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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秋雨一场凉。进入 10 月，几场蒙蒙
细雨送来了丝丝凉意。秋风斗气，毫不犹豫的
吹散了氤氲。秋高气爽，残叶飞落，稚嫩的麦苗
又染绿了凄凉的田野，新的希冀在落幕的金黄
中复出。艳阳高照，心情灿烂。重阳节来了!

我国传统文化闻名世界，民间节日盛多，
每一个节日都有一个或神秘或凄惨或美丽的
传说。

农历九月九日，就是传统的节日之一。
重阳佳节，寓意深远，古老的《易经》中把“六”
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
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九
九重阳，因为与“久久”同音，九在数字中又是
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季也是
天高气爽、硕果累累、菊花盛开、丹桂飘香，一
年收获的黄金季节。先民们于是有了赏菊闻
香、登高望远的雅兴。

综上所述，古人认为九月九日是“吉祥数
字”，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于是，“重
阳”便顺理成章成为一个寓意吉祥长寿的好
日子。

关于重阳节的起源，据史料记载，最早可
以推到汉初。

据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九日，都要佩
茱萸，食蓬饵、饮菊

花酒，以求长寿;汉高祖刘邦的爱妃戚夫
人被吕后惨害后，宫女贾某也被逐出宫，将这
一习俗传入民间。自汉代起，民间逐渐形成
重阳日饮菊酒、吃花糕、插茱萸和登高祈福的
浪漫习俗，重阳于是成为思念亲人、孝敬长辈
的节日。

古代，民间在重阳节有登高的风俗，所以
重阳节又叫"登高节"。

相传此风俗始于东汉。唐人登高诗很
多，大多数是写重阳节的习俗。杜甫的七律

《登高》，便是写重阳登高的名篇。登高所到

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爬高山、登高
塔。

一些地方还有吃“重阳糕”的习俗。讲究
的重阳糕做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有两只
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
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

“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用小红纸旗代替
茱萸。

关于在重阳节登高望远，民间还有一个
传说。

相传东汉时期，汝河有个瘟魔，只要它一
出现，家家就有人病倒，天天有人丧命，这一
带的百姓受尽了瘟魔的蹂躏。

一场瘟疫夺走了恒景的父母，他自己也
差点儿丧了命。恒景病愈后辞别了妻子和乡
亲，决心访仙学艺，为民除掉瘟 。恒景访遍名
山高土，终于打听到东方一座最古老的山上
有一个法力无边的仙长，在仙鹤指引下，仙长
终于收留了恒景，仙长教他降妖剑术外，又赠
他一把降妖剑。恒景废寝忘食苦练，终于练
出了一身武艺。

这一天仙长把恒景叫到跟前说：“明天九
月初九，瘟魔又要出来作恶，你本领已经学
成，应该回去为民除害了。 ”仙长送了恒景一
包茱萸叶，一盅菊茯酒，并且密授避邪用法，
让恒景骑着仙鹤赶回家。

恒景回到家乡，初九的早晨，他按仙长的
叮嘱把乡亲们领到了附近的一座山上，然后
发给每人一片茱萸叶，一盅菊花酒。中午时
分，随着几声怪叫瘟魔冲出汝河，瘟魔刚扑到
山下，突然吹来阵阵茱萸奇香和菊花酒气。
瘟魔戛然止步，脸色突变，恒景手持降妖
剑追下山来，几回合就把温魔刺死剑
下，从此，九月初九登高避疫的风
俗年复一年地传下来。

自古以来，人们对重阳
节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
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

诗词佳作。重阳节的人文

精神在历代文人的登高赋咏中走向极致。
“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在重阳节滕王阁
聚会上写下不朽名篇《滕王阁序》，其《蜀中
九日》写得尤为传神：“九月九日望乡台，他
席他乡送客杯。人情已厌南中苦，鸿雁那从
北地来。 ”李白的佳作更胜一筹：“昨日登高
罢 ，今 朝 再 举 觞 。 菊 花 何 太 苦 ，遭 此 两 重
阳。 ”南宋词人李清照的《醉花荫》千古传
唱：“薄雾浓云愁永昼，瑞脑销金兽。佳节又
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
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
比黄花瘦! ”一曲《醉花荫》，将苦苦思念郎君
的一代才女借酒消愁之状，刻画得淋漓尽致。

