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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数 民 族 习 俗

现代春节习俗
春节联欢晚会袁 通常简称 野春
晚冶袁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在每年农历
除夕晚上为庆祝农历新年举办的综
艺性文艺晚会遥
1983 年袁央视举办春节联欢晚
会应该说是一个偶然事件遥 但是这
台晚会已经成为了中国人的 野新民
俗袁新文化冶袁每年除夕夜必看的电
视节目遥从文化发展的角度看袁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创了电视综
艺节目的先河袁 且引发了中国电视

传媒表达内容尧 表达方式等方面的
重大变革遥 它的成功不仅牢固确立
了自身的地位袁 而且在中央电视台
衍生出系列类似的节目袁 如综艺大
观尧正大综艺尧曲苑杂坛尧春节戏曲
晚会尧春节歌舞晚会尧各部委春节晚
会 渊如公安部春晚冤尧 以及国庆尧五
一尧 中秋尧 元旦等各种节日综艺晚
会遥 随后袁 全国大大小小的地方电
视袁台频频效法并力求创新遥
据院百度

地域性习俗：广东

渊网络图片冤
在中国袁 春节也是各少数民
族人民的风俗节日遥 各族人民按
照自已的习俗袁 举行各种各样的
庆祝活动袁 具有各自浓厚的民族
独特风采遥
因藏族习俗
藏族除夕那天袁 人们穿上艳
丽服装袁戴着奇形怪状的假面具袁
用唢呐尧海螺尧大鼓奏乐袁举行隆
重而又盛大的野跳神会冶遥 小伙子
们狂舞高歌袁表示除旧迎新袁驱邪
降福遥 到了新年早晨袁妇女们便去
背野吉祥水冶袁预祝新的一年吉祥
如意遥
因彝族习俗
彝族根据彝历选定年节遥 有
的与当地汉族同过春节遥 有的地
区彝族同胞袁在门前树立青松袁用
松针铺地袁表示免灾消祸遥 还有的
地区袁在节日里杀猪宰羊袁吃坨坨
肉袁人们互相拜访袁互赠肉类和馍
馍遥 大年初一早晨袁起床的第一件
事就是挑水回家遥 他们将一碗水
和昨天的水比重量袁 如新年的水
重袁 就意味着到来的这一年里雨
水充足遥
因壮族习俗
壮族与汉族同时过春节遥 除
夕晚上袁 要做好节日那天所吃的
米饭袁称为野压年饭冶袁有的地区群
众称为野吃 立节冶袁壮语 为野过晚
年冶 的意思遥 它预兆来年农业丰
收遥 有的还包制有一尺多长袁五六
斤重的烷粑袁 人口少的一家人一
顿还吃不完哩浴 大年初一清早袁天
还没亮人们就起床袁穿上新衣服袁
燃放爆竹迎新袁 妇女们都争着到
河边或井旁野汲新水冶袁开始新的
一年沸腾的生活遥
因布依族习俗
布依族除夕之夜全家人通宵
达旦地在水塘边守岁遥 天一亮袁姑
娘们便争先恐后地打水遥 谁最先
挑回第一担水袁谁就是最勤劳尧最
幸福的姑娘遥
因羌族习俗
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
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遥 现主要
聚居在四川阿坝州境内的茂县尧
汶川尧 理县以及松潘部分地区遥

