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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青、扫墓、插柳枝、吃煮蛋……

本本色色清清明明，，这这么么过过！！
本报记者 高倩倩

吃煮蛋、蒸饼子

清明吃啥有讲究

今年85岁的王庆英老人家
住在临沂市莒南县的一个小镇
上，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她心情
也跟着舒畅起来，患了多年的
风湿病好像也没以前严重了。

“本来腿脚就不灵便，冬天穿着
棉衣棉裤更是动弹不得，天暖
和了，日子好过了。”王庆英老
人开玩笑地说，熬过冬天就等
于老天爷又饶了她一年，“还不
想带我走呢。”

说到即将到来的清明节，
王庆英老人打开了话匣子。“现
在过节都简单了，不像以前有
很多老说法、老过法。”王庆英
说。

“清明蒸饼子，子女戴顶
子。”这句在莒南县流传已久的
说法是指，清明节时家里蒸发
面饼，家里的子女就能戴上官
帽当大官，虽无科学依据，但饱
含着老一代人对子女的期待。
在王庆英老人的记忆中，一到
清明节，家里肯定是要蒸饼子
的。“穷人家里就用地瓜面、荞
麦面做，有钱的人家就能做白
面蒸饼。”王庆英老人说，家里
还会做“发团”，也是一种面食，
寓意“发财发家”。

老人们过节都很讲究，有
节日里的特定饮食，也有节日
的禁忌。“清明节这天不能吃

‘渣腐’(用磨制的黄豆和野菜
等做成的一种食物)，不能动碓
(一种舂米磨豆子的工具)，唯
有这样，地里的庄稼才能越长
越好。”王庆英老人说。

在“80后”唐苗的记忆中，
小时候的清明节早晨，母亲总
会煮好多鸡蛋，上学时随手抓
一个放在书包里。“同学们都会
带着煮蛋来上学，我们还会玩

‘碰蛋大赛’，看谁的鸡蛋最结
实。”唐苗说，聪明的同学就会
拿自己鸡蛋的小头去碰别人鸡
蛋的大头，“大头的那一边一般
都是空的，很容易就碰坏。”小
时候的记忆虽已渐趋模糊，唐
苗回忆里的那个画面依然很美
很甜。

添坟、压纸钱

扫墓时辰要选好

每年的清明节早晨，67岁
的张荣富都会带上铁锹到祖坟
上添土，“这叫添坟，就相当于
给阴间的老祖宗们修整房子。”
张荣富说，父亲健在的时候，这
是父亲的活儿，父亲去世后，他
承担起了这个角色。

今年67岁的张荣富是德州
陵县的一位普通农民，虽然随
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他所在
的村子已经规划成新农村社
区，也倡导“文明丧葬和祭祀”，
可添坟的传统习俗，他一直保
留着，“我这辈子是改不了了，
这些老规矩不能忘。”

“别看就是简单地添点土，
也都是有说法的。”张荣富说，
清明节这天，村里的老少爷们
都会早早起床，争先恐后地到
坟上去添土，“时辰也是有讲究
的，越早越好，早早添土就是瓦
屋，晚的就只能是草屋了。”添
土时，首先要将坟及其四周的
杂草清理干净，然后在坟上培
上新土。近几年，张荣富所在的
村子里又有了新兴法，就是清
明节的早晨添坟时，在坟头上
压点纸钱，“意思就是我们添土
给老祖宗修的房子可能不合
适，给点纸钱让他们自己修整、
装修吧。”虽然听上去满是封建
迷信思想，可张荣富还是会去
这样做，“不知道到儿子、孙子
这一代还会不会有，我这一辈
肯定是要坚持下去的。”

清明节早晨添坟、压纸钱
是男人们的任务，清明节傍晚
则是女人们上坟扫墓的时候。

“一般去上坟的就是儿媳妇和
女儿，这一天，嫁出去的女儿也
会赶回娘家给父母上坟。”张荣
富说，上坟必须要等到太阳
下山，女人们会带着水
果、糕点、烟酒、肉食
等祭祀品到祖坟
上祭拜。

“父母都去
世后，我的姊妹
们来家的次数
就少了，赶上清
明 节 上 坟 这 样
的日子，一家人
还能聚聚，拉拉家
常。”张荣富说，现在
的清明节没有了父母刚
去世时的悲伤之情，更多的是
兄弟姊妹相聚话家常的团圆，

