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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腊八那些事儿
“腊八遇大寒，吃穿不用烦”，

“腊八遇大寒，三白定丰年”。近
日，丹阳气候的逐渐回暖，让丹阳
人在不经意间便迎来了一年中二
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节气——大
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大寒
还与腊八相遇，而民间也为这难得
一见的“巧遇”流传下了一些句句
暖心、寓意不凡的民俗谚语，表达
了对来年幸福时光的诸多美好期
盼……

腊八节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
统节日，俗话常说“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是过年的前奏曲。所以，
时序一进入腊月，街上的年味就越
来越浓了，家家户户也开始忙碌起
来，注重传统的中国人更是觉得只
有在腊八节喝下一碗热腾腾的腊
八粥，才是对上一年的完美收尾。
那腊八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喝
腊八粥？腊八节有什么习俗？

腊月的来历

要说腊八节，首先就得说说什
么是腊月。

农历的十二月一般称为腊月，
而在古代，“腊”“蜡”“猎”三字相
通，都有祭祀的含义，祭祀对于古
人来说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在
一年当中的春夏秋冬四个大型祭
祀活动中又以冬祭最为重要，人们
往往会在一年当中的最后一个月
将他们所猎获的猎物用于祭祀大
典。早在先秦时期的《礼记》中就
有记载说蜡祭是：“岁十二月，合聚
万物而索飨之也”，意思是说在一
年中的第十二个月里，人们往往会
将各种珍贵的物品用作对上天和
祖先的祭祀活动，人们把举行冬祭
又称为腊祭，所以举行冬祭的这一
个月被称为“腊月”也就不足为奇
了。而腊八节便是腊月里在春节
之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日子。

腊八节与腊八粥

古人虽然会在腊月举行“腊
祭”，但进行祭祀的“腊日”在一开
始的时候却并不确定，直到南北朝
时期，人们才将“腊日”的日子固定
起来，宗懔的《荆楚岁时记》里便讲
道：“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自此农
历腊月初八便逐渐成为一个固定
的祭祀节日并一直传承至今。

一提到腊八节，人们首先想到
的是在这一天要喝“腊八粥”，但在

腊祭的日子被确定为腊月八日
之后，人们一开始并没有喝腊八
粥的习惯，直到唐宋时期，喝腊
八粥才逐渐成为人们在腊八这
一天内所遵从的最为重要的一
项传统习俗。

关于腊八粥的来源，说法有
很多种，但流传最广的一种是与
佛教和释迦牟尼有关。相传释
迦牟尼在放弃王位继承人的身
份前往民间修行之后，某一天因
修行过度劳累而昏倒在河边，有
一位放牧的姑娘看到后便用泉
水煮掺杂了水果与杂粮的粥饭
喂给释迦牟尼，而释迦牟尼也得
以苏醒。苏醒之后的他继续在
树下打坐并在十二月八日这一
天悟道成功。为了纪念这件事，
人们把这一天称为“成道节”，而
各地佛寺也会举行诵经活动并用
水果杂粮煮粥以施于善男信女。

在描绘北宋时期社会风土人
情的《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孟元老
便对腊八粥有相关记载：“是日，诸
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粥与
门徒，谓之腊八粥。都人是日各家
亦以果子杂料煮粥而食也。”意思
是说在腊八这一天，开封的诸多寺
庙都要举行浴佛大会并用水果杂
粮煮粥，等粥煮好后便会发放给门
徒，这就叫作腊八粥。

佛门中人认为喝了腊八粥就
可以得到佛祖的庇佑，因此腊八粥
又被称为“福寿粥”“佛粥”等。而
就腊八粥的食物原料来看，宋代周
密曾说腊八粥由胡桃、松子、乳蕈、
梅、栗等做的粥为腊八粥，但这还
不算详细，在《燕京岁时记》中说
腊八粥是由黄米、白米、红米、小
米、菱角米、栗子、红仁豆、去皮
枣泥、染红桃仁、杏仁、瓜子、花
生、榛瓤、松子及白糖、红糖、葡
萄等食物原材料煮成，味道香甜
而营养丰富。

