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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载文化，
团聚乡里——

历久弥新的澳门
“土地诞”
来到澳门的游客，大多会留意到大大
小小商家门前安放的神龛。神龛中供奉
着写有“门口土地财”字样的牌位，恭恭敬
敬地摆放祭品，焚香祭拜。
这便是澳门民间传承下来的土地公
文化。每年正月三十到二月初五的“土地
公宝诞”期间，澳门民间庆贺活动达到高
潮，居民们携带鲜花、水果和香烛到土地
庙祭拜，举办唱戏、摆宴等庆祝活动。如
今，庆贺“土地诞”已经成为澳门街坊聚会
联谊的重要日子。
农 历 二 月 初 五（3 月 11 日）晚 上 ，位
于澳门半岛的雀仔园福德祠土地庙前地
张灯结彩，分外热闹。狭窄的巷道中摆
开流水的街宴，戏台上邀请戏班演出经
典粤剧曲目，街坊邻居欢聚一堂，年轻义
工 来 往 穿 梭 ，为 街 坊 添 菜 倒 酒 ，派 发 利
是。
记 者 来 到 街 宴 现 场 的 时 候 ，庙 中 的
“千岁宴”正在举行，一众慈祥老者围坐在
一起，边吃饭听戏边闲话家常。
“每年土地公寿诞的时候，雀仔园的
老街坊、老邻居都会专程赶回来，大家送
红包、听戏，共同庆贺，希望在土地神的庇
佑下身体健康，家庭幸福。”雀仔园福德祠
土地庙值理会会长罗盛宗说。

澳门的土地信仰源远流长，如今供奉
土地公的地方大大小小达 100 多个，最早
的土地庙有 400 多年历史。雀仔园福德祠
土地庙是 1886 年从他处迁建于此，是澳门
香火最为旺盛、
“土地诞”庆贺活动最为集
中隆重的地方。
澳门的“土地诞”庆贺经过多年演化，
已经形成固定的仪式。正月三十（如果当
年正月没有三十就是正月二十九），首场
粤剧演出拉开整个庆贺活动序幕，之后日
场、夜场粤剧演出不断，直到二月初五晚
举办最后一场。
在此期间，二月二是“土地公宝诞”的
正日子，头一天晚上有“八仙贺寿”，子时
信众前来土地庙上香，并举办醒狮、采青
表演和切福肉仪式。
二月初五的街宴则是老居民、老街坊
最后欢聚的场合，也为整个“土地诞”的庆
贺画上句点。
今年的街宴席开 130 桌，有 1600 多人
参加。6 点钟率先开始的是敬老宴会，参
加的都是 65 岁以上老者。其中“千岁宴”
桌上最年长的，
已有 99 岁高龄。
敬老宴会上吃的是最传统的广东菜
肴，酒楼厨师被请到这里，每桌 8 个菜。菜
色虽然简单，但环境、气氛、人情，才是最

难得的。
敬老宴会之后是联欢宴，那时候不再
区分年龄大小，街坊邻里都可以参加，大
家欢聚一堂。
“我爷爷就是在这里结婚的，
（上世
纪）30 年代还在这里工作过。”罗盛宗对雀
仔园附近很有感情。今年街宴上来了 600
多位老街坊，他们大部分已经搬去别处，
还住在这里的只剩 100 多人。
在澳门，
“土地诞”文化维系着千家万
户，历史传承源远流长，自然也受到官方
重视。2017 年，
“土地信仰”被澳门特区政
府正式列入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
如今，特区政府正在积极推动将其申报成
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土地诞”街宴的现场，很多义工往
来奔走，热情忙碌。他们很多是年轻的面
孔，拉着记者到处参观介绍的邓家齐便是
其中之一。
罗盛宗坦言，过去“土地信仰”的传承
有所减弱，但近些年澳门年轻人受到传统
文化的感召，
传承又在慢慢恢复。
“这跟澳门的发展有关，从澳门回归
到今天，20 年里，环境这么好，澳门人开
心，所以人们对传统文化也比较热衷了。”
罗盛宗说。
据新华社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
儿童绘画展亮相塔什干
3 月 12 日 ，在 乌 兹
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
观众在绘画展现场拍
照。
由乌兹别克斯坦上
海合作组织民间外交中
心举办的“孩子眼中的
世界”绘画展 12 日在乌
首都塔什干开幕。来自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百幅
儿童绘画作品吸引了众
多观众。
据新华社

中国外文局在伦敦书展举办
“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主题活动
2019 年伦敦书展 12 日开幕，中国外文
局（中国国际出版集团）举办的“英国人眼
中的中国”主题活动成为书展首日一大亮
点。
此次活动紧扣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主题，推出“中国外文局 70 年中英互看
主题图书”精品书展，邀请英国作家、学者
和政界人士畅谈各自书中的中国印象，并
举行新书首发式，吸引了众多出版商代表
和读者参加。
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臣麦克·贝茨
勋爵及夫人李雪琳的《徒步中国 II：为梦想
行走》是当天首发新书之一。该书由中国
外文局旗下新世界出版社出版，记录了贝
茨夫妇 2018 年在中国完成的第二次慈善
徒步，以英国人的眼光见证了中国改革开

