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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

□本报记者 邓玉霞

中国人的春节习俗都有几个共同
的地方，那就是吃饺子、贴春联、放鞭炮等
等，说起内蒙古，大多数人第一想到的就
是草原、蓝天、骏马。那么，草原上的少数
民族有哪些独特的春节习俗呢？

蒙古族称春节为“白月”，蒙古语为
“查干萨日”，有圣洁之意，正月里以白
色的服饰为吉服。每年农历腊月二十三
日为小年，这天是蒙古族送火神爷的“年
火”之日。到了除夕，晚辈要向长辈敬“辞
岁酒”，围着火塘吃饺子、手扒肉。饭罢，还
要下棋，玩“嘎拉卡”（一种羊骨头），在马
头琴的伴奏下，通宵达旦地唱歌、玩耍。除
夕夜，家家屋里的灯必须点到天明。次日
拂晓，男女老少便穿上崭新的民族服

装，由长辈带着全家人祭天，并在敖包
前，向西南方向叩拜。接着，由晚辈向长辈
叩头敬酒、献哈达，祝愿老人健康长寿，一
生平安。初一到初四，他们一般不远行。初
五以后，才骑着骏马，兴高采烈地带着礼
物到亲友家拜年，共享全羊酒宴。

春节也是鄂伦春族一年一度的重
大节日。节前进山打猎，冰上捕鱼，以备
过年。腊月二十三火神上天，要供奉食
品。除夕，家家户户祭祀祖先和北斗星，吃
团圆饭，守夜。初一清晨，人们忙着煮新包
的“谢纳温”（饺子），鸣放鞭炮或向天空鸣
枪，以示迎来新的一年。全家人走出屋外，
面向东或南，燃起 9 柱香，叩头祭拜天神
和山神，祈求神灵恩赐猎物，保佑全家免
灾免祸、吉祥如意。祭祀之后，按辈分次序
入座就餐。席间，晚辈要向长辈斟酒、叩头
拜年，行屈膝请安礼。长辈要用手指蘸

酒弹三下，以示敬天敬地敬祖，然后祝
福晚辈。

拜年，先到氏族或家族中最年长者
家里行拜，再到其他家。进门先烧香祭
火神，向篝火里扔一块肉，洒一杯酒，主
人陪同客人祭拜。祭祀毕，客人向主人
敬酒、敬烟、叩头，并祝愿老人健康长
寿。受拜的长辈同样向来拜者说几句祝
福的话，有的还要给压岁钱或几块糖。
初二开始，老年人互相拜年，或聚集在一
起饮酒娱乐，青年人则自发组织起来进行
文体活动，或者唱歌跳舞；或者赛马射击、
摔跤比赛；或者下棋玩牌。娱乐活动一直
延续到初四。初五，人们认为是“鬼日”，忌
讳出门，也不许娱乐和吵闹。初六开始，猎
民可以上山打猎，恢复正常的生产活动。

达斡尔族春节又称为阿涅，从除夕（布
通）开始。傍晚，各家都要在院门外放上一
堆炭火，需要长者亲手点燃，然后将煮熟的
手扒肉、水饺和糕点抛进火里，以求在新的
一年里人畜两旺、五谷丰登。

达斡尔族春节拜年时要打千请安，
这是他们的传统礼节，达斡尔语即“萨
音哈索贝”，是对上辈人和同辈兄姐问
安好的礼节。打千请安的姿势因行礼者
本人的性别和对方身份不同而有所区
别。在娱乐方面，曲棍球是达斡尔族人
民庆祝佳节的重要形式。

春节，鄂温克语称之为“阿涅别”，
也是鄂温克族传统而隆重的节日之一，
其中“阿涅”有“狂欢”“喜悦”“声势浩
大”之意；“别”是指“月”，“阿涅别”合在
一起表示“狂欢月”或“喜悦月”等概念。
鄂温克族过“阿涅别”的日期与我国传
统节日春节的时间相符。

从腊月二十到三十，他们每天都有
特定的传统活动安排。如，腊月二十宰
杀过年的羊，腊月二十一做各种野果酱
饽饽，腊月二十二用牛奶、奶油、野鸡
蛋、白糖、面粉和在一起制作各种丸子，腊
月二十三全家人围在炉火旁祭火神，腊月
二十四打扫房屋，腊月二十五包羊肉冻饺
子和牛肉冻包子，腊月二十六祭北斗星，
腊月二十七打扫牛羊圈，腊月二十八女的
修饰发型，男的理发、剃胡须，腊月二十九
全家人洗浴，腊月三十祭祖先神。