随着传播的范围不断扩展，
除了寺庙会煮腊八粥之外，皇室
和民间也逐渐盛行在腊八这一
天煮腊八粥以过节。腊八粥的
寓意十分繁多，在民间，人们喝
腊八粥会在粥里放“枣”和“栗
子”，寓意是“早立子”，表达了他
们对家族繁衍兴盛的期望。而
民间有“腊七腊八，冻掉下巴”的
说法，在寒冷的冬天喝上一碗暖
暖的腊八粥，会给身心带来极大
的舒适感。

腊八节的其他习俗

在腊八这一天，除了要喝腊
八粥，人们还会通过一些其他的
方式来迎接腊八节。腊八节最
早因祭祀而起，所以在腊八这一
天，人们还会举行各种各样的祭
祀祖先或者祭祀天地的活动。
而与祭祀紧密结合的还有一项
活动即驱疫活动，这种行为最早
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傩”，即
驱鬼除疫的活动，而这种在腊月
驱疫击鼓活动，在今日南方的某
些地区依旧存在。

腊八蒜也是腊八节的重要
食物，这一食物在胶东地区最
为盛行。人们会在腊八节来临
前购买新鲜的大蒜，将大蒜去
皮之后泡在米醋里并将其密封
在器皿中。一段时间之后，人
们将其从容器中拿出，此时的
大蒜已经去除了辣味，味道更
清脆可口，颜色也变得翠绿透
明。而腊八蒜也会被人们一直
食用到过年时期，成为餐桌上
的美味小菜。

在过去，老北京人还多选腊
八这天聘闺女、娶媳妇。有句歌
谣：“腊八腊八日子好，多少大姑
改大嫂”。当时老百姓认为腊月
是大喜临门的季节，俗称为吉腊
月，而腊月初八又是最喜庆吉祥
的好日子，所以多选这天办喜事
以示吉庆。

北方有些地方还有让树木
花草“喝”腊八粥的习俗。凡是
前庭后院，树木花丛，乱干柔根
都要浇上一勺浓嘟嘟的腊八粥，
据说这样做，春回大地时，不但
葱翠茁壮而且花繁叶茂，果木也
不歇枝。有的地方，腊八吃粥之
前，老人们还是保留着先盛出一
碗放柜子里的习惯以图个“年年
有余”的吉利；“腊八吃了娘家
米，祖祖辈辈还不起”，还有说在
腊八这天，外嫁的闺女不能回娘
家吃饭，否则会对婆家人不利，
会把娘家人吃穷；还有的腊八忌
食蔬菜，否则农田多长杂草；有
些地方流行在腊八争相理发，因
为“正月理发死舅舅”等。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
八节由原先的祭祀活动变为现代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内涵是始
终如一的，腊八粥也成为人们在腊
八这一天最为重要的饮食习俗。

（刘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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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20日电 连
日来，河北、黑龙江等地发生的新
冠肺炎疫情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记者了解到，这些地区疫情主要
在农村地区暴发，特别在石家庄
市藁城区和绥化市望奎县两个高
风险地区，且均呈现出集中度高、
关联性强、隐匿性强、传播较快等
特点。

中央提出，要把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作为重中之重。中国农村
面积占国土面积的 94%以上，农
村人口占一半以上。农村防疫情
况如何？存在哪些短板？还有哪
些难点需要攻坚？带着这些问
题，记者深入河北、黑龙江农村基
层调研。

聚集多、扩散快，一些农村
成为疫情“暴发点”

在1月16日下午召开的河北
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河北省疾控中心应急办
主任师鉴表示，本次疫情病例分
布呈现局部高度聚集性，感染者
主要来自农村地区。

