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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兔”飞猛进!
——新春文化大餐精彩纷呈

虎去兔来辞旧岁，为丰富节
日文化生活，青岛各文化场馆在
正月里纷纷通过“线上+线下”的
方式，全方位地捧出欢乐喜庆、年
味儿十足的兔年春节文化大餐。

书香雅韵过大年

通过线上线下渠道，青岛市
图书馆举办“品非遗之美·享多彩
新春”“品书香雅韵·享多彩新春”
等多个主题的公益文化活动。

其中，正月初一，馆长领衔馆
员们向读者拜年，并为读者送上

“萌兔”吉祥物；初二、初三连续推
出两场音乐会，让大家在音乐交
叠出的梦幻空间中开启新的一
年；“第五届传统剪纸作品展”“青
岛市年文化主题美术作品展”等
展览也将陆续在馆内举办。

同时，还在线上平台陆续推
出“光影12夜”纪录片线上展映&
观影打卡活动、2023 年“书墨飘
香 悦享新年”新春典籍文化展、

“楮墨芸香”共读古籍等云讲座、
云观影、云读史等活动。

生肖贺岁五市联展

青岛市博物馆岁末生肖系列
展如约展出。展览联合胶东五市
多家博物馆和文化机构，展出书
画、瓷器、铜器、玉石器等文物 35
件（套），以及非遗手造、生肖邮票
等现代展品，众多萌兔齐聚我馆，
上演一场有趣的跨时空对话。

展教活动创意送福

“癸卯年生肖文物图片联展”
将从20日起在青岛德国总督楼旧
址博物馆、青岛康有为故居纪念
馆、青岛市民俗博物馆（青岛天后
宫）与市民见面，展览甄选319 件
兔主题文物，为大家献上“文物新
年礼”。

康有为故居纪念馆大年初一
至初三每天开展一场公益讲解，带
你走进名人故居文化。天后宫初
一到初六及元宵节有灯谜竞猜、手
工艺制作体验，还有戏曲表演、皮
影表演、川剧变脸等。记者 许瑶

2023年是农历癸卯兔
年，兔子几千年来一直深受
中国人的喜爱，并与社会发
生着复杂而持久的联系，也
因此拥有了复杂的文化形象。

兔子的第一层文化形
象可概括为“物竞天择自然
铁律下以弱胜强的生命强
者”。在自然界食物链中，
兔子属于位阶较低的食草
动物，如果从它的自然特
性方向延伸，那它的文化
形象应该是偏负面或弱势
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兔子遇敌以逃跑为第
一选择，也因此进化出了
较快的奔跑速度。

兔子还是筑窟营穴的
高手。《战国策·齐策四》记
载：“狡兔有三窟；仅得其
免死身；今君在一窟；未得
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
二窟”。这就是成语“狡兔
三窟”故事，比喻藏身之处

甚多，避祸有术。
兔子天敌甚多，除了逃

跑、躲藏之外，其维持种群
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繁殖。
苏澈《中秋夜八绝》写到：

“暗添珠百倍，潜感兔多
生”。正是由于兔子旺盛的
繁殖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寓意多子多福、人丁兴旺。

兔子的第二层文化形
象可以概括为“万物有灵
神话视界中崇月与长生的
代表”。月亮中有兔子的
神话是世界范围内的普遍
文化现象，在各国、各民族
的民间传说中均有体现。
但月亮、兔子、长生等文化
意向的联系，在中国是一
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月中有兔的神话形象
最早见于长沙马王堆西汉
墓，其一号墓帛画中绘有
月牙形状的月亮，月中有
白兔与蟾蜍，据此我们可

以推测月兔的形象至少在
先秦就已经形成。

之所以将月亮与兔子
联系起来有很多推测。晋
代张华《博物志·物性》记
载：“兔舐毫望月而孕，口
中吐子”，认为兔子是吸收
月亮精华而繁殖。东汉张
衡《灵宪》记载：“月者，阴
精 之 宗 ，积 而 成 兽 ，像
兔”。认为月中阴影的形
状同兔子形似，因而附会
出了月兔的说法。其实兔
子是夜行性动物，其活动
时间与月亮重合，由此产
生“视月”生子的说法及兔
子拜月的民间传说。

兔子的第三层文化形
象可概括为“民俗文化自然
衍生下的祥瑞象征”。如果
说兔子的文化形象第一层
源于兔子本身的自然属性
（迅捷、躲藏、繁衍衍生的强
健、智慧、多子文化），第二

层文化形象源于月神崇拜
（兔子已成为“从属”，月神
崇拜和西王母崇拜的一部
分），那么在民俗文化的自
然衍生下，兔子的文化形象
自由生长，已然很难理清中
间的脉络与逻辑。

