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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新春·特别策划

江西各地方言独具特色，其中，南昌方言在年俗传统中运
用的最为生动。

沉浸在新年吉祥喜庆氛围中的南昌人，见面第一句话喜欢
跟对方说：“恭喜发财，福气坨坨”。

“福气坨坨”是南昌人方言里专属拜年语句。江西省文史
研究馆馆员、南昌文化研究者黎传绪介绍，“福气坨坨”这句祝
福语还体现了南昌人对“福”的认识。南昌人将这句祝福具体
化，仿佛看得见摸得着，实实在在。

春节里“正月”是重要的日子，南昌方言中，春节前几天被
称作为“新年正头”，但在这里，“正”不念“zhēng”,而念“zang”。
黎传绪解释，据说这是因为古时，秦始皇叫“赢政”，所以人们必
须避讳，只好把“正”念作“zang”，现在全国很多地方不这样念
了，唯独南昌还保留了下来。

在南昌方言中，具有南昌特色的拜年方式和祝福还有很
多，如见着老人，一律说“活到一百二十岁”；见着小孩，一律说

“望（南昌话发音mang）长望大”“勤快不偷懒，大了当老板”；见
着女性，一律说“客气（南昌话中漂亮之意）得像画纸上的菩萨
子一样”。南昌人还常说：“人追（此处南昌话读 sao音）财一路
拐，财追人一路进”。

此外，南昌人还有一句民谚不得不提，那就是“上七大似
年”，这句妇孺皆知的民谚，充分表达了南昌人对初七这一天的
重视，它的意思是说正月初七和除夕一样都是过大年。过去，
在正月初七，还有吃“七样羹”的独特传统。“七样羹”即将七种
蔬菜混合在一起煮熟食用，现今南昌人都将其称为“糊羹”，

“羹”与“更”谐音，有更新之意。

曾经读过现代散文家钟敬文先生的
《岁尾年头随笔》，文中他这样诠释了文人
的年节情结：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年岁
的区分，它不过是遵循着一种法则在不息
地运行。人类本着生活需要和认识能力，
去给予它以一定的段落标志，既然有了这
种标志，它就要和人们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发生许多关涉……

民族文化学告诉我们，各种文化程度
不同的民族，对于年节大都有隆重的表
现。的确，过年不只是一个时节，也是人生
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些善感多情的文人墨
客，每至此常常会激发起对时间流逝的感
叹，对新旧交替、万象更新的欣喜，对旧生
命逝去、新生命开始的感悟，对美好未来的
希望和期盼……试想一下，自古至今，无论
过年的心境际遇怎样，感受体味怎样，中国
文人当中不去描写过年的醉人情景、抒发
年节的浓浓情怀的恐怕不多，这似乎已成
为文化人的一种集体文化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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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王安石的这首七言绝句，恐怕大人小孩都
耳熟能详；翻阅《红楼梦》，曹雪芹对过年情
景的描摹似乎能让人身临其境；我们在中
学读过的鲁迅笔下的过年，还让人记忆犹
新……可以说，在中国的传统年节文化中，
文人与年节的这种精神文化的联系，是一
道独特、美丽的文化风景。

虽然岁到佳节，人逢其盛，但由于人的
际遇不同，过年时所带来的心态、感受也是
不同的。“听烧爆竹童心在，看换桃符老心
偏。鼓角梅花添一部，五更欢笑拜新年。”
这是陆游在《新年》一诗中描写民间迎接春
节时喜气洋洋的欢庆气氛，在感受热闹浓
烈的春节的同时，诗人也仿佛童心未泯，生
命似乎年轻了许多。

据说，唐代苦吟诗人贾岛过年方式与
别人很不同，每至除夕守岁之时，他便把一
年来所作之诗放在案几之上，祭以酒肉，焚
以香火，并祷以“此吾终年苦心”之语，作为
对一年劳作的总结。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拜
年方式，表达的是对年节和诗艺同样的敬
畏之心。

