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腊八节是什么节日？ 1 月 13 日，我

参加了晚报小记者团组织的腊八节活

动，终于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

腊八节最早是祭祀的日子。《礼记·

月今》载：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

宗大割寺于公社及门，腊先祖五祀，劳衣

以休息之。 腊，猎也，即猎取禽兽用来祭

祀祖先。

活动开始后， 晚报资深记者聂老师

给我们讲解了做腊八粥的方法和食材，

分别是：糯米、红豆、莲子、红枣、白果、薏

米、花生、桂圆等，辅料可以是葡萄干、果

脯等，再加上冰糖或红糖，用十倍的水来

熬制就可以了。

聂老师说，红枣(早)、花生（生）、桂

圆（贵）、莲子（子）与“早生贵子” 谐

音，很多年轻夫妇结婚时，床上要摆放这

些东西，事后用来熬粥喝，以求好运。

在现场， 小记者团的老师还为我们

熬制了腊八粥，当活动结束的时候，满屋

都是粥香。 当老师说“可以喝了” 的时

候，大家欣喜若狂，跑过去排好队，领取

一杯热气腾腾、充满爱心的腊八粥，开心

地品尝起来，场面真是其乐融融啊！

这次腊八节活动真的很有意义，不

仅让我了解了节日的各种故事， 更重要

的是， 我与大家度过了一个开心愉快的

腊八节。

1 月 13 日是腊月初八， 最特

别的是，当天也是我的生日。 我和

其他小记者来到位于贵阳小十字

的报业大厦，听贵阳晚报资深记者

聂老师讲解腊八节的习俗，喝了腊

八粥，过了一个特殊的生日。

聂老师告诉我们，腊八节的由

来有几种说法，其中我最感兴趣的

是其中两个。其中一个由来是这样

的，传说在元朝末年，朱元璋带兵

打仗，没有饭吃，他十分饥饿，同伴

从老鼠洞里找到各种粮食，混在一

起熬了一锅粥，饥饿的朱元璋觉得

十分好吃，以后每逢这一天都要用

各种杂粮熬粥喝，时间一长，民间

跟着做，就形成了习俗。

另一个由来则是在南宋年间，

岳飞带兵打仗时，天寒地冻，官兵

粮食不济，挨冻受饿。 老百姓们纷

纷煮粥送来， 岳家军喝了千家粥

后，一举大败金兵。岳飞死后，百姓

为了纪念他， 每年腊八节这天，都

会煮粥分食。

腊八粥的食材很丰富，聂老师

说， 一般都有以下几种： 红豆、糯

米、莲子、红枣、花生、芝麻等。在熬

制的时候，水和食材一定要按一比

十的比例，这样熬成的粥才好吃。

活动当天，我们还举行了一场

腊八节诗词会，有好几个女生自告

奋勇上去了，但还差几个人。 老师

见无人举手便点名，当时我把头埋

得低低的，生怕老师点到我。 我转

过头看了一眼妈妈， 她对我说：

“去吧，别怕，勇敢挑战自我，相信

自己，你能行。 ” 我终于鼓起勇气

自告奋勇上台了，朗诵了一首关于

腊八节的古诗， 获得了大家的掌

声。

诗词会刚结束，腊八粥的香味

就弥漫了整个会议室，让人垂涎欲

滴。 老师分好腊八粥，让我们拿去

喝。 我赶紧跑过去，一碗又香又甜

的腊八粥就到手了，迫不及待地喝

了一口，真烫啊！ 真是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于是，我轻轻地吹了一口

气，小小地抿了一口，味道棒极了，

感受到五谷杂粮在口中回旋，香气

在口中弥漫，甜进心头。 这是个不

一样的腊八节， 更是不一样的生

日，让我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快乐。

1 月 13 日，正是农历腊月初八，

“过了腊八就是年” ，在这个特殊的日

子里，20 组贵阳晚报小记者家庭欢聚

一堂，听贵阳晚报资深记者聂俊讲述

腊八节的诗词、典故、习俗等传统文

化。 活动中，小记者们纷纷上台，朗诵

腊八节、腊八粥的诗词、童谣，一些家

长也登台，分享自己小时候过年的幸

福经历。

活动开始后，聂老师以幻灯片作

为辅助，讲述了腊八节包含和延伸出

来的诸多中华传统文化。 聂老师首先

提出问题：“你们知道吗，40 年前，中

国熟人见面怎么打招呼？ ” 小记者们

七嘴八舌地说：“你好！ ”“哈喽！ ”

