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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世瞩目的北京冬奥会

开幕式上，用二十四节气做倒

计时，将世界体育盛会牢牢打

上了中国符号，可谓独具匠

心。开幕式那天，时值立春，整

台演出生机盎然。那“燕山雪

花大如席”，营造出“千树万树

梨花开”的诗意，传递出“忽如

一夜春风来”的讯息。一年之

计在于春，立春开启了二十四

节气的序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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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节气将天文、物候、农事

和民俗完美结合，蕴含着中华

民族悠久的文化内涵和古老

智慧，流传千年而不衰。在建

设生态美丽、富强文明中国的

今天，我们要推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让二十四节气“活”起

来，在新时代大放异彩，照耀

我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启迪

我们的智慧。

把农耕文明植入现代农

业，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二十四节气与农耕文明休戚相

关，农民借助于节气，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将一年定格到

耕种、施肥、灌溉、收割等农作

物生长收藏的循环体系之中，

将时间和生产、生活定格到人

与天道相应乃至合一的状态。

古人创造了丰富的农事谚语。

如“立春天渐暖，雨水送肥忙”

“到了惊蛰节，锄头不停歇”“小

满前后、种瓜点豆”等。正是有

这些智慧的指引，中华民族创

造了举世公认的传统农业辉

煌。在新时代，二十四节气蕴含的农耕文

明智慧和理念，对发展现代农业，实施乡

村战略仍具有借鉴和推动作用。乡村振

兴的目标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

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

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二十四节

气中的古老智慧和创造力，不仅可应用于

涉及农业水、土、光、热以及作物的种植、

管理、收获、存储等环节的大数据，而且根

据其涉及的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民间表

演等内涵，不断充实内容，适应新的生活

方式，使其充满活力，助力乡村振兴。这

样不仅有利于农村人口就业，发展乡村经

济，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二十四节

气的全面体验，有利于感悟民族文化和民

族精神，把生活的趣味性与精神境界的提

高有机结合，以此推动村风民风的好转和

乡村文明程度的提高。

把天人合一应用于衣食住行，提升人

民的精气神。二十四节气中的天人合一是

不违天时、顺道而行的重要法则，人们只有

顺应自然的变化及时调节自己，按照日月

星辰的运行规律，使自己的生活节律与自

然同步，才可以健康益寿。如立春食春饼、

咬春习俗既是品尝春天时蔬，又是迎接春

天的到来。清明春光明媚，桃红柳绿，踏

青、放风筝、荡秋千、戴柳插柳等一系列风

俗活动既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夏至妇

女们互赠折扇、香囊、脂粉等物，用来纳凉、

除汗臭、防生痱子，等等。要用现代形式、

通俗易懂地将二十四节气习俗普及到我们

的日常生活中，提升生活质量。现在不少

年轻人都对二十四节气很感兴趣，他们把

节气文化融入美食、音乐、舞蹈以及家居设

计之中，让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

使中国文化以全新姿态展现于世界面前。

传统文化既浸润着百姓的生活，也滋养着

我们的精神。

把消疾渡厄理念引入防疫治病，增强

人民体质。二十四节气中含有古人“顺应

四时，效法自然”的养生理念和“消疾渡厄，

防病防衰”的基本思想。明代医学家张景

岳指出：“春应肝而养生，夏应心而养长，长

夏应脾而养化，秋应肺而养收，冬应肾而养

藏。”说明了人体五脏的生理活

动只有适应四时阴阳的变化，

才能与外界环境保持协调平

衡。反之，如不能顺应四时阴

阳的变化，人体节律就会因紊

乱而受扰，抗病能力和适应能

力就会下降。司马迁曾指出：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

地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纲

纪。”因此人们应该懂得如何来

适应气候的变化，有效地保养

身体，防御疾病的侵害。古人

在二十四节气中还寄托着祛病

驱邪、向往太平安宁的美好愿

望，形成了很多驱邪防疫的民

俗。如惊蛰后万物复苏，冬眠

的爬虫走蚁应声而起，各种细

菌和病毒活跃起来，加上空气

又特别干燥，容易造成疾病流

行，古人在惊蛰节有撒蜃炭与

石灰消毒的习俗。远古时期人

们就将蜃壳烧成灰（蜃炭）用以

预防疾病。孙思邈《千金月令》

记载：“惊蛰日，取石灰糁门限

外，可绝虫蚁。”谚语说：“立秋

以后吃西瓜，不用花钱把药

抓。”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

西瓜不仅“消烦止渴，解暑热”，

而且“宽中下气，利小水，治血

痢，解酒毒，治口疮”。处暑是

万物成熟之时，气候宜人，历经

酷暑折磨的人们食欲大增，是

秋季进补的好时节，古人根据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中医

理论，提出处暑应食用寒温之

性不明显的平性滋补食品。

让二十四节气“活化”在民

俗演艺中，丰富人民的文化生

活。二十四节气，充满了浓郁

的中国文字之美，从二十四节气的名称字

面上看，典雅、含蓄、简洁、概括性强，以最

少的文字、最美的语言，来记录和叙述内

在的精神，营造出隽永的文化意象，让人

