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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家笔下的腊八节
·夏爱华·

捧读名家笔下的腊八节， 或妙趣横
生，或诗意温婉，自是别有兴味。

沈从文在《腊八粥》一文中这样描写
孩子喝腊八粥的场景：“初学喊爸爸的小
孩子，会出门叫洋车了的大孩子，嘴巴
上长了许多白胡子的老孩子， 提到腊
八粥， 谁不口上就立时生出一种甜甜
的腻腻的感觉呢。 把小米、饭豆、枣、
栗、白糖、花生仁儿合并拢来糊糊涂涂
煮成一锅， 让它在锅中叹气似的沸腾
着， 单看它那叹气样儿， 闻闻那种香
味， 就够咽三口以上的唾沫了， 何况
是，大碗大碗地装着，大匙大匙朝口里
塞灌呢！ ”在这篇文章中，天真烂漫的
孩子们，高高兴兴喝腊八粥的样子，跃
然纸上。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一文中这样写
道：“按照北京的老规矩， 过农历的新年，
差不多在腊月的初旬就开头了。‘腊七腊
八，冻死寒鸦’，这是一年里最冷的时候。
可是，到了严冬，不久便是春天，所以人
们并不因为寒冷而减少过年与迎春的
热情。在腊八那天，人家里，寺观里，都
熬腊八粥。 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
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
种自傲的表现。这种粥是用各种的米，
各种的豆，与各种的干果———杏仁、核
桃仁、瓜子、荔枝肉、莲子、花生米、葡
萄干、菱角米等熬成的。 这不是粥，而
是小型的农业展览会。 腊八这天还要
泡腊八蒜。 把蒜瓣在这天放到醋里，封
起来，为过年吃饺子用的。 到年底，蒜
泡得色如翡翠，而醋也有了些辣味，色
味双美，使人要多吃几个饺子。 ”品读
此文，老北京人过腊八的热闹场合，便
犹如近在眼前。

冰心的散文《腊八粥》一文，以清丽优
美的文字，把对母亲的怀念之情款款道
来：“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 我就记得
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 母亲给我们煮
腊八粥。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
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 干果里大

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
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
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
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 不但合家大
小都吃到了， 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
亲友。 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
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
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
因为借此机会，清理橱柜，把这些剩余
杂果， 煮给孩子吃， 也是节约的好办
法。 ’最后，她叹一口气说：‘我的母亲
是腊八这一天逝世的， 那时我只有十
四岁。我伏在她身上痛哭之后，赶忙到
厨房去给父亲和哥哥做早饭， 还看见

灶上摆着一小锅她昨天煮好的腊八
粥。现在我每年还煮这腊八粥，不是为
了供佛，而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 ’我
的母亲是 1930 年 1 月 7 日逝世的，正
巧那天也是农历腊八！ 那时我已有了
自己的家，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也每
年在这一天煮腊八粥。 虽然我凑不上
十八种干果， 但是孩子们也还是爱吃
的。 ”

这篇文章，质朴而感人。 原来，最
深的怀念， 就是平实地讲述， 字字如
珠，贴切恰当。 这令人联想到湛蓝而浩
瀚的海洋，海面平静如镜，而海底却波
涛汹涌。

粥中岁月长
·马亚伟·

腊八那天，精心熬上一锅腊八粥。 餐桌上，粥香
四溢。粥的味道，香浓软糯。配上素淡的小菜，喝上两
碗浓香的腊八粥，觉得日子就像粥一样暖了。 生活，
似乎有了一种返璞归真的味儿。

小时候，母亲最喜欢给我们熬粥。 母亲说，粥养
人。 熬好一锅粥，也得有耐心。 一个“熬”字，让人
品出岁月悠长的味道来。熬粥的过程，需要把心
沉下来。锅里的大米小米绿豆大枣花生等等，浸
在水里各不相干， 用小火慢慢熬， 最后融为一
体。 熬出的粥，香香的，浓浓的。 喝上一碗，觉得
幸福也是浓稠的。

后来看书，说到“粥文化”。 粥是中国的传统食
品。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粥就像是一个乡下的故人，
温暖踏实，不离不弃。 在我们心中，粥的地位高于任
何食物。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我们一样把粥当做贴
心的归宿。或许你远在异国他乡，你用刀叉精致地吃
着西餐，偶尔有一天，餐桌上端来一碗粥，你的心忽
的一软，仿佛一阵柔风吹来，吹来了故乡的花香。 你
会禁不住感慨，是故乡的味道。

吃过多少世间美味，蓦然回首，才发现，粥永远
是我们味蕾上最绵软悠长的记忆。我们对粥的情感，
根深蒂固。一个人在灯红酒绿中疲惫不堪了，突然想
到了回家。 回家，有一碗热粥在等着你。

粥的历史悠久。 关于粥的文字， 最早见于《周
书》。《周书》里说，黄帝始烹谷为粥。 进入中古时期，
粥更是将食用功能和药用功能高度融合， 进入了养
生层次，开始具有了人文色彩。 郑板桥在《范县署中
寄舍弟墨第四书》中写到：“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
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
是暖老温贫之具。 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
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 嗟乎！ 嗟
乎！ 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 ”文中描述了冬日里吃
暖粥的情景。真的是这样的，天寒地冻，有碗热粥喝，
夫复何求？ 熬上一大锅粥，一家人围炉而坐，大碗喝
粥，谈笑风生，其乐融融。那种温暖，足以抵御任何一
个严寒的冬天。

