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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的花渐渐开了，好一
派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景象。

又到一年一度的农历三月
三，这个春天里的传统节日，承
载着中华儿女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在我的脑海中，对中华文化
的理解与记忆，也正是通过一个
又一个的传统节日串连而成。

多彩纷呈的习俗

在神州大地上，关于“三月
三”这个节日，不同民族、不同
地区有着多彩纷呈的展现形式。

汉族将“三月三”称为上巳
节，古时以三月第一个巳日为

“上巳”。因巳日多逢三月初三，
所以便将上巳节定在农历三月三
这天，沿用至今。《后汉书·礼仪
志上》 记载：“是月上巳，官民
皆絜于东流水上，曰洗濯祓除，
去宿垢疢，为大絜”。祓除，也
就是去水边沐浴。

农历三月三恰逢冬春换季之
际，阴气没有完全褪去，“祓
除”寄托了人们祛除病痛和灾祸
的心愿。

“三月三”是壮族的重要节
日，也已经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
的法定假日。在“三月三”节日
期间，壮族儿女有对歌谈情、抢
花炮、抛绣球、吃五色糯米饭等
民间习俗。

其中，歌节不仅是弘扬民族
文化的盛会，亦是民族间相互交
流的盛会。据记载，歌节已经有
上千年的历史。

“三月三”也是畲族的传统
节日，每年这一时间，当地人都
会举行盛大歌会，并祭祖先，拜
谷神，载歌载舞。还要吃乌米
饭，缅怀祖先，款待来客，所
以，当地人又把“三月三”称为

“乌饭节”。
农历三月三同样是黎族人民

追念祖先、喜庆新生、赞美生
活、追求爱情的传统节日。这一
天，人们会早早起床，妇女忙着
舂山栏糯米，准备过节食品，姑
娘们上山采撷染饭的树叶，男人
们则合伙上山放狗打猎，下水抓
鱼。家家户户杀鸡买肉备好酒，
姑娘们穿上盛装，披金戴银，且
歌且舞，欢庆一年一度的节日。

文化传承的纽带

从古至今，“二月二，龙抬
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
流传了下来；在广西，“三月
三”是重要节日，在当地人民心
中的地位不亚于春节。“三月
三”是中华文化中一个重要的民
族民俗元素。

“三月三”的节日记忆，通
过丰富的民俗形式和诗词歌会展
现并传承了下来。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
春 之 初 ， 会 于 会 稽 山 阴 之 兰
亭”，这是王羲之 《兰亭集序》
中所写的江南过“三月三”的场
景；陆翙在《邺中记》中提到的

“石虎三月三日临水会，公主妃
主名家妇女无不毕出。临水施帐
幔，车服粲烂，走马步射，饮宴
终日”，是北方过“三月三”的
场景；《晋书·李玄盛传》中所说
的“玄盛上巳日宴于曲水，命群
僚赋诗，而亲为之序”，则是西
北过“三月三”的场景。

千百年来，“三月三”不仅
作为一个传统节日流传至今，更
是成为一条纽带，将凝聚起来的
中华文化从古至今娓娓道来。

如今，为了让“三月三”
更多地留住中华儿女的记忆，
许多与“三月三”相关的习俗
已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2006 年，在国务院公布的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海南省申报的“黎族三月三

节”榜上有名；2008 年，国务
院公布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
县申报的“畲族三月三”入列其
中；2011 年，贵州省贞丰县、
望谟县的布依族“三月三”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2014 年，国务院公布的第
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和扩展项目名录中，
贵州省镇远县的“报京三月三”
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武鸣县的“壮
族三月三”名列其中。

越来越多与“三月三”有关
的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和发扬。听
一首壮族三月三的山歌，定能想
起那些美好的春光；吃上一顿乌

米饭，哪怕是游客，也会对浙江
畲乡的历史与文化有了更加深入
的了解。

旅游推广的品牌

“三月三”承载了丰富的文
化元素，如今已成为了许多地方
旅游推广的品牌与形象代表。不
少地方纷纷借助“三月三”的节
日影响力，推广当地的旅游资
源，让世人借此窗口了解当地的
风土人情。

“三月三”春光正好，往
年此时，广西南宁邕宁区的壮家
儿女们穿上漂亮的壮族服饰，在
家精心制作各式美食迎宾客。由
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

“三月三”，邕宁区蒲庙镇取消线
下文艺演出和美食品尝活动，转
到线上开展文艺演出和美食展播
活动，展现别样的精彩。此外，
蒲庙镇还推出A级旅游景区线上
云游活动，市民和游客足不出户
就能在网上欣赏到美丽的蒲庙古
镇人文风光。

今年“三月三”定会让人难
忘，借节日的契机，广西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通过“广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广西非
物质文化遗产”微信公众号，围
绕“壮族三月三”及相关的文化
事象，开展“云赏三月三”专题