羌年节于每年农历十月初一举行
庆典袁一般为 3原5 天袁有的村寨要
过到十月初十遥 按民间习俗袁过羌
年时还愿敬神袁要敬祭天神尧山神
和地盘业主渊寨神冤遥 全寨人要吃
团圆饭尧喝咂洒尧跳莎朗袁直到尽
欢而散遥 整个活动仪式由野许冶主
持袁 咂酒则由寨中德高望重的长
者开坛遥 节日期间亲朋好友可互
道祝贺袁相互迎请遥
因满族习俗
满族分野红尧黄尧蓝尧白冶四旗
人遥 春节时袁红旗人在门上贴红挂
旗袁黄旗人在门上贴黄挂旗袁蓝旗
人在门上贴蓝挂旗袁 白旗人在门
上贴白挂旗遥 这些挂旗图案优美袁
色彩鲜艳袁 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
端遥
因侗族习俗
侗族春节期间盛行一种 野打
侗年冶渊又叫芦笙会冤的群众活动遥
这种活动类似汉族的 野团拜冶袁只
不过比野团拜冶显得更加欢乐尧热
烈遥 这种活动一般是由两个村庄
共同商定举办的遥 两队在广场上
正式举行芦笙歌舞比赛遥 这时两
个村庄的观众袁伴随着乐曲袁翩翩
起舞袁尽情地欢乐遥
因白族习俗
云南白族人过年时袁 有一种
叫野放高升冶的庆祝活动遥 所谓野放
高升冶就是用整棵的大竹子袁在竹
节里装上火药袁 点燃以后可以把
整个大竹子崩上天空百十丈袁成
为名副其实的野高升冶遥 有的地区
的白族同胞与苗尧壮族一样袁从春
节到元宵节袁都在进行野抛绣球冶
活动遥 凡接不住绣球的袁要赠给对
方纪念品袁 多次失球而又赎不回
纪念品的人袁 就是表示愿允爱情
了遥
因土家族习俗
春节期间袁 土家族人民要举
行隆重的摆手舞会遥 摆手舞会是
土家族 比较流行的 一 种古 老 舞
蹈袁包括狩猎尧军事尧农事尧宴会等
70 多个舞蹈动作袁节奏鲜明袁动作
优美袁舞姿朴实袁情调健康袁不用
道具袁 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浓
厚的生活气息遥

因傣族习俗
泼水节是傣族的新年节日袁
是傣族一 年中最 盛 大的 传 统节
日遥 谷雨开始那天定为野泼水节冶遥
在三四天的节日里袁 人们相互泼
水袁表示洗去身上的陈年旧土袁祝
福新的一年幸福平安遥
因黎族习俗
居住在海南岛上的黎族人袁
每逢春节到来袁 家家户户都要摆
上丰盛的佳肴美酒袁 全家围坐在
一起吃野年饭冶曰席间全家还要欢
唱野贺年歌冶遥 初一尧初二尧全村青
壮年男子袁还要举行一次野春节围
猎冶遥 这一天的猎物全村共享遥 有
趣的是在分猎物时袁 先将全部猎
物的一半发给第一个击中猎物的
射手曰另一半由大家平分遥 孕妇可
分得两份袁过路人恰巧相遇袁也可
分得一份遥
因僳僳族习俗
僳僳族称年节为 野盍什冶袁他
们大都做籼米粑尧 糯米粑和酿水
酒袁 把第一臼舂出的粑粑放少许
在桃尧李等果树上袁祝愿来年硕果
累累遥 云南怒江地区的僳僳族人
民袁先要给耕牛喂食盐袁以表示尊
敬耕牛的劳动遥 青年男女喜欢举
行春节打靶比赛遥 姑娘们把绣好
的荷包吊在竹竿上袁 荷包左右摇
动袁请小伙子们射击袁谁先射落荷
包袁 姑娘们就把美酒作为奖品送
到谁的嘴边遥
因拉祜族习俗
除夕晚上袁 拉祜族同胞全家
人都要沐浴清身袁 做好翌日的食
物遥 在食物中袁 特别重视糯米粑
粑袁除食用外袁总要给牛吃一点袁
关在犁尧锄尧砍刀等农具上摆上一
点袁以酬其一年来与主人合作袁祝
愿新的一年里创造更多的财富遥
因达斡尔族习俗
居住在东北嫩江两岸的达斡
尔族人袁农历正月初一早上袁男女
青年梳妆打扮袁先向长辈请安尧敬
酒尧行礼袁然后逐户拜年袁每家都
准备有蒸糕袁 拜年的人一进门就
抢吃蒸糕袁据说吃了之后袁生产和
生活都能野年年高冶遥
因仫佬族习俗

