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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的形成是中国古代历法
高度发达的佐证。古人以天文、物候
及人事活动等作为时间变化的重要参
照，年的时间周期概念应该在夏商周
三代以前就已经为人们所掌握。《尔
雅·释天》曰：“夏曰岁，商曰祀，周曰
年，唐虞曰载。”可见，早在唐虞时代，
大概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已经形
成了成熟的历法。汉武帝太初元年正
式确定以夏历正月为岁首，此后历法
虽不断修正，但正月为岁首的时间规
定再也没有改变，年节就此固定了下
来，这就是春节的源头。另一方面，传
统节日的固定反映了先民们对人与自
然关系的深刻认知。传统节日实际上
与农历的二十四节气相因应，当对自
然界的观察研究结果以这样的时间序
列逐步稳定下来后，也就说明我们的
祖先已经充分掌握了大自然的运行规
律，并以此为依据来安排农事活动。
农耕生产的有序进行是农耕文明进步
的表现，而且懂得如何顺应自然与战
胜自然同样具有进步的意义，它意味
着人类的生产历史从无序向有序迈进
了。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最隆重、最有
民族特色、最有恒久魅力的节日。千
百年来，围绕春节形成的厚重春节文
化深深根植国人心中，其中重人伦、重
亲情、重礼仪、重和谐等道德内涵影响
着国人的思维方式，规范着国人的行
为方式，孕育出了敬祖尊老、孝悌爱
幼、阖家幸福、睦邻友好、社会和谐等
道德美德，很好地协调着个人、家族、
邻里、社会的和谐关系，成为维系着中
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要感情纽带，保
持中国社会和谐的重要道德基础。

自古至今，人们对幸福的企盼从
未改变，民众对幸福的追求永无止境，
而春节就是人们集中表达这种诉求的
文化时空。

从饮食习俗上来看，汤圆、年糕、
饺子、祭灶果、冻米糖等节令食俗形成
了活色生香的“舌尖上的春节”。春节
吃汤圆象征家人团圆，象征生活圆满
幸福；春节期间做年糕，谐音“年高”，
寓意“年高年高年年高，一年更比一年
好”，这显然是一种趋吉纳祥的心理表
达。

从语言习俗上看，亲朋好友拜年

说吉祥话，贴春联表达美好的愿望和
祝福，还有一些语言禁忌、谐音，凡此
种种，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的语言，作
为一种交流工具同样被赋予了文化的
功能，民族的文化心理在春节习俗的
细节中可以感知与发现。

从祭祀习俗上看，家国一体的文
化情怀在春节的神圣时刻通过各种祭
祀活动得到了诠释。春节祭祀传达出
了后世子孙对祖宗先辈的孝敬之意和
怀念之情，是中国文化传统中“慎终追
远”观念的写照；对天地神灵的祭祀表
达了民众的理想愿景，以此祈求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子孙后代兴旺发达。

春节文化中的贴对联、放爆竹、祭
灶等内容，是对真善美追求的原始表
达。春节期间阖家团圆、拜年、走亲访
友等习俗传递出强烈的群体意识与追
求团结和谐的精神。春节是除旧布
新、纳吉接福、平安健康、万事如意的
祝福时刻，传递着人们对美好生活向
往、对理想价值追求的美好愿望。

春节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仁义忠
孝等道德价值，是中华民族的内在特
质与文化标识，塑造着中华儿女的人
格理想与价值追求，成为中华民族保
持生生不息的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源
泉。

春节文化已经深深地嵌入人们的
节俗生活中，与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
生活都密切相关，其以一种“润物细无
声”的方式“潜入”人类的心灵世界，使
人们在春节活动实践中亲身去感知体
验，经过年复一年的熏陶和沉淀，逐渐
成为个体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使我们

