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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是一个重要的

民俗节日，老北京在中秋这一天有“拜月”

的习俗，这一天，一家人的主食是吃“团圆

饼”，因而又叫团圆节，月饼只是饭后的茶

点。因为中秋节有拜“月神娘娘”拜“太阴

星君”的习俗，过去人们认为月亮属“阴”，

老北京有句俗话叫“男不拜月，女不祭

灶”，拜月是女人、小孩儿的事情，男人是

不参加的，所以又叫“女儿节”。

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八月节”“八月

半”。民俗活动有祭月、赏月、走月、挂彩

灯、吃月饼、吃团圆饭、供兔儿爷、饮桂花

酒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吃月饼、供

兔儿爷，故八月十五又称“月饼节”，有时

还戏称为“兔儿爷节”。

“拜月”时供月光码儿，早年间纸店

里有卖的，就是一张大幅的糙纸，上面印

有一些神符，上半截印太阴星君，下半截

印月公、兔儿爷。糊在秫秸杆上，插在供

桌的中间。过去有个儿歌，“月光码，供当

中”，但现在已经没有这种习俗了。

祭兔儿爷的时候，泥塑的兔儿爷边上

要有两样东西，一样是花瓶里插着鸡冠

花，代表月亮里的婆娑树。另一样是带枝

的毛豆，因为兔子喜欢吃。在食品方面，

要供“团圆饼”、月饼和水果。水果什么都

行，只是不能放梨。但必须放藕，代表给

兔儿爷剔牙的意思，还有取游子和家人

“藕断丝连”之意。月亮升起之后，在八、

九点的时候，女人和小孩进行拜月。之

后，众人分吃供品。饭后，有条件的人家

可以到北海、陶然亭等地去赏月。没条件

的，就在院子里摆上一口水缸或者一盆

水，观赏水中的月影。

兔儿爷是老北京中秋时令的传统物

件，也是唯一的一个能拿在手里玩儿的神

仙。相传兔儿爷的“家”在花市外的灶君

庙，这是北京本土的神仙。兔儿爷首先是

兔，也是人(穿盔甲，拟人化)，也是可供奉

的神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兔儿爷还是

泥捏的玩意儿。上供过后，小孩子就可以

拿在手里玩，这一点和其他神仙有明显的

区别。

关于兔儿爷的来历在北京有这样一

段传说：有一年，北京城里忽然闹起了瘟

疫，几乎每家都有人得病。月里嫦娥看

到此情景，心里十分难过，就派身边的玉

兔去为百姓们治病。玉兔变成了一个少

女，她挨家挨户地走，治好了很多人。人

们为了感谢玉兔，纷纷送东西给她，可玉

兔什么也不要，只是向别人借衣服穿，每

到一处就换一身装扮，有时候打扮得像

个卖油的，有时候又像个算命的……一

会儿是男人装束，一会儿又是女人打

扮。为了能给更多的人治病，玉兔就骑

上马、鹿或狮子、老虎，走遍了京城内

外。消除了京城的瘟疫之后，玉兔就回

到月宫中去了。于是，人们用泥塑造了

玉兔的形象，有骑鹿的、有乘凤的、有披

挂着铠甲的、也有身着各种工人的衣服

的，千姿百态，非常可爱。每到农历八月

十五这一天，家家都要供奉他，给他摆上

好吃的瓜果菜豆，用来酬谢他给人间带

来的吉祥和幸福，还亲切地称他为“兔爷

儿”“兔奶奶”。

北京供奉兔儿爷起源约在明末，明朝