从正月初一到十五袁 仫佬族
的村村寨寨袁 男女老少都穿上节
日盛装袁几十人尧几百人袁乃至几
千人聚会在山坡上或赛场里唱山
歌袁尽情歌唱劳动尧生活和爱情遥
因独龙族习俗
独龙族唯一的节日就是先在
冬腊月的野卡雀哇冶节遥 最隆重的
仪式是牛祭天遥 这天袁族长把牛拴
在广场中央的木桩上遥 由青年妇
女将链珠挂在牛角上袁接着袁一位
勇猛强壮的小伙子袁 手持锋利的
竹矛袁向牛腋部刺去袁直到将牛刺
倒死去遥 此刻袁人们就跳起野牛锅
庄冶舞袁然后分吃牛肉遥
因鄂伦春族习俗
在东北的鄂伦春族人袁 春节
早晨袁 先在家族中依辈份大小斟
酒袁幼者给长者叩头袁平辈则互相
请安袁初二尧初三进行赛马遥 正月
十五美味佳肴遥 正月十六的早上袁
要进行相互抹黑脸的活动遥 青年
人给老年人抹黑时要先叩头遥
因赫哲族习俗
赫哲族的赫哲语野春节冶音译
为野佛额什克斯冶袁即大年除夕之
意遥 人们穿上在帽耳尧衣领尧袖口尧
裤腿尧围裙尧鞋面上绣着美丽的花
纹尧 几何图案和花鸟等花边的兽
皮等服装遥 在年节里袁一般人家要
做野吐火宴冶袁或用一种野生果野稠
李子冶制作成饼子袁同时摆满鱼尧
兽类肉等食品遥 对待贵客袁则用杀
活鱼袁或把鱼条烤熟袁用这种野塔
拉哈冶招待遥
因基诺族习俗
春节到来袁 聚居于云南西双
版纳的基诺族袁 口嚼槟榔的老翁
扬头打钹袁 戴大尖帽的老妪低首
鸣锣袁由周巴渊寨父冤最先把鼓敲
响袁男女青年围成一圈徒手跳舞遥
因高山族习俗
高山族的人们在春节里身着
艳丽的民族服装袁 成群结队欢聚
在村边寨头畅饮美酒袁 并在乐器
伴奏下尽情歌舞遥 有的村寨还举
行叉鱼比赛袁 开展背篓球竿球等
体育活动遥
据院百度

在广东潮汕地区袁 农历十二月
二十四日是野神明冶上天野述职冶之
时遥 是日起袁家家户户大扫除袁用物
和被帐都行清洗袁谓之野采囤冶遥
除夕前一二天袁 家家户户制作
各式粿品袁以备过年之用遥 除夕会逛
花市袁行花街袁百合尧橘树尧菊花尧桃
花等都必不可少袁 因为花是最有好
运的行花街袁 可以交好运袁 新年吉
祥遥 农历正月初一日称元日袁为新岁
之首袁 春天之始遥 天方拂晓喜炮声
声袁家家户户厅中大桌上袁红盘盛满
大吉渊即柑袁柑大于桔袁故称大吉冤尧
青橄榄及各式精美糖果袁 门前张灯
结彩袁晚辈向上辈敬茶祝福遥这天多
数人家要吃素袁最少是早餐不吃荤遥
早餐后大人携小孩带上大吉到亲友
家拜年袁主客互致新正如意袁恭贺发
财添福等吉利话曰主人请客以大吉尧
槟榔 渊古俗敬槟榔袁 今用青橄榄代
之冤袁共品工夫茶袁客人赠上大吉贺
主人吉祥如意袁主人要以大吉回赠袁
俗谓转敬式换吉袁 意在回敬美好祝
愿遥
初一早袁 不少舞狮班及英歌队
敲锣打鼓到各村各户参拜贺年袁主

人燃放鞭炮以迎遥 初二尧初三日乡村
圩镇多组织有庆新春文娱活动袁除
搭戏棚演潮剧尧 山歌剧尧 做皮影戏
外袁还有大锣鼓队尧虎狮队尧英歌队尧
舞龙队等沿街挨村寨游行表演遥 送
压岁钱是潮汕春节习俗中重要的一
项袁长辈要分钱给后辈袁能挣钱的后
辈也要送钱给长辈遥 这些钱不能直
愣愣地送袁 而要很讲究地装在一个
利市包中袁或者用一块红纸包看遥 这
俗称为野压肚腰冶袁意谓一年从头到
尾袁 腰包里都会满满实实尧 富富裕
裕遥
在粤西北的西江肇庆段 野小三
峡冶水面上袁至今还生活着一些以船
为家的野水上人家冶遥 这些渔民有些
是世世代代在船上生活袁 他们大多
在船上做饭袁大多依然烧木柴遥 渔民
们还喜欢在江岸边空地上种上番
薯尧油菜尧葱尧蒜苗等袁补贴生活遥 过
年时袁渔民们喜欢在船头贴上野一帆
风顺冶袁 在船舱上贴 野万事顺意冶和
野老少平安冶袁 还有独特的金钱剪纸
图案的野红钱冶袁此外还要在船头放
鞭炮尧祭祖先袁在岸上祭神袁保佑自
己平安幸福遥
据院百度

