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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源流长安说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首屈一指的节日，
是最隆重、最红火、最盛大的开年第一佳节，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春节就是过年，而百节年
为首。《尔雅·释天》一书上有：尧舜时称年曰

“载”，夏代称年为“岁”，商代改岁称“祀”，周
朝才称之为“年”。到了唐玄宗的开元盛世的
天宝三年（公元 744年）曾把“年”又改回了

“载”，又过了 14年，到唐肃宗至德三年（公元
758年）又改“载”为“年”。改来改去，总之过
年和农业丰收之季有关，《说文解字》对年最
早的解释就是“谷熟也”。《谷粱传》中有“五谷
皆熟为有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大有
年”即大丰收年。

西周建都长安丰镐两京，周朝称“年”，意
思即“年”之称呼始于陕西。

中国有阴历、阳历之分，阴历正月初一叫
“春节”，即阳历正月初一叫“元旦”。中国人
更重视阴历，阴历也称农历。这个传承久远
的历法，基本上是在 2000年前西汉时确定
的。就是汉武帝时，经陕西韩城人“史圣”司
马迁提议并参与，和落下闳、邓平等人在都城
长安改《颛顼历》而另制的《太初历》。

《太初历》亦称汉历，以夏历正月为岁首，
并把二十四节气订入历法，以反映季节。“节”
为月之始，“气”的最后一日为月之终。所以
第一个月之始的节气“立春”，春与节组合在
一起就被叫成春节了。不同的是南北朝时，
人们把整个春季叫“春节”。

“春节”和“元旦”曾经是一回事。隋代杜
台卿在《五烛宝典》中说：“正月为端月，其一
日为元日，亦云正朝，亦云元朔。”“元”的本意
为“头”，后引申为“开始”，因为这一天是一年
的头一天，春季的头一天，正月的头一天，所

以称为“三元”；因为这一天还是岁之朝，月之
朝，日之朝，所以又称“三朝”。又因为它是第
一个朔日，所以又称“元朔”。

宋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解释：“正月朔
日，谓之元旦”。《说文解字》中对“旦”字的解
释很有意思，为“从日见一上，一，地也。”表示
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就是早晨的意思。

“元旦”也叫“元日”。北宋王安石有诗为
《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
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使用世界上通用的公
历纪元，把公历即阳历的元月一日定为元旦，
为新年；因为农历正月初一通常都在立春前
后，因而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春节”。

也有专家认为立春是二十四节气之首，
所以古代民间都是在立春这一天过节，相当
于现代的“春节”。唐长安城东郭墙正中偏北
处有春明门，皇帝在唐长安城最东处的望春
宫举行迎春大典。

过元旦仅是一天，而过年，即过春节时间
要长得多。除过除夕和正月初一，可一直到
正月十五，才算过完年。陕北民歌有“初一
到十五”，即指过春节。春节时间跨度长，决
定了它内容丰富，项目众多的特色。还囊括
了不少派生出的小节日，例如春节前农历的
十二月初八的腊八节，春节后的正月十五元
宵节。

腊八节，意味着春节序幕已经拉开，民谣
有：“碎娃碎娃你甭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元
宵节，又名上元节、元夜、灯节。相传元宵节
为汉文帝所定，是为了庆祝周勃等大臣于正
月十五勘平诸吕之乱。每逢此夜，汉文帝必
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在古代，夜同宵，正月又
称元月，这一夜就叫元宵。司马迁和落下闳、
邓平等人创建的《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
大节日。《隋书·音乐志》载：“每当正月，万国

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
里，列戏为戏场。”参加歌舞者足达数万，从昏
达旦，至晦而罢。这也指隋都长安大兴城节日
情景，到唐长安时“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
拜冕旒。”达到盛极。

正月十五元宵节，赏月、吃元宵是必须的，
象征春节一家团聚。陕西风俗中有“正月里闹
元宵”之说。社会上要组织的有耍社火、狮子
龙灯、跑旱船、竹马子、踩高跷等，还有一种芯
子，在一根竹竿上捆上小孩子穿戏装，扮戏剧
人物，在大街游演。

