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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孟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
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大力弘扬黄河文化，讲
好黄河故事，要聚焦中原文化“根”与“魂”的优
势，创新传统节日的时代表达，从而使传统节日
能够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

传承中原节日文化传统

中原地区是传统节日的发源地，传统节日
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也是传承中华文化的
关键载体。传统节日习俗中的祭灶、贴春联、守
岁、闹元宵，踩高跷、划旱船、舞狮子、打铁花，以
及各地庙会、书会、灯展、社火等民俗活动，是传
统节日文化活动的重要内容。节令食物与节日
文化相伴相生。中华民族以勤俭为美德，每逢
佳节以丰盛的食物传递对天地的敬仰、对祖先
的崇拜，以及对平日辛劳的自我犒赏。节令食
物的精髓并不在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华美筵
席，也超越了简单朴素的常日之食，它以对日常
食物的艺术化加工、修饰，反映了黄河流域的丰
饶物产及中原饮食文化的兼容并包。

黄河流域是传统节日诞生的核心区，中原地
区星罗棋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蕴含着传统节
日丰富的文化表达，是讲好黄河故事最为显著的
文化优势。传统节日在民间生长，节日文化也要
通过充满仪式感的节庆活动实现传承。讲好黄
河故事需要凝聚精神力量。三月三是古代上巳
节，也是黄帝诞生日，有“祓除畔浴”、祭祀宴饮的
传统。在农历三月初三举办的新郑黄帝故里拜
祖大典，既能够有效地延续节日文化的传统内
核，也呼应了文化自信的时代精神。通过“同根
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的庆典主旨和上香、施
礼、读拜文、唱颂歌等程式化议程，中原文化的根
源性特征得以彰显，“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
值理念得以呈现。讲好黄河故事需要尊重文化
传统。鹤壁浚县庙会传衍千年、辐射百里，富含

黄河流域浓郁而鲜明的农耕文化底蕴。除了延
续整个正月的隆重而丰富的节俗活动，这个“华
北第一古庙会”在乡村社会中还承担着经济、贸
易、民间信仰以及对社区整合等“润物细无声”的
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讲好黄河故事需要丰富
文化特色。作为中国民间曲艺“活化石”的宝丰
马街书会，每年正月十三的正会人海如潮、鼓曲
声声，河南坠子、道情、曲子、琴书等曲种应有尽
有，展演着一幅浓墨重彩的黄河民俗文化画卷。

加强节日文化服务和文化消费

节日文化在新时代的发展繁荣要以满足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为根本目标，以文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切入点。随着人均消费水平的
提升，人们的节日消费已不满足于物质享受，而
更在意精神愉悦。创新节日文化应尊重活态传
承，基于对人民群众生活智慧的汲取和中原地
域文化特色的吸收。延续传统节日习俗的同
时，新的节日习俗也正在发展生成。据文化和
旅游部数据中心调查，2019年春节假期，参观
博物馆、美术馆的游客比例分别达到 40.5%、
44.2%，观看各类文化演出的游客达到 34.8%。
这一现象说明传统节日与文化旅游的融合呼应
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诉求，节日旅游
正在成为新的文化习俗。创新节日文化应强化
公共价值。文化服务体系的供给和公共文化空
间的创设应考虑将四时八节所蕴含的哲学思考
融入其中，超越休闲度假的表层功能，通过人民
群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诠释和发掘节日文化
的深层意义，准确地传递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重新唤醒人们对自然节律的顺应、
对季节物候的感知、对家庭伦理的尊重和对民
族文化的认同。创新节日文化应契合消费需
求。节日消费古已有之，并非现代社会消费文
化的产物。古往今来，最热闹的节庆场所往往
也是最繁荣的商品交易市场，北宋都城汴京在
重大节日便以允许士庶关扑和开放金明池来刺
激节日消费。近年来，文化消费日益呈现出彰
显文化自信、显示品位需求及注重生活体验等

迭代升级的特点，节日产品的开发正在从物质
满足的单一需求向满足文化体验、情感因素、休
闲度假等多重需求的方向转变。因此，要注重
发挥传统节日文化的地域特色，避免主题雷同、
形式单一的节庆活动和节日文化产品的同质化
竞争，发掘契合现代文化审美的节日仪式和文
化形态，激活传统节日的价值空间。

