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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聂振弢

春节祭祖礼仪有讲究
□本报记者 田 园

中国人崇敬祖宗，祖宗至高无上。光宗耀祖曾是人生追求的目标。婚丧嫁娶、生儿育女、修房起屋、进学中举、千里
远行、风尘归旅……都少不了祭拜祖宗，那过年祭祖又有哪些习俗？ 记者就此采访了国学大师聂振 弢 。 聂振 弢 长期致
力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为英国威尔士大学汉学院终身教授，2016 年 6 月 26 日,曾在英国伦敦祭祖大典上作题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的分享。

仁孝之心在祭祀中培养
聂振 弢 说：“孝道是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 是德之本， 也是仁
之本。 《论语》讲：孝悌也者，其为
仁之本与。 这个仁有两个说法，

在一年开元之际祭祖的传统，其本
意就是以祭祀的形式，表达对先人
的尊敬、怀念、感恩、继承、报答之
意。 古训曰：祖宗虽远，祭祖不可不

一个是仁爱的仁， 仁孝， 孝是仁
之本； 一个是做人的人， 做人的
根本就是孝悌， 祭祀就是怀念、
纪念的意思， 即常常提醒自己的
孝思， 不忘祖先就是不忘本。 中
国人人心厚道， 就是因为有这种
仁孝， 仁孝之心可以在祭祀活动
中培养。 ”
千百年来， 中华民族形成了

诚也。 这里所说的
“
诚”，包括尊敬、
怀念、感恩、继承、报答等多重意
义。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依然保留
着春节祭祖的传统，我们的邻国韩
国也将这一传统保留与继承了下
来。 聂振 弢 说，自己在韩国讲学时
恰值春节前夕，即使在大城市居民
家里，几乎每一家也都保留着春节
祭祖的习俗。

青年作家宋体忠

南阳年俗禁忌
□本报记者 马 苏

春节祭祖请老祖宗“回家”过年
聂振 弢 介绍， 祭祖分为以下形
式：每年腊月三十傍晚，都要到老家
祖坟祭祖，请老祖宗
“
回家”过年。 在

席”。 磕头行礼，倒酒于地上，祭完之
后， 把饭菜埋进土里， 算是给祖宗们
“
送去”了，同时，还要在坟前烧纸钱。

一般是面食和水果之类。 许多人家专
门为除夕祭祖蒸白面馒头，每个馒头
上点一个红色的圆点，馒头的平面相

族长的主持下， 当地本家各支系的
主要男性成员齐集在本族的宗祠，按

家中祭祖则在除夕晚饭前后，
民间称之为“接老祖宗回家过年”。
将平时放在“祖宗匣”里的族谱“谱

合摞在一起为一组， 一般是三至五
级，各盛放在白色瓷盘当中。 这些供
品一直摆到正月初五，每天早晚两次

单”（世系表） 请出打开挂在西墙上，

在祖先神位（谱单）前上香，直到初五

将祖先牌位摆挂好后开始上香摆供，
全家大小依次磕头行礼，所摆的供品

晚上经行礼后才能把
“
老祖宗”送走，
再将谱单或牌位收归原处。

辈分高低， 分批向各位祖先上香行
礼； 各家各户的祭祖则是到自家的坟
茔地祭祀，有的只是磕头，有的还要
抬一桌酒菜摆在坟前，给老祖宗“送

重拾传统年俗 感受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曹 静 雅
春节是最能展现我们传统习俗的节日，从小年开始，迎新年的气氛越
来越浓。 老南阳的春节习俗都有哪些？ 有什么礼仪和讲究？ 来听听作家殷
德杰怎么说。

们一起做黄鼠狼追鸡的游戏。 ”

轻心。
“
过年不动针线不做家务”。 初一或初二，
不倒污水、垃圾，不扫地，讲究的人家还要把

春节团圆饭，吃上饺子美滋滋

里把汤洒在地上， 再把饺子供在院子
里的桌上，寓意为敬老天爷。这些事做
完之后，大人和孩子才能吃上饺子。
吃过早上这顿饺子， 就该拜年

但大多数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
三十说吉利话”。 包第一个饺子时，要包
一枚硬币在里面，饺子包好不能说
“
包完了！ ”
“
福
要说
“
包齐了！ ”谁吃到包钱的饺子要大叫

