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端午前后，蛇虫侵入住宅，蚊蝇
滋生，湿气重，毒气重，古代中国人往
往采取插艾叶菖蒲、 兰草汤沐浴、喝
雄黄酒、挂驱蚊香囊等有实际功效的
方式做好入夏的准备。

【入夏式】
辟邪除瘟，平安保健

我国首部旅游法
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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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艾叶、菖蒲驱蚊，兰草汤沐浴防皮
肤病

在门窗上插艾叶、菖蒲，湖南的城镇乡
村较好地保存着这一端午习俗。

端午节前插上艾叶、菖蒲，端午节这天放
进火盆里点燃，在家里屋外熏一熏，一个夏天
可免蚊虫叮咬之苦。 孩子经常在外玩耍，在其
脖子上挂上香袋，里面放上驱蚊香料就行。 端
午时值仲夏，是皮肤病多发的季节，古人以兰
草汤沐浴去污为俗。有汉代《大戴礼》为证：“午
日以兰汤沐浴”。 因此，端午节又叫浴兰节。

● 郴州：准女婿要给岳母娘送鸭子
在郴州人眼里，端午节多了一些浪漫的

色彩。 春节、端午节、中秋节是媒人做媒的三
大喜庆日子，端午节天气时节最好，是郴州
青年男女恋爱的高峰期。 如果在这之前已经
相见并双方有意，男方则要在节前的五天去
准岳母家登门送礼。 送什么呢？ 郴州山多水
好，鸭子肉嫩味香，尤其是临武鸭。 送鸭子，
当然还送粽子，山里的竹叶、油桐叶、艾叶都
是包粽子的好材料。

● 湘潭：吃大蒜炒肉辟邪，用雄黄酒
在脑门上画“王”字

湘潭人有端午节吃大蒜炒肉的习惯，据
说这样可以辟邪。 蛇怕雄黄，古时候，人们都

会喝雄黄酒驱蛇，会用雄黄酒在小孩子的脑
门上画“王”字，现在，只有一些农村还保存
着这样的习俗。 在有的地方，会把雄黄酒涂
在孩子的脚心，就不怕踩到蛇和虫子了。

● 株洲朱亭古镇：吃包子、红糖蒸大
蒜球，出去走走祛灾

在株洲县朱亭镇长大的小周从小就觉
得很奇怪，每年快到端午节，镇上的人就会
争先恐后地买包子：“像疯了一样，当天买不
到包子，要提前预定好。 ”奶奶告诉她，以前，
往河里扔粽子和包子都是为了纪念屈原，现
在则是给在龙舟赛中夺得第一的船队送包
子，还要吃红糖蒸大蒜球和咸鸭蛋。 端午节
当天下午，除了看龙舟赛，一定要到外面走
走，丢掉凶灾保平安。

三湘粽子飘香，四水龙舟鼓响，又一个传统佳节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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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屈原 隆重入夏
文/本报记者 龙文泱

【纪念日】
鼓声喧震，观者如堵
湖南的龙舟赛，多为纪念屈原所

创。 三湘四水河网密布，有河流、湖
泊的地方就有热闹的龙舟赛。

沅陵 中西龙舟沅水争霸
时间：6 月 15 日———6 月 17 日

早在屈原之前， 沅陵的龙舟赛就有了，
它为纪念当地苗族先祖盘瓠而设： 赛船多、
划手多、观众多、赛时长。 屈原看过沅陵的龙
舟赛，《东君》里记录下比赛的热闹场面：“驾
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6 月 15 日至 17 日， 在沅水上举行的中
国·沅陵传统龙舟国际邀请赛上， 你不仅可
以看到中国传统的龙舟赛， 还有来自英国、
马来西亚、葡萄牙、中华台北、中国香港等共
9 个国家或地区的龙舟队汇聚沅水， 与本土
20 支队伍一较高下。

与别处不同， 沅陵的龙舟是横渡两岸。
神秘古朴的传统龙舟祭祀仪式保存至今：偷
料、关头、赏红、抢红、砸船、两大观点、三大
流派……在龙舟文化广场，有中国传统龙舟
摄影艺术图片展，100 幅精美生动的图片展
现了沅陵人的“龙舟魂”。

