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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
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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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共筑中国梦·征文】

□周涛

“不记得哪年哪月爱上你，只记得你陪
我欢笑伴我流泪……亲亲的二人台，土土的
二人台，就像这片天，就像这片地，总在我心
里。”每当听到这首歌，脑海中便会涌现出家
乡土默川上的一方戏台，以及戏台上正在表
演的地方戏二人台。“二人台”，顾名思义就
是两个人一台戏。

黄河浩荡贯长虹，浪泻涛奔气势雄。隔
河相望的两地，千百年来鸡犬相闻，炊烟缭
绕，土默川作为晋北蒙南的偏僻一隅，三百
多年几经风雨的西口故事作为一种记忆，被
二人台传承下来，让土默川人记住了自己祖
辈的模样和他们身上发生的故事。

二人台是走西口的产物，距今已有近二
百年的历史，流传地域仅限于晋蒙陕冀的一
些地方，相对集中于晋陕冀北部和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在这片地域中，土默川是二人台
的发源地。

在奔涌向前的历史长河中，二人台唱腔
兼容并蓄，融合了秦腔、信天游、蒙古族长调
短歌等音乐元素，形成了独特的曲调。动作
吸收了舞蹈、杂技、曲艺等民间技艺，成为我
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员。演唱内容多是乡
野中的柴米油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等。

作为戏曲，二人台没有大剧种的程式和
规范，演员只有一丑一旦，剧中人物形象都
是村妇、牧童、光棍、寡妇之类，乐器只有四
胡、扬琴和枚“三大件”，简单实用。所以，二
人台又被称为小戏、草根戏、草台剧。

二人台小戏班由“样板戏”剧团演变而
来。小戏班规模不大，演员和乐队合起来只
有八九个。这些演员都没有经过专门培养，
大多是师傅们的口传心授，个个一专多能，
一会儿是演员，一会儿是乐手。演出道具十
分简单，几件普通的百姓衣服、一扇一绸一
鞭（霸王鞭）足矣。化妆品更是就地取材，旦
角用红对联纸蘸水染脸，丑角用锅底黑和白
泥粉涂抹。演出场地因陋就简，八九根木棍
就可支起一个戏台，即使在正规戏台演出，
也没有幕布之类的装饰。

记得小时候，只要一个村里搭台唱戏，
周边十里八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观看。村
里人看戏，往往坐块儿砖头，或垫些杂草，老
汉们更是席地而坐。戏场里尘土飞扬也不
会影响人们看戏的热情。

二人台传统剧目《走西口》是每个村庄
开场戏的必演剧目，据说可以从中看出戏班
子的优劣。

“哥哥走西口，妹妹也难留，早知道走西
口，哪如不成亲”“妹妹莫伤心，哥哥对你明，
口里走口外，不只哥一人”，这是《走西口》中
的名唱段。在悲伤的丝弦声中，每每唱到这
一段，台下的老太太们就开始哭天抹泪，小
媳妇们更是紧紧攥着自家男人的手，生怕自
家男人离开自己也要走西口。

演员和观众都是走西口的后代，演员演
得真切，观众看得忘情。一出《走西口》是所
有西口后人最好的教科书。正是先辈们披
荆斩棘开创的西口之路，才有了我们今天的
幸福生活。

二人台演唱的内容就是乡野中发生的
真实故事，比如《水刮西包头》《五哥放羊》
《打后套》《光棍哭妻》《小寡妇上坟》《皮筋
顶灯》等，一台戏就是几百年沧海桑田的映
射。

土言土语的二人台，没有编剧，也没有
导演，就是自己演自己，自己演祖先，把自己
的喜怒哀乐在戏中痛快淋漓地倾诉，从而把
生活中的不快和烦忧一一化解。

如今，村里已经很少再唱二人台了，只
有在每年过春节的时候，返乡过年的年轻人
聚在一起，共同出资请来二人台小戏班，专
门为村里的老人们唱一台戏。

二人台，乡音乡曲，绵长悠远。

乡音乡曲二人台
抹不去的记忆

二人台《五哥放羊》剧照。（图片源自网络）

九九重阳节：敬老筑和谐 登高颂时代
◎本报记者 高瑞锋

“敕勒川味道”敬老周活动现场的民
俗表演。《北方新报》记者 牛天甲 摄

给老人们敬杯托县黄酒。
《北方新报》记者 牛天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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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命名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重阳节起源于何时，有何来历？
为何要把每年的九月初九定为重阳
节？

