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百年来，党领导文艺战线不断探索、实践，走出了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
展道路，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2021年12月14日）

我们的我们的
传
统

【荐读】

6 执行主编：周秀芳 责任编辑：高瑞锋

版式策划：纪安静 制图：安宁 2022年3月28日 星期一 / 铸铸牢牢中中华华民民族共族共同同体体意意识识·家园 /邮箱：1586838228@qq.com

□苏永生

春风送暖，清明又至。在
寒冬中蛰伏的生命又焕发了
勃勃生机。

清明是祭祀的日子，人们
在这一天凭吊先人、缅怀先
烈，向逝去的人们表达崇敬与
怀念，使自己的心灵得到慰
藉，使情感得到寄托。但是，
我们在凭吊先人的同时，更要
珍惜当下，继承先人的遗志，
踔厉奋发、笃行不怠，以扎实
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工作状
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尊敬先人、崇尚英雄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父母等
亲属生养死葬、对逝者经常凭
吊是子女等后辈的本分。只
有这样，才能不忘做人的根
本，不忘来时路；对英烈经常
进行缅怀，牢记他们的英雄事
迹和积极贡献，能够让我们深
刻认识现在美好生活的不易，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
上勇毅前行。

凭吊先人，是为了更好地
完善自己；凭吊先人，更要珍
惜当下。一张纸、一炷香、一
杯酒、一束花、一棵树、一篇怀
念文章，不同的形式都可以用
来祭祀。随着时代的发展，人
们 祭 祀 的 方 式 也 要 与 时 俱
进。比如，在城市街头焚烧冥
纸、摆放祭品，不但存在火灾
的隐患，而且影响了市容市
貌，增加了环卫工人的工作
量；在农田、草场、山林附近焚
香烧纸，极易引发火灾、酿成
大错。而采用鲜花祭祀、植树
祭祀、网上祭祀等方式，就显
得更有意义。

当今，我们正处于一个伟
大的时代。在先烈们用鲜血和
汗水换来的幸福生活中，我们
一方面要牢记他们的伟大功
绩，将先烈们的精神作为激励
自己奋进的动力；另一方面要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倍加珍惜
得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扎扎实
实做好自己的事情，在新时代
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
个目标。

抚今追昔，我们唯有不懈
奋斗，才能告慰先辈们的英
灵；唯有不懈奋斗，才能创造
更 加 美 好 的
生活！

清明节：凭吊先人
更要珍惜当下

清明怀思 感恩致敬
□本报记者 高瑞锋 □杨萌萌

中华文明源于何时？来自何处？
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有什么样的特
质？原因机制如何？是一百年前中国
考古学诞生时就从未停止过的追问。

考古学家们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
现和认识经过了一个比较漫长的辨识
过程。

1920年北洋政府矿业顾问瑞典
人安特生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仰
韶文化，他推断这是“中国人的第一个
史前遗址”。由于仰韶文化中出现的
彩陶与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中的彩陶
相似，安特生提出仰韶文化西来的假
说。

龙山文化的遗址被发现后，学者
们又构建了西部仰韶文化、东部龙山
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直到夹在仰
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中间的庙底沟二期
文化出现，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
文化是仰韶文化发展而来。于是有学
者认为从仰韶到商是一种文化持续演
变进步，同时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
发展，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
的基础。

这种中国文化起源一元论代替了
东西二元对立说，并且一直流行到20
世纪80年代。

但是，通过中国考古学人们孜孜
不倦地发掘研究，自20世纪五六十年
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袤土地
上，相继发现了相当多的重要文化遗
址，中国考古学家们这时发现，中国文
化的起源实际上是多元的。

80年代苏秉琦先生和殷玮璋先
生发表了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
区系类型问题》，将中国古文化分为六
大区域，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
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
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地位。但是，
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
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
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
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
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
响。”在众多考古材料的印证下，一些
曾秉持中国文化起源一元说的学者也
认同了这条思路，虽然学者之间的论
说有所区别，但是大都认为中国文化
的起源是多元的。

由陈星灿先生主编的《考古学家
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
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反映
了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
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详貌。

陈星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
古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
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中国史前考古学
史、中国史前社会生活史。

夏鼐先生说过“我认为中国文明
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
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
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
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
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
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

