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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作为我国传统节日之一的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距今已有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清明最开始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清明一到，气温升高，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
前后，种瓜种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后来，由于清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而寒食是民间禁火扫墓的日子，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而寒食既成为清明的别称，也变成清明
时节的一个习俗，民间有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食品的风俗……

清明柳绿了，垂柳依依，凭吊故人的清
明节里，让我们迈入古诗词长廊，再体味一
下清明节的文化与内涵。

唐代杜牧的《清明》诗，每到清明节，都
会自己跑出来，让人同这段文字一起，去凭
吊故去的亲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
花村。”杜牧在《清明》诗里说，这天是清明
节，适逢天降细雨，诗人看见路上行人在纷
落哀伤的春雨里给逝去的亲人上坟，忽而
燃起哀思。杜牧触景伤怀，忙问牧童酒家
何处，唯借酒才能抒发满腔的愁思和感
伤。从历史中走过来的这首《清明》诗老幼
熟知，每逢清明节都会在脑海里翻卷，我国
清明节习俗与文化，也在这首伤怀的文字
中，一直走到今天。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
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宋代高
翥的这首清明七律，一句写景，一句写人，笔
墨颇为浓重。它是说，清明节这天，南山北
山到处是忙于上坟祭扫的人群，焚烧的纸灰
像白色的蝴蝶到处飞舞，心里的悲痛如杜鹃
鸟吐血般哀啼。诗人高翥见景生情，倾情急
笔，以无限的感慨，在清明诗中记述了人们
对故去亲人深深的哀眷。

“佳节清明桃李笑，野田荒芜自生愁。
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
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
是，满眼蓬蒿共一丘。”宋代黄庭坚的《清
明》，运用鲜明的对比，抒发了人生的无常。
清明节里，诗人由野田荒芜的墓地，写到笑
对人生的达观态度及不甘与世俗沉浮的傲

气。在寄托哀思的节日里读此诗，还会让我
们看到诗人豁达向上的思想在闪光。

唐代孟云卿《寒食》：“二月江南花满
枝，他乡寒食远堪悲。贫居往往无烟火，不
独明朝为子推。”这是诗人于寒食节身居异
乡时妙笔写出的一首诗，起初春祭都在寒
食节，即清明节前两天，后来寒食节扫墓移
到清明，所以寒食节祭祀也成了清明节习
俗。此诗先从二月江南满枝头的美丽景色
入笔，然后笔锋陡转，恰当地运用反衬手
法，表达了诗人贫居异乡，于寒食节思亲念
远的痛苦与悲伤。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
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南宋诗
人吴惟信的《苏堤清明即事》，是写人们在梨
花满天、笙歌鼎沸、黄莺鸣啭的清明，出城踏

青寻春的乐境。由此可见，清明节习俗是丰
富多彩的，除禁火、扫墓，还有踏青、荡秋千、
蹴鞠、打马球、插柳等一系列活动，这些在古
诗词中都有记载。

清明离别，折柳相送，清明节还称柳节。
“柳”与“留”谐音，折柳相赠有“挽留”之意，历
代诗人留下不少咏柳诗。《诗经·小雅·采薇》
里有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此句简短，却
道出了惜别之情。唐代李白有诗云：“春风知
别苦，不遣柳条青。”李白借柳写出了离别之
苦，颇为伤惋。唐代来鹏《清明日与友人游玉
粒塘庄》中说：“几宿春山逐陆郎，清明时节好
烟光。”烟光，即指柳色，诗句中精辟的字词，
写出了柳节里清丽的春日景象。

诗词隽美，清明厚重，清明节里品读古
诗词，颇感我国传统节日的深远和广博。

清明节是我国传统节日，自古以来承载
着盛大的春祭活动。清明节又是节日与节气
的合一，这一时节，自然界吐故纳新，生气旺
盛，大地呈现春和景明气象。在古老的清明
节习俗里，除了行清明祭之外，其实还有野外
踏青、放风筝、蹴鞠、荡秋千、插柳、斗鸡等诸
多习俗活动。下面让我们走进历史，看一看
我国清明节的古老习俗和文化内涵吧。

扫墓祭祖。清明节是传统的春祭大节，
其历史习俗由来久远。清明扫墓，即为“墓
祭”，这种祭扫祖先仪式，是表达祭祀者的孝
道和对先人的缅怀及思念之情，是礼敬祖先、
抒怀追远的一种文化传统。清明祭祀在清明
前后，按祭祀场所的不同可分为墓祭、祠堂
祭，以墓祭最为普遍。祠堂祭，又称庙祭，是

宗族的共同聚会。有的地方称为“清明会”或“吃清明”。按照
传统习俗，清明节祭祖，人们要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
墓地，将食物供祭在先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
土，或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然后叩头行礼拜祭。