按照鄂温克族人的传统生活习俗，
除夕全家人要聚在一起吃手扒羊肉，喝用
酸奶、肉汤、白米煮成的肉粥。鄂温克族认
为，除夕之夜吃手扒羊肉会在一年内一切
顺心、万事如意。吃完年夜饭全家人走出
屋，用酒、肉等食品共同祭祀祖先神，祈祷
祖先神给他们带来幸福、美好的一年。

北国风光无限，各族人民保持着自
己独特的春节习俗，每到年节，精彩纷
呈的文化盛宴也会呈现出来。

少数民族的年俗年味儿年俗年味儿年俗年味儿

□本报记者 霍晓庆

大年三十，忙了一年的王来拴
还没闲下来。大清早，就来了好几
个买土特产的，王来拴忙前忙后，帮
着买主把东西抬上车。

“好多上班族平时没时间，今天
放假了才来买年货，也有的是买来
拜年送亲戚朋友的。”王来拴边拍打
着沾到身上的面粉边说。看着之前
堆满莜面、小米、鸡蛋、胡麻油的屋
子空了，王来拴打心眼儿里高兴。
然而，这些东西他不是给自己卖，卖
来的钱，也没有一分是他的。

王来拴是呼和浩特市紫丁香之
爱公益组织的一名志愿者。在资助
农村贫困学生走访入户的过程中，
了解到很多老乡生活困难，但自家
产的土特产却卖不出去，公益组织
负责人魏刚就想成立一个土特产公
益推销中心，专门帮老乡们卖土特
产，帮他们增加收入。

2016 年 8 月 27 日 ，紫 丁 香 之
爱·土特产爱心公益推销中心正式
成立，一向热心公益的王来拴被推
选为队长。只要老乡有东西需要
卖，王来拴就亲自开车到村里拉，他
还把自家的凉房腾出来作为存放土
特产的仓库。“帮老乡卖土特产的消
息在几个公益组织的微信群里发出
后，志愿者、爱心人士纷纷购买。从
推销中心成立至今，已经帮武川县、
清水河、土左旗等地的老乡卖掉价
值 6 万元左右的土特产了。”王来拴
高兴地说。

家住武川县哈勒不浪村的赵荣
今年 59 岁了，老两口都患有疾病，
靠着种几亩地生活。今年通过紫丁
香之爱·土特产爱心公益推销中心，
卖了不少莜面和白面，临近过年，老
两口还卖起了手工粉条，销量很可
观。“今年土豆卖不出去，王来拴给
我们出主意，把土豆磨成土豆粉作
成粉条卖，没想到这么受欢迎，要不
那些土豆放在窖里就烂掉了。公益
推销中心帮我们收入有 3000 多元，
这个年好过了！”赵荣言语中充满感
激。

林跃武家住武川县中后和乡二
号地村，夫妻俩都务农，家里供着两
个学生，常常入不敷出。紫丁香之
爱在资助 2 个孩子的同时，帮他家
卖 了 30 多 袋 莜 面 和 20 多 桶 胡 麻
油，收入 3000 多元。“因为居住偏
僻，产的量又少，没有商贩来我们这
儿收粮食，一年到头手头都没几个
活钱。这 3000 多块钱顶了大用，孩
子们开学的生活费也有了着落。”林
跃武说。

“去哪买都是买，这儿的东西
好，货真价实，还能帮老乡们增加收
入，我们以后就从这儿买了！”前来
买年货的市民张凤兰告诉记者。张
凤兰已经是老顾客了，她还介绍了
十几个同事过来买。

“我们这儿 30%都是回头客。
不是都在扶贫嘛，我们也做点力所
能及的，让老乡们过个舒心年！”
王来拴边说边又忙起来了，有好几
家打电话让送货，他得尽快送过
去。

让老乡们
过个舒心年

1 月 25 日，来自蒙古国的服装设计师在内蒙古博物院为小观众们现场展
示蒙古袍的制作过程。当日，在蒙古族传统新年——白月来临之际，内蒙古
博物院为广大观众带来“品白月 置新衣”活动，来自蒙古国的服装设计师现
场展示了蒙古袍的制作过程，观众们也参与其中，利用博物院准备的教育材
料包为自己设计一件蒙古袍作为新年礼物。 本报记者 王磊 程英军 摄

迎新春 品年俗

1 月 27 日午夜 12 点，在呼和浩特铁路局集宁机
务段，伴着烟花爆竹声，整备司机郝永强、高欣仍坚
守在工作岗位上，对入库机车进行整备作业，消除安
全隐患，确保优质供车。 本报记者 梁亮 摄