十五也叫灯节，陕西西安一带有正月初八
到十五期间送灯习俗，一般是舅舅给外甥送，
民谚有“外甥打灯笼——照舅。”，还有“灯笼
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

“腊八节”为腊月初八的腊祭。从上古起，
腊八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
宅神、灶神、井神）的祭祀仪式，祈求丰收和吉
祥。据《祀记·郊特牲》记载，腊祭是“岁十二
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夏代称腊日为“嘉
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腊”；因在十二
月举行，故称该月为腊月，称腊祭这一天为腊
日。民间流传着吃“腊八粥”的风俗。“腊八粥”
作法简单，放黄豆、红豆、扁豆、大米、麦仁、薏
米，五谷杂粮八种以上，以及桂圆、莲子、板栗、
杏仁、花生、核桃、芝麻、枸杞、红枣、葡萄干等
一起煮。

再有俗称“小年”的腊月二十三的祭灶；
年三十贴窗花、春联，贴门神、福字。年夜饭包
饺子、蒸碗子、炸年糕，祭奠祖先，除夕夜守岁；
大年初一迎喜神，放鞭炮，也叫放炮仗、爆竹。
互相拜年、走亲戚、给小孩压岁钱；初二媳妇回
娘家等等。过年燃放鞭炮是中国人的传统习
俗，没有鞭炮就感觉年味不足。放鞭炮贺新
春的历史，在我国已有两千余年。《诗经·小
雅·庭燎》记载有“庭燎之光”，把竹竿放到
大火里烧叫“庭燎”。竹竿燃烧后，竹竿膨胀

爆裂发出“噼噼啪啪”的炸声，爆竹由此得
名。爆竹、桃符、春联，都是古时用来去除邪
魔鬼怪的。“桃符”，即在桃木板上写或刻上
字，称“桃符”，后来演变为门神画神荼、郁
垒，秦琼、敬德。

中国邮政在 2000年 1月 29日发行《春
节》邮票，全套 3枚和小型张 1枚，这是我
国首次发行传统节日的邮票。这 3枚邮票分
别是“迎”“过”“庆”，表现了春节的三个重要
阶段。第 1枚“迎” 的图案是“迎新春”，
画面上媳妇剪窗花，姑娘贴窗花，表现的是
年三十前为春节做准备的情景。第 2枚“过”
的图案是“辞旧岁”，画面上红灯高挂，两个小
孩手捂着耳朵放鞭炮，表现的是欢度春节，大
年初一的情景。第 3枚“庆”的图案是“闹社
火”，上边是舞龙灯，中下部两个青年男女一
个跳扇舞，一个打腰鼓，表现的是正月十五
元宵节的喜庆场面。小型张的图案是“除夕
大团圆”，边框用绿色剪纸装饰出“雄鸡高
唱” “连年有余” “万紫千红”的喜庆氛
围，画面中营造出一幅阖家欢聚，守岁包饺
子、团圆祥和、其乐融融、共度除夕的欢乐
情景。

中国邮政还从2015年1月10日（农历腊
月廿三小年期间）开始专门发行了《拜年》
系列邮票，图案以两个卡通形象的儿童双手
合抱作辑拜年的画面，衣着、配饰具有现代
特点，旁边是代表中国建筑文化的门墩，背
景的朱漆大门两边贴有一副对联：“天增岁
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门内有照壁
一方，上贴福字和剪纸风格的羊形象。整个
画面烘托出过年的热烈气氛。

而2016年1月10日发行的《拜年》系列
邮票推出了中华春节吉祥物“年娃、春
妮”。邮票画面上的“欢欢”“喜喜”身着民
族传统服饰，“欢欢”戴“猴帽”，高举竹
竿，挂着正在燃放的鞭炮，炮花如绽放的春

