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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一聊圈子里 那些有意思的事儿

WEEKEND

生肖属相在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小的分
量，但如今似乎有两把标准不同的尺子在划
分，到底谁是对的？

春节算法

如果你正在看报纸，比如我们《成都商
报》吧，在头版日期栏位置，除了公历之外，
还标注着“农历丁酉年正月初八”这几个字，
不光我们报纸，《人民日报》等报纸都是如
此，从2月28日（正月初一）开始，就从“丙申
年”来到了“丁酉年”。看电视也是如此，春节
晚会还会特别强调“丁酉鸡年”这几个字。

天文学家赵之珩认为，春节是农历新年
的开始，也是农历生肖年的开始，自然应从
正月初一算起。这种说法也容易为大众理
解，毕竟大家辞旧岁、拜新年，热热闹闹搞了
一番，突然有一个人告诉你，对不起，猴年还
没结束，过了 2 月 3 日的 23 时 34 分才是鸡
年，你会不会觉得这太没道理了？

的确，春节算法也是目前大众接受度比
较高的生肖属相算法，即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
就迎来了一个新的生肖年，比如从2017年1月
28日开始到2018年2月15日，为农历的丁酉
年，俗称“鸡年”。需要说明的是，“鸡年”包含有
两个立春日，即正月初七立春（2017年2月3
日）和腊月十九再次立春（2018年2月4日）。而
丙申猴年则没有立春，在民间，“两头春”和“无
春”还有“吉利”或“不吉利”的说法，实际上这
都是由农历和阳历两套历法并行的制度造成
的，由于传统的节气是按照阳历排列的，每月
两个节气，日期相对固定，但这些节气在农历
中日期却又不断变动，从而造成了“两头春”或

“无春”现象。

立春算法

如果我们找到一本黄历，也可以看到，
在2月3日前，都是“丙申年”，立春之后的2
月4日，则变成了“丁酉年”。所以，也有很多
人支持用立春来界定属相的，他们认为这种
古老的测算方法最“靠谱”，因为中国古代用
干支纪年，人们出生年份也用干支计算。但
由于干支记起来特别麻烦，古人又把十二种
动物用来配十二地支，如子鼠、丑牛、寅虎、
卯兔等。因为生肖与地支同源，所以不能以
农历春节而要以立春时间来定。

如果要牵扯到占卜、命理，那这里的内容
就太复杂了。简单来说，那些喜欢研究黄历，
看命理书的人，认为立春才应该是界定属相
的时间点，而不能拿春节界定。立春不仅是农
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在人们的心
目中，春意味着风和日暖，鸟语花香；春也意
味着万物生长，农家播种。过了立春，万物复
苏生机勃勃，一年四季从此开始了，因此，用
立春界定属相才是准确的。

一些学者认为，十二生肖的说法，就是天
干地支纪年法才有的，这套系统和农历不一
样，所以界定生肖以立春为标准才对。

这么说来，因为传统中十二生肖与十二
地支相对应，而干支纪年以立春为起始日，因
此人的属相应以立春为准。但按照习俗，年、
岁、属相三位一体，若以立春界定属相，那同
岁的孩子就可能有2种或3种属相，也不符合
传统认知。所以两种方式，只能说都有道理，
只是目前民众更认可前者。 （花椒）

农历新年在我国有多种称呼，如先秦时代称上日、改岁、
献岁等，两汉时称岁旦、正旦、元日等，魏晋南北朝时又称元
辰、元旦等等。

那么，“春节”一词从何而来呢？据说最早见于东汉文献，
但“春节”这一称呼并没有用起来。“春节”和农历新年联系起
来，有说始于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当时确有将农历元旦改
为春节之议，但因为时局动荡并未得到贯彻。

到1949年，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使用公历纪元的
决议，为了区分阳历和阴历两个“年”，又因一年二十四节气
的“立春”恰在农历年前后，故把阳历1月1日称为“元旦”，农
历正月初一称为“春节”，“春节”一词才真正被大众接受。

过年时，小孩子最高兴的就是收到压岁钱。商家迎合人们
的心理，设计出各种“红包”。其实压岁钱与“红包”不是一回事。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当时叫厌胜钱。这种钱是为
了佩带玩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避邪品。后来出现的压岁钱也
不是市面上流通的钱，而是特制的一种铜钱，上面不铸币值，
只有长命百岁、合家平安的吉祥字样。

随着时代的变化，压岁钱也有所变化，清末民初，人们已
经用真钱压岁了，不过都是些面值很小的铜板而已，即便是大
户人家也不会拿出大锭的银子或银票“压岁”。此外，压岁钱讲
究辈份人伦，是长者给年少者，同辈中不允许互赠压岁钱。