打造中原节庆品牌

节日文化的体系化和品牌化有助于凝练中
原文化的根源性特征、创新黄河文化的形象表
达。节庆文化品牌不仅是推动城市发展的靓丽
名片，也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避免节
日宣传的符号化和仪式展演的单一化，把优秀
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
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是节庆文化品牌塑造的
基础。如果节日文化的精髓与价值无法准确提
炼和大力弘扬，传统节日就有可能沦为缺乏文
化内核的消费符号。发挥重大节日的平台窗口
作用，支持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洛阳牡丹花
会、开封上元灯会、浚县庙会、三门峡陕州地坑
院、宝丰马街书会、朱仙镇木版年画等文化积淀
深厚、存续状态良好的节庆活动和文化产品，进
一步提升为具有中原特色的节庆文化品牌。促
进节日文化与黄河文化、汉字文化、姓氏文化、
古都文化的融合发展，提升节日庆典的文化品
位。发掘节日文化的夜间经济价值，探索文化
引领、科技支撑、生态友好、主客共享的夜间经
济发展模式。发挥节日文化在全域旅游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特色小镇、休闲街区、精
品民宿、演艺节目等新型业态活化城乡空间，以
增量投资激活传统节日的存量资源，实现政府
引导与企业运作相互配合，全面提升中原节庆
品牌的整体竞争力。坚持文化“走出去”战略，
做好节日文化的海外传播，服务“一带一路”建
设的文化需求，提炼传统节日中具有文化共性
的价值元素，增进世界各地对中华传统节日的
了解，在互鉴共享中提升黄河文化的国际影响
力。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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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德亮

中原居天地之中，处黄河中心地
带，孕育了悠远辉煌的中原文化与黄河
文化的主干。中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
中心和支撑，二者同为中华文化的根与
魂。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
容，主要诞生于黄河流域中心地带土地
丰腴的中原地区，起源于农耕文明时代
四季分明的时令节气，成熟于“四时有
明法”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中原智慧。
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主要有春节、元宵
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传统节日述说民族的文化记忆

春节是中国最隆重、最盛大的民族
传统节日。春节俗称“年”，既是具体节
日的指称，即正月初一，也是一个时段
的指称，即春节期间，时间从腊月初开
始直到来年的正月底结束。春节始于
季冬之月的腊月，源于秦汉时期的年终
大祭“腊祭”，即在腊月祭祀先祖、酬神
报功。后来“腊祭”分化成腊八、祭灶、
除夕三个主要节日。腊八即腊月初八，
也称腊八节，其习俗为祭神祀祖、驱疫
避邪、吃腊八粥等，目的是酬谢报答炎
帝、后稷等神祇与祖先魂灵的庇佑和赐
福，以及驱除厉鬼灾疫，祈盼健康。祭
灶即祭祀灶神，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
四），又叫小年，传说这一天是灶神升天
的日子，又称“灶神节”“祭灶节”。这一
天要吃麦芽糖，意思是用麦芽糖粘住灶
神的嘴，让灶神到天帝那里不说人类的
恶事，只说人类的好事。除夕是一年里
的最后一天，为腊月三十或二十九，又
叫“年”，俗称“年三十”“年三十夜”。民
间广泛流传着“年”是一个在除夕之时
出来伤害人畜的怪兽的传说。“年”最怕
红色和爆响声，于是每到除夕，家家户
户贴对联、放爆竹，守岁待年，于是就有
了贴春联、放鞭炮、守岁、发压岁钱的习
俗。

除夕过完，即进入正月初一，即春
节。春节期间，一要“祭耒”，即祭祀农
具之神炎帝，二要举行祭天祈年活动，
其仪式形成了正月十五张灯结彩夜游
娱乐的风俗。正月十五又叫元宵节，这
是一个全民狂欢的节日，故有正月十五
大于年之说，其主要民俗活动是耍龙
灯、舞狮子、跑旱船、吃元宵。

清明节在公历 4月 5日左右（农历
三月间），它是由二十四节气的清明演化
而来的，其兼具自然和人文两大属性。
清明时节，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是踏
青与墓祭的好时节。祖先信仰与祭祀文
化是清明节形成的重要因素。在饮食
上，黄河流域一带在清明节前还有吃冷
食的习俗，由此催生了寒食节。

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名端阳节。
传说战国时期的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
五日投汨罗江自尽，人们为了纪念他而
有了这个节日。其实，端午节起源于北
方中原，当时上古先民择“龙升天”吉日
祭龙祖，并把夏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
注入其中，在端午“恶月恶日”进行辟邪
祛病防疫，于是出现了饮雄黄酒、插艾
草和菖蒲、洗草药水、熏苍术等习俗。
端午食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饮食文化。

