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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女娲创世，第七天造出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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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日

“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清代
何绍基的一副对联，让人日游草堂成为成都市民

新春伊始的重要民俗活动。2月3日是农历正月初七，这
天是“人日”，又恰逢立春，杜甫草堂繁花似锦，别有一番花
重锦官城的味道。

人日游草堂，赏梅花，吟杜诗，这不仅是一道深受市民观
众喜爱的文化饕餮大餐，也是一场文人雅士聚集的诗歌盛会。

根据西南民族大学中国文学教授、巴蜀文化研究资深
专家祁和晖老师的研究，人日习俗始于西汉初年，唐朝尤
盛。武则天时期，到了人日这天，后宫女子纷纷制作人形配
饰、服饰、头饰甚至是食物，送给文武大臣。至宋以来，每年
文人墨客纷纷来到草堂祭拜诗圣
杜甫。明清时期，这一祭拜活
动就流传更广了。

从西汉开始，人日庆祝祷祭活动就非常隆重。人们会在这天
吃一碗“七菜羹”，2016年的草堂诗圣文化节上，杜甫草堂的工作人
员就复原了七菜羹，味道有点像如今的八宝粥。祁和晖考辨，古人
使用的七种菜可不是蔬菜，而是鸡、狗、猪、羊、牛、马、谷的“合
菜”。只有人才能在普天同庆的生日这天，用其他七种生物做羹
汤，才显示出人的统领地位。

除了吃七菜羹，古人在人日这天不仅要登高祭祀，乞求来年风
调雨顺，还要写诗思念亲友，畅叙幽情。到了以时尚著称的唐朝，
人日得到宫廷内外的集体重视。武则天时期，后宫女子纷纷制作
人形配饰、服饰、头饰甚至是食物，用于嘉奖文武大臣。

至宋以来，人日的习俗又增添
了一项内容，文人墨客纷纷来到草堂
祭拜诗圣杜甫。明清时期，这一祭拜
活动流传更广。据史料记载，明初蜀
王朱椿就开祭祀杜甫之先河。又据
文献《修杜少陵草堂以陆放翁配飨
记》所载，“以涓吉日，以中牢祀先生
（杜甫）。”中牢即猪羊二牲，说明当时
祭祀杜甫是以猪羊二牲之中牢，祭礼
极隆重。溯其渊源，还要从杜甫与高
适友谊的小船开始说起。

当年杜甫漫游时，曾与高适结
下莫逆之交。公元761 年，杜甫流
寓成都时刚好是大年三十，高适正
在蜀州（崇州）做刺史。当时杜甫不是官员，不能住朝廷的招待所，
屈居于成都西郊的古寺的僧房。高适分身乏术，赶在人日那天题
诗《人日寄杜二拾遗》寄赠杜甫，表达对朋友的思念。公元770年，
飘泊于湖湘的杜甫有天重读高适这首诗，当时高适早已亡故，睹物
伤情，遂写下《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以寄托哀思。

清咸丰年间，时任四川学政的何绍基在草堂题
就“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对联。此联
一出，文人墨客竞相效仿。辛亥革命后，此俗渐衰，
直到1992年，杜甫草堂博物馆首倡恢复人日游草

堂的活动，至今已成功举
办二十五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曾洁 摄影吕甲

成都杜甫草堂，古礼
祭拜仪式开始。

女娲初七造人
为什么正月初七称人日，并会形成

一个“人胜节”呢？相传女蜗创世，第七
天才造出了人，所以这一天是人类的生
日。汉朝开始有人日节俗，魏晋后开始
重视。二十四史之一的《北齐书》在“魏
收传”里 已有这样的记载：“魏帝宴百
僚，间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对曰：
晋，议郎董勋《答问礼俗》云：正月初一是
鸡，初二是狗，初三是猪，初四为羊，初五
为牛，初六为马，七日为人。”魏收其人是
撰写《魏书》的大手笔，算北朝最有知识
的人。他对北魏皇帝的回答，引用的只
是相去不远的晋人董勋著作中的材料。

在祁和晖看来，“人日”的由来比“人
日节”更早。最早出现“人日”一词的书
籍是汉武帝时期东方朔的《占书》，记载
了女娲创造地上生物的故事。传说女娲
开天辟地之后，先炼石补天，之后才创造
地上生物，第一天造鸡，又依次创造了
狗、猪、羊、牛、马。飞禽在前，走兽在后，
造齐了六畜之后，还需要一种动物来掌
管统领，于是，女娲在第七天又创造了人。

女娲造人的故事妙趣横生。据说，她原本是用黄
泥巴来捏成人形，这个捏泥人的过程过于繁琐劳累，
她心生一计，用柳树枝蘸着黄泥浆轻轻一扬，洒在地
上的泥点子就变成了人的模样。正因为这样的传说，
女娲造人的工艺繁简有别，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才会那
么大。于是有人吐槽，女娲动手捏成的人都变成了天
才，甩在地上的泥巴都
泯然众人。