之花，绚丽多彩；“喜喜”双手捂耳，一脸
喜悦，笑逐颜开。两边春联上分别写有“爆
竹声声辞旧岁,桃符户户贺新春”。

2017年 1月 10日发行 《拜年》 系列邮
票，从 2017年开始，《拜年》 邮票将展开

“民族大团结”的美丽画卷，围绕“欢欢喜
喜过大年，民族团结一家亲”的主题展开。
主体形象“欢欢”和“喜喜”身着蒙古族传
统服饰，以美丽的大草原为背累，手捧哈
达，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献哈达。蓝色的哈
达象征着尊贵，白色的哈达象征着祝福，祥
云象征着吉祥，蒙古包象征着幸福。邮票画
面洋溢着“吉祥哈达迎春献，幸福花儿向日
开”的喜庆气氛。

2018年1月10日发行《拜年》邮票，是
《拜年》系列的第四套。邮票上“欢欢”“喜
喜”在壮族聚居区向全国各族人民拜年。邮
票画面中的粽子象征着富裕丰收，热情好客
的壮族人过年时就会拿出最好的食物招待客
人。绣球则是壮族人的吉祥物，是壮族人传
递爱情、亲情、友情的民族文化使者。中间
桌子上摆放着柚子、香蕉、五色饭等当地特
色水果和食物，打开的石榴籽粒粒饱满，紧
紧抱在一起。背景衬以铜鼓和当地民居建
筑。两侧的春联“三春景物随风至，五福
人家接喜来”使整个画面洋溢着新年的喜
庆画面。

另外，中国邮政从2003年开始，在每年
农历的小年发行的一套年画邮票。其中2011
年1月10日发行《凤翔木版年画》邮票，图
案上有春节时要贴的年画门神“敬德”，加
上《杨家埠木版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
的门神邮票，正是执锏的秦琼。秦琼和敬德
都是在唐代长安太极宫成门神的，以及《杨柳
青木版年画》邮票图案上的陕西终南山下人
的《钟馗》，让你有天下门神出长安的感觉。

□朱文杰

■钩沉

■语林指瑕《辞源》系大型权威辞典，所
用者众，搞文史的人更是将其视
为圭臬。其字词释义和例证，见
解精辟，视野广博，内涵深厚，可
谓天下之“良师”。然而大智良师
千虑，却有一点疏失，这就是“辞
典打架”，我称之曰“牴牾”，牴牾
者，抵触也，矛盾也。谨举四例。

其一，关于“咏絮才”。
《辞源》在“咏絮”条下谓：
晋王凝之妻谢道蕴，聪明有

才辨。叔父谢安寒雪日尝内集，
天骤雪。安曰：“白雪纷纷何所
似？”兄子朗曰：“撒盐空中差可
拟。”道蕴曰：“未若柳絮因风
起。”安大悦。见《世说新语·言
语》。后因称女子之能文词者为
咏絮才。

女子能如此，了得！便再检
“谢道蕴”条，查无此人。倒有个
“谢道韫”条，内容与上述《咏絮》
条内容相同。奇怪，一个“道蕴”，
一个“道韫”，音同而字异也。孰
是孰非？于是再检《晋书·列女传》，有女曰
谢道韫，正是咏絮之人也。

其二，李白作《清平调词三首》的年份。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

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李
白的这三首《清平调词》，知名度极高，流传
极广，影响极大，文字极美，所以它也登上了
《辞源》的词条：“清平调：古曲调名。唐开元
中，禁中牡丹盛开，玄宗因命李白作《清平
调》辞三章，令梨园弟子略抚丝竹以促歌，帝
自调玉笛以倚曲。”

想《清平调》三首，系李白为玄宗和杨贵
妃而作。但杨玉环由寿王李瑁的妃子而变
成玄宗的贵妃，究竟是在哪一年呢？据史书
记载，杨玉环册为寿王妃，时在开元二十三
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而开元二十八年（740）
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
寿邸。随之将杨玉环度为女道士，至“开元”
时代的最后一年——即开元二十九年仲冬，
住进了兴庆宫。翌年改元，年号“天宝”，至
天宝三载（744）正月初一，改“年”为“载”，随
着“天宝”时期的到来，李杨的爱情又有了新
的发展。

李白到长安，时在天宝元年（742）秋。
所以唐人韦睿《松窗录》以及宋人乐史《杨太
真外传》谓《清平调》作于开元中，误。牡丹盛
开于暮春（谷雨前后），此诗当写于天宝二年
或天宝三载（744）春，因为写此诗后不久，李
白就于天宝三载夏秋时离开了长安。故尔清