踏青。“踏春”，即春日郊游。清明正值春回大地之时，人
们扫墓之余，一家老少在乡野间游乐一番，亦为踏青春游。清
明节期间，人们除了扫墓之外，还远足郊外，到大自然里观赏
春色，领略生机勃勃的春日景象，以放松心情，排解严冬以来
的郁结。清明节踏青这种节令性的民俗，是与清明时节春祭
并存的古老主题，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插柳。在唐代，古人认为在河边祭祀时，头戴柳枝可以摆
脱毒虫的伤害。宋元以后，人们踏青归来，往往在家门口插
柳，以避免虫疫。春天气候变暖，各种病菌开始繁殖，在医疗
条件差的情况下，古人寄希望插柳避免疫病，这便是清明插柳
的由来，此习俗沿袭至今。

放风筝。清明节期间，是放风筝的大好时机，这项人们喜
爱的清明节放风筝习俗，在诸多史料中均有记载。清代潘荣
陛著《帝京岁时纪胜》载：“清明扫墓，倾城男女，纷出四郊，提
酌挈盒，轮毂相望。各携纸鸢线轴，祭扫毕，即于坟前施放较
胜。”“纸鸢”，即为风筝，此记载描述的是人们在扫墓之余，比
赛放风筝的场景，城里的男男女女参与其中，场面十分热闹。

蹴鞠。鞠，一种皮球，球皮用皮革做成，球内用毛塞紧。
蹴鞠，即踢球。《宋太祖蹴鞠图》中描述：“球不离足，足不离球，
华庭观赏，万人瞻仰。”可见，蹴鞠这种清明节游戏，在古代极
为盛行，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喜爱。唐宋时期，清明节蹴鞠之
娱，达到最为繁荣时期。

斗鸡。古代清明盛行斗鸡游戏，由清明节开始，一直斗到
夏至为止。到了唐代，斗鸡成风，不仅表现在民间，连皇宫贵
族也参加斗鸡。“寒食清明小殿旁，彩楼双夹斗鸡场。内人对
御分明看，先睹红罗被十床。”五代女词人花蕊夫人诗句，详尽
地描写了古人斗鸡的生动场景。

另外，荡秋千、蚕花会、拔河等，亦为古老的清明节习俗。
这些从历史中一步步走出来的民俗，有的一直沿袭至今，在中
国博深的清明节文化里，久远地传递着浓郁的人文景观和丰
厚的文化底蕴。

清明时节品古诗
● 尚庆海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
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唐代诗人杜牧的这首《清
明》，是中国古代诗歌中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的经典名
篇，此诗写清明春雨中所见情景，色彩清淡，心境凄
冷。首句“纷纷”一词是形容清明时节那天春雨飘洒，
可它还有另一层含义，就是形容雨中那些行路者此刻的
心情。“路上行人欲断魂”，说的是路上行人去悼念逝去
的亲人，行色匆匆，伤心欲绝，“雨纷纷”和“欲断魂”前
后呼应，把一种强烈的悲思愁绪渲染到了极致。此诗前
两句气氛太过悲凉。诗人触景伤情，见一牧童，便向他
问路：“借问酒家何处有”，欲借酒浇愁，以慰籍在他乡
漂泊无依的惆怅心绪。诗人笔锋一转，一句“牧童遥指
杏花村”，读者仿佛看到不远处杏花似锦，春意闹枝，村
头酒旗飘飘的热闹景象。整首诗的悲凉基调瞬间转变，
意境延伸，相映成趣，生动形象的画面感犹如就在眼
前，让人不由心中释然。此诗言语朴实，通俗易懂，朗
朗上口，画面丰盈，内蕴深厚，是一首颇见功力、极具艺
术魅力的清明哀悼诗佳作。

“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
火，晓窗分与读书灯。”宋代诗人王禹偁的这首《清明》，前两
句写了诗人清明节无花欣赏无酒畅饮，兴味索然，如同山野
小庙中面对青灯礼佛的老僧。后两句则写了昨日送走寒食
节后，向邻家讨来新火，天刚蒙蒙亮，就赶快点燃窗前油灯，
坐下来潜心读书。宋人对清明节十分重视，这天家家赏花
饮酒，诗人家贫没有酒饮，也买不起花，清明这天孤苦伶仃，
过得很是不堪。好在诗人懂得苦中寻觅乐趣，靠刻苦读书
发泄愁闷，寻找安慰，打发百无聊赖的时间。寥寥数句，借
调侃之语，就把自己的清苦总结出来，也把自己的情趣表现
了出来，用笔十分生动传神。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
蝶，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
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代诗人高翥
的这首《清明日对酒》形象地描写了清明节去上坟祭扫的
所见所闻及感想。前两句写了南山北山上有许多墓地，
清明节很多人都来上坟祭扫。第三句和第四句写上坟之
人给先人焚烧的纸灰翻飞，如同白蝴蝶般飞舞，因伤心痛
哭流出的血泪染红了山上的杜鹃花。第五句和第六局写
黄昏的时候，坟地一片寂静荒凉，只有狐狸睡在坟茔上，
诗人看到在上坟的时候哭哭啼啼，晚上回到家里在灯前
却有说有笑的儿女们，联想到“狐死必首丘”这句话，感
慨狐狸对同伴和家庭的忠诚。这两句极具反差的描写，
对读者也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最后，诗人发出感慨：
今朝有酒就应该喝个痛快，等长眠九泉之后，供在坟前那
么多的祭品，其实先人一滴酒也喝不到了。这首诗告诫
我们父母在世的时候，要孝敬他们，等父母去世以后，再
怎么伤心，献上再贵重的祭品，父母一点也享用不到。这
么一个浅显的道理，许多人却不懂。高翥的这首《清明》
用词朴实无华，读后却令人深思。

