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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牛年为什么只有354天？
■邵

辛丑牛年从 2021 年 2 月 12 日
开始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结束，
只有
354 天。并且，辛丑牛年完美错开
了两次立春，
成为了一个没有立春
的农历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
详细讲讲这些事情的原因吧。

我国古代则更多以两次冬至之间的
时间计算。不过，
无论是春分还是冬
至，都是人们为了划定一个起始点，
用以度量地球
“跑圈”
的速度，
自然结
果所差不大。所以理所当然，
两次立
春之间的时间也会近似这个数值。

为什么二十四节气
能对应公历？

农历是怎么来的？

二十四节气是我国古人在
观察天文现象和气候、物候变化
时总结出来的一套成果，那为什
么二十四节气往往能和从西方
引进的公历非常好地对应上
呢？比如立春总在 2 月 4 日前
后，清明则总在 4 月 5 日前后。
这是因为地球每一年都
会围绕太阳公转一圈，也就是
360°，二十四节气将这 360°
平均分为 24 份，则每 15°为一
个节气，而公历的设置也需要
参考太阳的公转周期。换句
话说，我国的二十四节气和西
方的公历，都是对地球围绕太
阳运动规律的总结，所以有对
应关系也是正常的。
现在一般将两次春分之
间的时间长度称为一个太阳
年，长度约为 365.2422 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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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二十四节气可以看出，我
国古人对太阳运动的了解比较深
入，但同时他们也很看重另一个天
体——月亮。
月亮的阴晴圆缺呈周期性出
现 ，约 29.53 天 ，称 为 朔 望 月 周 期 。
朔是指月亮与太阳黄经相等的时
刻，即看不见月亮的时候，而望即月
亮满月的时候。古人以月亮的周期
定义一个月的长度，朔为初一，而满
月则在十五、十六。
那么月的概念来自月亮，年以
及节气的概念来自太阳，二者组合，
即为现在使用的农历的雏形。
一个月有 29 天或 30 天，每一年
份有 12 个月，
加起来约为 354 天。然
而一个太阳的公转周期，
或是二十四
节气的完整周期约为 365.2422 天，
比
354 天多出了十余天。于是，为了缩
短两者的差异，
农历会在正常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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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2 个月的年份中，插入一些闰年。
闰年包含 13 个月，长度约为 384 天。
如此操作下来，
六成以上的农历年有
12 个月，
剩下的有 13 个月。
所以，农历其实是同时兼顾太
阳、月亮规律的历法，专业的称呼应
为“阴阳合历”。

为什么会存在
无立春、双立春？
两个立春之间间隔的时间约等
于一个太阳年，也就是 365.2422 天，
而农历一年的长度为 354 天或 384
天间隔排列。农历平年小于太阳年
长度，这样，只要春节时间较晚，不
难在头尾都错过立春，成为无立春
的年份。
今年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2020年
的立春对应农历腊月廿二，
而2022年
的立春却对应农历的正月初四，
就让
今年成为了一个无立春的年份。其
实，
牛年错过的立春并不会凭空消失，
只是被前面的鼠年
“抢走”
了。
民间有传言，有两个立春的年
份叫作“两头春”，是所谓的“好年
份”。相对应的，有些年份则一个立
春都没有，是所谓的“聋子年”或者
“哑巴年”，
寓意不祥。

其实这样的说法是毫
无依据的。有无立春的变化
只是农历调合月相变化和公
转周期带来的结果，纯粹是
正常的数学排列而成的巧
合。并且，实际上，两头春和
无立春交替出现才是更加常
见的现象，反而单立春的年
份更少。所以，切不可盲目相
信寓意不祥等说法。