“都上有老下有下的，不赶上这
么个节日，都出不来门。”

插柳枝、撒锅底灰

这些说法，你知道吗

“清明节前后，家家户户的
门上都会插上柳枝。”今年25岁
的沈凯老家在皖北地区，因为
在外求学、工作，他对老家的清
明节习俗印象有些淡化了，可
插柳枝的画面总会浮现在脑海
中。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抽绿的
时间，老家有折柳、戴柳、插柳
的习俗。出门踏青的人们顺手

折下几枝柳条，可拿在手中把
玩，也可编成帽子戴在头上，也
可带回家插在门楣、屋檐上。

谚语有“清明不戴柳，红颜
成皓首”、“清明不戴柳，
死 后 变 黄 狗 ”的 说
法，说明清明折柳
在 旧 时 是 很 普
遍的习俗。据
说柳枝具有辟
邪的功用，插
柳 戴 柳 不 仅
是 时 尚 的 装
饰，而且有祈
福 辟 邪 之 效 。

“这几天给家里
打电话，我爷爷还嘱
咐我折点柳枝插在住处
呢，老人还是会记着这些。”沈
凯笑着说，现在出门折柳树枝，
应该属于破坏绿化树木吧。

清明节插柳植树的风习，
据说是纪念发明各种农业生产
工具并曾“尝百草”的神农氏；
另一说是介子推死时所抱的柳
树后来复活，晋文公赐名为清
明柳，并折柳成圈戴在头上，此
习俗后传入民间。虽然有着不
同的典故源流，但这些风俗仍
不离人们对春回大地的喜悦。

在广东省的乳源县，人们
会在清明节前把桃树叶子戴在
头上，广西省横州镇的人们会
在清明节取柳叶及田螺浸水洗

眼睛，据说可使眼睛
明亮。“十里不同

风，百里不同
俗”，虽然各
地 插 树 枝
的 说 法 、
做法和寓
意各有不
同 ，可 人
们 对 健
康、辟邪的

期望都是一
样的。
除了插柳枝，

在王庆英老人的记忆
中，清明节还有一种传统习俗
是撒锅底灰，意在防鼠害。以前
做饭、烧水都是用柴火烧，锅底
有一层厚厚的灰，到清明节的
时候，就把锅底的灰弄下来放
到簸箕里，然后围着屋里的墙
和放着粮食的囤洒一圈，“这样
可以防鼠害。”王庆英老人说。

踏青、放风筝

现在仍然很流行

春暖花开的日子里，约上
三五好友，找一个有山有水有

花有草的地方游玩一番，好不
惬意！眼看清明假期就要到了，
是不是已经坐不住了？千万不
要觉得春游、踏青是现代人的

“专利”，古人们比我们
更会玩。

清明前后正
是踏青的好时
光，踏青是古
人过清明的
一项重要内
容 ，这 足 以
让生活在钢
筋 混 凝 土 世

界里的城里人
羡慕不已。清明

之时，正值春回大
地，人们扫墓之余一家

老少在山乡野间游乐一番，回
家时顺手折几枝叶芽初绽的柳
枝戴在头上，怡乐融融。

古时妇女平日不能随便出
游，清明扫墓是难得的踏青的
机会，故妇女们在清明节比男
人玩得更开心，民间有“女人的
清明男人的年”之说，古代的单
身男女自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
机会，往往在踏青时成就一段
爱情。

除了踏青，放风筝、拔河、
蹴鞠、打马球等传统体育活动
也是清明节的主打项目，只不
过活在当下的人们，开始慢慢
忽略它们和清明节的关联。

“放风筝、踏青这些还是有
的，还真不知道拔河、打马球、
蹴鞠等也和清明节有关联呢。”
90后的胡靖宇说，天气刚刚转
暖，公园里、广场上就会有很多
放风筝的老人和孩子，小时候
追着风筝跑的画面也还在眼
前，可那时的他不知道原来放
风筝是清明节的项目。

