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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清明节在中国有着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祖是传统社

会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所以祭祖仍为民族生活中的大事。清明节表现了一个孩子的孝心，对

父母或祖先的孝心报恩是一种具有德育美育教材的文化，这传统文化从几千年代一直持续到现

在。笔者为了提高对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清明节传统习俗的知识，通过调查与采访做了
这项研究。在这项研究中，笔者发现了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的清明节传统习俗有很多区

别。围绕着这种情况笔者采访了那两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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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Qingming Festival is a great festival and tradition for Chinese to commemorate their 
ancestors. This activity i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do by Chinese nation. Qingming festival reflects 
xiaoxin ( 孝 心 ) which means devotion toward the elderly or ancestor and is regarded as an 
educational culture. This tradition is well preserved until now. This study is objected to compare the 
Qingming festival held in Bengkalis City, Riau, and one held in Sungailiat, Bangka. By visiting 
directly those places and interviewing some Chinese people there, we will study and conclude some 
comparison on this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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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具有很多传统节日，几乎全国各地有他自己的节日特色。节日使生活

增添了光彩，也使生活有了希望，节日是紧张的放松，节日是必然的自由，节日是辛勤的快乐。

俗谚说 “阴司盼月半，小孩盼过年”。有了节日，人们就有了盼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节日文化是多姿多彩的。不同的节日有不同的传说，不同的

习俗，以及不同的祈祷方式。每一个传统节日承载着本民族的文化遗产，都记录着本民族的生

活习俗，民族的精神，心理和信仰。节日又是文化交流的最好平台。 

 

清明节是中国重要的民间传统节日，是中国的祭祖节日。时间在农历 3 月，公历 4 月 5 日

前后。清明节与元宵节、立夏、端午节、中元节、中秋节、冬至和除夕并称“八节”。各地清

明节习俗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以扫墓祭祖、踏青郊游、寒食赐火为主题。  

 

由于笔者分析的题目范围限定了这两个地方，所以主要介绍了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

的清明节传统习俗，以及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清明节传统习俗的区别。我们所知道不同

地方的节日有不同的习俗，不同的祈祷方式，以及不同的特色。 

 

通过这个题目，我们希望能够对那两个地方的清明节传统习俗更加了解，还希望能够提高

我们对清明节的知识趣味，人与人之间的友谊，以及爱护文化。 
 

廖岛猛卡力斯清明节传统习俗 
 

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每年都有扫墓与为祖先祭拜的习俗。清明节，人们纷纷到坟地进行
祖坟祭礼，叩头与致敬，代表一个孩子的孝敬。此外，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认为以父母或祖
先的名义做善事，这样能够赞扬他们的恩惠也给他们带来欢喜。 
 

在庆祝清明节，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有自己传统习俗的方法。自古以来，他们已有祭祖
与扫墓的习俗。一般廖岛猛卡力斯华人死后基本上用土葬，做一个坟墓。每年清明，他们就去
看望，整理一下坟前的草木，祭拜并供奉食物，还有烧金纸或纸币，纸所做的其他祭品如纸衣、
纸鞋等。这就是扫墓，俗称“上坟”。祭扫的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当天，但在前十天，后十天的
范围内均可。民间有 “清明朝祖，前十后十”之说。所以，这些规定使人们更容易选择天内，尤
其是远方的亲人们。 
 

按照廖岛猛卡力斯传统习俗，清明节禁忌较多。首先是寒食禁火，即在清明的前一天，只
能吃准备好的凉菜。其次，清明节当天不宜参加喜事如结婚这样的喜事，如果要举行喜事的话，
也应避免在清明节当天。其三，扫墓不宜在黄昏或夜晚进行，扫墓严禁大声嬉笑，不许喧闹乱
跑，否则视为对先人失敬。其四，扫墓不宜穿红衣。最后按照传统习俗，孕妇，在例假中的女
性不能参加扫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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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当天，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比平常早点起床，他们正忙着准备祭扫的祭拜装备。
临去坟地之前，为了获得祭扫祖坟的许可,他们在家里得先祭拜玉皇大帝。 
 