这是年节作用于文人心灵所产生的结
果。其实，文人更看重的还是年节本身，是

年味、年俗、年文化，这些文化传统在他们的文化心理中占有
很重要的位置。鲁迅在《送灶日漫笔》一文中说：“灶君升天的
那日，街上还卖着一种糖，有柑子那么大小，在我们那里也有
这东西，然而扁的，像一个厚厚的小烙饼。那就是所谓‘胶牙
饧’了。本意是在请灶君吃了，粘住他的牙，使他不能调嘴学
舌，对玉帝说坏话。”这段文字，很幽默又很温情，介绍了在我
国南北各地极为普遍的过年时的送灶文化习俗。

丰子恺的散文《过年》、钟敬文的散文《岁尾年头随笔》，都写
了自己的故乡从农历十二月十五，办年酒，做年糕，祭年菩萨，拜
祖宗，买年画、春联、春纸、神像，看戏法，接财神等过年中的繁华
气象，年俗趣味。这些年味十足的年俗文化，是文人的怀旧，也是
他们对传统的认同，这种精神认同是他们的文化的根。这让人羡
慕过去年味浓烈、醇厚的同时，也让人感叹，尽管岁月流转，但作
家文人割舍不断对过去年节、年味的情结，他们笔下的“年味儿”，
穿越了时空、穿越了文字，散发出不休的文化魅力！

如今，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升，人们的精神追求也在增
强，对年节这样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向往也在不断回归。多年来
为“非遗”保护工作四处奔走的著名作家冯骥才说，千百年来一
直年意深浓的春节，不应该只有一顿年夜饭。年味是文化的丰
美，是浓浓的乡愁。在对祖国春节文化保护的呼吁中，可见他
对年节的情结，对传统文化的情怀，是多么炽烈、深挚……

而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大众来说，无论时代怎样变迁，希
望我们的心中还保有和珍存着这样的一份对“年”、对“年味
儿”的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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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赣派喜庆年俗
□ 曾悦之

牛年的春节有些特殊，就地过年成了一个热词。牛年的春节又和往年一样，喜庆、热闹、祥和。全省各地在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
前提下，尽可能地保障人民群众的节日文化生活与消费需求。年俗作为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文化传统，在春节的欢快氛围里，又一次
鲜活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一句“福气坨坨”就能感受到南昌人的新春祝福；当“喊船”的调子响彻吉安的富水河畔，“上坂关公灯”即将在湾里罗亭镇的星空
璀璨开来，而瑞昌的剪纸早已贴进了千家万户。一些地方早年扮“叫花子”过“穷年”、给老鼠办“宴会”的落后旧俗已经绝迹，而在赣少
数民族的传统过年方式仍在传承里得到了弘扬……那些绽放在赣鄱大地上的年俗印记，你经历了多少？又还记得多少？

风月无古今，赣鄱水悠悠。就让我们在江西人的喜庆年俗里，感受不一样的文化乡愁。
——编 者

□ 袁跃兴

与汉民族的新年相比，在赣少数民族的春
节在与赣文化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呈现出别具
一格的风味，因文化的差异性，他们的过年方式
带有鲜明的属性。

在赣少数民族主要包括瑶族、黎族、苗族、
畲族,主要分布在全南、吉安、贵溪等地。

在赣的苗族主要集中在吉安地区，经过多
年演变，其特有的风俗习惯虽然有些淡化，但关
于传统节日的一些习俗依然得到了较好的继
承。吉安市吉安县天河镇的樟树陂村是赣地苗
人的主要聚居地，过去各地苗族过年的时间很
不一致，大多数是“岁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

“岁首”即每年的开头，也就是指过年。因此，在
江西境内的苗族人，农历十月开始过年。

在大年夜，祭山和拜先人，拉开了苗家人过大
年的序幕。在吉安地区的苗族，至今依然保持着
这一习俗，有“先祭祖再闹年”一说。苗家人总会
以笙歌韵舞贺新春，这种集体“闹年”的习俗一直
沿袭至今，这也是当地一年中最为热闹的时刻。

不得不提到的是在赣苗族人过年的“百狮
会”。周邻四乡的苗家人舞着近百头狮子云集
而来。“百狮会”所包含的项目颇多，有迎狮、盘
狮、考狮、抢狮及狮子登高等，带有浓郁的民族
特色，透露出深厚的文化底蕴。