据了解，石家庄确诊病例行
动轨迹中，约九成与藁城区农村
地区有关，其中有近 500 例与藁
城区增村镇相关。疫情较为集中
的小果庄村、南桥寨村、刘家佐
村、牛家庄村、东桥寨村、北桥寨
村等均聚集在面积不足 60 平方
公里的增村镇。

记者近日在多地采访了解
到，农村地区相比城市呈人口偏
少、居住分散等特点，但走亲访
友、红白喜事等聚集性活动较为
频繁，加之防护意识相对淡薄，加
大了病毒在农村传播的风险。

1月3日，河北公布首个新增
确诊病例：石家庄市藁城区小果
庄村一名 61岁的妇女，先后赴农
村姐姐家探亲并到附近饭店参加
婚礼。

5日，河北公布：小果庄村在
邻村工厂工作的一名确诊病例，
自去年 12 月 30 日至今年 1 月 2
日，4天内连续参加了3场婚宴。

据石家庄晋州市发布消息，1
月9日，3名在疫情高风险地区居
住人员，因家庭矛盾，无视疫情防
控规定，私自从石家庄藁城区驾
车返回晋州……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黑龙江
省。绥化市望奎县确诊病例和无

症状感染者多集中在农村地区，
疫情也呈现出一地集中传播、跨
地区传播的态势。

流调发现，望奎县确诊病例
和无症状感染者多是惠七镇惠七
村村民，均有聚集聚会聚餐行为，
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聚集性。

“冬天农闲，又临近年底，所
以结婚的很多，有的村民最近参
加了三四场婚礼”“防控这根弦松
了大半年，很多人在村里不戴口
罩了，疫情来了一下子紧不起
来”……当地村民如是说。

部分专家和医务工作者表
示，此次农村疫情暴发是诸多综
合因素叠加形成的，与农村居民
较多聚集、防护意识淡薄和基层
卫生条件相对落后等密切相关。

“农村是熟人社会，邻里关系
比较近，一般没有外来人口，所以
思想上很容易麻痹大意。”河北医
科大学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教
研室主任杨磊表示。

建立健全公共卫生机构和医
疗机构协同监测机制，发挥基层
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哨点”作
用，本是乡村卫生医疗机构的重
要职能之一，此次疫情反映出一
些地方“哨点”功能失效。

根据河北省公布的确诊病例
情况分析，有多人在出现症状后
选择自行服药，有的先后多次到
基层诊所治疗，却未及时上报，为
疫情集中暴发提供了可乘之机。

“农村诊所和一些社区医疗机
构，登记、报告、引导等措施落实不
到位，很容易产生防控漏洞。”哈尔
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
学教研室主任赵亚双说。

农村防疫薄弱环节凸显，补
齐短板势在必行

“一定要戴口罩”“不要聚集”
“少串门”“外来人员要报告”“没
啥事儿就别出门了”……

记者1月15日在黑龙江省望
奎县后三乡、惠七镇等多地看到，
每个村都有卡点，进出路口用成
捆的玉米秸秆拦着，村委会“大喇
叭”正在循环广播相关防控要求，
村民们也分批次在村里巡逻。

“婚礼、聚餐、集市、人员流
动、防控意识不足……是此次流
调排查的高频词，也是农村防疫
短板的集中体现。”赵亚双说，相
比城市而言，部分农村地区一定

程度存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薄
弱、医务人员诊疗水平参差不齐
等问题，基层防疫的薄弱环节已
经显现。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中
国预防医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
长梁晓峰 14日表示，从整个国家
的卫生状况来看，我国卫生工作
的方针，一直是预防为主，强调基
层，但要落实到地方层面，基层卫
生资源还是有限，农村地区卫生
人员缺乏且现有医疗人员专业素
质还没有得到明显提高。