现今有些家长把压岁钱当成了“红包”，只知“钱”，不知
“压岁”的含义，从而导致青少年以钱多钱少为目的，相互攀
比，使压岁钱失去了民俗意义。

近几年，春节去寺庙里烧香祭拜，尤其在大年初一去庙
里烧“头炷香”成了热闹话题。

烧“头炷香”之说在宗教界里是找不到答案的。烧“头炷
香”只是个别人认为的习俗，而且是近十几年才形成的。但
是，所谓的“头炷香”其实与宗教仪轨、仪式无关。不少人健康
长寿、发财致富了，原因很多，但就是与烧“头炷香”无关。以
为烧“头炷香”可换来大富大贵，显然是上了杜撰的“民俗”的
当。“烧头炷香”既是对宗教的无知，也是对春节习俗的误读。

“福”字，从字的结构来讲，左边是“示”字旁，右边是“一
口田”。这实际上是古代一个礼器的会意，当捧着礼器进行祭
祀的时候，它的核心内容一定是祈福、祭祀、感恩。

在我国传统民俗中，“福”字正贴、倒贴都有，主要是看贴
在哪里。倒贴福字主要在两种地方：一是水缸和垃圾箱上，因
为水缸和垃圾箱里的东西要从里边倒出来，为了避讳把家里
的福气倒掉，便倒贴福字。另一个地方是在屋内的柜子上，柜
子是存放东西物品的地方，倒贴福字，表示福气一直来到家
里、屋里和柜子里。

至于大门上的福字，作家冯骥才曾这么说：……大门上
的福字，从来都是正贴。大门上的福字有“迎福”和“纳福”之
意，而且大门是家庭的出入口，一种庄重和恭敬的地方，所贴
的福字，须郑重不阿，端庄大方，故应正贴。翻翻中国各地的
民俗年画，哪张画大门上的福字是倒着贴的？ （张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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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生肖属相，是我们的
国俗。生肖文化是中华民
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年一度，新春佳节，
送旧迎新。新旧更替之中，
鼠、牛、虎、兔、龙、蛇、马、
羊、猴、鸡、狗、猪周而复
始，这就是中国民间的生
肖纪年。

生肖中的“生”指出生年，
“肖”是肖似，所以生肖又
称属相，即面相何属。每当
有人降生到这块有着古老
文明的土地，即如天赐神
赠似的，获得一件既无需
祈求也不容推却和挑选的
神秘礼物——十二生肖中
的一种，并伴随终生。

但对很多在春节前后出生
的人来说，界定自己的属
相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比如今年春节吧，如有小
孩在2月2日出生，尽管
已经是农历的正月初六
了，可在研究黄历的人眼
里，这小孩还是属猴，只有
在2月3日立春之后出生
的人，属相才会从猴变成
鸡。而去年则刚好相反，如
果有小孩腊月二十八出
生，虽然还没有到农历新
年，可因为这一天已经过
了立春，所以这个小孩应
该属猴，而不是属羊。

不是过了除夕，到了正月
初一就是农历鸡年么？怎
么还要等立春啊？这个问
题有点复杂，所以也闹出
了好多故事。

当了多年的兔子当了多年的兔子
原来我是只老虎原来我是只老虎

55年前，我父母从外地来到成都，本来已经有一
儿一女的他们，在春夏之交的时候怀上了我。那个时
候，母亲好多成都话都听不懂，在虎年的腊月二十九
那天住进了成都包家巷的妇产医院。产检的时候，医
生喊她把腿“卷”起，把腿打伸，她完全听不懂。旁边一
个成都大婶上午来，下午就生了，三天就出院了。而我
妈整整在医院里呆了六天才把我生下来，这一天已经
是兔年了。

那一天是正月初四。而我从来没有把正月初四当
作我的生日，都是算的阳历，但是我是兔年生的这一
点很明确。50多年来，我一直以兔子自居，而且准确地
定位自己是兔子脑壳。

其实我内心深处并不喜欢自己是兔子，因为兔
子总给人弱小的感觉，一点都不男人，尤其是成都人
喜欢吃兔脑壳，一想到童话故事里总是以善良温顺
形象出现的兔子那乖巧的头颅，被加上各种辛辣的
调料卤制，被人下酒或者被成都女娃子在大街上旁
若无人地大啖，就气不打一处来。每当这个时候，心
里时不时跳出这样的想法，要是我妈像那位成都大
婶一样，我就属虎了，那吊睛白额大虎，尾巴一甩一
剪，那威力，那威风！

话虽如此，既然属相是天定，就只有喜纳了。还
好，兔子在各种作品当中，除了可爱温顺之外，还是聪
明智慧的代言者，于是就希望自己走这条路线，虽然
没有巨大的膂力，却要靠头脑四两拨千斤。至于兔头
被人吃，也逐渐适应了，甚至还庆幸，生在兔年的头，
总比生在兔年的尾强，兔子尾巴后面跟的，更是一句
不太中听的话。

