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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话腊八
李金良

在我国古代， 四季和每个月都
有祭祀活动，名称也各不相同。 周代
把农历十二月的祭祀叫做“腊”，所
以十二月也被称为腊月。

腊八，农历腊月初八，又叫大腊
和腊日。“腊八” 本是佛教节日，据
“梦梁录”记载，腊月初八是释迦牟
尼的成道日。 释迦牟尼（约公元前
565———公元前 485 年），姓乔答摩，
名悉达多，释迦族人，是佛教的创始
人。 释迦牟尼是教徒对他的尊称，意
译为：“释迦族的圣人。 ” 相传他 29
岁时舍弃王族的富贵生活出家修
道，遍访名师，经过 6年的苦行，终于
在佛陀迦耶菩提树下成道。 这一天
佛寺里常常要念经，并取香谷、果实
等熬粥供佛，南宋诗人陆游在“十二
月八日步行至西村” 的诗里就提到
了“佛粥”这件事。 后来，民间也在这
一天做起这种粥，名为“腊八粥”。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今
天的腊八粥内容十分丰富， 有的用

各种米、豆、枣类一起熬制，有的甚至
添加了栗子、枸杞等，味道鲜美、营养
丰富，成为人们冬季舌尖上的一道美
餐。

腊八日不仅人们品尝腊八粥的
美味，有的地方还在早晨把腊八粥抹
在家里的枣树、梨树、苹果树上，传说
果树吃了腊八粥明年会多结果实。有
的地方还要把腊八粥让家里的鸡鸭
猪狗吃点， 据说禽畜吃了会除病免
灾。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 今
天腊八节早已淡化了原有的意义，
赋予了新的内容。 成为人们庆丰
收、庆新年的节日，“腊鼓鸣，春草
生”，也成了人们迎接春天的节日。
在这个日子里，让我们共同品尝腊
八粥的滋味，同时也让腊八粥的滋
味飘向森林、飘向大地、飘向江河，
让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让华夏民
族国强民富， 让伟大祖国繁荣昌
盛，蒸蒸日上。

奶奶的味道
赵春花

下午，同事造访，说她女儿腊八
节结婚，要我把我家喜事没有用完的
胸花给她。她还说很多准备结婚的新
人，把腊八节这一天定为吉日良辰。

她这么一说，我的记忆倏地被拉
回童年，想起了儿时的腊八节，想起
了和奶奶一起度过的腊八节。

腊八节留下的印象，就是到处天
寒地冻，出门时被奶奶裹得严严实实
的，蒙着厚围巾，穿着大厚袄，脚穿厚
棉鞋，恐怕冻着手脚。 奶奶不停地唠
叨：“腊七腊八，出门冻煞。 ”

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腊八的
谚语，像我们这儿最土而又妇孺皆知
的应该是熬腊八粥，腌腊八蒜，缕缕
炊烟中，伴随着家家户户飘出的浓郁
的腊八粥香味，年味随之而来。 忙碌
了一年的人们，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享受着腊八粥的美味，算着过年需要
的花销。

小的时候喜欢和一群伙伴走街
串巷看娶媳妇，而且还会跟在新娘花
轿后面，一蹦一跳地齐声喊着：“腊八
日，娶傻妮，傻妮戴着破笊篱。 ”

难道腊八节结婚的，都是傻闺女
吗？ 我仰着脑袋问奶奶，奶奶嗔怪地
用指头点着我的额头：“傻闺女！ ”我
不敢再问。 至今不知为何要那样喊
叫，只觉得有意思罢了。

每当腊八节来临，奶奶用漏风的
牙齿，拉着长嗓念歌谣：小孩小孩你
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
餐，稀里哗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
二十四, 扫房子; 二十五, 做豆腐;
二十六, 煮煮肉; 二十七, 杀年鸡;
二十八, 把面发; 二十九, 蒸馒头;
三十晚上玩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结婚后， 我每年要做腊八粥、腌
腊八蒜的。 有时候特忙,要值班，没顾
上熬腊八粥，晚上值班回来，从门口
食品门市买了几袋醋，匆匆忙忙地剥
些蒜，以待大年初一吃饺子时，就着

通身碧绿的腊八蒜，那简直是一种色
味兼备的时尚享受。

记忆中过腊八节， 非常有意思。
进入腊月年味越来越浓，腊八节是春
节前最隆重的节日。我们都盼望着过
腊八节，每到这一天，就渴望喝香喷
喷的腊八粥。 奶奶做一家八口人的
饭，尽管经济条件差些，但心灵手巧
的她能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