插柳、踏青、蹴鞠、秋千、赏花、咏
诗、禁火、拜祖……心中暗想，大概是
清明节来了吧！不禁忆起杜牧那首著
名的古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殊不知，这是曾被
称为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的寒食节。

寒食节作为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
一个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在清
明节前一二日，也是农历冬至后第一
百零五日，又被称为冷节、百五节、禁
火节，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

“一百五日风雨急，斜飘细湿春郊
衣。”宋代诗人梅尧臣在《依韵和李舍
人旅中寒食感事》中描绘了“一百五
日”细雨纷飞的场景。其笔下的“一百
五日”，即指寒食节。

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子推言避
世，山火遂焚身。四海同寒食，千秋为
一人。”唐代诗人卢象这首《寒食》诗，
写的便是寒食节的来历——“子推绵
山焚身”的故事。史籍中有记载：晋国
公子重耳为躲避祸乱而流亡他国，十
九年间，其臣介子推不离不弃，始终追
随左右，甚至“割股啖君”。文公复国
后，介子推不求利禄，与母亲归隐绵
山。文公为了逼迫他出山相见而焚

山。孰料子推坚决不出山，最终和他
母亲一起抱树，火焚而死。晋文公被
他的忠贞感动，将其葬于绵山，修祠立
庙，并下令子推忌日禁生火、吃冷食，
以此来纪念介子推这位忠臣义士。

春意阑珊的寒食节，古代的文人
雅士们留下了不少触景生情、寄托哀
思的诗词。

描写寒食节的古诗词中，印象
颇为深刻的，当数唐代诗人韦庄的
两句诗：“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火
出万家烟。”其中“寒雪”和“火烟”形
成鲜明地对比，明确地区分了寒食
节和清明节。

北宋词人周邦彦笔下的《琐寒
窗·寒食》，则勾勒出一幅暮春花雨
图。“暗柳啼鸦，单衣伫立，小帘朱
户。桐花半亩，静锁一庭烟雨。”暗绿
色的柳荫深处，乌鸦凄鸣，词中的主
人公身着单薄的衣衫，轻掀小帘，伫
立在朱门内。桐花开了半亩，一川烟
雨似是锁住了深深庭院。

芳菲时节，古代女子容易伤春，常
在寒食节期间外出散散心，赏花踏青，
荡秋千。可“寒食”这个词，从字面上
便给人一种寒冷凄清的感觉，所以当

寒食节被融入暮春的伤残景色时，更
显“寒”意。寒食节的古诗词中，多显
感伤之情，亦在情理之中了。

寒食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以
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百姓在节日
期间只吃寒食粥、寒食面、寒食浆、青
精饭及饧等“寒食”。清明节前几日，
家家禁止生火，早早准备了冷食。当
时以为是为即将到来的清明节做准
备，竟不知是昔时的寒食节。

岁月流逝，因为寒食和清明离得
较近，寒食节在不知不觉中已融入了
清明节。《中国传统文化大观》中记载：

“大致到了唐代，寒食节与清明节合而
为一。”无论是寒食节亦或是清明节，
一代忠臣介子推忠君爱国、清明廉洁
的精神都传颂了几千年。

时至今日，寒食节已经鲜为人知，
“子推绵山焚身”的故事被大多数人认
为是清明节的来源。然而，在我心中，
寒食节仍是寒食节，清明节仍是清明
节。寒食的习俗“禁烟火”和清明的习
俗“祭祀焚纸”对立，又怎能合并为同
一个节日呢？

寒食花开千树雪，清明节前一二
日，为寒食节。

梨花风起正清明
● 伊羽雪

寒食花开千树雪
● 王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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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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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里的清明
● 李凯