江西境内的黎族人主要分布在萍乡市莲花
县良坊镇的冲头黎族村和神泉乡的棋盘山黎族
村内。在黎族的春节习俗中，往往要提前备好
柴米酒肉。在主要用柴火做饭取暖的年代，黎
族人会在腊月砍好接下来一个月所需的柴火，
因为春节期间是禁止砍柴的。按照黎族的传统
习俗，人们在除夕夜团聚在一起围炉吃年夜饭，
还要准备糯米糕供奉土地爷。

在莲花的黎族村，农历大年初一，雄鸡啼叫
过第一遍后才能燃放鞭炮，这种习俗被称为“压
鸡嘴炮”，随着时代的变迁，放鞭炮的习俗正在
改变。过去，黎族人在闹元宵时，既会唱山歌、
跳传统舞，还会举行一种名为“拉乌龟”的竞技

活动。所谓“拉乌龟”，其实就是将一条绳子的
两端各绑在两个人的腰上，然后分别向相反的
方向拉，谁能将对手拉过来，就获胜。虽然很简
单，但往往能引发围观群众一声高过一声的加
油呐喊，热闹非凡。

“二十一打主意，二十二买蛋去，二十三送
灶王，二十四过小年，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
肉猪，二十七杀现鸡，二十八杀水鸭，二十九种
种有，三十夜晚团圆酒。”这首描述瑶族人年俗
的民谣，可谓把过年的行程安排的妥妥帖帖的。

在赣的瑶族人主要分布在赣州市全南县的
陂头镇内的瑶山村。春节期间，瑶山村最为热
闹的要数“朝皇”仪式。所谓“朝皇”，就是瑶山
村人向“女神”许愿或是还愿的情感表达仪式。
仪式时间不尽相同，有的为三天三夜、有的是三
夜二天、有的则只有二夜一天。这种借助歌舞
娱神、娱人的祭祀仪式，使得瑶族的传统文化得
以在瑶山村传承至今。

畲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发源于广东东
部，现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西等地，
也是江西省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江西
共分布有七个畲族乡。

在吉安永丰县龙冈畲族乡的畲族，过年只
流行吃“年午饭”。赣州南康市赤土畲族乡大年
初一则要吃素。在樟坪畲族乡，每到大年初一，
马灯舞是这里过年期间的盛大节日传统，舞马
灯时唱的歌带有浓郁的畲族山歌情调，在音乐
的伴奏下，各种彩灯以跳为主，花旦和花古公以
唱为主，载歌载舞，引人入胜。

此外，畲族人的传统里，从大年初六开始，
家家户户就会拿着供品到祠堂参加祭祀活动，
祠堂会燃起一把火，直至正月十五祭祀结束，火
才能被熄灭，每家每户都会派出代表，二十四小
时守住这把火。

时至今日，在赣少数民族过年时仍保留着
不少他们特有的生活习俗。随着观念的改变，
有些繁复的礼俗正在淡化。

方言里的江西年俗方言里的江西年俗————
南昌人在南昌人在““福气坨坨福气坨坨””中开启新年中开启新年

过去，很多地方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出现
了很多趣味年俗。那些浓郁的地方风味尽管有
些已渐行渐远，甚至消失在时间长河里，但它却
记录了江西年俗的变迁。

与其他饭菜不同，九江人年夜饭上的鱼是不
能碰的，它属于一种装饰品，象征着来年的“财富
与幸运”，因此要留着。如果有小孩调皮地吃了
一口鱼，大人就会象征性地打小孩几下屁股。

苗族人过大年，未婚女子往往是主角。如
苗族姑娘有在大年初一早晨抢头水的习俗，谁
挑到了寨子里水井中的第一桶水，就会被誉为
全寨最勤劳、最受欢迎的姑娘。当天，苗家姑
娘还会三三两两成群结队地去邻居家的菜园
里“偷菜”，既不能“偷”本家族的，也不能“偷”
异性朋友家的，因为“偷菜”与她们的婚姻大事
息息相关。

她们能“偷”的只有白菜，“偷”的数量够大
家吃一顿即可。“偷菜”时不需要害怕被发现，因
为被“偷”的人家并不会责怪她们。

“偷”完后，大家把“偷”来的菜集中在一起
做白菜宴，据说吃得最多的那个姑娘就能早得
意中人。如今，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苗家

