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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暢遊

传统习俗过年
文 / 布一

这是一个真实
的故事。

2002 年，
大陆东北的冬
天，可冷了，
村子里有一个
大 法 弟 子。
除 夕 夜， 傍
晚 起， 鞭 炮
就响个不停，
他 的 心 不 平
静， 过 年 家
家团圆，外出
的、嫁出去的、
走亲访友的都回
来了，正是救人的
好机会。他要去附近
的村屯，他平时是骑摩托
车，今天他要骑自行车，考
虑的是在寂静的夜里不会有太大的 
声响。

村与村之间，相距很远，走的是积雪压
出沟的棱道，他车筐里有一个大兜子，里面
装满了真相材料，还有光碟。他每到一村都
是把真相材料放到各家院子里，这天还好，
也许鞭炮响的原因，狗见生人也不叫了。他
走了几个村子，已到子时，他累了，想回
家，可是一眼望去，那边还有一簇灯火在茫
茫雪原的尽处闪烁，他迟疑了一会，他摸摸
兜。他决定朝那个村庄骑去。

西北风吹起地上的雪，风雪打在脸上，
象刀子割脸一样。他来到这个村子，他没
有去发资料，他很冷，身子有些发抖，他先
在一家房头包米杆垛背风歇一会，他蹲在那
儿，望着不见星星的天。东北农村还是有在
半夜吃饺子放鞭炮的习俗。这时，这家出来
两个小孩，一个小孩到房头，看来想找个木
杆挂鞭炮，一看有个人蹲在那里吓坏了，他

赶紧跑回屋里，不一会
大人出来了，把这位
大法弟子当作小偷
抓到屋里。这位大
法弟子一进屋，
外屋大锅烧开
的水蒸气让他
看不清什么，
里屋炕上、地
下 一 帮 人，
他倒不紧张，
只觉的还是屋
里暖和。此时
一场七嘴八舌

的“审讯”开始
了，小孩妈讲 ：

年轻人干点啥不好
啊！小孩爸讲 ：找挨

揍吧！小孩奶奶说 ：你
看冻的！面对这场面不容

他解释，他说他不是小偷，人
家也不信。最后他急了，不信你看，

他解开衣扣和系在腰间的绳子，真相册子撒
了出来，大家惊愕了。两个孩子和邻居看热
闹的孩子满地抢着看，喊着 ：法轮功！法轮
功！瞬间的静，小孩爸拿一本小册子看了看
说，今天就凭这个就可以送你坐牢，小孩妈
附和着说送村支书家去，小孩奶奶说 ：咱可
别干那缺德的事！小孩爸看着小册子，这时
外边密集的鞭炮声响起，他突然象明白什么
似的，他冲外屋的妻子问 ：饺子煮好没？妻
子说好了，小孩奶奶冲大法弟子说 ：上炕吃
饺子，过年了。小孩爸顺着说，上炕头热
火，他看他冻的那样，说 ：大过年的你图意 
啥呀 !

外边自家的鞭炮也响起来了，夜幕中家
家都在过年，可又有多少人知道大法弟子所
做的这一切到底为的啥 ! 在饭桌上，大法弟
子给他们讲真相，一家人围在一起听，一 
起过年 ...... ◎

文 / 史珂 整理

在岁末，最大的节日就是除夕和
新年了。除夕是指腊月的最后一天的
晚上，民间多俗呼“年三十”或“大年三
十”。它与中国新年 ( 正月初一 ) 首尾
相连。“除夕”有旧岁至此而除，迎接
来年新岁的意思。

王安石《元日》诗云 ：“爆竹声中一
岁除，春风送暖如屠苏。千门万户瞳瞳
日，总把新桃换旧符。”《梦梁录》卷云：

“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日’，谓
之‘除夜’。士家不论大小户，俱洒扫
门，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
馗，钉桃符，贴春牌祭祀祖宗。遇夜则
备迎神香话供物，以祈新岁之安。”《万
历嘉兴府志》：“腊月，乡人以朱墨图
面，跳舞于市，行古礼。除夕，易门
神、桃符、春贴，井皆封，爆竹、紫，