我国的传统节日大多与人文精神有关，
重阳节更不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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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诗人王维这首脍炙人口的《九月九
日忆山东兄弟》早已为妇孺皆知，它生动演绎
了重阳日作者“倍思亲”的骨肉深情。

相对而言，现代人由于社会、经济、交通和
信息的逐渐发达，更因思想观念的更新，重阳思
亲的方式与内涵，从意义到气度上，都有了质的
飞跃。伟人毛泽东写于 年 10 月的名篇《采桑
子·重阳》，堪称典范：“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
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
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
霜。 ”领袖的这首词，脱尽古人悲秋的窠臼，一
扫衰颓萧瑟
之

气，以壮阔绚丽的诗境、昂扬振奋的豪情，唤起
人们为理想而奋斗的英雄气概和高尚情操，独
步诗坛。词中“人生易老”与“天难老”，寓意深
刻，别有洞天之笔。一有尽，一无穷;一短促，一
长久;一变化快，一变化慢。异中有同，同中有
异，既对立又统一。立足于对宇宙、人生的情理
并茂的认知和深刻理解的高度，揭示了人生真
谛和永恒的真理，具有极强的审美启示力。

“九一八”事变后，大画家齐白石正在北
京，重阳那天友人约他共登西山，眼看东北沦
陷，白石哪有闲情逸致？便就近登上宣武门，
看到周围炊烟四起，心中不免波涛翻滚，脱口
咏出“莫道天塌无人撑，犹峙西山在眼前。 ”
的诗句，表达对祖国未来的坚定信念。

斗转星移，重阳节不断被赋予新的含
义。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议重阳节为“五老”
祝寿，并赋诗抒怀。1989 年，我国正式将重阳
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使
重阳的人文精神进一步普及与升华，成为尊
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

每逢这一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
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
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或
开展寓愉悦身心于娱乐之中的文体活动，让
身心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

看今重阳之际，天朗气清，满山彩霞，遍
野云锦，一望无际，铺向天边，这瑰丽的景色
难道不“胜似春光”么？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时间如流水，岁月不饶人。才记得当年自

己活跃在尊老敬老，节日慰问老人的行列，如今
却已进入被慰问的名单。

老年人的今天，就是中年人
的明天。愿全社会珍惜

重阳节、重视老人节，
用重阳日源远流长

的人文关怀，推动
精 神 文 明 与 和
谐 社 会 的 发
展。

闲话重阳节
□沈 龙

金风飘菊香千里

叶落山瘦

浓浓乡情人精神

解了心愁

重阳敬老成时尚

一杯醇酒黄昏后

晨起登高舒心目

蜂蝶簇拥舞长袖

秋风送来声声问安

笑靥如花临风翘首

情真意切语未休

携壶共酌酒润喉

歌声悠扬鸟和唱

心曲激荡琴弦弹奏

九九重阳节感恩

暖上心头

重阳感怀
□萧 山

节逢重九海门外，

家在五湖烟水东。

还向秋山觅诗句，

伴僧吟对菊花风。

重 阳
□赵 嘏（唐代）

过完了中秋过完了中秋，，重阳节就快到了重阳节就快到了。。夜幕降夜幕降
临临，，幽风拂面幽风拂面，，记忆的长河恰似一江春水在记忆的长河恰似一江春水在
我心弦萦绕我心弦萦绕，，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页其中最刻骨铭心的一页，，始终始终
属于我的母亲属于我的母亲!!

母亲一生勤劳母亲一生勤劳、、俭朴俭朴、、正直正直、、善良善良，，为了为了
儿女不舍得吃穿儿女不舍得吃穿，，她的美德一直在激励和鞭她的美德一直在激励和鞭
策着我们去勤奋工作策着我们去勤奋工作，，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她的育儿她的育儿
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经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精神财富，，让她让她
的子子孙孙受益无穷的子子孙孙受益无穷。。