古人放风筝有讲究，为的
是放走晦气，消灾解难。古人会
把自己害怕的各种灾祸疾病都
写在风筝上面，然后等到风筝
升到空中，立刻剪断风筝线，让
它随风而逝，这样晦气也被带
走了，这就是古人清明节的“断
鸢去晦”。如今，人们放风筝是
一种休闲娱乐方式。

胡靖宇说，像清明节这样
的传统节日，他最看重的是几
天假期，却忽略了节日本身的
传统意义。清明节假期他已经
和同学约好要去游山玩水放松
身心，“到时也可以带上足球和
风筝，过一个本色清明节。”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综合整理

日本的盂兰盆节

在每年农历七八月间举行，
与我国北方有些地方每年农历七
月十五举行的“盂兰会”很相似。
不同的是，日本更重视这个节日，
机关、团体、厂矿、企业都放假3

天，有组织地进行祭祀活动。在乡
间活动更热闹，几乎家家户户都
不例外，城里人也返乡，到墓地祭
祖。远离家乡的人能回来的也回
来参加，不能回来的也往往委托
别人代自己祭奠。

叙利亚的“烈士节”

叙利亚把每年初夏的5月6日
定为“烈士节”，这是由政府规定
的法定节日，全国都十分重视，在
这一天，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纪念
活动，向烈士碑敬花圈，为烈士墓
扫墓，慰问烈士家属。

波兰亡人节

波兰每年春天都要举行“亡
人节”，即悼念已经逝世的人。节
日这一天，人们都去扫墓，为灵墓
祭典，并点上烛灯。有些人全家都
到来，特别要带上孩子，年长者点
燃烛灯，让孩子敬献，表示纪念故
人，以教育后代不忘祖先。

坦桑尼亚哀思节

为悼念为国牺牲的烈士，把
每年9月2日定为“哀思节”。每到
这一天，人们都到墓地献花扫墓。
国家领导人也到陵园墓地参加扫
墓活动，到独立广场纪念碑献上
花圈，以寄托对烈士的哀思。

墨西哥扫墓节

每年11月2日为墨西哥的“扫
墓节”，家家为死去的人扫墓。去
时，准备特别的“亡人面包”、骷髅
形糖块和已故亲人爱吃的食物及
烟酒，作为祭祀供品。举行仪式
后，全家人在墓前铺上布，席地而
坐，点上蜡烛，边吃喝，边歌舞，作
为守灵，通宵达旦。但各地区扫墓
的时间不同，有的地区在白天，有
的在晚上。

法国万灵节

每年11月1日为法国“万灵节”。
这一天，人们赶往墓地，祭典故人，
献上菊花，位于巴黎公墓不远的巴
黎公社纪念碑和十多个反法西斯
纪念碑，凭吊者最多，献上的鲜花
也最多。

突尼斯英雄节

9月1日，突尼斯全国扫墓日，
又叫英雄节，用以纪念在独立斗
争中殉国的烈士。

新加坡

东南亚地区拥有独特的宗乡
会馆文化，其形成与华人的清明节
祭祖传统密切相关。正是为了处理
同胞的身后事，早年闯荡南洋的华
人共同凑钱置地，建“义山”(免费坟
场)，盖大伯公(土地公)庙，以实现
共同的祭祖愿望，由此逐渐形成对
东南亚华人社群起到重要凝聚作
用的宗乡会馆文化。

不过，在华人约占总人口
75%的新加坡，由于土地资源有
限，政府自上世纪60年代起采取
了移风易俗的措施，倡导华人改
土葬为火葬，并在郊区建造了大
型骨灰瓮安置所，市区内的坟场
因此渐渐消失。如今在新加坡，若
要土葬，买一处政府提供的坟地
约需六七千新元(1美元约合1 . 52

新元)，不仅费用高昂，而且使用
期只有15年。

相关链接

外国也有“清明节”

杨柳吐露新芽、百花竞相开放，又是一年清明到！如今提到清明节，脑海中浮现
的多是扫墓、踏青的场景，你可知道，清明节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习俗，古代
的清明节这天，既有祭扫新坟生别死离的悲酸泪，又有踏青游玩的欢笑声，是一个富
有特色的节日。

除了踏青、扫墓，古人们还会举办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风俗体育
活动，在饮食方面也别有讲究，习惯了把每个节日都当假期过的你，不妨来看看“本
色清明”是怎样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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