系列报道，综合介绍壮族三月三
的历史渊源、活动内容、代表性
传承人，呈现相关的民间文学、
传统音乐、传统舞蹈。

翻开“广西非物质文化遗
产”微信公众号的推送，便能聆
听到来自“壮族三月三”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歌声，
我的思绪也跟着飘到了千里之外
的祖国西南边陲。

在中国的东部，浙江丽水景
宁畲族自治县今年有关“三月
三”的线下庆祝活动也全部取
消，而最近在当地广为流传的

“三月三”视频，记录着往年的
精彩瞬间，呼唤着人们心中的文
化记忆。

虽然防控疫情，不宜聚集，
今年的“三月三”难见街头热闹
的场景，但美好的节日情怀仍在
心中荡漾，花开三月三，春光暖
人心。每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
日，都如“三月三”这般，共同
凝聚起中华儿女的血脉。

上图：2019 年 4 月 7 日是海
南 黎 族 苗 族 传 统 节 日 “ 三 月
三”，小朋友和黎族姑娘在海南
省三亚市南山景区跳竹竿舞。

陈文武摄 （人民视觉）
左图： 2020 年 3 月 12 日 ，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太平镇庆乐小
学的老师在录制“三月三空中课
堂”。 新华社记者 陆波岸摄

春暖花开三月三
刘发为

人在旅途，总会遇上各种雨，有绵绵细雨、暴风
骤雨、潇潇秋雨，也有寒凉浸骨的冬雨。不管在辽阔
的天南地北，还是在四季轮转的乐章里，雨总会带给
我不一样的感受。经历过风雨的旅途，更加令人难忘。

大自然最精彩的部分在风雨中才能觅得。在四川
峨眉山，路旁的藏酋猴纵跃攀爬，在深山密林中出
没，当你还沉浸在与猴逗欢时，不期然，四周云雾从
角角落落钻出来，脸上有了湿润冷意。攀至金顶，轻
纱的雨飘洒下来，满山烟雨在佛光普照下，演绎成七
彩光环。此时，我倚靠栏石，与众人一起迎接“山色
空蒙雨亦奇”，享受这难得的雨景，身上的疲惫也一扫
而光。

雨，备受历代文人墨客眷顾。有了雨，便有了诗
情画意。我曾沿着古人足迹，品味诗词的雨中意境。
留宿在万里长城西端起点的嘉峪关，遍地苍翠掩映半
城黄沙，午夜窗外下起滴答雨，我禁不住吟诵起“夜
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尔后安然入睡。

刚刚梦中与击剑杀敌的陆游相会，醒后又到绍兴
沈园寻访唐婉，然而“山盟虽在，锦书难托”，烟雨凄
迷中，我有些黯然神伤，悄悄撑起油纸伞去水乡巷子
寻找那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我也曾在落花时节，雨中登高长沙的杜甫江阁，
临湘江隔橘子洲头，远眺层林尽染的岳麓山，体会
秋风秋雨愁煞人。在江城武汉大学，樱花瓣落满地，
依稀可辨昨夜雨疏风骤。

我也曾躲在海南万隆热带植物园的芭蕉叶下，听
“穿林打叶声”。而对着红墙黄瓦的故宫，心中渴望来
场及时雨，好寻找“满地千年幽怨词”。看来，即使无
法穿越时空，回不到唐诗宋词中去，在旅途中感同身
受也未尝不可。

在途中遍尝风雨，归来才更加懂得人生意义。有
一次跟船老大到青岛外黄海打渔，几度撒网收网，一
无所获。当沉沉一大网带鱼终被拉上船时，海上忽地
下起大雨。渔民们一如既往地赤膊劳作，黝黑的肤色
在银鳞反衬下，淋雨后显得更加健硕。此刻，我在不
羁的雨中听懂了那首《水手》。

“在雨中，我送过你。”文友一句调侃，冲淡了分
别的哀伤。本来游历完兵马俑后，我与他约好在古人
送别的灞桥把酒临风，体验一回“送君灞陵亭，灞水
流浩浩”。奈何暮色深深，雨水不断，最终文友执意送
我至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我感慨万千，离别又是下次
相聚的开始，正如这雨何尝不是晴天的前奏呢？

回来后，我久久不能释怀，在细雨霏霏中，漫步
浙江天台的南黄古道，静听余光中的 《听听那冷雨》。
我撑开伞挡住落下的片片枫叶，同时也挡了晚来秋。
就这样，这把伞潮润了我的思想，严寒里竟涌上一些
温暖的感觉。

旅途有归期，纵使迷路不妨看看风景。旅途风，
人生雨，只要心中有伞，就会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你
有空与时间一起煮雨，闲庭信步笑看花开花落时，必
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正如马特·海洛说
的 ， 不 论 何 时 何 地 ，
尝试着发现美好，一
张脸，一行诗句，窗
外的云朵……