想到丰富多彩的大自然、悠然诗意的生

活。在几千年的薪火相传中，二十四节

气形成了形式多样、博大精深的民俗文

化。中华民俗是炎黄子孙沟通情感的纽

带、彼此认同的标志、规范行为的准绳、

维系群体团结的黏合剂，是世世代代锤

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在民俗中凝聚着

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精神、民族的文化创

造、民族的真善美。近年来，各地围绕这

些民俗文化编排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

将二十四节气融入旅游、美食、演出、产业

等领域中，在活态传承二十四节气文化上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如北京民俗博

物馆围绕“节日、节气、节令”做好传统文化

的活态传承工作，历时3年时间，创作编排

了《二十四节气》大型系列民俗文化表演节

目，由24个单元组成，包含了原创作品

168部和193段剧情文学，题材地域涵盖

祖国东西南北，年代从春秋战国到唐宋元

明清，其中12个少数民族的节气习俗更是

风格迥异、锦上添花。演出时间跨度为一

年，以现实的节气日期为节点，在每个节气

当天举办该场次的剧目演出，由传统舞蹈、

情景诗、舞蹈、歌曲联唱、独唱等方式展示

中华传统节气的文化精髓。

让二十四节气走进校园，弦歌不辍，薪

火相传。二十四节气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应走进中小学课

堂和幼儿园，让幼儿园的孩子们像背诵《三

字经》那样背诵《二十四节气歌》，激发他们

的探究兴趣。在中小学课程中，要融入中

华传统文化内容，以培养学生们的爱国主

义精神和情感。因此，挖掘“二十四节气”

的教育价值并应用于学校的传统文化教育

中，成为培养孩子认知自然万物的时间坐

标，使其了解遵循这些规律才能做到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

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愿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之瑰宝二十四节气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传承，始终充满生机和活力，

焕发时代光彩。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二十四节气倒计
时惊艳开场，每一个节气，都对应了一句
诗词或谚语，再一次向世界普及了中国
文化，突显了二十四节气的当代价值。

其实，自 2016 年 11 月“二十四节
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
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作名录以来，二十四节气的保护和
传承就成为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点问
题。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历法的重
要内容，长期以来在国计民生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是国家行政和举办重大礼仪
活动的时间准绳，是农业生产的指南针，
也是日常生活的方向标。但二十四节气
毕竟是生发、发展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
的一套时间知识体系和实践，当今天人
们步入现代工业社会，甚至后工业社会，
二十四节气还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吗？

事实上，尽管时移世易，现代社会
发生了重大变迁，二十四节气当前所
处的环境与它所生发的环境十分不
同，这给二十四节气的生存提出了挑
战，也使二十四节气的传统功能弱化，
但二十四节气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
意义。具体而言，节日的当代价值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二十四节气传承久远，播布

广泛，文化形式多样，文化内涵丰富，贯

穿着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遵循着顺天

应时、循时而动的法则，反映着中华民

族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深刻理解：人

是万物之灵，又是自然之子。尊重生命
节奏，遵循自然规律，根据自然界的变
化、时间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循
时而动，以合时宜，并充分利用自然之
物，实现自身之圆满。比如春天是天地
和同、草木萌动的季节，“一年之计在于
春”，人们就要循时而动，及时播种，不
误农时，且顺应“春生”的特点，不用母
畜作为祭品，不砍伐树木，不捣毁鸟
巢，不杀害幼虫、已怀胎的母畜、刚出
生的小兽、正学飞的小鸟，不捕捉小兽
和掏取鸟卵，等等。这些符合时宜的
活动都有利于万物生长，天人和谐。
这种理念在全球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可持续发展遭遇危机的当今，凸显出
普遍意义和共享价值。

第二，仍然具有时间表记和时季

转换的提示意义。二十四节气与现在
国际上通行的公历一样，都是太阳历，
也因此，它和公历的日期基本对应。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公历和中国传统历
法并行、公历为主的历法，对二十四节
气的标注和使用，意味着中国在与世
界节奏保持一致的同时，又保留了自
己的特色和元素。不仅如此，二十四
节气的名称本身即将时间的流转与气
候、物候的变化相关联，其中有8个反
映了季节变化，（即二分二至和四立）；
5个反映了温度变化（即小暑、大暑、处
暑、小寒、大寒），7个反映了降水变化

（即雨水、谷雨、白露、寒露、霜降、小
雪、大雪），4个反映了物候变化（即惊
蛰、清明、小满、芒种），因而具有鲜明
的时季转换的提示意义，这是公历所
不具备的特点和优势。