每个祖坟之旁都有一个小的坟墓，这坟墓人称土神。据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的传统习俗，
祭拜祖坟之前，他们得先祭拜土神。祭拜土神的目的是请求土地神让父母或祖先能来到人间，
打开大门让父母或祖先能过来跟我们会面。 
 

祖坟所需要的祭品包括： 
1.  大香    三支  
2.  小香    三支（每个人） 
3.  蜡烛    两支 
4.  金纸或纸币    不限制 
5.  墓纸    不限制  
6.  发糕    一个 
7.  仙头    五个 
8.  方形糕点    五个 
9.  水果    五个 
10. 红菠萝    两个 
11. 茶     三杯 
12. 白酒    三杯 
13. 白花    一盆 
14. 糖果    一包 
 

 土神所需要的祭品包括： 
1.  小香    五支（每个人） 
2.  蜡烛    两支 
3.  金纸或纸币    不限制 
4.  墓纸    不限制 
5.  仙头    三个 
6.  方形糕点    三个 
7.  水果    三个 
8.  白酒    一杯  
9.  糖果    一包 

 
其他祭品如：纸衣、纸鞋、纸车、纸飞机和纸房等。祭礼过后他们把这些祭品火烧了。以

表示后辈给先人送来了日常用品。 



152  Jurnal LINGUA CULTURA Vol.6 No. 2 November 2012: 149-161 

所有的祭品放在那两个坟墓之后（土神与祖坟），首先必须朝土神祭拜，祭拜土神并不需
要大香，只用五支小香就可。按照传统，必须是老一辈或家长先祭拜。朝土神用五支小香祭拜，
过后其他成员跟着祭拜。祭拜土神是请求土地神让他们的父母或祖先能来到人间，打开大门让
父母或祖先过来跟我们会面，以及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子女或孙子女已经来探望了。 
 

祭拜新土后，跟着就是祭拜祖坟。然而朝祖先祭拜，首先必须用三支大香，然后继续在墓
碑前用三支小香祭拜，其他成员跟着祭拜，只用三支小香就行。 
 

祭礼过后，不久亲人们开始进行装墓活动，装墓就是装饰坟墓。通常他们使用墓纸贴在坟
墓的四周方面，有的纸上可个以用小石头压着，另放一沓在墓碑上。坟上的墓纸作为坟地的顶
棚，他们相信有了这个顶棚能给先人保暖，免先人躺在地下受凉。 
 

最后是火烧纸钱仪式。他们相信火烧了的纸钱能直接寄给先人，有了纸钱，希望祖先在阴
间和平生活，也表现尊敬上代祖宗。除了烧纸钱之外，还把所带的用纸所做的其他祭品，如：
纸衣、纸鞋、纸车、纸飞机、纸房等火烧了。这都是根据梦中所收到的先人要求而定，如果没
有收到要求的话，就不必进行火烧其他祭品仪式。火烧纸钱后，亲人们开始朝祖坟和土神行礼，
双手合起来位于胸前，叩头行礼，再返回家中。 
 

邦加里压河清明节传统习俗 
 

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到现在仍庆祝清明节，通称清明扫墓。在华族生活中，清明节主要是
纪念祖先的日子。邦加里压河的华人社会，至到现在有庆祝清明节的风俗习惯是清扫和祭拜自
己祖先的坟墓。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都相信如果我们做善事，我们能赞扬祖先的恩惠，赞扬祖
先的教育和相信冥冥中能帮祖先在阴界有幸福的生活。 
 

在庆祝清明节，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有祭祖和清扫坟墓的习俗。邦加里压河华人把已仙逝
的亲人殓于棺木，然后以佛礼好好的安葬，做了一个坟墓。每年清明节，亲戚纷纷探望祖先的
坟墓，清扫、祭拜、奉献各种食物还有烧金纸、纸衣或纸所做的其他祭品。这就是祭祖。清明
扫墓没肯定时间多长，主要到了清明节，全家一大早就起床，冲洗干净，换了清洁衣服，一家
人欢欢喜喜去看亲人。按照邦加里压河传统习俗，庆祝清明节只有一个禁忌，就是在例假中的
女性不能祭拜土神，但可以祭拜祖坟。 
 