漫长的岁月中， 粥， 既可以在饥寒年代里果
腹， 又可以在这个食物极大丰富的年代里精致
成餐桌上一道永不褪色的风景。粥，既可以在寻
常百姓家常吃常新， 又可以登上大雅之堂演绎
异彩纷呈的粥文化。 八宝粥，奶香燕麦粥，苹果
小米粥，麦片粥，桂圆莲子粥……美味又养生，
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都融入到粥
里。 当一种食物带有了文化的色彩，便是人们对它
爱到了骨子里。如果把食物比作画，那粥就是悠远清
淡的国画，绵延不尽，回味无穷。

古代名人咏颂腊八节
·风云·

历史上，许多古代名人争相咏颂腊
八节， 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名篇佳
作。

晋时河东闻喜人裴秀， 由魏仕晋，
不觉又到岁终腊日，提笔挥毫写出《大
腊》诗一首:“日躔星记，大吕司晨。 玄象
改次，庶众更新。 岁事告成，八腊报勤。
告成伊何，年丰物阜。丰裎孝祀，介兹万
祜。 报勤伊何，农功是归。 穆穆我后，务
蕾蒸黎。 宣力菑亩，沾体暴肌。 饮飨清
祀，四方来绥。 充仞郊甸，鳞集京师。 交
错贸迁，纷葩相追。 掺袂成幕，连衽成
帷。 有肉如丘，有酒如泉。 有肴如林，有
货如山。 率土同欢，和气来臻。 祥风协
调，降祉白天。 方隅清谧，嘉祚日廷。 与
民优游，享寿万年。”诗中描述了古代腊
祭时，祭祀百神，向百神报告“年丰物
阜”的好年景，感谢百神保佑万事成功
的场景。

北齐的魏收写下了《腊节》诗。 诗
曰:“凝寒迫清祀，有酒宴嘉平。 宿心何
所道，藉此慰中情。 ”写出了寒凝大地、
数九隆冬时节，人们在桌上摆上肉酒以
祭祀百神，感谢百神的福佑，抒发久已
宿居于心中的敬神之情。

唐朝的杜甫写的《腊日》诗，诗曰 :
“腊日常年暖尚遥，今年腊日冻全消。侵
凌雪色还萱草，漏泄春光有柳条。 纵酒
欲谋良夜醉，还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

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 ”从诗句中
可以看出， 往年的腊日天气还很冷，温
暖离人还很遥远。 而当年腊日气候温
和，冰冻全消。 诗人高兴之余准备辞朝
还家，纵酒狂饮欢度良宵，但此时此刻，
他又因感念皇帝对他的恩泽，不能随便
走开。

宋朝的陆游写的《十二月八日步至
西村》诗，诗曰：“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
散策过吾邻。 草烟漠漠柴门里，牛迹重
重野水滨。 多病所须惟药物，差科未动
是闲人。 今朝佛粥交相馈，更觉江村节
物新。 ”诗中写道，虽是隆冬腊月，但已
露出风和日丽的春意。 柴门里草烟漠
漠，野河边有许多牛经过的痕迹。 腊日
里人们互赠、食用着佛粥(即腊八粥)，更
感觉到清新的气息。

清朝的顾梦游写下了《腊八日水草
庵即事》：清水塘边血作磷，正阳门外马
生尘。 只应水月无新恨，且喜云山来故
人。晴腊无如今日好，闲游同是再生身。
自伤白发空流浪，一瓣香消泪满巾。

清代《清嘉录》引用了李福的《腊八
粥》一诗:“腊月八日粥，传自梵王国。 七
宝美调和，五味香掺入。用以供伊蒲，藉
之作功德。僧民多好事，踵事增华饰。此
风未汰除，歉岁尚沿袭。今晨或馈遗，啜
这不能食。吾家住城南，饥民两寺集。男
女叫号喧，老少街衢塞。失足命须臾，当

风肤迸裂。怯者蒙面走，一路吞声泣。问
尔泣何为，答之我无得。此景望见之，令
我心凄恻。荒政十有二，蠲赈最下策。悭
囊未易破，胥吏弊何敦。所以经费艰，安
能按户给。吾佛好施舍，君子贵周急。愿
言借粟多，苍生免菜色。此去虚莫偿，嗟
叹复何益。安得布地金，凭杖大慈力。倦
然对是的，趾望丞民粒。 ”这首诗详尽地
描述了腊八粥的起源和制作方法，同时
还反映了旧时荒政欠收、百姓饥饿和佛
寺施粥的情景，思想内容极为深刻。

清代，朝廷于腊八这天，有赐粥的
风俗。 清道光皇帝曾作诗《腊八粥》:“一
阳初夏中大吕，谷粟为粥和豆煮。 应时
献佛矢心虔，默祝金光济众普。 盈几馨
香细细浮，堆盘果蔬纷纷聚。 共尝佳品
达沙门，沙门色相传莲炬。 童稚饱腹庆
州平，还向街头击腊鼓。 ”可以想见，施
散腊八粥和皇家食用腊八粥必然是万
头攒动，人涌如潮。

清朝的夏仁虎写了《腊八》 诗，诗
曰:“腊八家家煮粥多， 大臣特派到雍
和。 圣慈亦是当今佛， 进奉熬成第二
锅。 ”诗中描写道，腊八一到，民间家家
户户都要煮腊八粥吃，而朝廷乃当世活
佛， 也要到雍和宫煮粥奉佛并赐大臣、
诸王、宫妃等。据文献记载，清代雍和宫
有四口煮粥的大锅，锅最大的直径为二
米，深一米五，可容米数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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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仙·腊月飘香 （国画） 刘福芳

责任编辑/王世磊 制作：高彬 校对：李嘉妍 2015 年 1月 24日 星期六 Email:nchwb@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