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田园 通讯员 高静）2 月 5
日，3 万余名游客涌入武侯祠景区， 欣赏民俗
表演、领略非遗风采，年味儿浓浓。

春节期间， 市博物馆武侯祠景区迎来众
多游客。 景区内搭起灯棚，挂满大红的灯笼、
福字、钱袋，还有五颜六色的百米风车长廊，
洋溢着喜庆、欢乐的年味儿。

正月初一，在舞龙舞狮的锣鼓声中，武侯
祠景区开门迎宾。 各种民俗表演纷纷亮相，
源于两千年前的汉代舞乐表演， 让大家感受
当年的人们怎样过年； 杂技表演吸引了众多
游客驻足观看；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雷恩久为游客献上三弦书武段子《武二
郎》，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国全为
大家表演大鼓书《说南阳》；吹糖人、捏面人、
糖画、糖葫芦、棉花糖、烙画葫芦、铝丝编织
等各展风采。

正月初五，“敬诸葛拜岳飞” 心意六合拳
表演精彩上演，200 名学员齐聚武侯祠， 敬拜
武侯诸葛亮，瞻仰武穆岳飞手书《出师表》。

据悉， 武侯祠景区将于正月十五举办三
国灯谜有奖竞猜活动。 ⑦3

刘眉岑乌拉圭办画展

中国风惊艳

本报讯（记者 王渊博）日前，刘眉岑工笔
画画展在乌拉圭开展。此次画展，为异域的人
们展示了中国艺术的魅力。

此次画展展出的作品， 有秀丽文静的东
方美人，有象征中国人高雅品质的梅兰竹菊，
以及各种花鸟。 刘眉岑希望用她的画作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工笔画。

刘眉岑，南阳籍工笔画画家，自幼习画，长
期从事文化艺术交流工作。 她热爱艺术、服务
艺术，潜心研究中国工笔绘画，多次举办画展，
画作被多个国家的藏家收藏。 ⑦3

犬守平安岁 猪拱富贵门

猪年谈猪 猪是家中宝
□本报记者 马苏 通讯员 岳松涛

猪入门，百福臻
猪憨厚老实、 安分守

己， 为人们带来经济上的
富足， 成为农家的“聚宝
盆”。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猪有许多寓意和象征。

猪位列六畜之首，在农
村家庭中占据着特殊的位
置。汉字“家”与猪有着直接
的渊源，“家”字的“宀”表示
一座房子， 下面为“豕”
（“豕” 为猪）， 也就是说，
“家”就是房子里面养头猪，
可谓“无猪不成家”。

俗语说：“猪入门，百
福臻。 ”猪喜欢用鼻子拱
地掘土取食，所以在人们
看来，“肥猪拱门”是勤劳
致富、 丰收喜庆的象征。
肥猪也俨然成为送福的
使者，所以俗语说：“猪是
家中宝，粪是地里金。 ”

“年逢亥岁红运开，
人遇贤君定发财 。 抬头
见喜迎富贵 ， 肥猪拱门
送福来。 满腹经纶题朱
笔，进士及第添光彩。 ”

据传，自唐代开始，殿试
及第的进士们相约 ，如
果他们中间有人在今后
任了将相， 就要请同科
的书法家用“朱书”（即
红笔） 题名于雁塔 。 因
“猪 ”与“朱 ”同音 ，“蹄 ”
于“题 ”音谐 ，所以猪成
了学子金榜题名的吉祥
物，每当有人赶考，亲友
们都赠送红烧猪蹄 ，预
祝赶考人“朱笔题名”。
后来， 这种习俗逐渐扩

大， 人们在新年时互赠
火腿。

在当代，猪文化仍然
十分流行 ， 如风靡网络
的“猪之歌”“疯狂的猪”
“三只小猪”“小猪佩奇”
等就是新时期猪文化的
一种表现。 目前，我国各
地几乎都有在新年用猪
举行祭祀活动的民间习
俗， 我市很多地方仍保
留着用猪礼条答谢媒人
的风俗。

杀年猪，生活富
过去， 对许多家庭来

说，吃顿猪肉是件奢侈的
事，有的家庭甚至过年才
能吃一次猪肉。 因此，养
猪是事关一家人温饱的
大事，也是农民最重要的
经济来源。 以前，在农村，
过年能杀一头猪，是富足
的表现，除了留下头、蹄、
下水自用，乡里乡亲的排

队购买，能有一笔不小的
收入，足够一家人过个殷
实年。

杀完猪后， 左邻右舍
帮忙的，就着猪血和最新
鲜的肉，摆桌拼盘，喝酒
划拳，大快朵颐，喧闹声
声……这一度是最有代表
性的农家乐。

猪一辈子足不出栅，

饿了就吃，吃了就睡，其体
力劳动主要就是进食，脑
力劳动几乎无从谈起，绝
无操心费神之劳， 更无憧
憬神游之累，不愁三餐、不
忧衣住，知足长乐、潇洒一
生。 猪这种与世无争的品
质和看庭前花开花落、天
上云卷云舒的悠闲心境，
让人羡慕。

猪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人们提供了稳定的肉食
来源。 猪内外皆宝，肉包括
五脏六腑皆可食，且味道鲜
美、营养丰富，皮制革，鬃制
刷，血制颜料，油制肥皂，粪
作肥料……猪的一生是为
自己的一生，也是为他人的
一生； 是创造财富的一生，
也是奉献的一生。

多奉献，乐一生
“一副天生笨笨相，

残羹冷炙饱饥肠 。 红尘
看破祈安福，不与他人
计短长。 ”“天性温顺卧
低 槽 ， 与 世 无 争 但 求
饱 。 献祭犒食何曾怒 ，
惟留世间两声嚎 。 闲蹭

污壁乐心头 ， 掉尾涂中
自逍遥 。 舒展纤体酣如
雷，管他屠门霍霍刀 。 ”

“步 履 翩 翩 绅 士 情 ， 说
馋说懒欠公平 。 大腹便
便容万物， 柔肠款款利
诸生 。 ”……这些诗歌勾

勒出猪温驯、乐观、豁达
的性格和无怨无悔 、乐
于奉献的形象。

我们应该学习猪无怨
无悔、乐于奉献的精神，不
苛求生命的长度， 不计较
获得多少， 乐呵呵地快快

生长。我们应该像猪一样，
活得简简单单、明明白白，
坦然奉献我们的一切。 我
们应该像猪一样， 用生命
的长度换取生命的质量，
无怨无悔奉献自己， 成就
高品质的人生。 ⑦3

武侯祠景区

年味儿浓浓
犬守平安岁， 猪拱富

贵门。 弹指一挥间，又到
猪年， 看着猪那圆嘟嘟、
胖乎乎的憨厚相和乐呵
呵、 傻乎乎的呆萌状，想
它平凡地来到这个世界
上， 又悄无声息地离开，
慨叹它平凡、 奉献的一
生，我们也应该像它一样
做一个少算计、 多奉献、
能够创造价值的人。

在中国“猪文化”中，
有一种祝福叫“朱笔题
名”，有一种福气叫“肥猪
拱门”……这些都寄托着
美好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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