正月点起兔花灯——

传新有后；清明梁悬兔寒
燕——消食祛病；端午绣制
兔香包——驱毒进邪；中秋
摆供兔儿爷——祈佑吉祥
等。民间兔文化融合了各
类民俗文化内涵，包括衣、
食、住、行的各方面，充实
着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吕庆元

人们对兔子的喜爱，许
多都表现在民俗事象中。
这从十二生肖的选择及排
序上，可明显地看出来。

在古代，人们为了纪
年方便，便选择了十二种动
物与地支相配，这便形成了
十二生肖。在众多的动物
中，兔名列第四，一则民间
传说作出了有趣的解释：

传说十二生肖排名
时，老鼠与牛排在头两
名，这引起了龙、虎的不
满。后来天神封虎做了
山中之王，封龙做了海中
之王，方才平息了愤怒。
当重新排名时，兔子跳出
来说：“我是山中王的护
卫，应该排在海之王的前
面。”龙当然不肯。于是
兔子提议与龙赛跑，谁赢
了谁排在前面。兔子选
了一条山高林密的小路
做跑道，苍龙满不在乎。

比赛开始后，身体庞大的
龙左绕右拐，行进缓慢。
而兔子却如履平地，跑得
很快，比龙先到达终点。
这样一来，它就理所当然
地排在龙的前面。

还有的传说故事，称
赞兔子有舍己为人的献
身精神。人们喜爱兔子，
还把它当作吉祥物，用以
表 达 美 好 的 愿 望 或 理
想。如古时每年正月初
一，各地都有“挂兔头”的
习俗。据记载，过去每到
这一天，人们都将面做的
兔头与面蛇、年幡、面具
等一同挂在门楣上，以求
镇邪禳灾，平安多福。在
京津及济南等地，还有中
秋节供奉泥塑“兔儿爷”
或“兔子王”的习俗，这不
但为感谢玉兔的驱瘟治
病之功，还祈求它保佑平
安吉祥。 戴永夏

兔年到来话兔俗
兔字，在甲骨文中一

般写作右图，可以说是非
常形象地抓住了小兔子的
特点——长耳朵、短尾巴、
大眼睛，肥硕的身躯还有
小豁嘴，显得萌萌哒。

“兔”是个象形字，兔
子温顺胆小，但是弹跳力惊
人，动作迅捷。所以古人常
常用含有“兔”字的词语来
形容灵活迅速的动作。

兔子跑得很快，捕猎
的难度很高。同时兔子相
对其他猛兽来说，还是个
没啥威胁的战五渣，这让
小兔子成了古人最喜欢追
逐的猎物之一。

我们都知道“狡兔三
窟”。但其实兔子不止会打
洞，它还能上天。最著名的
是陪伴嫦娥仙子的玉兔
了。传说中月亮上有玉兔
捣药，因此兔子在古代也可
雅称为月精、月德。而月亮

也常被称作兔魄、兔轮、兔
月、兔钩、兔华等等。

汉代《乐府诗集》中已
有“白兔长踠捣药虾蟆丸”
的句子，本应该奔跑跳跃
闭着眼的小兔子，摇身一
变成了个没有感情的捣
药机器，和嫦娥这个偷吃了
不死仙药才奔月的美人倒
很配套。

随着时代的发展，萌
萌哒的玉兔形象也得到了
越来越多人的喜爱。由于
嫦娥、玉兔和月亮的关系，
中国的探月工程也和这些
传统文化符号产生了联
系。比如探月工程叫嫦娥
工程，月球车叫玉兔号，这
都代表了中国人对奔月的
向往和决心。 王磊

兔：代表月亮的可爱担当

文化，原来这么有趣
文 化 过 大 年

人体内的氨糖软骨素是可以自身
合成的，但是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氨
糖软骨素含量不断降低且不再生成。
等到年龄越来越大，氨糖软骨素含量越
来越少，逐渐出现驼背、走路无力、关节
时常疼痛的现象。

氨糖在自然界中主要存在于蟹
壳、虾壳、贝壳等壳类生物中，软骨素
主要存在于像鸡皮、鱼皮以及鸡、牛与
鲨鱼的软骨内，所以与软骨素比起来，
氨糖较难补充。但随着科技的发展，
科学家将氨糖从壳类生物中提取出

来，更方便补充。
如果你人到老年，骨密度降低，经

常出现不明原因的扭伤、抽筋等现象，
不妨用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吧！

为了帮助骨关节不适的读者朋友及
家人，老年生活报康康商城限时团购海
之圣博力氨糖软骨素钙片 3 瓶只需 99
元，由于此次优惠力度大产品数量有限，
活动时间仅限7天，还望广大读者朋友
抓紧时间报名申购，售完为止，谢谢您的
合作和理解!不能到店的读者可免费邮
寄货到付款！

人到老年增加骨密度 还得用氨糖软骨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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