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
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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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悦

大辽，时号契丹，位于今赤峰西拉
沐沦河和老哈河流域的农耕和游牧交
错地区。

辽政权前后延续 200 余年，疆土
面积“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
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

大辽的建立者秉持着开放包容的
姿态，虽然偏居中国北部草原，但是推
崇中原文化，重用汉臣。经过几代辽
政权统治者的大力倡导推行，辽统辖
下的中心地区学习汉文化已蔚然成
风。

尤其澶渊之盟后，“和平交往”成
为宋辽之间的主题。这时，辽政权迫
切需要营建一个新的都城，既用于接
待宋使，还用于满足辽效仿中原都城、
承唐比宋的愿景。

统和二十三年（1005），辽圣宗在
故奚王牙帐地开始兴建中京城。统和
二十五年（1007），历时三年，新都营
建完成，“号曰中京，府曰大定”，这里
也成为辽政权时期最重要的都城，并
成为众多宋使行程录、闻见记中着墨
最多的地方。

整体而言，中京城仿宋东京汴梁
城形制，分为皇城、内城和外城三个部
分，形成了一个比较规整的“回”字型
城市结构。且中京城与上京不同，有
着明显的城市中轴线，这条中轴线贯
穿皇城、内城和外城，使得中京市肆及
里坊对称分布于城的东西两侧。

辽中京外城规模宏大，根据考古
调查，其周长达到了 15.5 公里，据此与
辽政权其余四京相比，辽中京成为五
个京城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其外城的
城墙高达 6 米。

同时根据史料与考古发掘印证，
中京外城的南垣共开设 3 座城门，东
门为长乐门，西门为景昌门，正中为朱
夏门，其上建有楼阁。

朱夏门门后是一条宽约 64 米、长
1400 米的中央大街，向北可直达内城
的南门阳德门。中央大街遵循了中原
地区建筑城池的营造特点，路面中间
高、两侧较低，使路面不易积水，积水
可以直接流入两侧的沟渠。

中央大街的两侧为市坊建筑，东、
西各有 4 坊，坊与坊之间修有坊墙和
坊门，同时，各坊的命名无不遵循中原
汉地特色。

除了坊名，辽政权统治者在皇城
内殿的命名上也遵照儒学来命名，如：
昭庆殿、文化殿、武功殿等，既彰显了
辽政权统治者极高的文化修养，也方
便了宋使臣的传述。

宋遣辽使路振曾言“阊阖门有五
凤，状如京师”。据此可知，当时中京
城在建造上对于宋的仿制有很多。但
同时，中京城内也留有大片空地，方便
契丹族用于扎帐所用。可见中京城是
民族融合的典范，既保留了契丹本民
族的习俗特色，也在更大程度上反映
出辽上层者们慕华、仿华之心。

契丹族最初的生活状态是“畜牧
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
为家”。建国后，辽政权统治者向中原
学习先进的典章制度之余，还大力倡
导儒学，在地区设置官学教育机构。

尤其是中京地区，作为辽最重要
的都城，在教育上设置有完备的教育
体系，如国子监、中京学、州学等官方
教学机构，同时，民间也存在着大量私
塾等教学场所。

这些教育机构及教育理念逐渐改
变着契丹族雄勇尚武的民风。

到了辽圣宗后，很多契丹上层不
仅通晓史书，还以敦厚、贤达、修身、齐
家、治国作为人生追求目标。

辽兴宗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
“好儒术，通音律”；辽道宗曾感言：“吾
修文物，彬彬不异于中华。”

在由上至下的倡导下、由文化到
建筑的表现下、由思想到行为的转变
下，中原地区的汉文化与契丹的民族
文化在中京地区进行了充分融合，辽
中京城成为民族融合的典范。

金代辽之后，改中京为北京路大
定府，元又改名为大宁路，明时称大宁
卫。后因大宁卫的撤销，中京城渐渐
湮灭于荒野之中，史书难觅其踪迹。

虽然契丹所创建的辽政权早已退
出历史舞台，消失在茫茫历史长河中，
但是，它所营造的中京城却依然影响
深远。

中京城曾是民族融合和文化交融
的重要地区，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在
这里不断交融，各族人民在这里共同
创造出了灿烂文化，同时，它还沟通南
北，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见证。

辽中京城：
见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一言】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人特
有的时间知识体系，深刻影响着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产生活，
蕴含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
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为加强
中华传统文化中“二十四节气”的
宣传普及，推动社会各界进一步
认识“二十四节气”这一世界非物
质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增强文
化认同、文化自信，提升民族凝聚
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家园》版特推出“中国节气”系列
报道。 ——编者