第三，仍然可以发挥指导农业生

产的作用。我国当前正在经历快速的
城市化，城镇化率2015年已达56.1％，
未来一段时间将继续保持较高的城镇
化速度，但是中国仍然是农业大国，农
业生产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基本的物
质生产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尤
其近来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将三
农工作置于党和国家工作中的重中之
重，这使二十四节气在指导农业生产
方面仍然大有可为。长期以来，我国
各地民众因地制宜，生产出符合本地
特点、具有本地特色、发挥本地优势的
节气文化，尤其数量众多的节气谚语，
是经验和智慧的结晶，对于指导农业
生产仍然具有重要价值。如“立冬前
犁金，立冬后犁银，立春后犁铁”通过
将立冬前后以及立春后犁地分别带来
的结果用“金”“银”“铁”加以表示，并
列在一起，鲜明地反映出不同节气犁
地的不同作用，并清晰地表达了犁地
宜于立冬前的指导性意见。“秋分麦粒
圆溜溜，寒露麦粒一道沟”，通过对比
秋分和寒露两个不同节气播种分别带
来“麦粒圆溜溜”和“麦粒一道沟”一好
一坏的不同结果，告诉人们播种小麦
应该选择在秋分时节。

第四，仍然可以指导日常生活，尤

其是养生方面的意义重要。二十四节
气不仅关乎生产，亦深系生活，不少节
气谚语都是对生活的指导，从穿衣、饮
食到娱乐休闲，无不涉及。如“一场秋
雨一场寒，十场秋雨换上棉”“立夏栽茄
子，立秋吃茄子”“谷雨过三天，园里看
牡丹”“夏至馄饨冬至团，四季安康人团
圆”等等。现代社会，一方面物质生活
水平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生命的安全
与健康，另一方面，人们的生活节奏日
益脱离自然时序节奏，由此带来身体亚
健康等一系列问题，促使人们对反自然
行为进行反思，二十四节气养生强调人
和着自然的节拍，根据不同的节气适时
调整自己的行为、饮食与精神，这对强
身健体、延年益寿具有积极作用。

第五，相关文化和实践活动仍然

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内容，并为人们

观察自然、感受自然、诗意地栖居提供

可能性。由于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
多的人口生活于城市之中。城市更多
是人类在超越自然条件的基础上改造
自然的产物，城市让人远离了大自
然。人是自然之子，却常年栖居于非
自然的环境之中。与自然的疏离催生
了回归大自然的念头。二十四节气让
人更好地感知自然的韵律和气息，从
而真切地体会到融入自然、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亲密与诗意。2016年 6月 21

日是夏至日，23日清晨，笔者在北京安
定门处的护城河畔散步。“吸引我的是
那些五颜六色的木槿花，白粉红紫，十
分齐全，花朵仍然不少，种子则似乎更
多。时光推移，它们也已到成熟季节
了。正走着，蓦然间听到几声蝉鸣，高
亢而骄傲。夏至二候蝉始鸣，这几声
鸣叫真应了时节……不由想起虞世南
那首有名的咏蝉诗：‘垂緌饮清露，流
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
风。’但这几声蝉鸣显然是从面前那棵
柳树上传出来的。当然，无论柳桐，能
够在上面安身立命，自由歌唱，便是佳
处。”上述这段文字摘自笔者的日记，
至今笔者还能回想起当时心中涌起的
美妙诗意，这是因节气而产生的独特
感受。而中国古代文人有许多因节气
而写、为节气而写的诗词，状写气候物
候，抒发节气推迁引起的情感之变，它
们流传至今，成为时下人们穿越时空，
与诗人共同感受自然节律、让生活充
满诗情的重要凭依。

第六，具有重要的文化认同价值。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的原创文化，是

古代民众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求索、认

知、总结的智慧结晶，它所蕴涵的中华

文明的宇宙观和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华

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方面。历
史上，二十四节气伴随着王朝历法的颁
布成为老百姓遵循的日用之时，为全国
各地所采用，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在长
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各地的人们对于
二十四节气进行因地制宜、因俗制宜的
创造性利用，形成了十分丰富的物质文
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甚至成为文
化认同的重要载体。马来西亚地处热
带，无明显的四季之分，但马来西亚的
华人却顽强地保持着冬至祀祖、吃汤圆
的习俗。对同一种时间制度的共享，在
同一时间举行同样约定俗成的活动，是
形成对中华文化认同的重要路径。在
社会上普遍存在认同危机的当下，这种
文化认同的价值就更加突出。

第七，是文化创意的重要资源。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综合
载体，既有国家祭典，又有生产仪式
和习俗活动，涉及饮食、服饰、信仰、
娱乐、社会交往等多个方面，还有谚
语、歌谣、传说、诗词、工艺、书画等各
种文艺作品，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
遗产，它们既可以为文化创意提供材
料，也可以激发人们的创造力，是进
行文化创意的重要资源。如今已经
出现不少广受欢迎的二十四节气产
品，显示了二十四节气在文化创意方
面的价值和活力。融汇古今，继往开
来，结合时代需要和条件，对传统二
十四节气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并使之应用于生产生活之
中，既是对二十四节气文化的当代传
承，也是保护二十四节气文化使之历
久弥新的根本路径。

当代价值
张勃

二十四
节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