除了基础设施、医疗水平等
“硬条件”，县乡村三级指挥体系
不健全、防护意识淡薄、配合意识
不足等“软标准”也影响着基层疫
情防控工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监察
专员王斌表示，和城市相比，大部
分农村地区的医疗条件薄弱，防
控能力相对较弱，还体现在县乡
村三级指挥体系还需进一步建立
完善，“农村疫情防控首先要求各
地要建立指挥体系，压实疫情防
控的责任。”

“只有反复提醒，才能帮助他
们养成好习惯。”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道外区团结镇东风村党支部副
书记孔庆玲说，不像城里，很多村
民没有很强的卫生观念和安全意
识，最需要做的就是让村民了解
科学防疫知识，并且坚持下去。

“农村居民卫生意识不强，不
单单体现在这次传染病的应对，
也体现在卫生习惯、慢性病的预
防和控制上。”梁晓峰说。

此外，由于年龄偏大、文化水
平不高等限制，个别村民对流调
的重要性认知不清，给流调工作
增加了难度。石家庄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周吉坤介绍，有时
被流调对象的信息不全，队员们
拿到手里的只有一个姓名，查找
有很大难度。

据了解，针对这一情况，如何
更及时、更有针对性地补齐农村
防疫短板，已经得到各地各部门
的重视。

近日，黑龙江省专门发出农
村地区新冠疫情防控倡议书，从
提高认识、加强防护等十个方面，
进一步强化农村常态化疫情防控
工作，保障农业农村正常生产生
活秩序。

13 日下午，计划占地 510 亩
的黄庄公寓隔离场所，在位于石

家庄市正定县与藁城区交界处的
黄庄村附近全面启动建设，建成
后将有效缓解农村疫情隔离场所
短缺的问题。

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筑
牢农村防线迫在眉睫

“春节将近，气温一直较低，
正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和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
期。”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医疗救治组副组长段云波 1
月 9 日表示，加之农村地区疫情
防控的能力仍相对薄弱，农村居
民防病意识相对不足，疫情扩散
的风险较大。

记者了解到，当前河北省和
黑龙江省疫情尚未完全控制，且
春节将近，很快又面临学生放假、
农民工返乡等问题，人员流动加
大，又增加了病毒传播的风险，两
省农村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
杂。

当前，河北和黑龙江两省正
积极采取一系列措施筑牢农村安
全防线：

——鼓励减少流动、减少聚
集，倡导从简过年办事。最大限
度降低人员流动带来的疫情传播
风险；严控婚丧嫁娶、酒席宴请、
棋牌娱乐等各类人员聚集性活
动；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勤通风、
少串门、少外出的要求。

——健全基层指挥体系，强
化基层监测预警。抓紧建立县乡
村三级指挥体系和分片包干机
制；落实落细疫情防控责任制，加
强交通场站、医疗机构、药店、农
村社区等各类场所监测哨点的信
息报告；及时收集异常健康信息
和监测信息，做到早发现、早报告

等。
哈尔滨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

院流行病学教研室教授田文静表
示，提高基层医疗机构发现报告
意识，强调首诊负责制，对于农村
疫情防控十分重要，这样才能果
断采取措施，切断传播链条。

——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物
品检测。对年货供应市场冷链食
品进行监测排查，一旦检测出阳
性样品，要第一时间报告，开展溯
源调查，对相关场所、人员进行采
样检测、隔离管控、追踪流调、无
害化处理、终末消毒等措施，严防
疫情扩散。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严格
落实预检分诊。对进入门诊急诊
的人员要测量体温、查验健康码、
询问症状体征和流行病学史；对
发热患者及咳嗽等可疑人员及时
规范处置，并及时上报信息等。

杨磊表示，农村居民也要改
变自己的生活习惯，提高卫生防
疫意识，只有医生和患者都增强
意识，才能有效发挥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哨点”的作用。

——加强对农村地区外来人
员的精准排查，有针对性地对返
乡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对春节返
乡人员、外来人员实施精准分类
管理；对农贸市场、商场超市、餐
饮单位等公共场所进行测温、扫
码、登记、通风、消毒，落实人员、
物品、环境采样检测等措施。