造人之后女娲并
没休息，而是在第八天
创造了五谷杂粮，继而
又创造了天和地。这一
神话故事符合“天人合
一”的思想。女娲是世
间万物的母亲，禽畜、人
物、谷物、天地同源。可
见，禽畜不仅是人类豢
养的动物，谷物也不单
纯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粮
食，他们都应该得到人
类的爱惜和照顾。

人日草堂好闹热，
阿来担纲主祭人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2月3日
恰逢“人日”，这天，杜甫草堂博物馆里春
意盎然，资深媒体人，诗人彭志强“草堂
人日我归来”致敬杜甫诗歌品读会在草
堂举行。

杜甫草堂博物馆馆长刘洪、书记贾
兰、副馆长方伟，成都市文化馆馆长王
健，全国民办博物馆联合会常务副秘书
长朱延安，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

文学奖获得者阿来，诗人、四川
省作协副主席、成都市文联主
席、成都市作协主席、《草堂》诗
刊主编、《青年作家》主编梁平，
四川省美协副主席、成都市美
协主席刘正兴等参与了这场春
天的诗会。

上午10时，在盛装仪仗的
带领下，伴着古韵悠悠的古琴
声，庄严肃穆的祭祀队伍缓缓
走向大雅堂。主祭人由阿来先
生担纲，他神情肃穆、仪态庄
重，分别完成了净手、奠帛、诵
读祭文等环节。荡气回肠的诵

读声，在杜甫草堂上空久久飘荡。各界
群众在司仪的唱礼声中，向诗圣塑像三
鞠躬，以表达对杜甫的敬意。

朗朗诵读声、悠悠古琴声回荡在草堂
诗情画意的氛围里，古典诗词歌舞《诗乐
草堂》、诗歌吟诵《花重锦官城》、诗意歌舞

《袅袅佳人》等节目精彩纷呈，引来大批观
众驻足欣赏。祭拜仪式结束后，“草堂唱
和”诗会随即上演。四川省杜甫学会的专
家学者、著名诗人、诗歌爱好者、成都市中
小学校代表参加了这一精彩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摄影 吕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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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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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困倦乏力，无精打采的人，别错过！

破解之术在这里！

突然的头晕和胸闷别大意可能患上了冠心病
春节过后，有些人会出现突然头

晕和胸闷的情况，多数人会认为，这可
能是节日里大吃大喝，休息不好所
致。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许多人不
会引起足够的重视。

专家表示，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
是因高音频的噪音，较长时间刺激着
人们的神经系统，使人在处于高度神经
兴奋之后的相对神经衰落。在相对狭小
拥挤的空间内更容易出现，浑浊的空气，
使室内的氧气含量下降，让人处于缺氧

状态，从而出现相应的心跳加快、血压升
高、胃肠道缺血，从而导致以上一系列不
适的产生。春节期间放鞭炮和放烟花的
地方特别多，狂欢的人也特别多，也有不
少的人要处在一些空气混浊和噪音大的
空间，这时候，就容易出现头晕和胸闷。

另外情绪过度地高涨，熬夜，运动
时间的减少等打破了正常的生活规律
的行为，会引起血压和血糖的波动及
升高，从而导致人体免疫功能下降，平

衡失调，就会出现这种症状，严重的甚
至因此还会引发中风、心绞痛、心肌梗
死。

专家建议，如果出现持续地胸闷、
头晕，大家不可大意。因为，冠心病常
见的症状就是胸闷、心慌、头晕等，同
时，冠心病最易引起心肌梗死。所以，
一旦确诊为冠心病，应及时治疗。临
床实践表明，冠心病坚持服用舒筋活
络、温肾补血、调理五脏的中药膏，搭
配益气健脾、养血安神的中药胶囊。

颈椎病可致肢体麻木
避免长时间颈部一个姿势！

春节期间，有些需要固定姿势的看电视、打牌、麻将、
上网、电脑游戏等娱乐活动，会使人长时间的维持某一姿
势，致使局部血管受压，从而导致相应的部位缺血，再加上
局部肌肉群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会使人出现肢体麻木、肌
肉酸痛的症状。

总得来说，就是因为春节期间人们缺乏锻炼，整天坐
着。健康专家提醒，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肢体麻木、
肌肉酸麻腹痛等，因此，出现这样的症状，首先应确诊是否
患上了颈椎病。如果患上了颈椎病，应及时治疗，避免瘫痪
的发生。专家表示，颈椎病多发于办公室人群，是教师、会
计、文秘这些岗位的职业病，它和长期的坐姿，以及长期一
个姿势观看电视与手机有关系。目前，治疗颈椎病切实可
行的方法为中成药物内服外治。即：坚持服用舒筋活络、调
理五脏的中药膏，搭配祛瘀活血、消肿止痛的外用的药膏。