我 想 还 应 该 包
括：一场雨。

旅途喜雨
范伟锋

旅途喜雨
范伟锋

巍巍垂坐赣东之巅的三清山因
玉京、玉虚、玉华“三峰峻拔，如
道教三清列坐其巅”成名，乃涛涛
信江的源头。迄今，三清山已收撷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等殊荣，一句“三清天下秀”，更是
生动地展现了它钟灵毓秀、仙姿神
韵的独一魅性与无双胜境。

缘于危岩林立、高峰拢围，山
中的节令会晚一些。当一轴渲染淋
漓的泼墨写意被春风信手拈来，便
俨然有了山水叠嶂、烟云流润的疏
离画境。

玉京、玉虚、玉华群峰坐列、
危岩矗立，那是大地伸展的硬朗骨
骼，撑起了人间视野；泼泼洒洒的
积翠浓碧随势奔泻、漫山卷积，那
是三清涂抹的绿色诗行，濡湿了人
间情绪。

此时，绚烂的阳光会更早一些
剪贴过来，妆点了三清略带羞涩的
腮红；浓稠的烟岚随风飘忽泛涌，
那是三清湿润多雾的眼神；纯蓝悬

垂的天幕下，洁白的云絮深情簪在
山尖，衬托一份简素的气质与格调。

当游人用目光与不期而至的美
景深情摩挲，会有一种久违而来的
美妙悸动，或者一种笃定留下的强
烈冲动。

于是像我一样，一次行程便万
千缱绻，幻想着在山中安静住下，
如一棵三清松，一旦扎根三清山的
胸怀就没想过要离开；或者是一株
三清草，就算在隆冬无奈暂别，但
也一定不会错过来年春天的如约相
守；再或者像一滴三清露，哪怕日
间被一片远方的云无意带走，也将
于深夜乘着月光和星辰打马归来。

是的，除了去而复返的旅人，
更有不少决绝的“滞留者”，他们毅
然决然地选择把肉身藏匿于三清，
又把三清寄情于心怀，在三清有限
的空间里试图探觅时间的永恒。

这样的人生行迹，显然沾染了
三清绝世出尘的质地。当我们从烟
火日常抽身，于三清的崖边持久泊

靠，逐渐收敛了浮躁心性，怀揣草
木气息，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节奏里找到本真，便会有于汗水浆
灌生活的简单中获取的快乐。

若有闲暇，与三清的天光云影
为亲，与三清的山水草木相亲，和
霓霞交换一回默契的眼神，同鸟鸣
述说一段心事，或者看山中的花
儿谢了再开、看密簇的游人去了再
回，看每一个属于自己的山居日子
被晚露濯洗又被朝雾捧出……

我不会怀疑，每一抹峰尖上都
沾染过真实情绪，每一寸青翠处都
摩挲着深情目光，每一条山径里都
妥藏了叮咚作响的足音，甚至每一
缕风声都应和着此起彼伏的呼吸、
每一股泉瀑都激越着怦怦不绝的心
跳。于是，三清的幽幽山居便有了
返璞归真的意义。

或许，林辉也是这样率真散性
的人。6年前，林辉执意将退伍后的
生涯在三清构建，也在工作之余把
山中寻遇的至美风光和山居经历的
幸福日常，通过网络“秀”出去。

2018 年，与林辉同龄的成都女
孩王巧丽，无意被他屏幕里的三清
山所打动。相似的性情、默契的灵
魂，在诗山画水的热情为媒下，于
云眉雾目的深情注视中，将一段山
中真爱绚烂演绎。2019 年 12 月 9
日，在海拔 1314米的女神峰下，林
辉将王巧丽幸福迎娶；而三清山管
委会为他们策划录制的“山盟海誓·
情定三清”婚礼更是广受关注。

三清山的故事，每一个都让人
为之动容。

作别三清时，已是近黄昏。晚
霞茵茵，青山隐隐，熏风习习。有
限的视野缓缓溶解于渐浓的山中暮
色。毋须多久，皎洁的山月会跳出
苍穹，璀璨的星辰会斑斓夜空，接
替白日将人间的梦想照亮，也将我
们的内心照亮。

此时，我更加领悟了“三清天
下秀”的内涵：“秀”的除了是一座
山的绰绝风姿，更是一座山的情深
意长，更是一群人的幸福日常。

上图：三清山风光

三清天下秀
程杨松 陈养青文/图

安徽省马鞍山市近年来加强长江生态环
境保护，通过长江东岸综合治理、渔民退捕
转产、聘用园区“环保管家”治污等一系列
举措，逐步修复长江岸线生态。

陈家圩长江风光带、滨江文化公园、滨

江生态湿地、薛家洼生态游园，如同一颗颗
绿色明珠，被长江马鞍山段23公里长的东岸
线串联起来。

图为马鞍山薛家洼生态游园春色。
王丽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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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渐浓，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天柱县渡马镇岩门村的百亩桃花在田野中
盛开。岩门村桃园始建于2016年，占地140多亩，种植桃树2000多株，花期15天左右。
每年桃花盛开时，有数千人前来观光，带动了当地旅游的发展。 陈光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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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