
喧天的热闹场面，这也不由得
让很多人开始对元宵节淡漠
起来。即使在农村人们对元宵
节也失去了往日的那份兴致，
帅志莲所在的临沂市某小镇
也是如此，但他们家却独保留
有那份“元宵味儿”。

做汤圆、蒸年灯是帅志
莲家祖祖辈辈保留下来的传
统。“记得小时候，元宵节前
几天，大街上有舞狮的、踩高
跷的、扭秧歌的，家里大人都
忙活包汤圆、蒸年灯、烧菜好
热闹。”帅志莲说，现在，外面
冷清了，而她感觉更应把家
里的那份传统保存好。

早在春节之前，她就把
制作汤圆的面粉准备好了。
这“准备“说起来简单，做起
来实属不易，从选米、浸泡、
晾晒到舂米、晒面每一道工
序都需要严密把关，每一步
稍有差池，这一年全家人吃
的汤圆就注定不美味了。帅
志莲说，选米是将糯米与籼
米调成5:1的比例，这样口感
不至于太过黏稠，“太黏了，
牙口不好的老母亲是不喜欢
吃的。”

粉制米粉没有用机器加

工，却依然采用舂米的古老
工序，帅志莲说，说实话并不
是因为舂米做出来更好吃，
而是为了享受和孩子们一起
舂米的过程。“我也很喜欢舂
米，虽然很累但挺好玩的。

“坐在帅志莲旁边的小儿子
兴奋地说。

元宵节早上，帅志莲会
早早地把老公和儿子、女儿
喊起来，全家一起包汤圆，一
人三五个，不一会儿工夫就
做好了。

中午，全家开始忙活元
宵节另一件大事——— 蒸年
灯。三四厘米的直径，五六厘
米的高度，上沿上还有几个
鼻儿，看上去更像个不大不
小的茶杯。蒸熟出锅，凉透之
后，中间插上一个细棉棒，

“杯内“到入少许花
生油，这样一个寓意
吉祥的年灯就做好
了。“大人拿着灯为
小孩子照照眼睛、嘴
巴、鼻子，意为健康
成长不生病患，照照
屋内、院外的各个角
落，寓意驱妖避邪。”
帅志莲说，现在这些
我们家也还做，这不
是迷信只是传统。

赏舞龙、看舞狮

欢天喜地闹元宵

叶问荣是四川德阳市的一
名出租车司机，忙完年后，他的
生活几乎被出租车所占据，辛苦
而忙碌着。元宵节将至，他终于
可以让自己歇个班了，“我是要
陪家人过元宵的”叶师傅说。

这个元宵节他们家已经准
备好了速冻汤圆，是去超市买
的现成的。“这年头，在哪儿都
一样，什么时候都可以吃汤圆，
这已经不是很稀罕的了，如今
元宵节热闹的要数舞龙舞狮的
了。”

每年正月十五，叶师傅和
家人吃过汤圆早餐之后，会陪
同孩子们一起去雒城广场看舞
龙舞狮表演，8点钟表演准时开
始，因为他们都是各乡镇的代
表队伍，也是有评比的，所以表

演者们都很卖力。“虽
然每年都会带孩子们
来看，孩子们还是兴
奋得不得了。这种现
场节目，平常还是比
较少见的。”叶师傅
说。

据叶师傅介绍，
曾经在正月十五晚上
各地放完烟火后，开
始舞火龙。他记忆中
青壮小伙子赤膊上

阵，袒胸露背，仅身着短裤衩，
舞起火龙在小镇上走街串巷，
给各家各户带来好运。围观群
众纷纷点燃手中烟花，尽情地
对着火龙燃放，烧的焰火越多，
吉财越旺，烟花燃放越多，火龙
就舞得越起劲；舞龙的小伙子们
舞动着龙头龙身，左推右挡，双
方你来我往，你烧我挡，看得我
又惊又怕又刺激，场面蔚为壮
观，十分热闹，一派龙腾人欢和
谐盛世景象！“舞龙的小伙子们
并不怕鞭炮烧，烧得越多则以后
可以好运连连。”但是，近两年为
了安全，舞火龙已经被禁止了，
为此，也让他感觉很可惜！

叶师傅说曾经和年长的乘
客聊起过元宵节，很多曾经热
闹的场面已经找不到了，他个
人感慨万千。“唯一庆幸的是紧
跟元宵节的正月十六的保保节
还在延续。”原来，他所说的保
保节其实就是给小孩子找个岁
数合适的男子，保佑孩子消灾
除病。“互不认识的两个家相互
通过拜保保认识了，而且在以
后的日子相互走动联系亲上加
亲，人与人之间更亲切，多了关
怀帮助。”像这样让人们关系更
加紧密的节日，希望他们能够
延续得更远。

邻里之间互赠元宵

没有冰灯不叫过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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