代王琦《李太白年谱》就将此诗系
于天宝三载。《辞源》将此诗写作时
间定为“开元中”，误。

反观其“李白”条下，就明确
地说了李白入长安的时间：“天宝
初，入长安。经贺知章吴筠推荐，
任翰林院供奉。”

其三，关于“织锦回文”的作者。
中国诗歌中的回文诗，颇有

情趣。所谓回文诗，就是正读反
读皆为诗。晋代窦滔妻的织锦回
文诗最为有名。《辞源》“织锦回
文”条下云：“指用五色丝织成的
回文诗。晋窦滔妻苏惠字若兰，
善属文。滔仕前秦苻坚，为秦州
刺史，被徙流沙，苏氏在家织为回
文旋图诗，用以赠滔。诗长八百
四十字，可以宛转循环以读。词
甚凄惋。见《晋书·窦滔妻传》。”

依其所言，再找“苏惠”条，还是查无此
人。却见一“苏蕙”条，中言《回文璇玑图诗》
亦是因想念窦滔所作，原由却是窦滔携宠妾
赴官襄阳，去后，断绝音问，苏蕙悔恨悲伤，
遂作此回文诗赠窦滔，窦感动，因复好如
初。一说滔因罪徙流沙，蕙因思念而织锦为
《回文璇玑图诗》赠滔。”

苏惠，苏蕙；流沙，襄阳；旋图，璇玑。孰
是孰非？《晋书·窦滔妻传》说，是“苏蕙”，“流
沙”“旋图”。

其四，“杨涟”“杨琏”孰为是？
《辞源》“杨涟”条下云：“杨涟，（明代）万

历三十年进士。天启四年官至左副都御
史。上疏劾宦官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次
年，被诬受辽东督师熊廷弼赃，下诏狱，拷掠
至死。著有《杨大洪集》。”

而在“左光斗”条下，却是这样写的：左
光斗，“刚直敢言，与左副都御史杨琏同为阉
党侧目，并称“杨左”。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
罪，光斗力赞之。又自上疏呈忠贤三十二斩
罪，天启五年与杨琏同被诬陷下狱备受酷
刑，死于狱中。”

“杨左”二位，就是鲁迅先生赞美的“中
国的脊梁。”“杨”究竟指谁，一词条说是杨
涟，一词条三处皆作“杨琏”，到底哪个正
确？《明史》曰：“杨涟。”

如此相牴牾，读者何以适从，今举四例
以说之，惟愿牴牾止矣，读者安矣。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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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县东寨村的十八罗汉起源

于清代咸丰年间，该村在四川等地经
商的周金城归来，见村民们修建的城
墙、城楼将要竣工，准备举行庆典仪
式，见多识广的周金城想到民间相传
十八罗汉能够驱邪扶正，祈福吉祥，
平安生财，便和兄弟周金武等人组织
本家族人，用佛教故事人物始创十八
罗汉这一民间社火，献艺助兴，赢得
一片好评。从此，这一独特的民间社
火，代代相传。至今已经传承第四
代，有150多年历史。

民国时期，东寨的十八罗汉，深
受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一
代书法大师于右任和著名爱国将领
杨虎城等人的喜爱。1935年正月，
东寨的十八罗汉曾赴东里堡杨虎城
将军府邸表演。杨将军夫人对社火
表演赞不绝口，还特意赏给9个小罗
汉一人一块大洋。

建国后，在五十年代初期，由社
火第三代传承人周志英、周志义弟兄
筹措经费，组织排练，坚持表演。而
今，已经传承到第四代周福乐，使这
一民间社火得以流传至今。

2007年已申报为陕西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东寨十八罗汉，表演时十分令人
震撼。在一面鼓、两面锣、十四副铙的铿锵
声中，头罗汉手持缠红绸的八尺仙杖，引出
九个肩立小罗汉的大罗汉，小罗汉十岁左
右，眉清目秀，头戴插着仙人黄标的红包巾，
身穿镶墨绿边的黄色袈裟；大罗汉魁梧英
武、身强力壮，头戴红包巾，上穿镶黄边的蓝
色袈裟，下着红裤，腰扎白丝带。大小罗汉
均双手合十，一脸虔诚。走圆场拓宽场地
后，开始正式表演：大罗汉把小罗汉斜跨肩
背绕场，称“罗汉挎娃”；小罗汉站立大罗汉
肩头，分为两队圆场，再合为一队，称“白马
分鬃”；四个小罗汉站立大罗汉肩上在场中