人纪坤的《花王阁剩稿》记载：“京中秋节

多以泥抟兔形，衣冠踞坐如人状，儿女祀

而拜之。”到了清代，兔儿爷的功能已由祭

月转变为儿童的中秋节玩具，制作也日趋

精致，有扮成武将头戴盔甲、身披战袍的、

也有背插纸旗或纸伞、或坐或立的，坐则

有麒麟、虎豹等等。也有扮成兔首人身之

商贩，或是剃头师父、或是缝鞋、卖馄饨、

茶汤的，不一而足。

中秋节又叫丰收节，此时正值秋果上

市，品种特别丰富。清代沈太侔《春明采

风志》里有“中秋临节，街市遍设果摊，雅

尔梨（鸭梨）、沙果、白梨、水梨、苹果、海

棠、欧李、鲜枣、葡萄、晚桃，又有带枝毛

豆、果藕、西瓜。”过去的果子市在前门东，

八月十三、四两日灯火如昼。并有小贩吆

喝：“今儿是几来？十三四来，您不买我这

沙果、苹果、闻香的果来，哎！二百的四十

来。”

说到中秋，必然要说到月饼，中国最

早出现月饼的记载，是出自于苏东坡的诗

句：“小饼如嚼月，中有酒和饴。”也就是说

从宋代时起，月饼才逐渐大行其市，并且

让月饼多了团圆的一层含义。圆圆的月

饼正好有团圆之“圆”的象征，“万里此情

同皎洁，一年今日最分明。”老北京上供的

月饼必须是“自来红”，而不能用“自来

白”。“自来红”用来祭祀有严格规定，皮要

用芝麻油和面，里面放有不同的果仁，还

有北京的“青丝”“红丝”，而且要有冰糖。

“自来白”的材料就比较随意，没有特别的

规定，面是用猪油和的。

中秋节还要用红糖、芝麻酱制作一种

“团圆饼”，以象征全家甜甜蜜蜜，团团和

美之意。制作方法是：将发好的白面加碱

揉好之后，根据笼屉大小，先擀成四片薄

面饼，每片上均抹上些芝麻酱、桂花汁，并

码上些果铺、核桃仁、葡萄干等，一层层叠

放在一起，再擀一个较大的面饼从上向下

将其包成大圆饼，上屉蒸。“团圆饼”和月

饼的区别在于，前者可以作为主食，而月

饼只是茶点而已。

老北京过中秋吃的是“自来红”和“自

来白”两款传统月饼，在团圆饭吃完之后

赏月的时候吃，因为北京中秋节月亮升起

来比较晚，大概要等到九点多钟月亮才会

升起来，这时候人们就在自家院子里摆上

桌子，喝喝茶，边赏月边吃月饼。

过去“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

都第一，它初不足食也。供月的月饼大者

尺余，上绘月宫蟾兔之形，有祭毕而食者，

有留至除夕而食者，谓之团圆。”

早年间讲究的人家祭月的月饼论

“堂”买，一堂七块，从大到小码起来呈

塔形，最大的一斤重（十六两），向上依

次是十二两的、八两的、六两的、四两

的、二两的、一两的。在月亮码儿左右

两侧各摆一堂，祭月仪式结束后，大家

分而食之。

“祭月”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

敬畏天地、亲近大自然的表现，如今这

些习俗都已经不讲究了，就剩下吃月饼

了。

袁树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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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假期安全出行文明旅游国庆节假期安全出行文明旅游
金秋十月将至，加之今年中秋节、国