也许大众眼中的考古学总是“面
朝黄土背朝天”式的挖掘文物，但是，
这本书将会带领读者读懂考古学家们
在田野发掘完成后，对发掘对象的辩
证研究，从而跟随考古学泰斗们领略
从田野到室内的思辨过程、认识中华
文明的源远流长和包容并蓄。

本书集结了众多重量级考古学家
的文章，许多文章都提出了颠覆以往
认知的说法。

如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在中华民
族形成这个重大问题上，考古学曾过
分夸大中原古文化。更符合历史真实
的说法，应该是将黄河中游称作中华
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
用的一个熔炉。

用本书原文来讲，“中国具有数千
年一脉相承的文明史，虽人口众多，族
群复杂，却能凝聚一体。深深根植于
古代的文化价值，使得中国文明能够
世代相传。中国走向文明之路是一个
长期、坎坷和复杂多样的历程。”

融合与超越

赓续血脉，缅怀英烈。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锡林郭勒边境管理支队民警在革命烈士陵园缅怀英
烈。 本报记者 马建荃 摄

““我捏的寒燕儿真好看我捏的寒燕儿真好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清明节是中国传统二十四节气之一。按照
古代天文测定，斗指乙（或太阳黄经达15°）为
清明节气，交节时间在公历4月5日前后。这一
时节，大地生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故纳新，
呈现气清景明之象，故称清明。

“历史上，西汉时期的《淮南子·天文训》所载
节气名称和顺序与现代通用的二十四节气相同，
标志着二十四节气完全确立。”内蒙古文旅专家
宋和平说，作为传统节日，清明节源自上古时代
的祖先信仰与春祭礼俗，秉承了中华民族礼敬祖
先、慎终追远的礼俗观念，大约始于周代。

宋和平说，清明节习俗融合了古代寒食节
和上巳节的习俗，也融合了南方和北方的习俗，
祭祖扫墓与踏青郊游是清明节自古传承的两大
礼俗，至今为国人所重视。

上巳节，俗称三月三。“上巳”一词最早出现
于汉代文献，《周礼》郑玄注：“岁时祓除，如今三
月上巳如水上之类。”魏晋以后，上巳节节期改
为阴历三月初三，故又称“重三”或“三月三”。

“上巳节是古代举行‘祓除畔浴’活动中最重
要的节日，人们结伴去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此
后又增加了祭祀宴饮、曲水流觞、郊外游春等内
容。”宋和平说，如今，上巳节已演变成了南方少
数民族的情人节、泼水节、狂欢节和民歌节。

寒食节在清明节前一二日，是晋文公为了纪
念具有忠臣之志的介子推将此日定为禁火寒食
之日，后代就称寒食节。寒食节禁烟火，只吃冷
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演变为以拜扫祭祖为
主，其中也包含着忠诚孝顺正义清廉之意。宋和
平说，寒食节是汉族传统节日中，唯一以饮食习
俗来命名的节日，前后绵延两千余年，曾被称为
中国民间第一大祭日。

“今日清明节的主要习俗在宋元时期已基
本定型，形成了以祭祖扫墓为中心，将寒食的禁
火、冷食风俗与上巳郊游等习俗活动相融合的
清明节习俗。”宋和平说，明清大体承接前代旧
制，清明节仍然是人们春季生活中必不可少的
重要节日。

史料记载，清明节在全国范围盛行并设扫墓
假期是在唐宋之时，唐代为方便官吏回乡扫墓不
耽误职守，唐玄宗颁布政令规定寒食节放假四
天。宋朝在清明节前后的扫墓活动成为全民参
与的大事，规模极盛，宋代的寒食、清明连续放假七
天。宋元时期，清明节作为举国节日已基本定型。

2007年，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修改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其中规定清明
节放假1天；2008年，清明节正式成为法定节假日，放
假1天；2009年，清明节假期包括调休改为3天。

气清景明融两节

【一言】

共聚一堂捏寒燕共聚一堂捏寒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形 态 各 异形 态 各 异 、、五 颜 六 色 的五 颜 六 色 的
面塑面塑。。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节节日日

春分已过，阳光明媚，气清景明，草木
萌动，万物皆显。

清明节将至。
清明节，又称踏青节、行清节、三月

节、祭祖节，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生动体
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天地人”和谐合一，讲
究顺应天时地宜、遵循自然规律的思想。

清明节与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并称

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2006年，经国务院
批准，清明节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古今同此时，家国共清明。