站成四个柱子，其余五组大罗汉肩负小罗汉
绕四个柱子转行，称“四柱擎天”；四小罗汉
站在腿和手撑地仰卧的四大罗汉肚子上，其
余小罗汉站立大罗汉肩头双手合十绕行，称

“拜四门”；两个大罗汉仰卧，双脚朝天、手紧
扣，一小罗汉站立脚上，另一小罗汉紧抱大
罗汉双腿，称“登坛拜将”；九个小罗汉倒地
仰卧，脚朝中心，连续鼓掌三次，称“八吉祥
轮”；九个小罗汉前一个后躺倒后一个半身
上，最后从第一个开始，慢慢起来，分腿从还
躺在地的小罗汉身上走过，称“金蛇脱壳”；
一个小罗汉站在大罗汉肩头，立于场子中
央，其余八个小罗汉骑在大罗汉双肩，围绕

一圈，按照锣
鼓点，八个小
罗汉同时猛
然后仰，又猛
然还原，连续
三次，称“莲
里生子”；九
个小罗汉仰
面朝天相连，
双手和双脚
触 地 ，弓 起
腰，成桥状，
两边大罗汉
护持，一个小
罗汉上去，踏
着八个小罗
汉身子缓缓
走过，称“童
子过桥”；一
个小罗汉站

在大罗汉肩头，立于场子中央，扮作观音菩
萨，另外两个壮实的大罗汉，每人脖子上各
骑一个小罗汉、双手各挎一个小罗汉，绕场，
对中间的“观音菩萨”连拜三次，称“敬拜观
音”；一个小罗汉骑在大罗汉肩上，另一个骑
在大罗汉肩上的小罗汉前倾，双手趴在前面
大罗汉肩头，另外一个小罗汉骑在前倾的小
罗汉背上，缓缓行走，称“老子骑牛”；九个小
罗汉骑在九个大罗汉脖子上，绕场时，小罗
汉不时地猛然后仰，头贴大罗汉下腰，又猛
然复原，称“巧打飞脚”；一个大罗汉脖子上
架一个小罗汉，双手再各挎一个小罗汉，与
另外一组同样的罗汉造型相对，连晃三下，
绕场两圈，称“玉蛾展翅”；三个大罗汉并肩，
肩头站立两个小罗汉，最后一个小罗汉手扶
仙杖登上，站在那两个小罗汉的肩头，称“三
阳开泰”……还有单牌坊、双牌坊、四柱、编
蒜等等，不一而足。

这些表演动作，不少带有杂技色彩，险
象环生，惊心动魄，充分体现出力与美的巧
妙结合。观众在欣赏中，常常会因震撼和担
心不由自主地发出惊呼、感叹，拍手叫绝。

由于这种原生态的民间社火节目保留
完整，地域特色鲜明，套路复杂多变，造型
俊美大方，动作惊险舒展，审美情趣高雅，
艺术效果强烈，所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先后被选拔参加陕西省第二届艺术
节和咸阳市艺术节等多项重大活动，并荣
获特等奖、一等奖等奖项。央视 2017 年
《过年了》栏目到渭北革命根据地三原县海
选，一眼就看中十八罗汉，并把其作为《过
年了》庙会中的民间社火节目之一，多次在
央视频道播出。 □吴树民

■往事

高风大寒柏更骚，矮墙垂枝梅弄俏。
盼祷来年菽果阜，农夫仰望舞鹅毛。
孩提此日瓦屋扫，供祭蒸糊赶集早。
围桌暖手呷西凤，聊谈往事待明朝。

大寒·望乡 □春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