做人要孝顺做人要孝顺。。奶奶有六个儿女奶奶有六个儿女，，父亲是父亲是
老大老大，，奶奶家很穷奶奶家很穷。“。“我们有的我们有的，，老人要先有老人要先有
…………””母亲始终用行动执着她的信念母亲始终用行动执着她的信念!!小时小时
候候，，每到周末母亲买些好吃的东西带着我和每到周末母亲买些好吃的东西带着我和
哥哥一起回老家看哥哥一起回老家看奶奶爷爷奶奶爷爷，，有时父亲出差有时父亲出差
回来带一些回来带一些““稀罕物稀罕物””儿儿，，像葡萄干像葡萄干、、香蕉等水香蕉等水
果果，，母亲总是先挑一些好的给奶奶爷爷送母亲总是先挑一些好的给奶奶爷爷送
去去。。特别是过年特别是过年，，母亲办年货都要准备两份母亲办年货都要准备两份，，
炸鸡块炸鸡块、、炸鱼块炸鱼块、、炸藕块炸藕块、、炸豆角炸豆角、、炸馍丸子炸馍丸子，，
样样都得给奶奶家送去样样都得给奶奶家送去。。有一年的腊月二十有一年的腊月二十
九雪下得特别大九雪下得特别大，，母亲让哥哥步行十几里把母亲让哥哥步行十几里把
年货给奶奶送去年货给奶奶送去，，由于雪大路滑由于雪大路滑，，哥哥身上被哥哥身上被
摔的青一块紫一块摔的青一块紫一块。。母亲就是这样母亲就是这样，，始终用始终用
她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我们要孝敬父母她的实际行动来教育我们要孝敬父母，，尊敬尊敬
长辈长辈。。我们结婚成家后我们结婚成家后，，母亲又教育我们要母亲又教育我们要

孝敬爱人的父母孝敬爱人的父母，，要善待爱人的家人要善待爱人的家人。。
做人要节俭做人要节俭。。母亲一生勤俭持家母亲一生勤俭持家，，精打精打

细算细算，，即使在过去最艰苦的年代即使在过去最艰苦的年代，，母亲也想母亲也想
方设法变着花样给我们改善生活方设法变着花样给我们改善生活。。做馍时做馍时
母亲把白面和杂面铺成两层做成花卷母亲把白面和杂面铺成两层做成花卷，，既好既好
看又好吃看又好吃。。母亲做的馍团更好吃母亲做的馍团更好吃，，母亲把玉母亲把玉
米面拌着葱花在锅里炒炒做成陷米面拌着葱花在锅里炒炒做成陷，，外面用红外面用红
薯面裹着上锅蒸薯面裹着上锅蒸，，蒸熟的馍团吃起来特别蒸熟的馍团吃起来特别
香香。。母亲的手很巧母亲的手很巧，，常把她过去的衣服经过常把她过去的衣服经过
修改修改，，在胸前或裤边绣一些小动物在胸前或裤边绣一些小动物、、花草样花草样
式的图案式的图案，，穿在身上很好看穿在身上很好看，，同学们都羡慕同学们都羡慕
我穿的衣服漂亮我穿的衣服漂亮。。相比之下相比之下，，那个艰苦年代那个艰苦年代
我们吃的穿的都比别人家的孩子强我们吃的穿的都比别人家的孩子强。。受母受母
亲的影响亲的影响，，我们长大后也很俭朴我们长大后也很俭朴，，从不与别从不与别
人比吃穿人比吃穿，，摆阔气摆阔气，，而是能节省者皆节省而是能节省者皆节省。。

做人要感恩助人做人要感恩助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滴水之恩当涌泉相
报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母亲教也是母亲教
育我们做人的原则育我们做人的原则。。她时常告诉我们她时常告诉我们，，一个一个
人只有抱有一颗感恩之心人只有抱有一颗感恩之心，，才能孝敬父母才能孝敬父母、、
善待亲朋善待亲朋、、回报社会回报社会。“。“帮助别人也是一件乐帮助别人也是一件乐
事事。”。”这是母亲帮助别人时常说的一句话这是母亲帮助别人时常说的一句话。。母母
亲很热心肠亲很热心肠，，我小时候耳闻目睹了母亲帮助我小时候耳闻目睹了母亲帮助
一个残疾孤儿的感人事迹一个残疾孤儿的感人事迹。。邻村一个残疾孤邻村一个残疾孤
儿与老奶奶相依为命儿与老奶奶相依为命，，生活很困难上不起生活很困难上不起

学学。。母亲就经常帮助他母亲就经常帮助他，，给他送钱给他送钱、、送衣服送衣服、、
送吃的送吃的，，一直资助他上到初中毕业一直资助他上到初中毕业，，又托人在又托人在
工厂里给他找份工作工厂里给他找份工作，，帮他娶上媳妇帮他娶上媳妇。。他也他也
很感激母亲很感激母亲，，逢年过节不忘来看看母亲逢年过节不忘来看看母亲。。

