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一达

年夜饭， 是指除夕家人吃的一顿饭。 这顿年夜
饭是过年 （春节） 的重头戏。

老北京有句话： 一年辛苦和流汗， 就为三十这
顿饭。 这是一种寓意， 三十晚上这顿饭是阖家幸福
团圆的象征， 我们一年到头奔波劳碌为了什么？ 还
不是为了家人幸福， 和谐安康， 日子越过越好。 所
以， 这顿饭的意义非同小可。

在许多地方的民俗里， 三十晚上吃年夜饭是过
年的象征， 所以有钱没钱也要吃这顿年夜饭。 不吃
这顿年夜饭， 如同没过这个年。 想想吧， 它重要不
重要？

说到三十晚上吃年夜饭， 重要的不在吃不吃 ，
而在于怎么吃， 在哪儿吃？ 在哪儿吃年夜饭的民俗
如果被忽略， 也就谈不上它重要不重要了。

年夜饭在哪儿吃呢？ 按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 ，
年夜饭必须在家吃， 不能在外面吃。 为什么？ 因为
年夜饭又叫一家人的团圆饭。 现代社会， 长辈跟孩
子都单过， 孩子们一年到头都在外面忙碌， 平时几
乎没有时间到父母家看看， 只有过年， 才有机会回
到父母身边， 难得跟父母吃顿团圆饭。 这顿饭在家
吃， 是为了体现 “家” 这个主题。 过年， 讲究年气
儿和年味儿， 三十晚上每个家庭的年夜饭， 恰恰是
为了让家有年气儿和年味儿。

年夜饭在做的过程中， 就可以产生祥和的 “家”
氛围， 孩子们， 这个洗菜， 那个切菜， 最后有一个
人上灶。 做好饭菜， 一家人坐在一起， 喝口过年酒，
吃口过年菜， 说些过年的吉利话， 辞旧迎新， 期盼
春天， 体现天伦， 其乐融融。

吃完饭， 一家人再一起边看电视节目， 边包饺
子， 挨到子时 （11点到1点）， 下锅煮饺子， 吃完饺
子 ， 年纪大的可以休息， 年纪轻的可以聊天打牌 ，
守岁到凌晨， 这才是过年呀！

年夜饭在家里吃， 还有第二层意义， 那就是祭
祖， 这是过年非常重要的环节。

从前， 按过年的民俗， 除夕， 家家户户都要设
供桌 ， 把自己家里过世的先祖遗像摆上 ， 一般
到爷 爷奶奶这辈就可以了 ， 然后摆上 “五供”、 供
品和碗筷。 之后， 大家围在饭桌上， 由家里的长辈
跟大家说几句过年的话 （祝词一类）， 年夜饭这才
开吃。

所以说， 祭祖既是给前人做的， 又是给后人看
的。 我们说家有家风人有人脉， 怎么来体现？ 三十
晚上的年夜饭祭祖， 无疑是一种良好的传统家风。

正因为年夜饭是一个家庭的团圆饭， 所以这里
有许多规矩。 首先， 年夜饭一般不招外人来， 因为
年夜饭是自己家人吃的团圆饭， 所以外人， 即便是
非常好的朋友也不能吃别人家的年夜饭。 其次， 儿
媳妇一定要在公公婆婆家吃这顿年夜饭。 您工作再
忙， 也要赶回来吃这顿饭。 此外， 初一也要在公公
婆婆家过， 初二才回门， 跟丈夫孩子回娘家过年 。
这是几千年传下来的民俗。

需要说明的是， 父母不在了 ， 年夜饭怎么吃 ？
您且记住家的概念。 父母在， “家” 的概念才成立。
父母不在， 那您就是家的核心了！

年夜饭的另一个规矩是， 饭桌上不能说不吉利
的话， 不能提倒霉晦气的事儿。 吃鱼， 要说年年有
余。 吃年糕， 要说年年登高。 碟子碗摔了， 要说岁
岁平安。 筷子掉了， 要说快快乐乐， 诸如此类的吉
利话， 要挂在嘴边。 北京有句话： 千难万难， 除夕
团圆。 还有一句话： 打一千， 骂一万， 三十晚上这
顿饭。