“好久不见！ ”……当得知答案是“吃

了没有？ ” 时，小记者们表示万分惊

讶。

聂老师说， 这个打招呼的习惯和

吃成为各种节日的主题， 代表着几千

年来，中国人多灾多难，生存唯艰，直

到改革开放后，吃饱饭才不成问题。

话题一转， 聂老师开始讲解腊八

节的来历：腊月的腊，其实是打猎的意

思，过年熏的腊肉，就来源于古代中国

人年末打猎，准备祭祀的肉干。而熏腊

肉，原本并非是为了好吃，而是为了保

存肉食。腊八节喝腊八粥的习俗，有多

个传说，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佛祖释

迦牟尼在这一天悟道成佛， 二是南宋

时期的岳家军在这一天喝了百姓送来

的千家粥后，大败金兵。

腊八节流传了几千年， 甚至我们

熟悉的古代诗人也写了腊八节的诗，

比如杜甫写的《腊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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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腊八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 但是

贵州因为融入中原文化较晚， 过去一

直没有过腊八节的习俗， 只是在过年

时做腊八粥， 却只叫做八宝粥、 八宝

饭。听聂老师讲到这里，小记者和家长

们方才明白： 原来我们每年吃的八宝

粥、八宝饭就是腊八粥和腊八饭！

聂老师介绍了中国各地不同的腊

八粥食材，除了甜的，还有咸的，甚至

有的还加青菜和肉。 但是万变不离其

宗，总是有红豆或红枣，这是因为中国

人喜欢红色，认为红色为至阳，可以避

邪避祸。

聂老师告诉小记者们：“从古至

今，吃，一直是多灾多难的中国人生活

的主题。 欣慰的是， 四大文明古国里

面，只有中国历经磨难，延绵不绝，走

到今天，正迈向富强。这是因为我们的

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 能够与时

俱进。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去了解和

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 ”

在聂老师讲解的过程中， 一大锅

腊八粥也在“咕噜咕噜”冒着热气。聂

老师还告诉大家腊八粥的熬制方法，

等小记者们上台朗诵完诗歌， 腊八粥

也熬好了，大家围拢过来，分享甜蜜的

滋味。活动结束时，不少小记者和妈妈

商量，马上去采购食材，按照聂老师说

的方法和步骤，自己熬一锅腊八粥，让

家人分享过腊八节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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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年俗 迎新春”主题周末课活动举行———

腊八节吃腊八粥 感受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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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生日

陈睿文 实验三小五（3）班

腊八节

刘映作 实验二小五（9）班

1 月 13 日，我参加了贵阳晚报

小记者团的腊八节活动，过了一个

快乐的腊八节。

腊八节，俗称“腊八” ，即农历

腊月初八，古人有祭祀祖先和神灵、

祈求丰收吉祥的传统，一些地区有

喝腊八粥的习俗。 相传这一天是佛

祖释迦牟尼成道之日，称为“法宝

节” ，是佛教盛大的节日之一。

聂老师告诉我们，岁终之月称

“腊” 的含义有三：一曰“腊者，接

也” ， 寓有新旧交替的意思 （《隋

书·礼仪志》记载）；二曰“腊者同

猎” ，指田猎获取禽兽以祭祖祭神，

“腊” 从“肉” 旁，就是用肉“冬

祭” ；三曰“腊者，逐疫迎春” 。

除了告诉我们腊八节的由来，

聂老师还给我们讲了腊八粥的做法

以及用料，一般都用糯米 200克，小

红豆 100克，葡萄干、花生仁、莲子、

红枣、桂圆干、薏仁各 50 克，砂糖

300克，然后用十倍的水来熬制。随

后，我们还背诵了关于腊八粥的古

诗歌，大家准备得非常充分，让我大

开眼界。

最后，我们还亲自尝了老师为

我们熬制的腊八粥，真是香甜可口，

让人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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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晚报小记