今年大年初一，正好遇到是我的生日。我们有一
个老友会，约定每年的大年初一要在一起吃饭。席间，
我宣布今天是我的生日，兔子已经五十有四了。一个
朋友有些诡异地掐指一算，大大的眼镜片后面，一双
大眼睛里突然亮光一闪，说道：“不对，你其实并不属
兔！”我说：“你开什么玩笑！我都属了五十多年兔了。”

朋友以一种不疾不徐、毋庸置疑的口气说，你出
生的时候是正月初四，进入兔年已经四天了，但是，这
一天还没有立春，属相的转换是要等到立春这一天才
实现的。

所以，我，这个中年的、温暖的、聪颖的兔子，很可
能是一只假兔子！？我实际上，完全可能是一只下山猛
虎的威武生风的尾巴！朋友说，祝贺你脱兔入虎。

那一夜，我失眠了。 （望福街）

好好的鸡好好的鸡
咋就变成了猴嘛咋就变成了猴嘛

我们家每年正月初二都要去三姨家拜年，因为
这一天也正好是三姨父的生日。三姨父是1957 年生
人，按照我们这个地方做九不做十的传统，三姨父的

“大生”在去年他59岁生日这天就做了。
吃完午饭，妈妈跟三姨、小姨围在一起聊天，其

实我觉得她们聊天的流程都差不多，先谈一谈各自
最近的一些新变化，然后聊一聊儿孙们的趣事、烦人
事，最后总会回到她们小时候、年轻时候的故事上。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次她们正聊得开心，三姨
父端着果盘进来，我妈就说：“晓华（三姨父）得感谢
我们啊，不然你娶不到我们桂萍（三姨）！”

以前觉得好奇，就听了一下，原来当时双方父母
把生辰八字交给算命的看，得出一个不好的结论，三
姨属猪，而三姨父属猴，“猪配猴，不到头”，所以两个
人万万不能结婚。大家一听都傻了——三姨父正月
初二生的，明明是属鸡的，咋就变成猴了呢？算命的
说，你们不晓得啊，生肖是过了立春才算，那一年初
五才立春，他初二生的，肯定属鸡了啊。

两边的老人多少有点迷信，听到这么一说，对婚
事从支持变成反对。好好一段姻缘，眼看就要被一个
不认识的老头给毁了，但是又不能立即改变老人的
看法，我妈妈和舅舅查了好多资料，书和报纸全用上
了，用比算命先生更多的证据给两边的老人来证明
三姨父属鸡，不属猴，“你看日历，出生那年是农历鸡
年，当然属鸡了，闻鸡起舞，金鸡报喜，多好。小时候
您还教我们念诗，‘爆竹声中一岁除’，除夕夜旧岁已
过，生肖应该按农历来算嘛，晓华在丁酉年正月初二
出生，肯定属鸡，怎么可能属猴呢。”

这么来回一说，两边的老人也觉得肯定是算命
的搞错了，其实他们对孩子找的对象还是很喜欢的，
于是最后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就这样，三姨顺利扯证结婚。但“猪配猴，不到
头”这句话却一直埋在大家心里，三姨和三姨父在
一起的这三十多年，也经历了很多风波，三姨父有
段时间沾上了赌博，怎么劝都不改，把存款输掉不
说，还欠下十多万元的债，家里也闹得乌烟瘴气，有
一阵子三姨都哭着对我妈说：可能“猪配猴，不到
头”真的是对的，我就不该跟他在一起。最后都到了
要卖房子还赌债的地步，三姨父才终于醒悟，下决
心戒赌。

如今三姨和三姨夫看起来挺恩爱的，跟妈妈聊
天的时候还把去年两人结婚纪念日一起去普吉岛旅
游的照片翻出来给大家看。现在，“猪配猴，不到头”
这句话在他们头顶应该已经烟消云散了吧。（德贵）

2017年2月4日

<<正月初八正月初八>>
丁酉[鸡]年 壬寅月 壬戌日 周六 第5周

2017年1月28日

<<正月初一正月初一>>
丙申[猴]年 辛丑月 乙卯日 周六 第4周

这个春节，
这些民俗
你误会了没？

每到春节，我们都会接触到很多民俗，但毫无疑问，有一
些民俗被误读了，从而使大家对民俗产生了错误的认识，比
如压岁钱、贴福字、年夜饭、头炷香等等。下面来看一看，你在
这个春节，有没有对一些民俗发生误会？

过春节过春节

压岁钱压岁钱

头炷香头炷香

贴福字贴福字

生肖属相 到底咋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