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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八节的起源
腊八节的起源，学界有不同的

观点。一般认为，腊八节源于古代的

腊祭仪式，后来受到佛教的影响，最

终得以形成，应该说，古代的腊日是

腊八节的雏形，或者说腊日在后世

的遗俗逐渐演变为腊八。腊八节，顾

名思义，以农历腊月初八为节期。

自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后，

佛教活动日渐兴盛。传说佛祖释迦

牟尼成道之日为腊月初八，这一天，

佛家都要举行各种纪念活动。腊八

节借此扩大了在官方和民间社会的

影响，最终得以形成。

腊八节的主要习俗和文化意义
一、腊八节的主要习俗
像其他中国传统节日一样，腊八节也有很多核心的

习俗，尽管受到历史冲突、社会政治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

摆脱消解变异的命运，但是它们的主要仪式基本结构及

内在蕴含却得以保留并不断丰富，可以把其主要节俗划

分为：吃腊八粥、驱疫辟邪、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合家

团圆聚餐、祈求生殖习俗和占卜习俗等几类。

食腊八粥

食腊八粥习俗是腊八节流传至今的主要习俗。人们

制作腊八粥不仅是为了一享“口福”，而是被流传于它背

后的故事传说所感动。关于腊八粥的来历，其中以佛祖得

道传说最为流行。人们为了纪念释迦牟尼，就把他得道的

日子定为“腊八节”，而仿牧女熬制的粥称为“腊八粥”。

腊八粥的制作过程也比较讲究，腊八粥又有“细腊

八”和“粗腊八”之分。腊八粥制作食材的种类因地域物

产的不同而各有千秋，但其原料大都包括米豆和果品两

类。腊八粥不仅好看好吃，其制作食料也具有浓郁的民俗

寓意。比如桂圆谐音“贵圆”，寓意富贵团圆。莲子象征爱

连心等。腊八粥含有吉祥喜庆，人寿年丰之意，也是人们

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驱疫辟邪

腊八节驱疫辟邪的方式有很多，主要活动方式是“大

傩”。大傩所祛除的对象是孤魂野鬼和瘟疫灾难。沐浴祛

灾也是腊八节驱疫的一种方式。除了这两种还有其他的

一些方式。

祭祀神灵、祖先的仪式

腊八节发展至汉代时，民众以腊日作为一年的交接

之际，犹如除夕。人们会举行非常盛大的祭祀仪式，来祭

祀祖先和神灵，这是一种报工仪式，表达了人们对过去一

年中庇护自己的神祗和祖先的感激。继而祈求新的一年

里能继续得到神灵和祖先的佑护。

合家团圆聚餐

中国人自古就强调家庭和睦团圆，合家团圆是人们

心中最大的期盼，这点也体现于腊八节时家人团聚。其乐

融融的合家团圆聚餐便是腊八节极为重要的一项习俗。

腊八节是家人团聚的珍贵日子，浓香的腊八粥寄托着人

们对团圆情结的钟爱，象征着民众希翼吉祥美满的深层

文化内涵。

占卜习俗

腊八前后是一年中最冷之时，有“腊七腊八、冻煞王

八”之说，许多地区有凿冰为腊八人来占卜农业丰歉的习

俗。腊八前一天，人们到河边凿冰做腊八人。也有的农民

在腊八早晨起床，去河边打冰，把打回来的冰放在自己的

庄稼地上，俗信明年可以风调雨顺，庄稼丰收。虽无科学

依据，但至今仍喜。

二、腊八节的文化意义
腊八节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它源于古代的腊祭

习俗，是“春祈秋报”这一类崇拜和祭祀自然活动在后世

的遗存。包含着古代先民对来年农业丰收的殷切期盼，对

祖先灵魂的感恩与敬畏。佛教加入以后，其所提倡的乐善

好施等富有仁爱精神的文化内涵也被吸纳到腊八节之

中。另外，在民间社会，一系列的腊八节俗还表达了民众

对多子多福的祈求、对家庭美满的渴望，以及对和谐人际

关系的协调等。可以说，在千百年的发展中，腊八节的文

化意义是不断丰富发展的。

腊八节的现代转型与现实意义

时下，腊八节在全球化、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不论

在表现形式、文化内涵，还是在社会功能、文化价值等方

面都有着深刻明显的变化、腊八节的许多习俗无法很好

地与现代生活对接和融合，逐渐被人们淡忘，由此看来，

腊八节如果不能通过自身节俗表现形式的转变来适应社

会需要，并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以吸引更多年轻人，那么

走向衰落是必然的趋势。故而，在批判地继承腊八节文化

内涵的基础上，要积极大胆地对其内容和节俗活动形式

进行革新，以新的面貌满足人们的期待和需求，实现节日

自身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农业文明

的结晶。腊八节所包含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体恤万物、

慎终追远等思想内涵，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人

之间和谐相处的概念，对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积极作用。

时至今日，腊八节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字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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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县老年人协会 主办