庆节撞在了一起，将连放8天假，许多人

开始筹划外出旅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

不过出行前，请检查您的行囊，做好准备

工作和安全措施，更要做到文明旅游出

行。为此，本报为您准备了旅游和出行安

全注意事项，仅供参考。

个人防护篇
新冠疫情还在继续，对于普通民众来

说，虽然生活恢复了正常，但是出门旅行，

防疫要求还是要严格遵守。

1.戴好口罩

虽然，国内疫情已控制住，但是国外

输入的确诊病例和无症状病例还是存在，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人群密集和不通

风的环境下，大家还是要将口罩戴好。保

护他人，也保护自己。

2.勤洗手

正确洗手是预防腹泻和呼吸道感染

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咳嗽或打喷嚏时，用

纸巾、毛巾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嚏后

洗手，避免用手触摸眼睛、口鼻。出门游

玩、进食后，回到酒店一定要使用肥皂或

洗手液并用流动水洗手，用一次性纸巾或

干净毛巾擦手。

3.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

入住酒店时，记得每天开窗通风次数

不少于3次，每次20-30分钟。户外空气

质量较差时，通风换气频次和时间应适当

减少。

4.关注症状

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场所活动，避免

接触呼吸道感染患者。出现呼吸道感染症

状如咳嗽、流涕、发热等，应居家隔离休息，

持续发热不退或症状加重时及早就诊。

居家安全篇
（一）防火、防煤气常识

1.熟悉住所地理环境，确保通道在任

何时候都畅通无阻。

2.了解居住地消防设备及使用方法。

3.切勿使电路超负荷，如需增加室内

电器，必须由具有上岗证的电工进行安装。

4.室内切勿存放任何易燃易爆等危

险物品。

5.应向家庭成员指示电源总开关所

在，如遇火灾，及时切断电源。

6.使用燃气时，应将窗户尽量打开，

以防万一燃气泄漏时发生意外。停止使

用煤气时，应关闭其总开关。

7.定期检查电器、电线及接驳燃气的

胶喉，如发现损坏时，要立即更换。

8.若发生火灾，应保持冷静，立即向

消防部门报案，并正确告知起火点和火

势。

9.安全燃放烟花爆竹，预防一氧化碳

中毒。

10.注意厨房用火安全，及时检查煤

气渗漏情况，做到及时关闭阀门。

11.不同种类的燃烧物应用不同种类

的灭火器扑火：木、纸等物燃烧应用加压

水力灭火器；油、燃料、汽油及其他易燃液

体燃烧时应用干粉或泡沫灭火器；电线、

电器、马达燃烧应用干粉或二氧化碳灭火

器。

（二）防盗常识

1.出门随手关好门窗。

2.家里装有报警设备的，出门时将家

内的报警器置于警戒状态。

3.提高防卫意识，不要随意让陌生人

进入楼道电子门。

4.一旦发生盗贼入室，及时报警，并

保护好现场，如有人在现场，应保持冷静，

灵活与盗贼周旋，暗中启动紧急键向管理

中心求救或伺机报警。

出行准备篇
1.提前预定国庆节出游目的地的门

票

今年的国庆节将迎来2020年第一个

出游高峰，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许多景区

都是限制游览人数，所以准备出游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预定景区门票，避免人到景区