道县 九龙二虎潇水竞渡
时间：6 月 9 日——6 月 12 日

今年道县的龙舟赛和中国（道州）第四
届周敦颐国际理学文化旅游节同步启动。

道县龙舟赛，首先看龙舟，船头很有“看
头”。 龙、虎、凤、鹰、猫……据说，封建社会为
了避皇帝“真龙天子”的忌讳，道县人衍生出
多种船头的造型，还有开嘴和咪（闭）嘴之
分。 船头也有等级：一等金、黄、赤、白、青、乌
龙头，二等金、黄、红、白、黑虎头，三等粉红
凤头、猫头、鹰头，每个船头的造型和颜色都
和当地供奉的神庙有关，船尾部装饰彩旗。

五月潇水涨，赛龙舟的好时机。 史书记
载，宋太祖赵匡胤不准湖南、四川一带人民
“为龙舟戏”。 他们就把龙舟搬到城郊去，“潇
江端午静悄悄，人海谁知在北郊。 梦里州官
浑不觉，九龙二虎动高潮”。 道县人真是拼了
命也要赛龙舟。

汨罗 海峡两岸汨罗江祭屈子
时间：6 月 10 日———6 月 13 日

与屈原联系最紧密的龙舟赛， 在汨罗。
玉笥山、屈原祠、屈原十二疑冢、屈原同族罗
子国的护城河遗址，《离骚》、《哀郢》 等众多
在汨罗写就的篇章……蓝墨水上游的汨罗
江，屈原的诗魂已经漂流了 2000 多年。

2013 第九届中国汨罗江国际龙舟节暨
海峡两岸中华龙舟邀请赛， 除传统的民俗表
演，还有帆船、摩托艇花式表演、彩色单帆板
水中滑行。 在 200米和 500米直道竞速中，4
支台湾龙舟队与 8支大陆龙舟队竞技。

屈子祠前，中南大学的学子和台湾知名
学府的学生代表来了， 他们通过祭拜屈原、
吟诵楚辞这种特殊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毕业
礼。 如果想更了解屈原，可去汨罗市一中，中
南大学知名教授杨雨和你一起“端午话屈
原”。普德观里，2013 端午祈福法会为众人祈
福。 在步行街，台湾美食嘉年华可享口福。

洞口 鼓声震动古商城
时间：6 月 10 日——6 月 23 日

资水源头，雪峰山下，邵阳市洞口县高
沙古镇的龙舟赛激烈火爆。

咚咚咚！哟嗬嘿！离端午还有好些天，两
岸生长着蓼草的蓼水河就热闹得不得了，鼓
声、呐喊声震得河水翻腾不已。 两百多年的
明清时期，挤满蓼水河的是来往的商船。 河
上的太平、回澜、水南、浮香等十余座廊桥人
来人往，高沙八景和石堰八景闻名乡里。“五
里长街，烟景繁华”，商贸重镇高沙有“小南
京”之称。 高沙古商城、曾氏宗祠、云峰塔、观
澜书院、青云书院、樾荫亭、水南桥、黄埔军
校培训基地遗址、牛江明代古村落，正在申
报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的高沙古迹遍布。

憧憬吧！ 22 人级 10 支队伍、12 人级的
15 支队伍已经准备好大战一场。

常德 柳叶湖水上盛会
时间：6 月12 日———10 月 8 日

有 3500 米水道的柳叶湖是水上运动天
堂，亚洲皮划艇锦标赛、中美明星划水对抗赛、
全国赛艇冠军赛等一系列赛事纷纷在这里举
行。 柳叶湖上的龙舟赛是一场快乐的盛会。

常德的龙舟赛也有讲究，以旗帜区分。 清
末民国时期，内河（柳叶湖、冲天湖）插花、白、
黄与乌、红、紫旗，外河（沅江）插红与白旗。 不
过，2013 中国常德柳叶湖龙舟挑战联赛暨首
届游船欢乐节活动以“快乐”为第一要素。