清明时节，弥漫着浓浓的哀思情绪，但更多的是一种向
上而生的信念。清明时节也是万象更新的时节，在怀念的
同时也播撒下一份希望，就像民间谚语中所讲：“清明种瓜，
船装车拉。”虽然有些夸张，但在这个时节，大地回温，种下
几颗种子在土壤中，被温暖的大地滋润醒来，渐渐蓬勃生
长，到秋日里，收获一份果实，更多体会的是播种到收获的
过程。仔细想想，这一过程和人的生命历程又何其相似
呢！是庄稼就得经受冬冷夏热，才能有收获，那人呢，也要
经受各种风雨，才能够成长起来。

“懵懵懂懂，清明下种。”不知道什么时候播种，那就
清明吧！就好比我们在抉择的时候，不如也像播种一般，
选定一个合适的日子里，一鼓作气，不管是成功还是失
败，都有着付出在其中。夹杂着自己才能够明白的酸甜，
不撞南墙不回头，不亲自去尝试，总是犹犹豫豫的，那
么，可能会错过一个好的机会，不如放手一搏，许自己一
个光明可期的未来。

“清明喂个饱，瘦苗能长好。”在这个时候，麦苗充分汲
取养分，才能茁壮成长，当我们在打拼时，也应该为自己充
实养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不管在任何时候，都要去
丰富自己，开拓自己，才能有更好的空间去成长，就像一颗
麦子，在成熟的时候，便会低下头，为人们留下的是一阵芳
香在心间。

“春雨落清明，明年好光景。”人们把美好的祈愿寄托在
节日中。其实，不管在什么时候，人只要保持着一个美美的
心情，那么，一年四季都是春暖花开的日子。对生活持有乐
观态度的人，一定会面如阳光般灿烂。

“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
泪血染成红杜鹃。日落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
有酒须当醉，一滴何曾到九泉。”宋代高翥的《清明日对酒》道
出了对清明这个传统节日的生动写照。

清明是我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淮南子》载：“春分后十五
日，斗指乙为清明。”关于“清明”两字的来历，《岁时百问》说：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作为我国的传
统节日，清明承继着许多约定俗成的习惯和活动，催发着无数
诗人骚客的诗情雅兴，留下了许多打动人心的清冷诗句。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是杜牧诗中描绘的凄清景象。而苏轼的
清明却有着另一番意境，他在《东栏梨花》里写道：“梨花淡白
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处几清
明。”他告诉人们，这美好的时光当然是令人陶醉的，但人生几
何，切莫因为沉湎于此而忘记了珍惜时光。每年清明，我们都
应该多一些对生命的感悟，把追思与嬉戏均匀地撒在四季，让
岁月芬芳，让灵魂春色永驻。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
深巷明朝卖杏花。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
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是陆游的哀婉诗句，道出了
千万游子清明盼归与亲人团聚的心声，流露出淡淡的无奈和
惆怅。“卷地风抛市井声，病夫危坐了清明。一帘晚日看收尽，
杨柳微风百媚生。”宋代诗人陈与义这首绝句充分反映了对清
明节的留恋和倾情。

清明扫墓，成为历代诗人的神来之笔。“耕夫召募爱楼船，
春草青青万顷田。试上吴门窥郡郭，清明几处有新烟。”唐代
张继的《闾门即事》。再有宋代诗人黄庭坚的《清明》：“佳节清
明桃李笑，野田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
柔。人乞祭余骄妾妇，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谁是，满
眼蓬蒿共一丘。”最具代表意义的当属明朝高启的《送陈秀才
还沙上省墓》，诗云：“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可哀。风
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宋词中的清明更是清丽委婉。“听风听雨过清明，愁草瘗
花铭。楼前绿暗分携路，一丝柳，一寸柔情。料峭春寒中酒，
交加晓梦啼莺。西园日日扫林亭，依旧赏新晴。黄蜂频扑秋
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这
是南宋吴文英的《风入松》，这首词是清明怀人之作，清雅素
淡，细腻委婉，抒发了作者醉心于缅怀往事的惆怅之情，表现
了作者对意中人的无限思念与盼望。

宋代张先的怀人之作却透着孤寂与愁苦。《青门引·春
思》：“乍暖还轻冷。风雨晚来方定。庭轩寂寞近清明，残花中
酒，又是去年病。楼头画角风吹醒。入夜重门静。那堪更被
明月，隔墙送过秋千影。”词中所写时间是寒食节近清明时，地
点是词人独处的家中。全词抒写了词人感于自己生活孤独寂
寞，因外景而引发的怀旧情怀和忧苦心境。

大文豪苏轼的悼亡词堪称清明佳句，《江城子》：“十年生
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
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
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
冈。”全词读来情感真挚，催人泪下，一代豪放派词人竟能写出
如此缠绵婉约的词句，可见其对亡妻的思念之深。

唐诗宋词里的清明，总是带着淡淡的清雅和浓浓的风韵，
给人无尽的遐思和心灵的慰籍。

最是清冷“清明诗”
● 魏益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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