在呼和浩特，清明节自古有捏寒燕的习俗。这个习俗
在山西和内蒙古世世代代延续传承。

寒燕也称寒鸡鸡，相传与寒食节有关，有迎春之意，而
且寒燕的嘴都是向上张着的，寓意将孩子们的百病都衔出
去。

据考证，北宋汴京时就已风行，家家户户都“用面造枣
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谓之‘子推燕’”。这些用柳条
串起来的红枣面燕晾干“留之经岁”，孩童食之，据云“可治
口疮”，但主要是预备寒食节禁炊火期间的干粮，也寓意怀
念介子推。

“我是看着妈妈捏寒燕长大的。”呼和浩特市本土作家
高雁萍说，小时候，每到清明前几天，家家户户的妈妈们都
会发面捏寒燕，小小面团在妈妈们的手中，一揉、一搓、一
捏，再用剪刀一剪，用梳子一压、一推，用锥子一扎，就变成
了一个个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燕子、兔子、金鱼儿、石榴、
葡萄，甚至毛毛虫。

捏好的寒燕上锅蒸熟，被涂上各色食用颜料，瞬间成
了民间面塑艺术品。高雁萍说，做好的寒燕被扎到柳枝上
挂到高处供人观赏，孩子们最高兴，东家进西家出，品评嬉
笑，像过年一样。

高雁萍小时候的场景一直在延续。
2021年清明节期间，呼和浩特市南茶坊小学开展了

“清明时节寒燕炫彩”主题活动，同学们在民间艺人的指导

下，通过揉制、塑形、剪嘴、压制、点彩等多道工序，学习制
作寒燕。同学们从中不光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还体会了
清明节丰富的文化内涵。

莫尼山非遗小镇，清明节期间，大人和小孩们围绕在
面塑非遗传承人身边，一起捏寒燕。这些寒燕大小不同、
千姿百态、栩栩欲飞，煞是灵动好看。

寒燕踏春，只此青绿。
循着寒燕春归的清音，去郊外走

走吧。风轻日暖，小泉叮咚，青草露
头，桃花出苞，一切都是欣欣然张开
眼的样子……

千年古俗捏寒燕

冬去春来，草木萌生，万物滋长。
清明节祭祖扫墓在中华儿女心中无比重

要。
无论身在何处，不管工作多繁忙、距离多遥

远，清明节祭祖扫墓必是头等大事，为人子女总
会抛开手头一切事务，抽空返乡在祖先的坟茔
前除一把杂草、添一抔新土、供一杯清酒、燃一
炷沉香……庄重地送上自己的思念与敬意。

这是中华民族延续了数千年的祭祖民俗，
是中华民族敦亲睦族、行孝品德的具体表现，
是中华儿女铭刻在血脉中的道德信仰和情感
表达。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
内蒙古革命烈士陵园，存放着荣耀先、多

松年等著名烈士以及刘洪雄、高凤英等先烈的
骨灰，每年清明节期间，都会迎来社会各界自
发前来祭奠的单位和人群。

这些人中除了家属后人外，还有素昧平生
的边防民警、公务员、企业工人、个体商户、学
生……

在纪念碑前，献一朵白菊、敬一个花圈，以
无比崇敬的心情默哀致敬，表达对英烈的缅怀
之情。

同一天，放眼中华大地，高高矗立的英烈
纪念碑前都铺满了清明节的小白菊，无数国人
来此致敬英烈、聆听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敬重先人，传承纳新。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增强，清明

节绿色、文明、简约的祭祀方式已成新风尚。
家住乌兰察布市的郭先生一家从2020年

开始，一改往年清明节去父母墓地烧纸钱祭拜
的方式，改为在家里召开追思会。“国家提倡厚
养薄葬的理念非常好，生前尽孝生后简朴，这
也是传承老一辈对后辈儿孙一贯教导的孝养、
务实、简朴的美德。”郭先生说，这么做一是为
了响应疫情防控和防火要求；二是祭祀也要跟
得上时代，全家人聚在一起回忆父母生前教
诲，感觉更有意义。

而郭先生远在外地读大学的儿子清明节
祭拜爷爷奶奶的方式更新颖，他在网上为两
位已故老人创建了一个纪念馆，摆照片、点蜡
烛、献鲜花，该有的祭拜仪式一点也不少，还
配上了缅怀文章，时尚环保有创意。小郭说，
这样“云祭奠”的方式近几年在大学生中非常
普遍。

家国共祭续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