设酒果聚欢，锣鼓彻夜，谓之守岁。”
除夕守岁，始自南北朝。守岁俗称

“熬夜”，即在除夕之夜，达旦不眠。
据传说，远古时侯有一种凶猛的怪物
叫“年”，它每到腊月的最后一天夜里
出来吞食人畜。后来，人们发现它怕火
光和爆竹声，于是人们便在除夕之夜，
通宵不眠，燃起火堆，焚烧青竹，使其
发出爆响，使年这个怪物不敢出来为非
作歹。这就是除夕晚上熬夜和放炮的习
俗的来源。在周、秦时期每年将尽的时
候，皇宫里要举行“大傩”的仪式，击鼓
驱逐疫疠之鬼，称为“逐除”，后又称
除夕的前一天为小除，即小年夜 ；除夕
为大除，即大年夜。

除夕之夜，尚有“辞岁”，置、送“压
岁钱”之习俗。《燕京岁时记》：“凡彩绳
穿线，编作龙形，置于床脚，谓之压岁
钱。尊长之赐小儿者，亦谓之压岁钱。”◎

文 / 德惠

赵邦清，字“仲一”，号“乾所”，明朝
时真宁 ( 今甘肃省庆阳市正宁县 ) 永和乡于
家庄人，是明朝时期著名清官之一。今天简
介一下他的清廉，以及一些关于他不太为人
所知的神奇事迹。

为官清廉  

却使穷县三年暴富

赵邦清生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
年），万历二十年（公元 1592 年）中進士，
万历二十一年（公元 1593 年），赵邦清出
任山东滕县县令。滕县这个远离京城的偏远
地方，当时正逢大灾荒，“民至相食”（《滕
侯德政考最序》)。赵邦清一到任，明察暗
访倾听民众疾苦，采取了整顿吏治、赈济安
置灾民、减轻税赋、发展生产等一系列措
施，使原本凋敝不堪的滕县呈现出一派繁荣
景象。吏部考核人员驻足滕县赞叹道 ：“以
贫弱之滕，三年而暴富”（《滕侯赵仲一实政
录序》），转眼成“河洛之间，葱然一善国也”

（《赵子瞑眩录序》）。滕县百姓感念其恩德，
为其建“生人祠”。当时有这样的民谣 ：“赵
邦清、赵邦清，为官一任一邦清 ；清正清廉
清滕县，百姓为他塑清身！”万历皇帝下旨
褒扬 ：“尔益矢公忠，坚持清白。”

万历二十六年（公元 1598 年），由于其
卓越的政绩，升任京官。先任吏部验封司主
事，又晋升为吏部稽勋司郎中。身居高位的
赵邦清，廉洁自律，拒绝贿赂，嫉恶如仇，
严惩贪官，贪官污吏都惧怕他，“六部大老
不敢嘱一言”。赵邦清在吏部任职期间，他
的上司吏部尚书李戴、文选郎中邓祚、验封
郎中侯执躬，结党营私，贪赃枉法，舞弊
受贿，并依仗权势，排除异己，残害清直之
士，人称“三恶”。群臣对此敢怒不敢言。
但赵邦清不畏权势、挺身而出，多次上书参
奏，历数其罪行。终于在赵邦清舍生忘死之
下，“三恶”被罢官查办。刑部王理怕赵邦
清弹劾自己，暗地里给赵邦清送了一千两白
银，赵邦清不但拒收，还将白银抬到御殿面
君，使王理受到制裁。

赵邦清清廉自守，不随波逐流，因此
得罪了奸佞，屡遭诽谤。万历三十年 ( 公
元 1602 年 ) 先被连降三级，不久又被削职
为民回到故乡。赵邦清回乡后，清贫度日。
他住居茅屋，身着布衣，头戴草帽，躬耕于
田。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举人李复初，平时与
赵邦清交往甚深，他千里迢迢来真宁看望赵
邦清，和赵邦清同住茅舍，夜夜倾谈，经常
到雄鸡报晓。时值严冬，滴水成冰，赵邦清
被褥衣着单薄。其夫人衣服单薄，她向丈
夫索要一件衣服御寒，赵邦清却“默默然无
一应”。过了几天，赵邦清从柜子里取出三
件官服，官服颜色已褪，让夫人翻新改做御