屈原诗词朗诵爱好者让开幕式现场充
满兰芷的芬芳，常德柳叶湖水上俱乐部正式
授牌成立，水上运动爱好者从此有了自己的

“家”。6 月 12 日端午龙舟竞渡赛后，7 月至 9
月每月分别有两场月冠军争夺赛，10 月 8 日
则是年度总冠军争霸赛。

你不仅只当观众， 还可坐游船观龙舟
赛、发微信分享比赛盛况、发微博评论比赛、
参加“盛世龙舟、醉美柳叶湖”摄影大赛，都
有机会获得奖品，2013 常德市群众文艺演出

百团大赛柳叶湖区参赛节目展演、时尚模特
泳装秀、水龙旱龙游全城、龙狮争霸表演秀
能让你大饱眼福。 夜晚，湖上百船汇聚，绚烂
的焰火装点你的仲夏夜之梦。

益阳 皇家湖人潮汹涌
时间：6 月 11 日———6 月 12 日

华表、旗杆、金水桥、城楼，益阳城外居
然藏了一座“紫禁城”。 楼宇相隔，回廊相连，
草木相间，假山、亭台、池塘错落，俨然一派
皇家园林景象。 不同的是，这“紫禁城”不在
繁华闹市中，而在田园水乡里，它叫皇家湖，
一个现代生态休闲度假旅游地。

“紫禁城”里的人也爱看龙舟赛吗？ 当
然。 虽然今年是皇家湖的第三届龙舟赛，但
实际上，当地的龙舟赛事历史悠久，每到端
午节，益阳市和城郊的居民就会自发到皇家
湖，开展一场热热闹闹的龙舟赛。

热闹到什么程度呢？ 有两到五万人观看
比赛，车子要停到 4 公里以外。 今年参加比
赛的是来自全市的 20 支队伍， 每支队伍 40
人。 初四初五比两天，每天进行小组赛，小组
冠军就有奖。

老人给小孩涂上雄黄酒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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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 南 日 报 社
湖南省旅游局 主办

4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
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三十
一年磨一剑”的我国首部旅游法将于 10 月
1 日正式实施。

《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第
一部法律，共设 10章 112 条，除总则、附则
之外，分别对旅游者、旅游规划和促进、旅
游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旅游监
督管理、 旅游纠纷处理、 法律责任做出规
定，涵盖了行政法、经济法、民法的内容。

它突出四大亮点：以人为本，保护旅游
者权利；民事规范和行政规范并重；符合产
业特征和发展需要的综合性法律； 依法治
旅，旅游休闲权益更好保障。

我们将从本期开始，结合实际情况，每
周推出一期,和读者一起来关注《旅游法》。

焦点一：“零负团费”，强迫购物、参加
自费项目

案例：今年春节，杭州 10 名游客跟随
当地一家旅行社到广西北海旅游， 经导游
推荐在当地一家海鲜大排档消费时， 被店
家“狠宰”近万元。 3 月 21 日，福建龙岩的
旅游团在香港旅游期间， 未去任何旅游景
点，18 名团员全天在购物店和商场购物。
导游威胁若不购物，将不安排住宿，并对团
员进行人身攻击。

《旅游法》第四章第三十五条：旅行社不
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并通过安
排购物或者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不
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
游项目。 经双方协商一致或者旅游者要求，
且不影响其他旅游者行程安排的除外。

发生违反前两款规定情形的， 旅游者
有权在旅游行程结束后三十日内， 要求旅
行社为其办理退货并先行垫付退货货款，
或者退还另行付费旅游项目的费用。

专家观点：改变监管模式，建立科学组
团标准和导游薪酬制度

复旦大学旅游系副教授翁瑾认为，彻
底“根治”需要政府部门改变监管模式，核
心是要通过提高准入门槛和违规行为的成
本。其次，要引导旅行社建立科学合理的组
团标准、导游薪酬制度，改变“零团费、零工
资”现象。

湖南印象建议: 选择品牌旅行社出行
选择旅行团一定要到正规有资质的旅

行社报名,看清楚具体旅游线路和内容。 其
次，要签订旅游合同,如果遇到纠纷,可以凭
借合同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门上插艾叶 资料图片

端午当天，三湘四水万人空巷争睹龙舟赛 王照云 摄

道县龙舟头最好看 何上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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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驱蚊辟邪的香囊

端午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