门口却不能进景区游玩参观的尴尬。

2.提前预定交通和酒店

确定好目的地，确保自己能去到自己

想去的景区游玩时，你就可以将前往目的

地的交通和酒店预定好了。每年的国庆

出行人数都是最多的，相信今年的国庆节

也不例外，特别是去国庆热门目的地额济

纳旗这类配套不是很完善的地方，一定要

提前预定酒店，不然找不到住宿的地方真

的很难过。

3.准备合适的衣物

国庆出游，有可能东边去到西边，北

边去到南边，低海拔去到高海拔，所以想

要去的目的地天气和自己生活的地方可

能会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一定要提前查看

目的地的天气，准备好合适的衣物。

旅行安全篇
国庆长假的临近，不少人已谋划好出

门远游。但是旅游最重要的是安全，所

以，一定要注意安全。

1.慎入未开发的景区、景点，谨慎“爬

野山”“游野泳”，以免发生迷路走失、人身

伤害等情况。进入景区，特别是在穿行桥

梁、涵洞等狭窄部位时，不要抢行、注意礼

让，要遵从景区旅游引导管理安排，避免

因人员拥挤造成秩序混乱，引发伤亡。

2.出游时要注意饮食卫生，要管好自

己的嘴，切忌饥一顿，饱一顿，不能吃得太

杂，尽量保持正常的饮食习惯，多吃水果、

少吃零食饮料，注意饮食卫生。同时，旅

途中要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少吃辛辣、

酸性食物；多吃些易消化的食物，少吃生

菜色拉等凉性食物；同时要注意劳逸结

合，防止过度疲劳而殃及肠胃。切忌空腹

喝酒等，都能避免肠胃疾病的发生。

3.游览的时候要注意人员安全，如自

身的安全，同伴的安全，尤其是小孩和老

人要注意防止走失，比较危险的地段要遵

守导游的指导。有高血压、心脏病者最好

不要在人多的时候外出旅游，尤其是国庆

这种黄金周。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景区管

理人员。不要轻言所谓的免费娱乐活动，

夜晚出门参加娱乐活动一定要特别注意，

防止敲诈。受各种环境和其他因素，可能

有些景区的饮食会让您不满意，别在意这

些。重要的是游玩，而不是吃。买东西一

定要到正规的地方买，以免上当受骗。切

莫太招摇，以免惹人注意，发生麻烦事。

文明旅游篇
1.维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和吐

口香糖，不乱扔废弃物，不在禁烟场所吸

烟。

2.遵守公共秩序。不喧哗吵闹，排队

遵守秩序，不并行挡道，不在公众场所高

声交谈。

3.保护生态环境。不踩踏绿地，不摘

折花木和果实，不追逐、投打、乱喂动物。

4.保护文物古迹。不在文物古迹上

涂刻，不攀爬触摸文物，拍照摄像遵守规

定。

5.爱惜公共设施。不污损客房用品，

不损坏公用设施，不贪占小便宜，节约用

水用电，用餐不浪费。

6.尊重别人权利。不强行和外宾合

影，不对着别人打喷嚏，不长期占用公共

设施，尊重服务人员的劳动，尊重各民族

宗教习俗。

7.讲究以礼待人。衣着整洁得体，不

在公共场所袒胸赤膊，礼让老幼病残，礼

让女士，不讲粗话。

8.提倡健康娱乐。抵制封建迷信活

动，拒绝黄赌毒。

出门在外最怕外伤
出门在外，由于疲劳、环境变化等原

因而容易发生机体损伤。提醒大家易发

生的几种情况：

1.股骨颈骨折：尤其易发生于老年人

身上。若受损伤就不应继续负重，须马上

去医院拍片检查。

2.手腕骨折：多是在绊倒、滑倒时本

能地用手掌撑地所致。伤后病人会感觉

受伤的手腕剧烈疼痛，有的可以感到碎骨

片在移动。受伤后要就近找到一块平整

的板子或书，将手腕托住，避免手腕的反

复摆动。不要自行按摩和反复练习活动，

应尽快由医生将骨折复位后，进行石膏固

定。

3.踝关节韧带损伤和踝关节骨折：这

种损伤常常是在跑动和下山时发生。伤

后即使能行走，也应避免负重。有条件的

话，可立即敷以冰块，以减少出血及肿胀，

切忌按摩及热敷。应尽快去医院就医，进

行石膏固定或手术治疗。

自驾车出游多留心
现在，全家出游或者三五朋友驾车出

游成为越来越时尚方便的旅游方式，但自

驾车出游切记要注意安全。

1.莫赶路

远途开车，最好选一个懂得车辆基本

维修技术的人同行；最好按额定座位数找

人；女性人数以不超过男性为宜。远途旅

行出发前详细检查车辆的所有部件，尤其

是发动机。最好几辆车同行，车与车之间

的距离不要太远。最好不要走夜路，旅游

不是赶路。走夜路危险自然不必说，赶夜

路的疲劳也会影响旅游的心情。

2.别大意

车辆的选择应根据所去地点的基本

路面情况选择。如果道路状况良好，开轿

车没问题；如果道路状况很差，最好换一

辆越野车，例如吉普车、切诺基等。短途

旅行出发前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是否漏

油、缺不缺水等；开车外出旅游，最好两辆

以上的车同行，一旦出了事故可以相互照

应。刚学会开车的白本司机，不要拿旅游

练车，对车不熟悉，对路况不熟悉，很容易

出事故。

国庆长假出门游玩都要玩的开心快

乐，当然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本报提

醒朋友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不

论是自驾游还是单独出门旅游，都要时刻

保持警惕，把人身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样

才能玩的更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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