对于一些现代人来说，重阳节既
熟悉又神秘。熟悉是因为每年到了九
月初九这天，身边有人在过这个节，或
者单位组织员工去敬老院慰问老人，或
者三五好友相约登高望远；神秘，是因
为很多人对重阳节的渊源不甚了了。

面对诸多的好奇和疑问，内蒙古社
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刘春子对重阳节的
起源和来历娓娓道来。

“古时，我国数字有阴阳之分，九
为阳数，为单数最大，有长久、长寿之
意。农历九月初九，两九相重，称为重
阳。”刘春子说，重阳的源头，可追溯到
先秦时期，当时已有在秋九月农作物丰
收之时祭天、祭祖活动。

刘春子说，在汉朝初年，皇宫中每
逢九月九日，都要插茱萸、食花糕、饮菊
花酒，以求健康长寿。后因汉高祖刘邦
的爱妃戚夫人遭吕后残害，宫女贾佩兰
被逐出皇宫、下嫁扶风平民段儒为妻，
这些习俗才传入民间。

“三国时代就有了关于重阳节活
动的记载。”刘春子说，曹丕《九日与钟
繇书》中称：“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
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
以为宜于长九，故以享宴高会。”而到了
魏晋时期，在九月初九又有了赏菊、饮
酒的习俗。到唐代，李泌奏请皇帝批准
民间以上巳、中秋、重阳三天为三令节，
得到恩准。自此，从唐代开始，正式确
定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刘春子说，从此朝廷、民
间一起庆祝重阳节，并且在
节日期间举行登高、郊游、宴
饮和多种多样的娱乐活动。
到了明、清时期，重阳节的风
俗活动依旧盛行。

现代人过重阳节不放
假。史料载，在宋代重阳节
却是法定假期。北宋初年，
宋太祖颁布诏令：“除旧制给
假外，每月旬假、上巳、社日、
重午、重阳，并休务一日。”宋
神宗即位后，重阳节假期延
长到了两天。

新时代重阳节
敬老方式花样多

岁月流转，时代变迁。
文史学者郑学富说，古代优秀文

化在传承发展中，重阳节饮宴祈寿主题
逐渐和中国传统孝道伦理有机融合在
一起，形成了具有现代新风尚的民俗活
动。

宋和平，内蒙古资深媒体人、文旅
专家。2020年，在呼和浩特市文旅部
门的支持下，他联合呼和浩特几家机
构，共同策划举办了“团结和乐重阳
节——‘敕勒川味道’敬老周”活动。

“活动举办了3天，从2020年 10
月 23日开始，到10月25日重阳节当
天结束。活动期间，凡65岁以上的老
年人均可免费品鉴敬老餐，接受义诊，
观看义演。”宋和平说，根据重阳节吃重
阳糕、饮菊花酒的习俗，结合呼和浩特
地区实际，敬老餐有草原炖羊肉、油炸
糕、托县粉汤、羊肉臊子荞面饸饹等，并
品尝托县黄酒、砖茶等；现场免费演出
二人台、晋剧、爬山调、广场舞、街舞等，
还有中医、蒙医和西医等不同类型的专
家现场免费给老年人检查身体。

整场活动内容丰富、接地气、有创

意，让“百善孝为先，敬老我当先”的主
旋律在首府奏响，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其实，敬老孝亲不光是让老人们
吃饱穿暖、有个健康的身体，还得让他
们跟得上时代的发展，享受到现代生活
的便利。

2020年重阳节到来之际，内蒙古
税务局老干部处请来内蒙古师范大学
的法学教授，给各位老同志详细讲解了
《民法典》中合同、婚姻家庭、继承以及
侵权责任等50个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法
律问题。

家住包头市的宋女士，自从2018年
结婚后，每年重阳节都会给独身的母亲
买一份新潮礼物，一是体现她的孝心，二
是让母亲也能紧跟时代。宋女士送给母
亲的礼物从护肤品到电动牙刷再到蓝牙
耳机，每次都让母亲高兴不已。宋女士
说，她的母亲爱旅游、爱拍照，现在用的
手机内存不够大。今年重阳节，她准备
送给母亲一部大内存智能手机，方便母
亲能保存更多的自拍美照。