放的巨大成就。
“这本书里有中国的出租车司机、钢
铁工人、老人、儿童，是我们徒步时遇到的
所有人的故事的集合。”贝茨勋爵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
“ 我希望我们的徒步活动
和新书能增强英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互
相了解和尊重。”
此外，
《中国乡村的“莎士比亚”——
汉学家眼中的中国评剧》英文版等图书也
在当天活动上首发。
贝茨勋爵、英国社科院院士马丁·阿
尔布劳和知名汉学家弗兰西丝·伍德（中
文名吴芳思）分别结合各自参与的中国主
题图书，分享对中国政治、思想和文化的
认识，同时介绍和分析当代中国的生活变
化、中国戏曲传统和中国建设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理念。
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刘大为说，本次中
英互看主题图书精品书展展示了外文局
70 年来出版的中英两国人士互通互看的
图书，共有 100 多个品种。
“ 这些图书是两
国人文交流的历史见证和文化象征，也体
现了中英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具有重要
而特别的意义。”
本次活动由中国外文局主办，中国驻
英国大使馆文化处、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驻
伦敦办事处协办，新世界出版社、英国全
球中国研究院及全球中国出版社承办。
伦敦书展始于 1971 年，是全球出版业
最重要的盛会之一。本届书展 12 日至 14
日在伦敦奥林匹亚展览中心举办。
据新华社

点校本
“二十四史”
修订工程再结新成果

中华书局出版《隋书》
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近日在上海联合
举办座谈会，宣布《隋书》修订本正式出版。
这是中华书局已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
修订本中的第八部史书。
中国历史上的《隋书》，由唐代魏徵、长
孙无忌领衔编撰，是官修纪传体正史。全书
八十五卷，包括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
十卷。
“ 纪”和“传”记载隋朝史事，
“ 志”包括
了梁、陈、北齐、北周和隋的相关内容。
原点校本《隋书》由汪绍楹点校，后经阴
法鲁改定全稿，由邓经元编辑整理，于 197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此次修订既全面
继承原点校本的成果，又加以提升，使之更
便于今人阅读和引用。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由中华书局
负责规划和出版，自 2006 年修订工程启动以
来，共计出版《史记》
《魏书》
《南齐书》
《旧五
代史》
《新五代史》
《辽史》
《宋书》
《隋书》八部
史书的修订本。修订工程中，复旦大学承担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隋书》
《旧唐书》
《三
国志》五部正史的修订。
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介绍说，修订工作
组织之初，曾经全面清理点校工作档案，了
解当年点校工作过程、体例形成过程和各史
特点、点校本主要遗留问题等；
并且系统搜集
梳理了各史出版后有关方面的意见，同时设
立“二十四史校订研究丛刊”，集中出版关于
点校本的校订成果，作为修订工作的学术支
撑。修订本作为原点校本的升级版本，更加
精善，
校勘更加系统规范，
对前人成果的吸取
更加全面，
标点更加统一、
准确。 据新华社

海昏简牍中发现千余枚
汉代
“六博”
棋谱
海昏侯刘贺墓主椁室文书档案库曾出
土 5200 余枚简牍，负责这批简牍文字释读工
作的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近期公布阶
段性成果。据悉，研究人员目前辨识出千余
枚竹简上记载了一种名为“六博”棋的行棋
口诀，属首次发现，为研究汉代的社会风尚
乃至兵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
记者了解到，
“六博”是春秋战国十分流
行的一种棋类游戏，
是象棋、国际象棋等兵种
棋盘类游戏的鼻祖。西汉的皇帝都十分喜欢
“六博”游戏，朝廷还设有专门的官职管理博
戏。
“六博”棋的行棋之道与当时的兵制十分
相似，
是象征当时战斗形式的一种游戏。
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介
绍说，
《汉书·艺文志》中并未收录
“棋谱口诀”
一类文献。南朝齐、
梁间，
阮孝绪《七录》将《大
小博法》
《投壶经》
《击壤经》等列入《术伎录·杂
艺部》。
《隋书·经籍志》子部
“兵家”
类著录有《杂
博戏》
《太一博法》
《双博法》
《皇博法》
《博塞经》
《二仪十博经》等博戏类文献6种10卷。
此次发现的“六博”简文有篇题，篇题之
下记述形式以“青”
“白”指代双方棋子，依序
落在相应行棋位置（棋道）之上，根据不同棋
局走势，末尾圆点后均有“青不胜”或“白不
胜”的判定。简文所记棋道名称，可与《西京
杂记》所记许博昌所传“行棋口诀”、尹湾汉
简《博局占》、北大汉简《六博》等以往所见
“六博”类文献基本对应。
据《西京杂记》记载，六博“行棋口诀”在
当时“三辅儿童皆诵之”，可见“六博”在汉代
盛行的情况，但其规则约在唐代以后失传。
汉晋墓葬中常见六博棋具，汉以后的墓葬则
经常出土博局纹镜、博戏俑，画像石上也时
有表现博戏的画面。过去发现的简牍文献，
多用六博占卜。
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自 2011 年发掘以来，
出土 1 万余件（套）珍贵文物，对研究中国汉
代政治、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专家认
为，
海昏简牍中的
“六博”
棋谱尚属首次发现，
结合既往所见六博棋局实物与图像资料，能
促进汉代宇宙观念、六博游戏规则等思想文
化与社会生活方面的研究。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