者团， 了解

活动资讯

甜蜜腊八节

王汐萌 苗苗实验学校三（1）班

朋友们，腊八节那天，我们晚

报小记者来到报业大厦， 听聂老

师给我们讲解腊八节的由来和习

俗，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你们知道“腊”的本义吗？ 就

是打猎。 古代人有的靠打猎为生。

腊，即腊肉，以前人们捕到猎物，

肉吃不完就会坏掉， 为了方便存

放，就在肉上抹上盐及其他佐料，

这就成了腊肉。

腊八节这天， 最重要的活动

就是吃腊八粥，其实，平时我们吃

的八宝粥也是腊八粥， 它一般由

八种食材制成：糯米、小米、红枣、

桂圆、薏米、莲子、白果、红豆等，

有些地方也会根据自己的口感加

其他的食材， 当然冰糖是一定要

的。 煮出来的腊八粥又香又甜，味

道可好了，甜滋滋的！ 想想都让人

流口水！

现在擦干口水听好咯！ 腊八

的秘密和传说可不少呢！ 有个说

法是朱元璋在饥寒交迫之际，下

属从老鼠的洞里捡到一些五谷杂

粮煮在一起， 让他度过了艰难困

苦的一个夜晚， 而这一天刚好是

腊月初八，为了纪念这一天，在他

成为皇帝后，每逢此日，都会举行

祭祀或者发放八宝粥的活动。 还

有一说是纪念岳飞， 人们为了帮

助将士们对抗金军， 家家户户把

家里能吃的东西拿出来煮在一

起，岳家军吃了，军心大振，打败

了入侵的金兵，岳飞去世后，人们

仍在这天吃腊八粥纪念他。

最后，祝大家腊八节快乐，记

得要吃腊八粥哦， 吃了会让你的

生活更家甜蜜。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 ，1 月 13 日是一年一度的腊

八节，我与小记者团的老师、同学们一起

过腊八。

活动开始， 聂老师给我们讲解腊八

节的由来，有四个传说，其中一个是我最

喜欢的，相传南宋时期，岳家军在朱仙镇

对阵金兵，天寒地冻，官兵粮食不够，挨

冻受饿， 这时老百姓们纷纷拿出家中仅

剩的各种杂粮煮粥送给岳家军， 岳家军

饱餐千家粥后，大败金兵。岳飞被奸臣害

死后，百姓为了纪念他，每年腊八都会煮

粥分食。

接着， 聂老师又给我们讲解腊八粥

的做法， 其实腊八粥就是贵阳人常说的

八宝粥或八宝饭，是由八种材料做成的，

有糯米、红豆、莲子、红枣、白果、薏米、花

生、桂圆，辅料有葡萄干、芝麻、果脯、冰

糖或红糖。每个地方的做法不太相同，但

都大同小异，是一种香甜可口的粥。

为了营造节日氛围， 我们准备了一

些和腊八节有关的诗歌， 在舞台上与大

家分享。 聂老师和部分家长还给我们分

享了他们小时候过节的经历， 那时候虽

然物资匮乏，但是很幸福，很快乐。

整个课堂都是欢声笑语。 最后大家

一起分享老师现场煮的腊八粥， 可甜可

香了！

一起过腊八

杨丽锦 实验二小四（12）班

快乐的腊八节

柳致远 贵溪路小学五（3）班

每个小朋友都得到一杯香甜的腊八粥

聂老师给大家熬腊八粥

闻闻，腊八粥真香

领到稿费的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