什么意思呢？ 家庭成员之间 ， 在日常生活中 ，
短不了有砂锅碰笊篱的时候， 为此会产生一些小小
的恩怨。 这些恩怨， 不能带到明年去呀？ 怎么消除
呢？ 这就得吃这顿年夜饭了， 您说这顿饭重要不重
要吧！

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 并不在乎吃什么 ，
更重视怎么吃。 何况这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年夜饭！

过年要祭祖这个年俗 ， 曾被当做封建迷信的
“四旧”， 受到了批判和摒弃， 使很多人过年不敢再
提这个 “祭” 字了。 其实， 祭祖是中国人过年的重
要内容， 也是过年不可分割的情怀。 由打有过年这
个民俗， 就有祭祖这个内容了。

为什么过年必须要祭祖？

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什么叫慎终追远？ 就
是今天活着的人不能忘了自己的先辈。 因为没有他
们， 就没有我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过年祭祖就是
在慎终追远。 此外， 我们平常说的在天之灵， 指的
就是自己仙逝的列祖列宗。 他们虽然远离我们而去，
但他们时刻在关心着后代子孙。 后代子孙也通过祭
奠求得他们的保佑。 正因为如此， 各个家族才能传
宗接代， 中华民族才会繁衍不息。

过年祭祖与感恩节

慎终追远是人类共同的美德。 西方国家为此专
门设立了感恩节。 让人们不忘在生命中帮助过自己、
有恩于自己的人，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和先祖。

中国人对有恩于自己的人， 非常重视感恩戴德，
俗话说： 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但近年来， 受西方
文化的影响， 许多年轻人知道有感恩节， 却不知道

中国人过年要祭祖的传统。 所以，笔者认为应该提倡
和恢复过年祭祖的传统，这种慎终追远对营造和谐社
会的意义不可忽视。 为什么现在很多家庭缺少凝聚
力？ 这与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缺少感恩情怀， 丢掉
祭祖的习俗有很大关系。

过年怎么祭祖

过年祭祖的仪式， 是伴随着过年的习俗而产生
的， 虽然全国各地过年的习俗大同小异， 但在祭祖
这个环节还是有所区别的， 比如祭祖的时间， 有的
地方是从腊月二十九就开始， 一直到正月初五； 有
的从大年三十开始， 到正月的初一。

其实， 这种祭祀指的是延续的时间， 换句话说
就是供桌摆放的时间。 而真正的祭拜只有一个时辰。
当然这个祭拜的时间各地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北京
是初一的子时； 河南是正月初一的五更； 湖北是初
一的天亮； 台湾是初一的三更。

同时， 祭祀的方式是基本相同的， 就是在除夕
之前 ， 家家户户要设立供桌 ， 切忌供桌不能摆
在明面儿， 要设在背光或相对隐蔽一点的地方。 为
什么呢？ 因为祖先是在天之灵 ， 按民间说法， 他
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阴间）， 所以不能在阳面上露
脸儿。

摆好牌位后， 安放香炉和供品， 老北京通常的

供品是三干三鲜或五干五鲜。 水果通常不摆梨、 山
楂等， 供品切忌用双数。 供桌供品备齐后， 在正月
初一的子时， 由家长主祭， 一家老小相随。 在老北
京， 一般家庭的祭祖仪式做到这里， 就算结束了。

祭祖可以有多种形式

现在的城市家庭已经简化， 年轻人成家后， 一
般都跟父母分着过， 平时工作忙， 只有到节假日才
有机会跟父母团聚。 由于平时跟父母接触少， 对家
族的情况知之不多， 有的年轻人由于爷爷奶奶去世
早， 自己生下来也没见过， 甚至连他们的名字可能
都不知道。 所以说， 过年祭祖也是家庭传统教育的
无声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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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中华民族的传统民俗， 年夜饭必须在家吃， 不能在外面吃。 为什么？ 又为什么说祭祖

既是给前人做的， 又是给后人看的？ 让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

三十晚上年夜饭该咋吃？
□刘一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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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祭祖有哪些老规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