“疫情防控措施最终还得落
实到每个人身上。”黑龙江省疾控
中心副主任张剑锋表示，春节临
近，人员流动会直接对农村疫情
防控提出严峻挑战，“在外工作人
员如果没有必要情况，尽量不要
返乡过年或出游，最好留在工作
地减少外出。”

农村战“疫”短板在哪？如何攻坚克难？
——来自河北、黑龙江农村疫情防控一线的报告

新华社北京 1 月 20 日电
19.63万亿元！日前，金融体系服
务实体经济的 2020 年“成绩单”
出炉，新增贷款近20万亿元的目
标基本达成。

仔细观察这份“成绩单”，“钱
流”的变化曲线清晰可见：房地产
贷款余额增速连续29个月回落、
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增速连续
14个月上升。

“一升一降”的鲜明对比，反
映出宏观调控的积极成效和宏观
经济的积极变化，也是金融体系
不断调整“航向”服务新发展格局
的生动体现。

银行的信贷投放受诸多因素
影响，包括自身定位、资本约束、
风险与效益的考量以及政策引导
等。

近年来，在“房住不炒”和防
范化解金融风险等宏观调控背景

下，监管部门一直在严控房地产
融资。近期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
理制度的出台，更是全面拧紧了
房地产融资的“闸门”。

2020 年，房地产贷款增速 8
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
新增房地产贷款占比从 2016 年
的 44.8%下降到 28%……政策严
控下，房地产“吸金”效应明显下
降。

不可否认的是，在利益的驱
动下，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
的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吃罚单的
银行也不在少数。

对金融机构来说，压降房地
产贷款，不仅是贯彻宏观调控的
安排，更是主动防风险的需要。
40%左右的银行业贷款放在房地
产这个篮子里，潜在的隐患不言
而喻，优化信贷结构已是现实需
要。

宝贵的信贷资源，要用在刀
刃上。

——2020年末，制造业中长
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35.2%，增
速比上年高20.3个百分点。

——2020年末，普惠型小微
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5万亿元，同
比增速超过30%。

数据一目了然。信贷资源分
配正在加速向制造业、小微企业
等领域倾斜。

这既是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
情冲击的短期需要，也是服务新
发展格局的大势所趋。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不少中小企业遭
遇经营困境，急需资金支持渡过
难关。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
体，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和重点，理应成为信贷供给的
主战场。

经过一轮轮经济周期考验的

金融业，也已经认识到，按照国家
政策导向和产业发展趋势，持续
优化信贷结构，是从源头上防控
资产质量风险的保障。

“钱流”之变，折射着经济结
构之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比
上年增长 10.6%，高于全部投资
增速 7.7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
业投资增速达 11.5%，占全部制
造业投资的比重比上年提高 2.8
个百分点。

今天的信贷结构，代表着明
天的经济结构。事实上，疫情期
间蓬勃发展的健康医疗、在线教
育等新业态、新产业也正在受到
银行资金的青睐。虽然目前整体
占比不高，但未来可期。

展望未来，更多资金流向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大势所趋。

“继续发挥好结构性货币政

策工具和信贷政策精准滴灌作
用，构建金融有效支持小微企业
等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2021
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指出。

专家预计，2021 年“有保有
压”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将进一步
发力，“保”的重点是科技创新、小
微企业、绿色发展等，可能会有新
的政策工具推出引导金融资源向
这些领域投放，“压”则主要指向
房地产金融以及地方政府平台融
资。

除了优惠政策的支持、绩效
考核棒的指挥，对金融业来说，如
何围绕实体经济需求，完善信贷
政策、创新业务模式，尤其是提高
风控能力和对企业价值的专业判
断能力，破除对一些重点行业“想
贷却不敢贷”的尴尬，是让资金高
效匹配实体经济需求的根本所
在。

连续29个月回落！从房地产贷款看“钱流”之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