中秋节为阴历八月十五，其源于上
古时代天象崇拜的秋夕祭月，目的是祈
求生育延长生命。中秋节这一天人们
要举行赏月、拜月（祭月）、玩花灯、赏桂
花、饮桂花酒等民俗活动，中秋月下品

尝月饼是家人团圆的重要时刻。

传统节日蕴含丰富的文化内涵

传统节日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
情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第一，体
现了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传统节日源
于四时节气，伴随着农业文明而产生，故
传统节日的日期选定、仪式设定与饮食选
择就要依据天候、物候和气候的周期性转
换规律，在关键节点上对农耕生产与日常
生活有指导性。这种以自然节气的规律
性为依托而逐渐形成的传统节日反映了

“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第二，反映了原
始信仰的不变主题。祭神拜祖是中国传
统节日的永恒主题。古老节日多数形成
于古人择吉日祭祀，表现出谢天地神灵、
感祖先恩德、慎终追远、固本思源的人文
精神，如正月十五、二月二、寒食、端午、七
夕、中秋、冬至、腊八等均为祭祀性的节日，
这些节日保留、渗入、积淀了大量原始信
仰习俗。第三，彰显了风调年丰的永恒祈
求。很多传统节日来源于农事节气，都含
有农业的祭祀，都关注年成的丰歉，如二
月二、春社、清明、中秋、秋社、腊八、小年
等。很多传统节日习俗也都是祈求年丰
雨顺的，如祠门户、迎紫姑、舞龙灯、祭耒、
祭灶等。第四，强调了尊祖孝老的人伦情
感。古代的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人伦关
系被摆上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上要敬祭祖
先、孝敬父母，对平辈要亲睦友悌，对下要
亲子爱孙。春节的祭祖、叩首、拜年，清明
节的祭祖，端午节、中秋节的团聚，重阳节
的敬老孝老等都表现了这种人伦常情。

传统节日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传统节日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第
一，和合向心的团结意识。中国传统节
日，一方面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内聚性节
日，体现为节日的家庭性团聚、聚餐、祭
祖等仪式与活动；另一方面是以亲朋、邻
里、社区或社会为单位的外聚性节日，表
现为互拜、访亲、共娱、同乐等群体性仪
式活动。人们通过内聚外聚的仪式活动
亲密了亲情，增进了友情，和睦了邻里，
和谐了社会，增加了文化认同，增强了
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二，追
求梦想的奋斗精神。传统节日里，人们
通过祭祀神祇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通过拜祭祖先企盼子孙永嗣平平安安，
通过插艾佩香囊以求健康吉祥，通过祭
月拜月希冀爱情美满，通过登高插萸祝愿
寿比南山，通过画桃符贴春联驱鬼祛疫，
等等。正是这些伟大的梦想激励着中华
民族不畏艰难、自强不息，向着理想不懈
奋斗、不断前行。第三，寻根问祖的“乡
愁”情怀。每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都是
一场传统文化的盛宴。在重大的传统节
日里，游子们无论身处何方、无论路途多
么遥远，都要回归家乡、团聚家人、祭祀
祖先、拜望亲朋，这种地理上的归位、情
感上的归宿、心灵上的慰藉包含着割舍
不断的寻根问祖情怀，是民族文化生命
的延展与接续，也是传承中华礼俗的重
要实践。第四，惩恶扬善的爱憎品格。
人文信仰是传统节日文化的灵魂，传统
节日中有大量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
如驱鬼辟邪的神荼郁垒、爆竹驱“年”、腊
八粥驱鬼避疫、发压岁钱驱祟、舞旱船斗
九头鸟、赛龙舟纪念屈原、寒食节纪念介
之推等，蕴含了积德行善、扶危济困、除
恶扬善、知恩图报等爱憎分明的价值理
念。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李娟

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组
成内容，承载着中国人的情感、智慧和伦理。推动
黄河文化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要注意发掘传统节
日中蕴含的文化精神，发挥其时代价值，使之成为
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载体、精神资源与文化动力。

增强民族记忆的情感载体

中国传统节日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与仪式
礼俗，承载了中原文化蕴含的价值理念、感情依
托与审美追求，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
思想精华，凝结了中国人对于宇宙、自然、世界、
社会以及人伦、自身的深层思考，能够唤起民族
共同的情感记忆。中原大地上的太昊陵庙会、
芒砀山古庙会、浚县古庙会、开封万岁山庙会、
道口火神庙会、关林庙会、郑州城隍庙会，成为
春节期间河南老百姓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踩高跷、划旱船、舞狮子、扭秧歌等民俗表
演，以文化象征的方式凝聚着民族情感。传统
节日大多蕴含了团圆、和美、爱国、忠孝、仁爱等
精神内涵，富含深厚的思想情感、崇高的道德情
操和独特的审美情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基因、
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情感载体。