“谨言慎行”，达到以文化人之目标。
深入挖掘春节文化无疑是坚持中

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
量，繁荣兴盛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共
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内在要求。要深
度挖掘并大力弘扬春节文化中天人合
一的和谐精神、同心同德的团结精神、
美美与共的大爱精神、追求理想的奋
斗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
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不断增强民族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为人民群众提供
丰富的精神食粮，不断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期待。要在理论来
源、思想内容、时代高度等层面，将春
节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资源、社会行为
规范和修身立命思想等内容进行深刻
挖掘与阐发，使之成为涵养当代民众
道德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涵的文化
精神，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
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于春节
文化中适合于调整社会关系和鼓励人
们向上向善的内容，要结合时代需求
加以继承和发扬，结合中华智慧不断
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
式。要深入挖掘阐发春节文化中丰富
的传统礼制文化，积极建构符合时代
需求的春节礼仪礼俗新形态，摆脱道
德失范、礼仪缺位的现实困境，为社会
发展提供健康的道德生态环境，并使
之真正内化为个体的自觉意识，成为
社会群体和谐团结的黏合剂，成为追
求高尚道德的助推器，为中华民族发
展壮大、继往开来提供丰厚的道德滋
养。⑩4

挖掘春节文化独有的内在特质

□闫德亮

节日文化是中华文化的

重要内容，其历史悠久，源远

流长，内涵丰富，是祖先智慧

的结晶。其中包含的文化因

子规范引导着后人的思维与

言行。在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新时代，我们既要充

分挖掘先人留给我们的历史

文化遗产，更要遵从年节礼

俗中蕴含的积极的文化因

子，自觉规范我们的言行，学

习先进文化，激发正能量，阔

步奋进新时代。

2018年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
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要切实保护好优秀农耕文化遗
产，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
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我国是一个
具有悠久农耕历史的国家，农耕文化是
中华文化的本色，而春节不仅是农耕文
化的产物，更是其中的精髓。因此，在新
的时代下过好春节并传承好春节文化，
是接续农耕文明的重要使命与责任。一
方面，春节敬天法祖、祈求丰收的祭仪是
人类在远古时期创造出来的期望与天地
自然和谐共生的信仰活动，蕴含着天人
合一的理念。农历年节的时间安排是按
照二十四节气的更替而设置，是中国人
在对自然、宇宙、物候等的观察研究的基
础上总结出来的生活智慧。虽然二十四
节气对于农事的指导功能逐渐减弱，但
在当代中国人的生活中依然具有多方面
的文化意义和社会功能，鲜明地体现了
中国人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和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春节文化内涵中追求团
圆吉祥、幸福美满的美好愿望，本质上是
一种对和谐人际关系的期许与表达，并
通过人们在春节期间一系列的年俗活动
得到了充分的呈现。在春节这样一个有
限的时间段内，吃“团年饭”，分发“压岁
钱”，“守岁”，串亲戚拜年，人与人之间如
此密集的互动活动，除了表达亲朋间的
美好感情以及对新一年生活的美好祝福
之外，还发挥着节日文化的凝聚、调和功
能。通过孝老爱亲、敦亲睦邻，个体与自
己的家庭、家族、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社
会关系，在节日的时空中得到维系和发
展，成为社会良性运行的润滑剂。

河南有着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春
节便是其中耀眼的元素，而围绕春节形
成的各种年俗活动则成为中原春节文化
的重要内容，尤其是木版年画、古庙会和
马街书会，堪称中原年俗文化的三张名
片，贯穿于河南人民的节日生活之中。
闻名于世的朱仙镇年画，历史悠久，乡土
气息浓郁，民间情趣浓烈，具有独特的地
方色彩和淳朴古老的民族风格，历史上
就是中国木版年画的重要代表，千百年
来一直为人们营造浓厚的春节氛围而彰
显出独特的魅力与价值。浚县正月古庙

会，被称为中原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它点
燃了中原儿女内心深处对生活的热爱和
无限激情，它不仅以丰富的民俗活动成
为华北地区民众节日狂欢的圣地，而且
以自己独特的魅力引起了中原地区乃至
海外儿女和国际友人的瞩目。学术界也
多次以浚县古庙会为平台，向世人发出
保护春节文化、传承春节文化的呼声。
享誉全国的宝丰马街书会可以说把春节
的文化氛围推向了高潮，如潮的人群和
此起彼伏的乡音成为中原大地上别具一
格的“年画”，让春节中的人们在大饱口
福之后再享受一场听觉盛宴。