寒。李复初见到此景，百感交集，不禁为赵
邦清的清廉泪若泉涌，随即吟诗道 ：“无人
不道北地苦，公复与世相睽违。袱被而来袱
被往，夫人自是泣寒衣。清臣维风臣节扬，
处世大洁众所忌。汉臣贤妇数王章，贫时羞
向牛衣泣。”

天启二年 (公元 1622年 )，赵邦清复出，
任四川遵义道监军参议。同年，四川、贵州
等地叛军作乱，赵邦清奉诏率兵前去征讨，
卒于贵州水西山林的军旅途中，时年六十四
岁。明天启四年（公元 1624 年），赵邦清
已离世两载，当时文坛领袖钱谦益返回京城
时于山东滕县赵邦清祠堂前立马凭吊，抚今
思昔，写下《题滕县赵宰祠堂》一诗，追忆往
事。

与高僧为友

在明代佛教史上，有四位最负盛名、影
响深广的和尚，被誉为明代“四大高僧”，
真可即为其中之一。真可字“达观”，号“紫
柏老人”。紫柏老人和时任吏部稽勋司郎中
的赵邦清，由时任礼部主事的汤显祖介绍结
识，交往密切，时有诗文酬答。汤显祖为赵
邦清所作《滕赵仲一生祠记序》载 ：紫柏老人
要去长安，汤显祖止之曰：“公之精神才力体
貌，固不可以之长安矣。”紫柏老人笑答：“第
求有威智人，可与言天下事者。”汤显祖说 ：

“若此必赵君可”（赵君指赵邦清），紫柏老
人还赠赵邦清道号曰“直心”。万历二十八年

（1600 年）前后，汤显祖还作诗《奉寄赵仲
一真宁并问达师》，表达对挚友赵邦清、高
僧真可的遥想之情。也说明了高僧真可和赵
邦清的交谊之深。《紫柏老人集》卷二十四
有致赵邦清信七封，足见两人之友谊。

好友汤显祖写文 

记载赵遇仙之奇

赵邦清的好友汤显祖是明朝著名文人、
戏曲家。汤显祖有一篇文章《赵乾所梦遇仙
记序》，里面记载了他的好友赵邦清的一段
自述。大意如下 ：赵邦清在吏部任职期间，
一年秋天得了重病，“神气委顿”，感觉人马
上要死了。这时他想起过去有位仙姑传他的
一种名叫“中黄术”的道家修炼法，于是开始
修行，“垂目脐轮”（内视丹田）等一套下来，
当时就感觉好多了，喝了一杯汤，半夜又吃
了一碗粥，就感觉活过来了。

从此坚持了一年多，只要有空就修行。
一天夜里，他梦见自己正在读书，突然何仙
姑出现了，“授药一片，类桂皮，其大若掌，
食之香彻五内”，整个梦境非常清晰。第二
天起来，顿觉精力充沛，见到他的人都感觉
奇怪，突然一下精力变的旺盛。而且他内心
中“欣欣然若有所得”，至于究竟得到了什
么，就没有对他的好友汤显祖透露。

后来又过了好长时间，他又对汤显祖
说 ：修行日久，身体发生了神奇变化，內视
发现“脐间若胎有年”（修炼人都知道这是丹
田出现了元婴），现在他修行更加精進了，

“更行禁闭”（闭关修行）。

上应天象，古柏树
三次预兆赵邦清的命运

据古籍《赵天官清官式》中记载万历三十
年 ( 公元 1602 年 )，“彼时，京师星垂象，荧
惑星犯执法星甚急，主上初有拿科道意，观
者谓科道系执法星，科道必受难。既而又有
观者谓，执法星不必科道，但有执法者，即
是执法星。赵乾所，执法人，执法星也”，