新时代的重阳节，敬老孝亲的方
式已然与时俱进，呈现出了文明和谐的
多样化形式。

重阳文化融合了
众多文化内涵

宋和平说，传统节日因地域、气候不
同，过节方式也不同。按照习俗，重阳
节这一天，南方人插茱萸、喝菊花酒、吃
重阳糕，北方人尤其内蒙古人这一天也
会吃糕、敬老、登高、赏菊等。但是，不论
南方、北方，重阳节在历史延续过程中，
都融合了众多民俗内容和文化内涵。

重阳节有众多名称，亦称菊花
节。河南省上蔡县是中国重阳文化之
乡，“中国·上蔡重阳文化节”从2003年
开始，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8届。每年
活动保留内容必有“尊老敬老”和赏菊。

史载，魏晋时期流行赏菊，上蔡县
早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鲜卑族入主中
原时，也开始流行赏菊。由此，重阳节
赏菊之风开始流行，体现了北方文化和
中原文化的融合。

“不仅赏菊体现着南北方文化的
融合，重阳节的饮食文化也体现着这种
交融。”宋和平说，南方人在重阳节吃重
阳糕、饮菊花酒，内蒙古地区则吃荞面
熬羊肉、喝黄酒。南方人吃的重阳糕以
大米粉、糯米粉、豆粉为原料，发酵，点

缀以枣缀以枣、、栗栗、、杏仁等果馕杏仁等果馕，，加糖蒸制而加糖蒸制而
成；内蒙古人吃的油炸糕原料为黄米、
胡麻油，适当配糖馅、豆馅。南方的菊
花酒也是黄酒，主要原料有甘菊花汁、
糯米等；托县黄酒主要原料为黄米，并
佐以枸杞、鲜果、黄芪、红枣等。

在宋和平看来，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各地举
办各种传统节日需要创新发展、丰富内
容，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他说，今年的重阳节将依旧举办
活动，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创新
活动方式。

重阳登高采风赏景
颂扬新生活

重阳节登高的习俗古已有之，但
是，重阳为什么要登高呢？

刘春子说，民间有个传说，相传汉
代桓景九月九日那天，作彩囊盛茱萸以
系臂，外出登高，饮菊花酒，躲避灾难。
夕还，家中鸡、犬、牛、羊一时暴死，家人
则安然无恙。从此留下重阳登高、插茱
萸、饮菊花酒的习俗。宋朝博物学家方
勺对此给出解释：“九九极阳，阳极转
阴，登高为调阴转阳也。”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作家协会顾问
高金贵对此说，不管哪种说法，无外乎
表达的就是重阳节登高可以“祛凶趋
吉”。

高金贵说，每年重阳节前后，他一
般都会和民俗、摄影爱好者登上大青山
采风远望，这不光是传承、体验古俗登
高过节，为自己讨个吉利，更重要的是，
重阳节前后正是秋天景色最美的时候，
站在山顶极目远眺，天高云淡，秋景怡
人，心情无比舒畅。

“我们在登高行进途中，总会遇到
一些山区村落，这些村落或多或少保
留一些古代文化遗迹和人文民俗，而
这些恰是我们采风的内容，既开阔眼
界、陶冶精神，又了解民俗民情、丰富
摄影素材、激发创作灵感，心里感到特
别满足。”高金贵笑着说，登高采风时，
还能用镜头和文笔来展现大地丰收的
美景，颂扬新时代农村新变化、农民新
面貌。

几年来，通过登高采风，高金贵和
他的文友们已经在各种平台发表了许
多美文和美图，展现了大青山沿线各地
村落的民俗景象和山川大地的壮美。

“ 独 在 异 乡
为异客，每逢佳
节倍思亲。遥知
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
每当重阳佳节来
临之际，相信很
多人的脑海中就
会浮现出唐代诗
人 王 维 的 这 首
《九月九日忆山
东兄弟》。

从 古 至 今 ，
重阳节都是我国
重要的传统节日
之一。古代重阳
节有祭祖、登高、
晒 秋 等 民 间 习
俗，并且一直保
留到现在。2006
年，重阳节被国
务院列入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随着时间的
流逝、时代的发
展，这个节日在
现代又被赋予了
敬老的新内涵。
1989 年，我国把
农历九月初九定
为老人节、敬老
节；2012年，全国
人大常委会表决
通过了新修订的
《老年人权益保
障法》，首次以法
律的形式，确定
每年的农历九月
初九为老年节，
以弘扬中华民族
敬老、养老、助老
的传统美德。

重阳节，在
传承中发展，在
发展中传承。

赏菊赏菊。。（（图片源自网络图片源自网络））

秋游大青山秋游大青山。。 王玉琳王玉琳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