此外，颈椎病早期会有颈部肌肉痉挛和疲劳，多是因
为长时间颈部不良姿势导致。需要注意平时多活动一下
脖子，避免长时间颈部一个姿势，不要长时间低头玩手机
电脑，同时可以经常做一下热敷和按摩，有助于预防症状
进一步加重，和预防颈椎病出现。

疲倦不堪、全身无力或许盆腔炎“骚扰” 勿小视！
刚刚回到工作岗位的一些女性朋

友，会出现疲倦不堪、全身无力的情
况。这有可能是与睡眠不足有关，但
是如果在睡眠时间充足的情况下还出
现这种情况，就有可能是因为春节期
间肉类吃多，维生素吸收量少。因为
鸡、鱼、肉、鸭等食品中含有大量麸酸
钠，它被人体吸收后，即分解为谷氨酸
与酪氨酸，随血液循环后到达脑组织，
刺激脑神经细胞，干扰大脑的正常代

谢，使大脑功能发生紊乱而造成身体
不适。

妇科专家提醒，常见的妇科病盆
腔炎的主要症状表现，就是易感疲乏，
因此，女性朋友应及时检查。一旦确
诊为盆腔炎，坚持服用清热解毒、健脾除
湿，通络活血的中药胶囊。此外，盆腔炎
除了服药治疗外，在生活中还应注意以
下四个要点：

1、注意个人卫生。加强经期、

产 后 、流 产 后 的 个 人 卫 生 ，勤 换内
裤及卫生巾，避免受风寒，不宜过度劳
累。2、多喝水。盆腔炎容易导致身体
发热，所以要注意多喝水以降低体
温。3、避免不必要的妇科检查。尽量
避免不必要的妇科检查，以免扩大感
染，引起炎症扩散。4、多吃清淡的食
物。饮食应清淡食物为主。多食有营
养的食物如：鸡蛋、豆腐、赤豆、菠菜
等。忌食生、冷和刺激性的食物。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经过了春节
的假期，我们又回到了暂时离别的工
作岗位。虽然信心满满，但是始终有
着头痛、肌肉酸痛、全身无力等感觉，
从而导致工作起来力不从心。出现这
样的情况，并不奇怪，这是我们患上了
春节综合症的缘故。

在我国众多的节日里，人们最重
视的莫过于春节了，阖家团圆庆贺，放

松心情的活动都是在春节期间进行，
大吃大喝、通宵娱乐就成了很多人的
春节生活，在春节后的两三天里感觉
厌倦，提不起精神，上班的工作效率
低，甚至有不明原因的恶心、眩晕、肠
道反应、神经性厌食、焦虑、神经衰弱
等；老人难以适应突然恢复的清静日
子；上班族无法安心为即将开始的工
作做准备。这就是"春节后综合征"的

典型表现。虽然出现这样的情况，通
过调理心态和减压的方式即可慢慢恢
复，但是，春节综合症的一些症状表现
与一些疾病很相似，为了引起广大读
者对于这些症状可能带来疾病的足够
重视，以免耽搁病情，藉此，今天，小编
通过精心梳理，针对春节期间出现的
各种症状所对应的疾病，进行开方下
药，与朋友们一起分享。

这里是大型公益养生栏目《五脏养生堂》，这里有跨
越千年的中医精纯，这里有贯通古今的养生精华，这里
有让你一学就灵的健康妙招。从大病到小症，我们认真
解答；从急症到慢病，我们见招拆招。健康就在《五脏养
生堂》！

东晋年间，家住扬州之地一户孙姓人
家，男的叫孙瑜，女的为郑珠，老俩口独
自生活在此。他们生活在一起数十年，相
濡以沫，互敬互爱，甚至都未红过脸。

但是，近一年来，孙瑜出现了身体虚
弱、腿脚酥软、有气无力的情况，只要挪
动几步，便气喘吁吁。数十年的繁忙劳
碌，郑珠本身也有着心悸、心痛、气短的
症状。一日，郑珠准备给孙瑜买点好吃
的补补身子，便来到集市，在牲畜交易场
地处，一匹马突然发狂，飞奔而起，恰好
将郑珠撞翻在地，同时由于受了惊吓，她
倒地不起。正当大家唏嘘之际，人群中
走出一人来到了郑珠的身边。

说来话巧，此人正是葛洪。葛洪不
但给郑珠开出了治疗心痛的药方：桂心
八两。水四升，煮取一升。分三服。当
询问得知，郑珠的老伴孙瑜的具体症状
后，葛洪开出了治疗虚损羸瘦的药方。
老俩口服药一个月后，均恢复了健康。

马撞倒老妪致休克
助人者桂心治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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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不但位列中国古
代十大名医之中，而且其
五脏理论对后世医者影响
深远，中国至今为止获得
最高奖项的屠呦呦就是得益于葛洪的医
学著作《肘后方》中的一句"青蒿一握,以
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葛洪一生，
著书立传，在其他方面也颇有建树。今
天小编给大家讲讲葛洪在《抱朴子》中的
一些当时的重要见解。

高杜人日唱和

诗意歌舞《袅袅佳人》等节目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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