每个祖坟之旁都有一个小坟墓。这小坟墓人称土神。根据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的传统习俗，
祭拜祖坟前，他们得先祭拜土神。祭拜土神是请求土神把关闭了的阴界大门打开了，使得父母
或祖先能过来跟我们会面，看看他们亲爱的子孙。祭拜土神和祖坟前，他们必须准备所需要的
祭品，那些祭品都放在那两个坟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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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坟所需要的祭品包括： 
1.  大香    三支 
2.  小香    九支（每个人） 
3.  蜡烛    两支 
4.  金纸    不限制 
5.  茶     三杯 
6.  白酒    五杯 
7.  米饭    一碗 
8.  熟鸡    一个 
9.  遮目鱼    一个 
10. 熟猪    七克 
11. 豆腐与丸子汤   一碗 
12. 鸡蛋    一盘 
13. 汤圆    一碗 
14. 梨子    三个 
15. 苹果    三个 
16. 桔子    三个 
17. 菠萝    两个 
18. 糕点    三个 
19. 芝麻球糕    三个 
20. 新鲜草    一盆 

 
土神所需要的祭品包括： 

1.  大香    三支 
2.  小香    九支（每个人） 
3.  蜡烛    两支 
4.  金纸    不限制 
5.  茶     一杯 
6.  白酒    一杯 
7.  米饭    一碗 
8.  熟鸡    一个 
9.  遮目鱼    一个 
10. 熟猪    七克 
11. 梨子    一个 
12. 苹果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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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桔子    一个 
14. 糕点    一个 
15. 芝麻球糕    一个 
 

其他祭品如： 纸衣、纸鞋、纸车、纸飞机和纸房。他们把献给祖先的这些祭品火烧了，相
信在阴界中能收到。 
 

所有祭品放在那两个坟墓后，首先必须朝土神祭拜。按照传统习俗，家长或老一辈先拜土
神，必须用三支大香，接下去是九支小香。过后才轮到其他家族成员，用九支小香就可。烧过
了的香都须插入在坟墓的祭坛。祭柏土神是请求土地神把阴界大门打开了，使得父母或祖先能
过来跟亲爱子孙会面，心灵之会面。 
 

祭拜土神后，跟着就是祭拜祖坟。然而现只须三支大香，然后继续用九支小香。其他成员
跟着祭拜，只用九支小香就可以。烧过了的香都须插入在坟墓的祭坛。烧了香后，我们必须再
用手祭拜，双手合起来位于胸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三鞠躬。 
 

祭拜过后，子孙们开始装饰坟地和拔草种花。把金纸折成一条小小花，然后全部都插入在
祖坟上，作为坟地的顶棚，他们相信有了这个顶棚能给已仙逝了的祖先或父母亲保暖，免他们
躺在地下受冷了。除了把金纸折成小花以外，他们也常把金纸折成两条长带子，放在坟地的左
右面上，这两条长带子又给坟地另一优美的风光。然后插些小蜡烛围绕坟地的边缘，作为坟地
的篱笆。 
 

最后的仪式是火烧金纸或纸币，按照传统习俗，金纸或纸币火烧了就能给先人带来安全。
有了金纸或纸币，希望能帮助祖先或父母在阴界避免贫穷的生活。除了烧金纸或纸币以外，也
把所带了的用纸所做的其他祭品，如：纸衣、纸鞋、纸车、纸飞机和纸房火烧了。火烧金纸等
后，还必须等全香都烧剩不多了，就是扫墓时间快要结束了，亲友开始朝祖坟和土神行礼，双
手合起来位于胸前，恭恭敬敬的行了三鞠躬，一边在心里祷告求祖先或父母在九泉之下保留我
们生活快乐，身体健康。 
 

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清明节传统习俗的 
对比研究 
 

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发现了猛卡力斯与里压河的清明节习俗有些区别，即：祭品方面的区
别，传统习俗方面的区别，祭礼方面的区别，装饰坟墓方面的区别，以及禁忌方面的区别。 
 

在这两个地方，最明显的区别是在扫墓的时间。猛卡力斯的扫墓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节当
天，但前十天，后十天的范围内均可，但里压河只在清明节当天举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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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祭品方面的区别 
 
 