天 台 县 传 媒 中 心 承 办

老协人员领取《致全县老人做

好森林防火工作的公开信》宣传单。

认真记录。

举手表决增选了 5

位县老协第八届理事

会理事人员。

火灾是森林的大敌，做好防

火不但是保护国家和集体的森林

资源，也是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

产安全。

1月 12日，县老年人森林消

防宣传工作会议在县旅游集散中

心会议室召开。县森林消防指挥

部副指挥林仁富对 2017年森林消

防工作作了总结回顾，对今年森

林防火期的工作重点作了部署。

2017年，我县森林消防工作

领导重视，责任落实，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宣传，认真落实野外火源

管理措施，迅速推进烟花爆竹禁

售行动，强化应急管理，森林消防

关口前移。森林火情比上一年度

下降明显，森林火灾发生率和受

害率在全市处在低位水平，没有

发生重大森林火灾、群死群伤和

火烧连营等事故，没有扑火人员

伤亡事故。

2017 年的森林消防工作，我

县虽然取得较好成绩，但形势依

然严峻。一是全球气候异常，气温

升高，持续干旱天气经常出现，由

季节性防火向全年防火转变。二

是我县这个区域的森林林分质量

不高。三是由于多年没有着过大

火，会产生麻痹侥幸心理。去年，

我县违反规定用火和火灾肇事人

中，共有 2人被行政罚款，14人被

行政拘留，其中涉及老年人的就

有 11 人。而起火原因是乱扔烟

蒂、烧杂草、烧稻秆、烧灰、烧垃

圾、烧蚁窝以及明火上坟。

引起森林火灾，既损失钱财，

更要失去自由，甚至搭上性命。每

年的 11月 1日至次年的 5月 3日

是我县的森林防火期，所有林地

及林地边缘水平距离 50米范围内

的为森林防火区。在防火期和防

火区内烧地坎、烧灰、烧稻草、放

鞭炮，罚款 200-3000元。造成火

灾的（不分防火期和防火区）要

赔损失，付打火工资、造林、罚款、

拘留或坐牢。

春节前后和清明节前，是森林

防火的重点时期。2月份是野外农

事用火的高峰期，也是全年森林火

灾发生的第一个高峰期。此时，农

村勤劳老人是引起森林火灾的高

危人群。各地老协要摸排高危人

员，适时开展“面对面”森林防火

宣传。清明节是全年森林火灾发生

的第二个高峰期，要针对明火上坟

提前做好防火宣传。

会上，县老协会长庞秀标希

望与会人员充分领会会议精神，回

去后汇报、传达、宣传到位，立即行

动。天台山旅游集团有限公司领导

致欢迎词、县机关企事业老协林特

局分会、华顶国家森林公园作森林

防火经验介绍。 （余赛华）

引起森林火灾
既失钱财 更失自由
县老年人森林消防宣传工作会议召开

县老协 2017年总结会召开
我县召开老年体育工作会议

1月 16日，县老年体育工作会

议在万景茶庄召开,全县各乡镇（街

道）、机关老年体协会长 30余人出

席会议。会上，县老年体协主席齐碧

君作了 2017年工作总结，部署了

2018年工作任务。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把党和政府对

老年人的真情送到千家万户，开展

有自己特色的老年体育项目，为天

台建设“名县美城”作出更大的贡

献。 （袁相月）

始丰街道老协召开总结会
1月 16日，始丰街道老协召开

2017年总结会，对取得的成绩进行

肯定，并找出了工作中的短板。同时

部署了 2018年的工作重点。

会议要求各基层协会认真做好

年终总结，谋划新年工作思路，做好

高龄老人和困难老人的慰问，开展

安全教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

动，过一个祥和欢乐的春节。

（余法根）

福溪街道老协
召开森林防火宣传工作会议

1月 15日上午，福溪街道老协

在街道办事处召开森林防火宣传工

作会议。

会上，传达了“县老年人森林消