“是时，真宁儒学丹墀西古柏一枝，亭亭参
天，围丈余，俄而出烟三日。两事皆先生被
参五六日内。”赵邦清号“乾所”，赵乾所就
是赵邦清。赵邦清当时在吏部执法，荧惑
星就是火星，古代占星术认为火星是灾星，
当年果然赵邦清就被奸臣诽谤，最后被革职
为民。人们认为赵邦清被革职，这是天象所
致，这也说明他是上应天象之人，绝非寻
常。

上面说的“真宁儒学丹墀西古柏”是怎么
回事呢？原来在正宁县（古名“真宁”）赵
邦清故乡，有一座黉（hóng）宫，就是纪念
和祭祀孔子的祠庙兼学校，《幼学琼林》中说

“黉宫胶序，乃乡学之称”。幼时的赵邦清就

是在这里，发愤苦读，连中举人、進士的。
这黉宫中孔庙大成殿后，巍然矗立着一棵树
高茎粗、气势威武、枝形奇特的柏树，相传
为东汉时期栽植。相传这古柏准确预示了清
正高洁的赵邦清的两次灾难。

万历三十年 ( 公元 1602 年 )，这颗古柏树
梢突然冒烟三日，全县的民众，都看到了这一
奇特景象。曾多年担任过赵邦清老师的三水
县（今陕西旬邑）文少白，善观天象，精通
地理，叹息说：松柏是君子啊。我的学生赵邦
清，职任吏部稽勋郎，清正执法，一帕不受，
朝中人人都惧怕他。他是人中的松柏啊。今天
柏树出烟，这是赵邦清有难的先兆。果不其
然，赵邦清不久就被陷害贬逐故里。

在赵邦清已经赋闲二十年后的天启二年
（公元 1622 年），他又一次重新被起用。这
年七月，贵州水西同知安邦彦反叛，年迈的
赵邦清奉命率军征剿，竟在途中去世。古柏
树梢再一次冒烟，烟气上冲于天，整整一天
一夜。从此人们就将这颗古柏尊称为“黉宫
神柏”。

赵邦清的清廉与传统教育

赵邦清的清廉事迹流传至今，甚至中共
为了所谓“反腐倡廉”，也把包括赵邦清在内
的古代一些清官清廉事迹拿出来，让其党官
学习，好像在继承传统文化一样。其实这都
是中共的障眼法，骗人的伪善面具。大家知
道中共坚持无神论，一直在不遗余力的否定
有神论，否定神佛的存在，而且无神论还是
中共的所谓理论基石，中共的一切理论都是
建立在无神论的假说上的。

而从赵邦清的生平看，他在祭祀孔子的
黉宫中读书，从小就生长在有神论的氛围之
中，从小肯定也是信神、敬神之人，后来又
与高僧为友，自己任职期间也走上了修炼道
路，而且修行不懈怠，有所成就出现了元
婴。而且其还与天象，与神柏相感应。这都
是对中共宣扬的“无神论”的彻底否定。赵邦
清能有这么大的成就、声望，能有这么严格
的道德操守，与他对神的信仰，与他的修行
是分不开的，赵邦清的成就在证实着佛道神
的真实存在，有神论才是正确的。而且中共
拿出古代清官事迹时，都隐去了他们信神敬
神的部分，这是中共在无耻的利用传统文化
人物为自己涂脂抹粉。

正因为信神敬神的古代传统文化的存
在，历朝历代培养出了一大批清官廉吏，赵
邦清只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人而已。而中共
的无神论却教育出一大批的贪官污吏，以至
于中共越是搞反腐倡廉，其官员腐败程度也
随之越深越广。中共党文化与中华文明是从
根本上对立的，中共不过是趁着中华虚弱之
际，乱中窃国的匪帮而已。历史已经证明 ：
没有了共产党，中华文明才会复兴 ；没有了
共产党，中华民族才有希望。◎

明朝大清官赵邦清的
清廉及神奇事迹

 除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