母亲是个心直口快母亲是个心直口快、、心胸宽广心胸宽广、、遇事想得遇事想得
开的人开的人。。她很知足她很知足，，经常乐呵呵的经常乐呵呵的，，母亲有心母亲有心
脏病脏病、、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糖尿病、、高血脂等多种疾病高血脂等多种疾病，，特特
别是心脏病很严重别是心脏病很严重，，经常发作经常发作，，去北京阜外医去北京阜外医
院做手术院做手术，，因母亲的病情复杂医生都不给做手因母亲的病情复杂医生都不给做手
术术，，建议保守治疗建议保守治疗，，全家人都很担心全家人都很担心。。可母亲可母亲
对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担心害怕对自己的病情一点也不担心害怕，，还是乐呵呵还是乐呵呵
的的。。母亲去世时母亲去世时，，脸上的表情很安详脸上的表情很安详，，象睡着象睡着
一样一样，，没有丝毫的痛苦没有丝毫的痛苦。。听父亲说听父亲说，，在北京看在北京看
病时病时，，母亲的心脏血管有母亲的心脏血管有77处堵塞且很严重处堵塞且很严重，，医医
生说母亲最多能活一年多的时间生说母亲最多能活一年多的时间，，因母亲心态因母亲心态
阳光生命又多延续了阳光生命又多延续了44年年。。

九月九九月九，，重阳久重阳久!!在这特别的日子在这特别的日子，，就让就让
这一页孤舟承载着我的哀思与祈祷这一页孤舟承载着我的哀思与祈祷，，告慰母告慰母
亲在天之灵亲在天之灵。。让我们感谢这个传统的节日让我们感谢这个传统的节日，，
让我们更加思念亲人让我们更加思念亲人，，更加珍惜更加珍惜、、善待每一善待每一
位老人位老人;;更加哀思我们祖祖辈辈的先人和已更加哀思我们祖祖辈辈的先人和已
过世的亲人过世的亲人，，送去我们对他们深深的怀念和送去我们对他们深深的怀念和
问候问候。。节日来临之际节日来临之际，，让我们祝福天下老人让我们祝福天下老人
节日愉快节日愉快，，身体健康身体健康，，幸福永远幸福永远!!

重阳忆母亲
□佚 名

草萋萋，雨催凉，一袭北风去忧伤;
枝弯弯，果飘香，一秋收获添欢畅。

——题注

最美是重阳，美在一份思念。
在诗人王维的笔下，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

人”的场景，已定格成对亲人无尽思念的浓浓愁绪。即使真
的分离，那份殷殷的牵挂和深深的思念还是可以隔着遥远
的距离传到亲人的身边。

重阳节，这份思念，如花般绽放，美艳动人。
最美是重阳，美在一份景致。
农历九月还有着一个美好的名字，叫“菊月”。放眼望

去，漫山遍野金灿灿的菊花绽芬吐翠，傲霜怒放，彰显出生
命的坚贞与高洁。她那昂首的姿态，使风霜不再肆虐，让大
地变得分外迷人。

重阳节，这份景致，如菊般傲霜，美好可人。
最美是重阳，美在一份孝心。
这一天，游子把大包小包的情感从旅途的行囊中掏出，

与父母一同分享，酒杯里溢出的醇香，早已弥漫在老屋外不
甘寂寞的桂花树上。秋阳中，父母爽朗的笑声，已摆在院落
的中央，幻化成最美好的食品，映照出他们菊花般璀璨的舒
心。

重阳节，这份孝心，如小溪般流淌，叮咚回响。
最美是重阳，美在一份诗酒情怀。
这一刻，菊花酒摆放在桌前，咏菊诗回响在耳畔。那是

“但将酩酊酬佳节，重阳独酌杯中酒”的无奈；那是“待到重
阳日，还来就菊花”的等待；那是“战地黄花分外香”的美景；
那是“抱病起登江上台”的忧思……那些温暖的、豪迈的、多
情的诗句尽在耳边，将人们一颗颗柔软的心濡染得莹润浑
厚。那象征延年益寿的菊花酒，将人们灿烂的脸庞映照得
如花般动人。

重阳是最美的节日
□三 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