表一、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的土神祭品的对比 
 

廖岛猛卡力斯 邦加里压河 

祭品 总数 祭品 总数 

小香 五支 大香 
小香 

三支 
九支 

蜡烛 两支 蜡烛 两支 

金纸或纸币 不限制 金纸 不限制 

墓纸 不限制 无 无 

白酒 一杯 白酒 一杯 

无 无 茶 一杯 

无 无 米饭 一碗 

无 无 熟鸡 一个 

无 无 遮目鱼 一个 

无 无 熟猪 七克 

仙头 
方形糕点 

三个 
三个 

糕点 
芝麻球糕 

一个 
一个 

水果 三个 梨子 
苹果 
桔子 

一个 
一个 
一个 

糖果 一包 无 无 

 
 

廖岛猛卡力斯的土神祭品之意 ： 
一、五支小香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烟能传 的很远，代表长久，永恒；香的香

味敬给土神。 
二、两支蜡烛代表亮光与平衡。 
三、金纸或纸币是已故者用的纸钱。又是祭祖所烧的纸钱。 
四、墓纸是五色纸剪成长方形，用来装饰土神坟地。 
五、一杯白酒是敬给土地公公喝的。表达慰劳和感恩之意。 
六、三个仙头是敬给土地公公吃的。 
七、三个方形糕点是扫墓的主要糕饼。每年清明节，廖岛 猛卡力斯华人都做这种糕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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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个水果，因为土地公公只有一位，所以三个就够了。而且他们相信奇数有成功的含义。 
九、一包糖果以示亲人们在一年里就会过一个甜蜜的日子。 

 
邦加里压河的土神祭品之意 ： 

一、三支大香的意思是代表三路（陆、海、空），烟能传 的很远代表长久，永恒；香的香味
敬给土神 。 

二、九支小香，“九”字来由是“九九长”，代表长命百 寿，前途长远，希望凡是吉祥之事都能久。 
三、两支蜡烛代表亮光与平衡。 
四、金纸代表银行支票。 
五、一杯白酒是敬给土神喝的。 
六、一杯茶是敬给土神喝的。 
七、一碗米饭是敬给土神吃的。 
八、熟鸡，遮目鱼，和熟猪是用来敬给土神的。 
九、一个糕点和芝麻球糕是敬给土神吃的，因为在邦加里 压河很容易买到的，所以用这两糕

饼。 
十、一个梨子，苹果和桔子，这些水果也是敬给土神吃的；水果不多，因为土神只有一位。 
 
 

表二、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的祖坟祭品的对比 
 

廖岛猛卡力斯 邦加里压河 

祭品 总数 祭品 总数 

大香 
小香 

三支 
三支 

大香 
小香 

三支 
九支 

蜡烛 两支 蜡烛 两支 

金纸或纸币 不限制 金纸 不限制 

墓纸 不限制 无 无 

白酒 三杯 白酒 五杯 

茶 三杯 茶 三杯 

无 无 米饭 一碗 

无 无 熟鸡 一个 

无 无 遮目鱼 一个 

无 无 熟猪 七克 

无 无 豆腐与丸子汤 一碗 

无 无 鸡蛋 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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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岛猛卡力斯的祖先祭品之意 ： 
一、 三支大香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又表示 
 尊敬上代祖宗。          
二、 三支小香，表示对已故者的感恩图报，烟能传的很远 
 代表长久，永恒；香的香味敬给先人。 
三、 两支蜡烛代表亮光与平衡。 
四、 金纸或纸币是已故者用的纸钱。本意是希望祖先在阴 
 间和平生活，不受穷，以及表达对已故亲人的感恩。 
五、 墓纸是五色纸剪成长方形，用来装饰祖坟。 
六、 三杯白酒是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又表 
 示亲密无间。 
七、 三杯茶是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扫墓敬茶是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的风俗

习惯。 
八、  一个发糕以示家家户户年年进步发大财。 
九、  五个仙头是先人喜欢吃的糕饼。五个代表五行（金、 
 木、水、火、土）。 
十、 五个方形糕点是扫墓的主要糕饼。五个代表五行（金、 
 木、水、火、土）。 
十一、两个红菠萝以示招来喜气和吉祥。两个代表万事平衡 
 ，悲欢平衡。 
十二、一包糖果以示亲人们在一年里会过一个甜蜜的日子。 
十三、一盆白花代表先人花园的草木。 
 