少女过年“偷菜”仅仅只作为一种仪式，或被编
排成表演项目而存在。

新春佳节，人们说的往往都是“恭喜发财”
的贺语，然而，但在九江湖口、瑞昌一带，过去却
有“叫花子年”的说法。在过去生活水平普遍不
太好的年代里，除夕这天，有债务在身的人为逃
避债务，往往会特意到郊外田埂上风餐露宿。
甚至有的村庄在除夕之夜，全村男女老少携带
食品到田塍地坎吃年夜饭。因此，扮“叫花子”
过“穷”年成为特殊年代特殊群体的特殊过年方
式。这样的年俗，在如今已完全绝迹。

而在旧时的九江、上饶等地，元宵节期
间，当地人会给老鼠“老鼠宴”，这天不仅通宵
不关灯，还会打开粮仓供老鼠享用。当晚，妇
女不能动针线、剪刀，以防新年被鼠咬。不
过，在旧时的宜春上高等地，春节期间老鼠的
命运却迥异。元宵节当晚，人们要用灯照黄
毛老鼠，取赶走“偷粮破财的黄毛鼠、请进财
神爷”之意。

随着人们观念的改变，这些年俗记忆已经
淡出了现实生活，而积极健康、欢乐祥和地过大
年，才是“年俗”正确的打开方式。

少数民族里的江西年俗少数民族里的江西年俗————
““闹年闹年”“”“拉乌龟拉乌龟”“”“压鸡嘴炮压鸡嘴炮””庆新春庆新春

渐行渐远的江西年俗渐行渐远的江西年俗————
五花八门的习俗记录时代变迁五花八门的习俗记录时代变迁

湾里罗亭镇上板村曹家自然村，这里因为非遗“上坂关公
灯”而扬名，作为国家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上坂关公灯”是
湾里农历新年期间一道必不可少的文化大餐。

“每年的元宵节期间，我们在罗亭镇都会有灯会表演。这
项仪式现在已经承续了百年。”南昌湾里上坂关公灯代表性传
承人曹敦炎介绍说。

“上坂关公灯”是南昌市湾里罗亭镇上坂曹家村一种独具
特色的古老民俗活动。五百年前，曹家族人为了感激关公在华
容道之战放了曹操，定于每年元宵节舞龙灯，庆丰收，祭拜关
公。故此灯取名“关公灯”。

根据曹家村习俗，每年春节，曹家要按人口出资制作灯具，
从正月初七起，请巧匠做灯头，尾灯各一架，各户自做一条板
灯，至正月十二日全部完成，并从当天晚上开始，由尾灯领十条
左右香灯，轮流到各户拜年，至正月十四晚上。

在吉安，这里春节期间都会举行一种古老而神秘的“喊船”
仪式。吉安青原区陂下古名潭溪是一座千年古村，“喊船”是这
里具有浓郁地方特色传统的民间习俗。

吉安的“喊船”仪式安排在农历正月三十。仪式这天，周边
的男女老少都赶到古名潭溪，在富水河畔，他们围观一群穿着
黄色颈装、腰束黄绸带的壮年男子抬着镀金龙船，并舞者长龙
穿行在百年历史的古街老巷。喊船名为喊，实则唱，有号谱，有
唱词，有锣、鼓、钹、镲、唢呐、二胡等乐器伴奏。围观的村民举
彩旗、抬龙船、赶长龙、执銮架，演绎着生动的民间图景。

年关将近的日子，豫章剪纸传承人沈哲被南昌市文化馆、
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等地邀请定制剪纸作品，他们打算
在农历新年来临之前，将部分豫章剪纸作品赠阅到市民手中。

在南丰，这里的傩文化举世闻名。沧朴而古老的傩，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传承着古老的中华文化，为一代代百姓祈祷
这一平安和吉祥。经过漫长的洗礼与革新，逐渐演变成为民间
舞蹈，如今傩舞是抚州四大国家级“非遗”项目之一。

三千多年来，南丰是中国傩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之一，南丰
傩舞，极其明晰地保留了自西汉初年以来傩这一古老文明传承
的印记，被誉为“中国民间舞蹈活化石”。

从大年初一起傩到元宵结束，跳傩，成了南丰上演的一场
跨越千年的时空对话。在江西，以南丰傩为代表的跳傩仪式，
已然成为江西年俗中举足轻重的文化活动。

非遗里的江西年俗非遗里的江西年俗————
在传承中跨越古今对话千年在传承中跨越古今对话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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