确保
优质供车

四世同堂辞猴岁，五福临门迎鸡年。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锡尼镇高蕊一家共迎新春。 本报记者 高慧 摄

四世同堂迎鸡年

1 月 29 日，一家超市的售卖小哥正在
整理货架。过年了，不论线上还是线下的
许多商铺都选择了“过年不打烊”的经营
方式。 本报记者 王雅静 摄

过年
不打烊

□本报记者 赵曦

1 月 27 日是农历除夕。从早晨到下午 5 点钟，乌
兰察布市察右中旗消防中队李中奇、杨森等5名消防官
兵已经出警3次，扑救草垛小火1起，农房火灾2起。

下午 5 点半，他们开着消防车从火场返回中队，
准备提前吃年夜饭。大家一边往回走，一边聊天，就
用这样的方法来调节紧张的工作气氛。

李中奇，中等个儿，身材坚实，乌兰察布市集宁市
人。杨森，湖北人，目光炯炯，精神焕发。他俩都是
2012 年入伍的消防兵，经过几年水与火的考验，目前
已经成长为灭火经验丰富的中队指挥员和战斗员。

6 点钟，大家吃完年夜饭，战士们抽空给家人打
电话拜年。大家把对亲人的思念浓缩在心底，把一份
对工作的责任担在肩上。“每年除夕，我们辖区几乎都
会发生六七起农村火灾，一般火灾都是发生在后半
夜，所以，除夕夜就是我们消防兵的战斗夜，一刻不敢
放松。今年，大队中队官兵全部严阵以待。”乌兰察布
市察右中旗消防大队教导员孟明杰说。

“穿上军装以来，我们对家人总是报喜不报忧，今
年春节又不能跟家人一起过了，其实有很多话想跟家
人说，最想说的，是希望家人能理解。”孟明杰说。

每逢重大节日，消防部队要进行战备。过节对于消防
兵而言意味着执勤和坚守，他们肩负着全区消防的安全。

11 点钟，鸡年的钟声即将响起来。“让我们许个
愿望，希望我们的父母兄弟平安，我们身边的火情少
一些，为了大家的平安，我们愿意饱受火与水的洗
礼。”留守在中队的战士们说。

“丁零零”出警的警铃再一次响起。战士们穿好
战斗服，迅速出发，前往目的地⋯⋯

除夕夜，
消防官兵的坚守

□本报记者 刘志贤

“祝家人们新年快乐，大吉大利！”年三十晚上 7
点多，我家的年夜饭在父亲的主持下开场了。

与传统的年夜饭不同，这是一顿线上年夜饭，连
接了全区三地：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宏河镇父亲的
家、锡林浩特市我的婆家、兴安盟科右前旗巴拉格歹
乡姐姐的婆家，最远相隔近 1400 公里。

在微信家庭群里，视频聊天正火热进行中，3 家
人的年夜饭都已热腾腾地端上了桌，各有特色：父亲
家有过年吃素的习俗，绿色蔬菜唱主角；婆家的年夜
饭鸡牛羊鱼肉及虾一应俱全，荤素搭配共 10 个菜；姐
姐婆家是蒙古族，手把肉是主菜。

视频里，3 家老人互道“新年好”，分享各地的春
节习俗。哥哥、姐姐、我家的晚辈孩子们是大家的开
心果。哥哥家的小儿子是孩子里最小的，还不满 2
岁，说话还不利索，嘴里嘟嘟地说着“天书”，逗得大家
哈哈大笑；我家女儿 2 岁半，常用语都能说了，通过视
频拱起小手给姥姥、姥爷、舅舅、大姨拜年；姐姐的女
儿 6 岁多了，穿起崭新的蒙古袍和着音乐跳起了舞
蹈，一曲结束，小家伙害羞地躲了起来。

相隔千里，团圆饭吃得红红火火。一家人不禁回
忆起这一年的收获来：60 多岁的父母身体很健康，在
农村种着近 20 亩地，再加上在村里的大棚打工，一年
能收入个四五万，老两口不仅自给自足，还能攒下点
儿钱；3 个儿女工作挺顺利，各自的孩子也都聪明健
康。此刻，全家人的幸福感爆棚了。“知足常乐”，父亲
常教导我们的这个词大抵也就如此吧。

最后，父亲做了总结发言：“新的一年里，祝老人
们身体健康、儿女们工作顺利、孩子们快乐成才！”带
着对新一年的期许，不管是喝酒的、喝饮料的，还是喝
水的大人孩子们，都端起了杯子一饮而尽⋯⋯

跨越1400公里的
线上团圆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