 

无 无 汤圆 一碗 

发糕 
仙头 

方形糕点 

一个 
五个 
五个 

糕点 
芝麻球糕 

三个 
三个 

水果 
红菠萝 

五个 
两个 

梨子 
苹果 
桔子 
菠萝 

三个 
三个 
三个 
两个 

糖果 一包 无 无 

白花 一盆 新鲜草 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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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加里压河的祖先祭品之意 ： 
一、  三支大香的意思是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又可解释为三路（陆、海、

空），意思是 广泛开路。 
二、   九支小香，“九”字来由是“九九长”，代表长命百寿，前途长远，希望凡是吉祥之事都能

  长久。 
三、  两支蜡烛代表阴阳平衡，万事平衡。古人都很聪明，蜡烛需要两支因为如果只有单支，

放左放右都不方便，放在正中呢，有遮住了大香与神位。别忘了，这些传统是古代传下
来的，古代的人穿的长袍都是又长又阔的长袖袍，一不小心被火烧了。 

四、 金纸代表银行支票。 
五、 五杯白酒代表五行（金、木、水、火、土）。 
六、 三杯茶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又象征三敬茶，尊敬上代祖宗。 
七、 一碗米饭是敬给祖宗吃的。 
八、 熟鸡，遮目鱼，和熟猪，又称三生，意思是三种有生命的动物。这三生是人们通常喜爱

吃的也是最易买到的。 
九、 豆腐与丸子汤，鸡蛋，汤圆，是三种已故者最喜爱的食物。 
十、 三个蛋糕与芝麻球糕是敬给祖宗吃的，因为在邦加里压河很容易买到的，所以用这两种

糕饼。每种糕饼有三个是代表上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 
十一、三个梨子，苹果和桔子，这些水果除了颜色好看以外，也是很普通的水果，很容易买到。

每种水果有三个代表三代（曾祖父、祖父、父亲）。但是如果放于一个小盘子上，那么
三个水果排起来就好看。 

十二、两个黄梨（菠萝），梨的发音与“利”相同是代表有利，利益；有利于他们下一代。菠萝
有两个代表生活平衡，生计平衡。 

十三、一盆新鲜草代表蔬菜也代表他们花园的草木。 
 

第二节 传统习俗方面的区别 
 

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清明节习俗的区别 ： 
一、 在廖岛猛卡力斯，祭扫的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当天，但在前十天，后十天的范围内均可

但在邦加里压河，清明扫墓没肯定时间多长，主要是在清明当天。 
二、 按照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传统习俗，祭扫时，必须火烧用纸所做的其他祭品。但廖岛猛

卡力斯华人社会相信，火烧其他祭品都是根据梦中所收到的先人要求而定，如果没有受
到要求的话，就不必进行火烧其他祭品仪式。 

三、  在庆祝清明节，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除了祭扫之外，还喜欢进行些户外活动，如踏
青，放风筝。放风筝是廖岛猛卡力斯华人社会清明节时所喜爱的活动。这个活动到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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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们相信清明节放风筝可以祛病祈福。但是在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他们没有进行
任何户外活动。 

 

第三节 祭礼方面的区别 
 

廖岛猛卡力斯的祭礼 ： 
一、 临去坟地之前，为了获得祭扫祖坟的许可,他们在家里得先祭拜玉皇大帝。 
二、 祭拜土神是祭扫过程中的最初仪式，祭拜祖坟之前，他们得先祭拜新土。按照传统，
必须是老一辈或家长先祭拜。朝新土用五支小香祭拜，过后其他成员跟着祭拜。 
三、 朝祖坟祭拜，首先必须用三支大香，然后继续在墓碑前用三支小香祭拜，其他成员跟
着祭拜，只用三支小香就行。 
四、 祭礼过后，不久亲人们开始进行装墓活动，装墓就是装饰坟墓。 
五、 最后是火烧纸钱仪式。除了烧纸钱之外，还把献给先人的其他祭品例如：纸衣、纸鞋、
纸车、纸飞机、纸房等火烧了（不须）。 
 