“
过年不吃药”。 尤其是初一不能吃药打
针更不能输液，否则一年疾病缠身。 这一条显
然带有迷信色彩，轻病则罢，重疾绝不可掉以

筐，沿着河边去找干净的沙。 此外，
大人们还要爬柏树折柏枝， 和小孩

吃上饺子就很幸福。 但初一早上的
这顿饺子可有讲究，饭前要先烧香，
不但神案上的香要烧，还有石碾上、
家门口的树上、 甚至牛棚和牛车上

展，时移世易，人们真正按照这个“
过节时间
表”安排过年活动的越来越少，特别是农村过
年的诸多禁忌和风俗，现代年轻人知之甚少，

“
睡觉不拜年”。 初一上午，不要叫人姓名
催人起床， 更不能叫醒睡梦中的人给对方拜
年，要等对方起床再拜年。

爷换衣裳，还要把香炉里的沙换掉。
他笑说：
“
到了二十八这天， 小孩们
成群结伙， 有的拿布袋， 有的提着

都要贴对联、烧香。 之后，饺子下锅，
第一碗饺子只盛 3 个， 碗里有汤，这
碗饺子可不是谁都能吃， 得端到院子

三；二十三，炕火烧；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
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灶鸡；二

“
初一闺女不回娘家”。 嫁出去的女儿初
一不能回娘家，否则会把娘家
“
吃穷”，因此只
能在初二或者初三回娘家。

两种说法，意思是，在腊月二十八这
天，不但要贴对联、换门神、给老灶

而团圆饭，从除夕夜就开始了，
一直持续到大年初一的中午。 殷德
杰说，那时的生活条件不比如今，能

交融又独树一帜的特点， 这从过年的习俗民
谣里可见一斑，比如“娃子娃子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沥沥拉拉二十

气到了！ ”饺子煮烂了不能说破了，要说挣了；
万一碗打碎了，要说
“
岁岁平安”!

腊月二十八，贴了花花再挖沙
殷德杰告诉记者：
“
咱南阳‘
十

哪些风俗和忌讳， 记者走访了我市青年作家
宋体忠。
南阳地处南北交界地带， 再加上独特的
盆地地貌， 使得南阳民俗风情呈现出既南北

十八，把面发；二十九，灌烧酒；三十儿，捏鼻
儿；初一，拱脊……”这首民谣将春节前后老
百姓祭灶、守岁、拜年等民俗一一概括，读起
来琅琅上口、生动有趣。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

作家殷德杰讲述上世纪 50 年代春节习俗

里不同俗’。在紫山和塔子山之间的
殷庄就是我的老家。 ”上世纪 50 年
代初， 过年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大
事。 他回忆说，大家都知道
“
过了小
年就是年”，但要说最有气氛的还是
腊月二十八这天。 在老家，有
“
二十
八、贴嘎嘎”和“二十八、去挖沙”这

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家家户户
操办年事，杀猪宰羊、张灯结彩。 春节过年有

了。 邻居之间约着，少则三五成群，
多则一二十人一起在村里串着门拜
年。 小孩儿们最高兴，到别人家说句
吉祥话、给长辈磕个头，就有糖吃。
殷德杰说：
“
那时， 整个村就像一个
大家庭， 有时还会到相邻的村去拜
年，很有人情味。 ”

剪刀、针线用红布包裹收起来。
“
春节不讨账”。 据说，过年期间不管是被
讨债或者是讨债的人在一整年间都 会 很 倒
霉，因此忌讳向人讨债。
现在， 生活的节奏快了， 古老的规矩远
了，浓浓的年味儿淡了，让我们过年保持一份
好心情，向着健康的理念靠拢，向着美好的春
天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