开栏的话

谷雨意为“雨生百谷”，每年 4 月 20 日或
21 日，太阳到达黄经 30°时为谷雨，是春季
的最后一个节气。

古代将谷雨分为三候，“一候萍始生；二
候鸣鸠拂其羽；三候戴胜降于桑”，意思是谷
雨后降雨量增多，浮萍开始生长，接着布谷鸟
开始提醒人们播种了，然后桑树上开始见到
戴胜鸟。

顺应自然规律，每年谷雨前后，内蒙古中
西部地区一派繁忙景象。

“谷雨可以看作是全区主要农作物春播
阶段的标志。”内蒙古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高
级工程师武荣盛说，每年从 4 月中旬开始，全
区的玉米和马铃薯自西向东开始播种，我区
中西部地区进入大面积播种阶段。

武荣盛说，这个时候，河套灌区的小麦已
经播种的差不多了，玉米进入播种阶段，大

豆、马铃薯预计在 4 月下旬到 5 月上旬播种。
播种需要适宜农作物的气候条件。
据 内 蒙 古 生 态 与 农 业 气 象 中 心 监 测 ，

今 年 4 月 上 旬 ，我 区 农 业 气 象 条 件 呈 现
“ 温 高 雨 少 ，墒 情 较 好 ”的 特 点 ，利 于 农 业
生产。

旬内，我区麦播工作自西向东已全面展
开。春小麦在河套地区已播种完毕，鄂尔多
斯市、包头市和通辽市分别播种 6.3 万亩、
0.96 万亩和 5 万亩，其余地区零星播种。目
前，河套地区的春小麦已经进入出苗期。而
谷雨时节的天气平均气温在 10 度以上，非常
适合玉米和马铃薯播种。

“但是，也不排除倒春寒的可能。”武荣盛
说，强降温天气会导致温度偏低，影响农作物
播种作业，加之春天大风沙尘天气较多，不利
于大型机械作业。

谷雨之耕作：温高雨少 春播开始

雨生百谷始春播 寒消暖来顺天时
□本报记者 高瑞锋

□苏永生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
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 。这首朗朗上口的二十四节气歌一
直广为流传。特别是今年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倒计时二十四节气的唯美画面
以及描写节气的古诗，更加深了人们对
二十四节气的认识，加深了人们对其中
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喜爱。

二十四节气蕴藏着中国人洞察天
地的智慧，蕴含着生存智慧与生活哲
学，是先人立身处世的生活方式，是与
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
极具个性的科学和文化遗产。

寒来暑往、四季更替，春种、夏长、
秋收、冬藏，在人类与自然的长期抗争
中，我们的祖先寻找到了用二十四节气
来安排农事、安排生活的活动规律，由
此产生了相应的习俗文化和养生技巧。

在现实生活中，由节气产生的农谚、
养生方法等简单而又实用。比如“小满前
后，种瓜种豆”“处暑不出头，割了喂老牛”

“秋风凉，想亲娘，想向亲娘要衣裳”“寒露
百草枯”“立冬不使牛，强耕十垧地”⋯⋯
二十四节气及其文化，历经几千年沿用至
今，为人类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传统的节气依旧沿用，然而随着社
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节气逐渐习以为
常，除了与节假日有关的节气外，其他
的节气往往容易被忽略。尽管很多人
从小学开始就背诵过二十四节气歌，由
于没有了解节气的深刻内涵，久而久之
就会在忙碌中对节气逐渐淡化甚至遗
忘。特别是城市中的青少年，由于他们
缺乏农村生活的经历，与农事密切相关
的节气可能更不容易被记住。

对于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二十四
节气，我们不仅要了解它们的来源、作用、重
要意义，还要了解其中蕴含的丰富的传统文
化，更要保护、传承、弘扬这种文化。要利用
节气充分发挥现代高科技的作用，合理安排
农业生产，生产出更多优质高效的农产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按照节气结合现代医学
技术，合理安排人们的膳食、科学养生，增强
人民体质，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结合现代科
技手段宣传介绍普及二十四节气的相关知
识，增进人们对节气的了解，增强文化认同、
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

节气文化滋养生活

雨生百谷夏将至，4 月 20 日 10 时 24 分，迎来谷雨节气。
谷雨天，有暖意，但热未至，有凉风，但寒已消，正是不冷不热的时候。杏

花吐蕊，桃花争艳，青草露头，柳条抽芽，到了万物生长的最佳时节。
此时的内蒙古大地生机盎然，气候的温润提示着人们春播已经开始；春

末夏至的交接预示着新一轮生活节奏的开启；厚服换单衣，让人们在顺应自
然变换的轮回中，从情志到饮食也顺时发生着改变⋯⋯

谷雨时节，南方地区“杨花落尽子规啼”，
柳絮飞落，杜鹃夜啼，牡丹吐蕊，樱桃红熟。相
较于南方地区的姹紫嫣红，地处北方的内蒙古
地区谷雨时节另有一番风味，桃花粉杏花白，
满城街巷闻花香。

