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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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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命名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

我们的节日·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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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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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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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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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杏仁等果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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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内蒙古日报》）

3万多年前的人类住在哪、悬崖边的“豪宅”有多大……近
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发布，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仙人
洞遗址发现距今 3.2万年人类头骨化石，对研究中国现代人起
源、演化具有重大意义。

仙人洞遗址处于鲁山县观音寺乡境内，海拔 576米。2020
年6月，考古人员在鲁山地区开展旧石器考古调查时发现洞内
有人类化石、动物化石、石器等。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0年至
2021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平顶山市文物局、鲁山县文
物保护管理所对仙人洞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仙人洞分大小两个洞，其中较大的1号洞长9米，宽3米，
高3.9米，洞内面积约30平方米。”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顶
山旧石器考古调查项目负责人赵清坡说，“与周边发现的40个
洞穴相比，仙人洞在古时候算一个‘豪宅’了，基本上能住10个
人左右。”

目前，仙人洞遗址已发掘出人牙和头骨断块。此外，还有
动物碎骨 1万余块，目前可鉴定标本 287件，种属有普氏原羚、
普通马、羊、棕熊、鹿、野猪、狼及一些啮齿类小型哺乳动物等，
距今约3至4万年。此外，洞内还发现石制品14件，包括石片、
刮削器和断块，属中国北方传统石片工业范畴。

通过铀系测年法测定，仙人洞遗址出土的其中两件人头骨
断块最小年代分别为距今 3.2万、1.2万年。经古人类学家鉴
定，距今3.2万年头骨断块为人额骨，厚度在现代人变异范围之
内。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仙人洞遗址项目负责人刘海
旺介绍，距今3至5万年是现代人扩散及行为出现、发展的关键
阶段，但这一阶段发现古人类化石的遗址极少。“以往研究表
明，中原地区这一阶段已有繁荣的旧石器文化，从文化上证明
了中国旧石器文化连续发展，但缺乏最为直接的人类化石证
据。鲁山仙人洞遗址头骨化石的发现，填补了中原地区这一阶
段人类演化的空白，对中国现代人起源、演化研究具有重大意
义。”刘海旺说。

约4800年前，生活在新石器时期的人类
能建造什么样的房屋？制造出了什么样的
器具？他们种植的作物收成如何？初秋洞
庭湖区澧阳平原上，一片藏在稻田里的遗址
静待人们找寻答案。

湖南澧县，澧阳平原东北部的村庄，坐
落着发现于 1978年的新石器时期城址——
鸡叫城遗址。

今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了一
批大型木质结构建筑遗迹。规模之大、保存
之完好，为国内罕见。

一处高出周边 2至 4米的岗地上，记者
随现场考古专家深入已挖掘的探方。纵向
剖开的土壤层次分明，用不同的数字与字母
标记着年代与特征。在挖掘现场的地面上，
建筑台基与完整的木构基础清晰可见，犹如
一块关键的拼图，让人们对于新石器时期人
类建筑的认识更进一步。

前后两进4开间、南侧西侧“双走廊”、立
柱用料楠木樟木……这座“豪宅”便是此次
鸡叫城遗址发掘的最大规模建筑F63。这一
考古发现表明，在约 4800年前，生活在此处
的居民已经住进了木质结构的建筑中。

据此次发掘的执行领队范宪军介绍，其
建筑方式是先开挖基槽，垫长木板后于基槽
外侧立柱。木柱极为考究，以直径约 0.5米
的半圆形大木柱为主体，间以长方形小木
柱，并在转角处以四分之一圆木为转承，以
保持外立面的平整。木柱于垫板间未见榫
卯，但除角落的木柱仅有一个穿孔外，其余
木柱两侧均有 45°斜穿孔，推测原应插有木
棍以起到加固作用。

发掘区内已揭露出的主体部分面积242
平方米，加上廊道总面积 354平方米。另据
发掘区东部探沟探知，F63继续向发掘区以
东延伸，加上南廊的总面积不低于 500平方
米。

经过对F63的木材进行系统取样，初步
的树种鉴定结果显示，其木材主要有楠木、
香樟等；测年数据显示，树木为公元前 2800
至2700年间的木材。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认为，
这种木构建筑得以完整发掘，具有很重要的
意义：“这有助于我们理解曾经在其他地方
见到的小规模建筑现象，也有助于我们理解
长江流域的整体建筑风格。”

从鸡叫城遗址向北约 2公里处，涔水静
静流淌，与澧水交汇后，奔向浩荡洞庭。

文明从未在这片傍水的平原上中断。
从6000多年前的城头山遗址，到夏代早期聚落公共墓地孙家岗
遗址，人类在这片土地上世代居住，留下了无尽的文明遗产。

生活在鸡叫城的古人站在高处，也许会望到与今天一样的
场景：金黄的稻穗随风翻滚，亚热带的风吹熟了带着微酸的猕
猴桃。

在发掘区西部，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处谷糠层，分布面积约
80平方米，平均厚度为0.15米，通过显微镜观察，确定其为单纯
的稻壳碎屑。除此之外，工作人员还发现了炭化的葡萄、猕猴
桃、紫苏等植物种核。

“我们采集了两块样品，通过单位体积的谷糠密度并结合
现代水稻加工的调查结果，初步推算出这80平方米谷糠层所代
表的稻谷重量约为2.2万公斤（带壳）。”范宪军说。

此外，考古人员还在挖掘现场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并复
原了约300件陶罐、陶盘以及杯、鼎等器具。

据悉，自 1998年起，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遗址陆续进
行了调查、测绘和系统的考古钻探。而鸡叫城遗址的此次发
掘，为进一步解锁长江流域的史前文明提供了线索，也带来了
更多更细致的问题。

F63建筑的用途是什么？木材的来源是哪里？打磨木材的
工具是什么……来自全国多地的考古专家纷纷在现场提出疑
问，并给出进一步发掘的方案。

“目前，我们可以从目前鸡叫城遗址的发掘成果中了解长
江流域文明的发展进程。今后还需要做更多功课，将长江流域
文明展示得更加清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李
新伟说。

九九重阳节：敬老筑和谐 登高颂时代
■高瑞锋

河南发现距今3.2万年人类头骨化石

秋游大青山。

给老人们敬杯托县黄酒。

赏菊。

“敕勒川味道”敬老周活动现场的民俗表演。

新时代重阳节敬老方式花样多

重阳文化融合了众多文化内涵
重阳登高采风赏景颂扬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