邦加里压河的祭礼 ： 
一、 按照传统习俗，祭拜祖坟前，他们得先祭拜土神。首先家长必须用三支大香祭拜，接下

去用九支小香。过后才轮到其他家族成员，用九支小香就可以。 
二、 祭拜祖坟，首先用三支大香，然后继续用九支小香。其他成员跟着祭拜，只用九支小香

就可以。 
三、 祭拜过后，子孙们开始装饰坟地和拔草种花。 
四、 最后的仪式是火烧金纸或纸币。除了烧金纸或纸币以外，也把所带了的用纸所做的其他

祭品，例如：纸衣、纸鞋、纸车、纸飞机和纸房火烧了（必须）。 
 
第四节 装饰坟墓方面的区别 
 

廖岛猛卡力斯的装饰坟墓活动 ： 
一、 平常使用五色墓纸装饰坟墓。 
二、  通常他们把墓纸贴在坟墓的四周献置，有的纸上可以用小石头压着，另放一沓在墓碑

上。这沓墓纸又给祖坟另一优美的风光。 
三、 坟上的墓纸作为坟地的顶棚，他们相信有了这个顶棚能给先人保暖，免先人躺在地下受

凉。 
 

邦加里压河的装饰坟墓活动 ： 
一、 平常使用金纸装饰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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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通常他们把金纸折成一条小小花，然后全部都插入在祖坟上，作为坟地的顶棚，我们相
信有了这个顶棚能给已故者保暖。 

三、  金纸也折成两条长带子，放在坟地的左右面上，这两条长带子又给坟地另一优美的风
光。 

四、 插些小蜡烛围绕坟地的边缘，作为坟地的篱笆。 
 

第五节 禁忌方面的区别 
 

廖岛猛卡力斯的清明节禁忌 ： 
 

一、 寒食禁火，即在清明的前一天，只能吃准备好的凉菜。这是为了纪念介之推的牺牲，因
为介之推的传说与寒食节相干密切。 

二、 清明节当天不宜参加喜事；结婚这样的喜事，也应避免在清明节当天举行。因为清明节
是祭祖节日，而婚事是一种喜事，所以祭祖与喜事相对，这恐怕一生会不吉利。 

三、  扫墓不宜在黄昏或夜晚进行，扫墓严禁大声嬉笑，不许喧闹乱跑,否则视为对先人失敬。 
四、 扫墓不宜穿红衣。原因是因为红色是代表喜气，所以扫 
 墓不可以穿红衣。 
五、 孕妇，在例假中的女性不能参加扫墓活动，否则会对先人与土神失敬。 
 

按照邦加里压河传统习俗，庆祝清明节只有一个禁忌即在例假中的女性不能祭拜土神，但
可以祭拜祖坟。由于土地公公是一位神仙，地位比先人高的多，所以我们得尊敬他。 
 
 

结论 
 
 

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到现在还进行和庆祝清明节传统习俗。他们认为清明

节有独特的地位，是中华民族的重大纪念日，对祖先的追悼与祭祖是传统社会民众生活的重要

内容。 

 

在庆祝清明节，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华人社会有自己传统习俗的方法。这两个地方

的清明节习俗虽然不尽相同，但基本以扫墓祭祖为主题。每年清明节，他们就去探望祖先的坟

墓、清扫、祭拜、供奉各种食物还有烧金纸、纸币、纸衣或纸所做的其他祭品。这就是祭祖。 
通过这项研究，笔者发现了廖岛猛卡力斯与邦加里压河的清明节传统习俗有很区别。所以笔者

从几个方面分析这些区别，即祭品方面的区别，传统习俗方面的区别，祭礼方面的区别，装饰

坟墓方面的区别，以及禁忌方面的区别。 

 

祭品方面的区别可以从食物来看，例：在猛卡力斯一般素食，但在里压河一般用肉类。传

统习俗方面的区别可以从祭扫时间来看，例：在猛卡力斯祭扫时间并不限定在清明节当天，但

在里压河只在清明节当天而已。祭礼方面的区别可以从小香数量来看，例：在猛卡力斯，祭拜

祖坟用三支小香，在里压河却用九支小香。装饰坟墓方面的区别可以从不同的纸类看，猛卡力

斯一般用彩色墓纸，但里压河用金纸。还有禁忌方面的区别，猛卡力斯的清明节禁忌比里压河

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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