千百年来，在这天地赐予的各色美景美味
中，人们敬畏自然、感恩自然，并乐享其中，在
顺天应时的生活节奏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生
产生活习俗。

谷雨时节，渔民要进行海祭，以祈求海神
保佑出海顺利平安；茶农要摘“谷雨茶”，以辟
邪清火明目；“雨前香椿嫩如丝”，北方此时正
是食香椿的好时候；牡丹天姿国色，开在谷雨
前后，亦被称为谷雨花，“谷雨三朝看牡丹”从
古流传至今，谷雨赏牡丹是山东、河南、四川等

地人们闲暇时的重要娱乐活动。
在内蒙古，谷雨时节无牡丹，却有桃花灼

灼杏花夭夭，占尽了人间四月芳菲天的风流。
呼和浩特市土左旗察素齐镇古城村因谷

雨前后的灿灿繁花而为人所熟知。在去年举
办首届桃花杏花旅游踏青文化节的基础上，今
年 4 月 12 日，第二届文化节又在这里如期举
行，持续 10 天。

古城村有桃树、杏树、李子树 4000 多棵，
占地百余亩，家家户户房前屋后种满了各种果
木，远远望去，每家每户好似花屋般漂亮。每
年 4 月中旬，古城村的桃花、杏花、李子花竞相
怒放，村中芳香四溢，沁人心脾，落英缤纷。这
个时候的古城村，成了花的海洋、花的世界，吸
引了众多摄影摄像爱好者和游人前来创作采

风、观花赏景。
而谷雨时节的呼和浩特，街头的桃花美景

亦是随处可见，抬头入目，几步就有，转弯便
是。大片的桃林、杏林美景更是多不胜数、各
有姿态，公主府公园的桃花烂漫多姿，满都海
公园的桃花疏朗婉约，青城公园的桃花清丽脱
俗，内蒙古师范大学（盛乐校区）的桃花繁盛幽
静；乌素图的杏花洁白似雪，毫赖沟的杏花灿
若云霞⋯⋯在桃花、杏花旖旎的倩影中，人们
嬉戏、拍照、野炊、写生、读书⋯⋯尽享春季最
美的繁华。

“习俗是在经年累月、不知不觉中形成
的。谷雨前后赏桃花、杏花，已成了呼和浩特
人闲暇时最重要的乐趣。”呼和浩特市新城区
作家协会顾问高金贵说。

谷雨之习俗：敬畏天地 享受自然

【同心共筑中国梦·见证】

谷雨前后，呼和浩特地区春播正当
时。 本报记者 孟和朝鲁 摄

桃花烂漫多姿。 本报记者 程英军 摄

乌素图杏林美景乌素图杏林美景。。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磊王磊 摄摄

杏花娇羞开放杏花娇羞开放。。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怀特乌勒斯怀特乌勒斯 摄摄

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
千百年来，在与大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古

人总结出了四时气候变化和对人体精神活动
的影响。《黄帝内经素问直解》中说：“四气调神
气,随春、夏、秋、冬四时之气,调肝、心、脾、肺、
肾五脏之神态也。”

内蒙古营养健康管理协会副会长、国家公
共营养师邢彦春说，“四气”,即春、夏、秋、冬四
时气候;“神”,指人们的精神意志。四时气候变
化,是外在环境的一个主要方面；精神活动，则
是人体内在脏气活动的主宰，只有内在脏气与
外在环境取得统一协调,才能保证身体健康。

“谷雨后降雨增多，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加大，
依据《黄帝内经》，此时养生重在‘养阳气’，养肝、

健脾化湿。同时，春季空气中花粉毛絮飘散,还
需防过敏。”邢彦春说，春季伤害了肝气,到了夏
季就会发生寒病,这是因为人在春季养“阳气”不
足,到了夏季奉养“长气”力量不够所导致的。

邢彦春认为，谷雨时节养生应从精神调
养、起居调养、饮食调养三方面着手。

他说，春属木,与肝相应。肝主疏泄,在志
为怒,恶抑郁而喜调达。故春季养生,既要力
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要做到心胸开阔、乐观
愉快，并常去户外走走，陶冶性情，使自己的精
神情志与春季的大自然相适应，充满勃勃生
机，以利春阳生发之机；

在起居方面，要早睡早起，克服情志上倦
懒思眠状态,以助生阳之气升发；春季气候变

化较大,极易出现乍暖乍寒的情况,加之春季
人体腠理开始变的疏松，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
所减弱，所以,春季不宜顿去棉衣，特别是年老
体弱者,减脱冬装尤宜审慎,不可骤减；

春季阳气初生,宜食辛甘发散之品,而不
宜食酸收之味，适当食用辛温升散的食品,如
麦、枣、豉、花生、葱、香菜等,而生冷黏杂之物,
则应少食,以免伤害脾胃。

谷雨之养生：养阳保肝 戒怒忌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