德国小镇居民自称“中国
人”
：
春节比我们热闹
在德国巴伐利亚一个叫迪特福
特的小镇里袁 居民们每年都过 野春
节冶袁从 1928 年至今袁这个中国风浓
郁的庆典袁已经持续举办了整整 90
年遥
每年的节日都从凌晨 2 点开
始袁 一到这个点袁 孩子们就穿着唐
装袁跑到大街上一阵敲锣打鼓袁把全
镇居民叫醒袁宣布院今天我们是中国
人浴
到了下午袁游行正式开始遥 随着
锣鼓声响起袁一个穿着皇袍尧坐着三
层高轿子的男人袁 在当地民众用蹩
脚中文喊着 野福高皇帝冶 的欢呼声
中袁出现在人们视野中遥 野皇帝冶还会
在野金銮殿冶宣读叶告臣民书曳袁祈求

来年风调雨顺袁镇富民安遥
其实迪特福特的居民是纯正的
德国人袁 大部分人连一句完整的中
国话都不会说袁只会一些中文词袁即
便这样袁 他们还是要把中文定为他
们的官方语言遥 他们在镇里修建了
中国博物馆和中文学校袁 让孩子们
了解中文和中国文化袁 还正儿八经
地用起了筷子遥
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袁 他们为什
么这么爱中国袁 其实原因一直是个
谜遥 总之袁一开始的时候袁镇子上的
人们只是简单的学中国人穿衣尧吃
饭袁后来逐渐演变发展出野中国狂欢
节冶袁彻底地做起了野中国人冶遥
据院央广网

专家名片

杨冰心

市妇幼保健院新生
儿科主任袁 儿科主治医
师袁 新生儿科学科带头
人遥 从事儿科工作十多
年袁 先后到广州市儿童
医院新生儿科专科进
修袁 有丰富的临床实践
经验袁 熟练掌握新生儿
科常见病袁多发病袁疑难
病的诊治遥

市妇幼保健院在上级卫生部门的关
心和广州市妇女儿童医院的具体指导
下袁 于 1999 年 3 月在粤西地区同级医疗
机构中率先设立了新生儿科遥 2000 年开
展了危重新生儿转运工作遥 目前全科有
医护人员 37 人袁开放床位 60 余张袁是我
市规模最大的新生儿科之一遥
科室内部环境优雅袁采用 SRA-1X800 电子式空气净化机净化空气袁提高室
内空气品质遥 并配置有先进的抢救设备
及转运设备院 包括英国 SLE-500 高频呼
吸机袁纽邦 E-360 呼吸机袁NCPAP 机袁科

曼多参数监护仪袁 新生儿辐射抢救台尧早
产儿培养箱尧蓝光治疗箱尧床边 CR 照片袁
新生儿转运箱等遥
目前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开展的业
务主要是新生儿内科疾病及危重症的救
治袁如新生儿肺炎尧新生儿窒息尧新生儿肺
透明膜病尧新生儿颅内出血尧新生儿缺氧
缺血性脑病尧新生儿溶血病尧新生儿肺出
血尧新生儿坏死性小肠结肠炎尧新生儿高
胆红素血症尧 低出生体重儿及超低出生
体重儿的管理等遥 近年来联合小儿外科袁
也开展了新生儿术后监护工作遥 主要开

展的有院新生儿膈疝尧先天性消化道畸形尧
胃肠穿孔尧闭肛尧脐窦及脐瘘尧先天性脐彭
出等术后监护遥 该院早在 1999 年便成功
救治了一例出生体重 0.9kg 的超低出生
体重儿袁2001 年成功救治了胎龄只有 26
周的双胎儿袁这在当时的基层医院并不多
见袁所以叶南方日报曳等国内多家媒体均作
了报道遥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袁新生儿科
在早产儿管理中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袁特
别是近几年来袁该科开展了猪肺磷脂注射
液联合 NCPAP 治疗早产儿肺透明膜病袁
早产儿尧低出生及超低出生体重儿成活率

有了更大的提高遥
十多年来袁新生儿科医护人员以精湛
的医疗技术尧良好的医德医风和优质的服
务态度为广大患儿服务袁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益袁受到了上级和社会的一至好评与
肯定遥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夏慧敏
主任等多名儿科专家亲临我院新生儿科
参观指导时袁对我们新生儿科给予较高评
价院野比市级同类专科专业技术水平超前袁
甚至在某方面超越了发达地区的新生儿
科水平浴 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