腊月初七奶奶就开始准备了，先
把料备好，大米、小米、红枣、杏仁、麦
仁、豇豆、绿豆、红豆、黄豆、花生仁等
等，家里只要能够找到的，都要事先
放在一个盆子里泡软，然后放在锅里
温火慢炖一黑夜， 到第二天早起，一
锅香喷喷烂糊糊的腊八粥就熬成了。
我们姐弟四个早已按捺不住肚子里
的馋虫，哈喇子早流了三尺了，两眼
直勾勾的瞪着锅里，等着奶奶往碗里
盛。

我们家的家法很严，吃饭必须长
幼有序。每顿的第一碗饭都要先盛给
德高望重的爷爷吃，然后给干重体力
的父母吃， 这以后才轮到我们姐弟，
奶奶吃在最后。我们四人端着香气诱
人的腊八粥，舀一勺，细细的在嘴里
品尝，那糯米香直灌肺腑，沁人心脾，
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奶奶在一旁看着
我们馋馋的样子， 还有满嘴边的糊
糊，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那种满足
与高兴至今历历在目， 仿佛就在昨
日。 等我们吃完后，奶奶才把锅里的
剩糊糊，用铲子刮起，算作一顿早餐
和对节日的交代。

年复一年， 腊八节几乎都是这
样过的， 盼望着腊八节， 盼望着品
尝腊八粥。 长大后， 吃过很多种腊
八粥， 还有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八宝
粥， 味道就是没有奶奶熬制的八宝
粥地道， 原因是这里面掺杂着一种
特殊的配料， 那就是永远的亲情和
奶奶的味道。

文人与腊八粥
梁惠娣

腊八节又到了， 又闻到浓郁的腊八
粥香。 在这个馨香弥漫的节日里， 读闲
书，品粥香，是最惬意的事，读到文人与
腊八粥的轶事，令人感觉别有一番兴味。

读有关胡适的传记，里面说到，每逢
佳节， 其妻江冬秀都要按照家乡的风俗
来过节日。 江氏还擅长做腊八粥，她做的
腊八粥美味香浓，所以胡适非常爱吃。 有
一次他与程仰之打赌吃腊八粥， 看谁吃
得多，结果是胡适赌输了。 读后令人不禁
会心一笑， 这是一段文人与腊八粥的佳
话。

梁实秋在散文《粥》里说“腊八粥是
粥类中的综艺节目”。 他在文中这样描写
熬腊八粥的场景：“我小时候喝腊八粥是
一件大事。 午夜才过，我的二勇爹爹就开
始作业， 搬出擦得锃光大亮的大小钢锅
两个，大的高一尺开外，口径约一尺。 然
后把预先分别泡过的五谷杂粮如小米、
红豆、老鸡头、薏仁米，以及粥果如白果、
栗子、胡桃、红枣、桂圆肉之类，开始熬
煮，不住地用长柄大勺搅动，防粘锅底。
两锅内容不太一样，大的粗糙些，小的细
致些，以粥果多少为别。 此外尚有额外精
致粥果另装一盘，如瓜子仁、杏仁、葡萄
干、红丝青丝、松子、蜜饯之类，准备临时

放在粥面上的。 等到腊八早晨，每人一大
碗，尽量加红糖……”在这篇文章中，煮
腊八粥的材料以及人们熬腊八粥、 吃腊
八粥的热闹情景跃然纸上。

作家王蒙写过一篇散文《我爱喝稀
粥》，里面是这样写腊八粥的：“至于每年
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
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
大成者。 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
的粮食堆成尖’。 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
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 腊八粥兼收并蓄，
来者不拒， 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黍
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粮米赤豆芸豆绿豆花
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
杏杜莲子以及其他等等， 均溶汇于一锅
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
时则生天下粮食干果尽入吾粥， 万物皆
备于我之乐， 喝下去舒舒服服、 顺顺当
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
农之心。 ”读这段文字，感觉一气呵成，酣
畅淋漓， 让人顿觉仿佛喝了一碗热腾腾
香喷喷的腊八粥一样身心温暖舒畅。

腊八节喝腊八粥， 是我国传承下来
的最传统、最讲究的习俗。 文人笔下的腊
八粥，更透着浓浓的情意，值得我们细细
品，慢慢读。

第一天上班
郭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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