防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要求各村

（居、社区）老协张贴“致全县老人

做好森林防火的公开信”，召开会

议进行森林防火宣传，增强老年人

防火意识，提高规范用火、安全用火

意识，严防发生森林火灾。

（陈美玲）

交警给老人说交通话安全
1月 12日，县交警大队、城西派

出所和始丰街道等工作人员，在官

塘余、田井、官塘等村召开村老协会

员会议，给 3个村 400多位老人讲

解交通法规和出行安全知识。民警

还结合一些涉及老年人的典型交通

事故案例，剖析事故原因、危害后

果，呼吁老年人提高交通安全意识，

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乐享平安幸福

快乐的生活。 （余法根）

平桥镇门球协会召开总结会
1月 12日，平桥镇老协召开全

镇各村级 10个门球队队长会议。会

议总结了 2017年门球活动情况，并

对 2018年活动作了安排。

（姚家仓）

天台中学退教协会
给老教师送祝福

1月 15日，是天台中学退教协

会新年首次学习日，重点学习了习

近平总书记新年贺词。老教师们认

为面对新时代、新气象，要有新举

措。于是，学习会后，老教师们与学

校领导一起组织庆贺组，走访了 90

岁高龄以上的王寺华、梅旭初等 10

位老教师。并决定给夏乃义、姜礼

庚、丁荷星等 15位金婚老教师夫妇

庆贺。 （曹善清）

县自来水公司老协召开学习会
1月 15日，县自来水公司老协

召开会员学习会。会上，首先组织大

家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2018 年新

年贺词，然后对省老年电大 2017年

秋季班二门课程的测试题进行了认

真集体答题。 （陈美玲）

1月 12日上午，县老年人协会在县旅

游集散中心会议室召开 2017年工作总结

会。县老协理事会全体成员、顾问、名誉

会长，各乡镇、街道老龄办领导和老协会

长，县机关、退教协会长等共 80多人参加

了会议。县老龄委、民政局、老干部局、关

工委、老体协等相关领导应邀出席会议。

县老协会长庞秀标对 2017年工作作了总

结回顾，对今年的工作重点作了部署。

2017年，县老年人协会在县委、县政

府的领导下，在各级部门的指导下，在涉

老单位的支持下，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围绕“名县美城”建设这个中心，以基层

老协规范化建设为主线，以老协换届工作

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搞好骨干培训，着

力推进“银龄互助”，广泛开展文体活动，

积极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切实维护老

年人合法权益等取得了可喜成绩，推动老

协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8年，县老协将继续加强老年思想

教育，充分利用老年学校和电大教育学点

这个平台，宣传交流学习经验。不断完善提

高基层老协规范化建设，全面开展“银龄

互助”工作和组织老协团队献爱心活动，

实现全县“银龄互助”工作全覆盖。广泛开

展文体活动，做好庆祝老年节和敬老月活

动，丰富老年人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做好关

心教育下一代工作和济公院后续工作。

会上，县老龄办领导王定中对县老协

过去一年的工作充分肯定，并对今年的工

作指明了方向。县老领

导金烈忠谈了对“县十

四届二次党代会精神”

的体会。会议还举手表

决增选了 5位县老协第

八届理事会理事人员。

（余赛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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