春节民俗首批入选了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名录，与之相关的二十四节
气更是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于这些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是永恒的课题。如何在
保护好这些民族文化财富的基础上，激
活其生命力，令其与现代社会紧密衔接，
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成为全社会都关注
的问题。春节自身既是非物质文化遗
产，也是许多与其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载体，还是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重要契机。由春节衍生出来或与春节相
关的戏曲、饮食、手工艺以及各种民间艺
术门类等，在春节期间得到了发挥功能
的机会和展示风采的平台。很多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无论是年俗中充满年味
的节令食物，还是春节庙会上精彩纷呈
的民间艺术表演、民间手工技艺展示等，
在春节期间终于回归到了与其原初功能
和意义相吻合的“文化角色”中去。而对
那些承载着春节年俗的传承者而言，他
们通过自己的年俗实践丰富着人们的节
日生活，传播着古老的文化记忆，使年轻
一代不仅获得了节日的物质和精神享
受，还积累了年俗知识，成为春节民俗潜
在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春节文化就是这
样在潜移默化中，在生动的节俗生活实
践中实现了代际的传承。对于春节这样
特殊的文化遗产而言，如果我们带着对
春节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民族文化的高
度自觉来看，不难发现，过一个富有民俗
文化气息的春节，无形中激活了那潜藏
在古老节日身上的生命细胞。

我们在积极传承春节文化的同时，
还要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尤其是在广大
农村地区，春节是乡村节日文化生活的
综合体，因为其源远流长，所以难免泥沙
俱下；虽蕴含抚慰心灵、安顿灵魂的精
华，但也掺杂着陈规陋俗，衍生出某些歪
风邪气。对传统春节文化的传承固然重
要，但传承的前提是要正本清源，去伪存
真，确保传承节日文化的优秀成分和乡
村社会的“公序良俗”，传承保护应该与
移风易俗同步进行。奢侈浪费之风、封
建迷信活动，这些有违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的陈规陋俗和歪风邪气，要在弘扬春
节文化中给予坚决摒弃。春节假日中，
人们在获得放松和愉悦的同时，赌博、迷
信等一些不良风俗也极容易滋生。针对
这种情况，一方面，全社会要营造风清气
正的节日文化氛围，用春节习俗所蕴含
的真善美思想传播社会正能量，杜绝假
丑恶；另一方面，当所有的节俗生活都可
以通过购买实现的时候，我们自身要保
持一份清醒和理性，以更多身体力行的
实践来体验、感知、提升春节的文化品
位，减少对网络、微信、手机等现代媒介
的依赖。⑩4

□杨旭东

春节是农耕文明的产物，

是以除旧布新、迎禧纳福、祈

求丰年为主要内容的重要节

日。作为中华民族最隆重的

传统节日，春节凝聚着中华儿

女深厚的情感和深刻的记忆，

已经成为中国人无可替代的

精神家园。然而，在现代化、

全球化的浪潮下，传统节日日

趋衰落，春节的年味也越来越

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要承担起传承民族文化的责

任，延续节俗文化的火种，弘

扬春节文化富含的人文精神，

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激活春节民俗的生命力

乡愁是人类生命活动中基于记忆
而滋生并普遍存在的心理情感，是个体
实现身份认同和生命之根的持守，也是
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情怀，已经日益成
为现代中国人物质生产与精神交往的
源动力。文化发展需要守护文化传统
的根脉，实现传统文化持续生成与自我
更新，逐渐形成面向未来的、生生不息
的文化创造活力。作为中国重要的节
日春节，以及其所形成的春节文化，蕴
含了人们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审美
诉求，规范着国人的道德意识和语言行
为，唤醒人们对祖国、对家乡、对亲人的
深刻记忆和责任感，是中华民族宝贵的
精神财富，是最能留住乡愁的节日文
化。春节文化具有注重颂祖孝亲、团圆
幸福、和谐团结、全民狂欢、情感聚合等
人文内涵，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
伦理和人生礼俗，蕴含着伟大的民族精
神和传统美德，具有着浓厚的人情味与
仪式感，是维系中国社会人际关系的重
要感情纽带。春节文化中蕴涵的文化
价值，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
密码。新时代新环境下，我们要“常回
家看看”，用心品味乡愁的味道，建构具
有时代精神的春节文化，丰富与发展春
节的节日象征体系，借助多种渠道建构
适合现代社会交往的文化空间。在继
承传统文化的同时创新传统节日文化，
使古老的、形成于农耕和乡土生活方式
的春节文化，更加贴近现代都市和乡村
现实生活形态，让春节文化既有传统年
俗的韵味又有现代生活的气息，满足中
国人对于故乡与家庭的情感诉求。