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财富

传统节日是中华文明的缩影，传递着崇尚
顺应天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思
想。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美誉，中原是周公制
礼作乐、孔子入周问礼之地，礼乐文化是黄河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节日中的一些礼仪与习俗
对于建设社会公德、公民道德具有积极作用，对
于保持人伦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也成为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精神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传统节
日，春节期间要贴春联、包饺子、祭财神，走亲访

友、家庭团圆、互送祝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
安，敬祖尊长、心存感恩，充满了美好与祥和的
节日氛围。元宵节称为“上元节”，往往以吃元
宵、猜灯谜、放焰火等方式喜迎大地回春、万物
复苏，其乐融融。清明节往往在仲春与暮春之
交，重点以扫墓、踏青来表达慎终追远、敦亲睦
族，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
节日。赛龙舟、食粽子、挂艾草是端午节的普遍
习俗，更是纪念忧国忧民、忠君爱国的伟大诗人
屈原的重要节日。纵观这些传统节日，无不传
递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
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价值理念，成为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宝贵
精神财富。

温润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

传统节日以固定的节令对传统文化进行最
独特的呈现，其自身传承的文化因子最容易唤
起人们对亲人、家庭、故乡、祖国的情感。家庭
是社会的细胞，健康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是影
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古代宗法社会里，
祭祀祖先成为强化家族成员对家族认同感与归
属感的重要模式，传统节日也成为推动建构“家
国—天下”社会结构的元素。在现代社会，节日
期间的种种活动往往以家庭为单位进行，不仅
加强了家庭内部成员之间的信息沟通与感情表
达，成为温润家庭关系的重要纽带，也加强了社
会人际交往，成为改善人际关系的重要桥梁。
特别是春节、清明节、中秋节期间，家庭成员在
参加传统节日活动时，共同表达对于祖先的追
思，祈祷家族兴旺、家庭幸福，同时表达对于长
辈的感恩与祝福，对于家庭成员的关爱与期
许。自古以来，中国人都较为重视人情往来，节
日里亲朋好友共聚一堂，更是感情的周期性强
化。“饮德食和，万邦同乐”。节日期间黄河两岸
家家户户包饺子、炸年糕、蒸花馍、煮元宵、包粽
子、打月饼，还有招待亲戚朋友的水席、八大碗

等富有地域特色的饮食，更是增加了浓厚的节
日气氛。传统节日提供了更多亲朋好友之间串
门与聚会的机会，传递了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爱
和友谊，为社会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与社会交
往提供了平台，更让家庭成为人生奋斗的加油
站与幸福生活的港湾。

构建心灵家园的重要途径

传统节日的文化精神扎根于现代人的意识
之中，是当代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重要组
成内容，应通过参加有形的传统节日活动来建
构无形的精神空间，传承民族的文化基因。在
古代社会，节日礼俗及其各种仪式是沟通人与
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之间
最重要的方式，节日文化的发展变化也表征了
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化信仰。“百日之劳,一日之
乐”。传统节日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安宁与喜悦、
轻松与闲适，通过元宵观灯、端午竞舟、中秋赏
月、重阳登高、除夕守岁等节日活动可以娱乐休
闲、陶冶情操。传统节日深度参与了中国人精
神家园的构建，表达了中国人的文化情怀，例如
和谐共生、敬天爱人、注重血缘、礼尚往来、以和
为贵、爱国崇德等，从而安顿心灵、摒弃浮躁、积
蓄力量，激发不竭的生命动力。现代人可以在
参与传统节日礼俗仪式中汲取精神养料，常怀
感恩与敬畏之心，崇尚和谐、遵守伦常、注重往
来、珍视情感、向往美好、忠于先祖。传统节日
也可以让现代人宣泄与表达情感，实现精神愉
悦与身心放松，更加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热爱
生命，满足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传统节日文
化展示了中国文人的审美修养和家国情怀，影
响了中国人的文艺创作和文化表达，奠定了人
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与相互理解的基础。弘扬
传统节日文化，可以实现民族集体记忆的美好
传承，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应该成为每个中国人应有的责任与使
命。⑩6 （作者系省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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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节日是中华民族
重要的文化载体

创新节日表达 讲好黄河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