春节民俗中的祭灶、贴春联、守
岁、吃饺子、拜年、闹元宵，踩高跷、划
旱船、耍狮子、挂灯笼，以及各地庙会、
书会、灯展、社火等民俗活动，成为春
节传统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春节文
化可谓是社会团结的纽带，其承载的
文化信息最为丰富、情感价值最为深
刻、精神引领最为有力。在河南推动
文化高地建设中，要积极传承与生产
生活密切相关的民间习俗、民间艺术
等民间文化，弘扬天人合一、尊祖重
孝、崇尚礼仪、和合团圆、除旧布新等
文化精神，提炼春节民俗文化符号和
文化元素，将无形的春节文化价值融
入有形的节日活动、礼仪庆典、舆论宣
传、国民教育之中，增强春节文化的感

染力与凝聚力，推动文化高地建设。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建立

和规范一些礼仪制度, 组织开展形式
多样的纪念庆典活动，传播主流价值，
增强人们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中
华文化重要内容的春节文化蕴含着中
华民族重要的文化因子，可谓民族文
化“活的灵魂”，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极大的一
致性。春节文化是广大人民群众最直
接感知、最易产生精神能量的文化，它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内容与抓手。我们要结合人民群
众的要求，增强春节的文化魅力和时
代生命力，使之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要积极发挥春
节文化的独特优势，在突出春节文化
内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引导，为构建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可资借鉴的
思想资源。我们要找准春节文化与现
代生活的契合点，整合文化旅游、节庆
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资源开展各
种主题活动，使人民群众通过喜闻乐
见的节日文化活动，在亲身经历中感
知并自觉接受春节文化传递的价值理
念，以无意识记忆的形式实现身心的
教化。要形成政府引导和全民积极参
与相结合的春节文化新格局，一方面
加大政策支持并通过运作模式的革
新，围绕中心工作对地域春节文化活
动进行整体策划、提炼、创新、包装、推
广，打造具有地域特征的春节文化品
牌；另一方面积极调动民间组织、企
业、社区在春节文化活动中的积极性，
以举办文艺演出、全民健身、读书沙
龙、文化讲座、公益展览等活动，提供
高质量的“春节文化大餐”，引导春节
文化新风尚，营造浓厚的节日氛围。
此外，要发挥城乡群众在春节文化活
动中的主体作用，满足他们更丰富、更
多样、更全面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使
之自觉加入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的行动，提升春节文化内含品质，繁荣
兴盛社会主义文化，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春节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结晶，其所蕴含的价值追求、精神追求、
理想愿景与现代社会推崇的价值理念
一脉相承，丰富着中华文化的内涵，孕
育着伟大的民族精神，塑造着国人的
品质，这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基础，也是
文化自信的重要内容，更是增强文化
自信的重要力量。要积极推动文化事
业与文化产业发展，借助春节开展文
化惠民活动，推动文艺进基层，实现文
化共享、全民参与。要积极利用各种
微信、微博、微视频等新媒体工具，丰富
对春节文化的宣传，引导科学、文明、健
康的过节理念和方式。要结合地域文
化资源特点，以创意为先导加强对春
节文化活动的策划与推广，让春节民
俗文化更富有精神性、创造性、时代性，
使之能够积极参与当代生活、特别是
年轻人的生活中，完成传统节日的代
际传承。要积极搭建各种推介平台，
让春节文化能够在国际化的舞台上进
行充分展示，增强世界人民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知与认同，长中国人
的根、聚中国人的心、铸中国人的魂，不
断提升文化自信，更好地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⑩4

春节文化最能留住乡愁

□李娟

春节文化历史悠久、内

涵丰富、底蕴深厚、形式多

样，其在构建民众生活和民

族文化体系等方面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人类生

活与文明发展中的精彩华

章。弘扬优秀春节文化，可

以留住美丽乡愁，助力文化

高地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焕

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光

彩，积极推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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