牛年从哪天开始？
民间有一种说法，即生肖
应以立春为界。
其实，这些观点主要来自
江湖艺人等人物的言论，翻检
各类史书、古代日历，这类观点
全无依据。在《史记》中，
提及和
每年开始实际相关的时间点有
四个，
分别为冬至、
腊日、
正月初
一和立春。四者各有不同含义，
但真正可以称为岁首的，还是正
月旦，
也就是正月初一，
即春节。
初一即朔日，故而春节在古
代也叫正月朔日，简称正朔，正
朔在古代被看得非常重，甚至被
引申为王朝正统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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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烟不能预防病毒感染

生活厨房

■ 赵言昌

流言：烟是纳米级的油烟子，覆盖
了肺细胞表面，相当于给每个细胞都
戴上了一个纳米级的口罩，比微米级
的口罩还细微和致密。油烟子可以阻
挡病毒的附着和进入，从根本上阻断
病毒感染。
真相：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表明
烟雾中的化学成分有任何抗病毒作用。
烟草燃烧产生的成分分为两种：一
部分是气体，比如一氧化碳，占到了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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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以上；另一部分是固体颗粒，如尼古
丁和焦油颗粒。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资料，这些颗粒的大小在 1 微
米到 2.5 微米之间。而不同病毒的大小
差异很大，但都属于纳米级。1 微米等
于 1000 纳米，所以，指望烟草颗粒阻挡
病毒，
大约相当于用纱布去过滤水。
并且，烟草不但不能帮助呼吸道，
反而会对呼吸道造成损伤。
研究显示，烟草中含有 7000 多种

化学物质，有毒的达到数百种，致癌的
有几十种。它们会干扰肺脏的正常运
转、破坏肺脏的防御体系，引起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肺癌、肺气肿、慢性支气管
炎等疾病。
美国曾经对 30 万退伍军人进行长
达 16 年的随访研究，结果显示，吸烟者
的流感死亡率远远高于不吸烟的人。
换句话说，吸烟不仅会增加呼吸道病毒
感染的概率，
还会加重感染的后果。

菠菜，要挑深绿叶厚的

菠菜价格亲民，四季可见，唐朝时
传入我国，因其原产地为古波斯帝国，
故起名“菠菜”。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
院郭仰东教授表示，要想挑到鲜嫩的菠
菜，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挑叶色，叶色越绿越好。菠菜的
叶色有浅绿、深绿、墨绿色，叶色越绿证
明其生长过程中光照越充足，营养价值
越高；如果菜叶颜色整体发黄，可能是
由于生长条件不好或收割较晚，营养下
降。如果局部发黄或破损，则可能是由
病虫害导致的，尽量别买。

■ 严立新

二挑叶片，叶片大而肥厚最好。菠
菜的叶子比较厚、比较大，用手拖住菠
菜根，叶子能够很好伸张开的，说明比
较新鲜。
三挑菜根，菜根不能太粗。菠菜根
的粗细与植株大小成正比，菜根粗大说
明植株较大，
鲜嫩度会降低。
买回家的菠菜摊开、晾干表面的水
分后，可装入透气袋中放在冷藏室储存
7 天左右。如果短时间吃不完，可以洗
净焯烫 10 秒左右，晾干水分后分装好，
放在冷冻室保存。

茄子烧豆角
■江 季

材 料 ：茄 子 300g、豆 角
200g、干 辣 椒 10g、蒸 鱼 豉 油
5mL、香 油 4mL、蚝 油 3mL、盐
2g、味精 2g、鸡精 3g。
做法：
1. 茄子洗净切成约 5cm 的长
条 ，豆 角 洗 净 切 成 长 约 8cm 左
右的段，干辣椒切成碎，大蒜切
成片。
2. 锅中倒入食用油，烧至七
成 热 后 放 入 茄 子 ，炸 软 后 捞 出
控油。
3. 将豆角放入油锅，炸至表皮
起皱、彻底炸熟后捞出控油。
4. 锅中留部分底油，放入蒜
片、干辣椒爆香后放入茄子和豆
角翻炒均匀。
5. 锅中加入蒸鱼豉油、蚝油、
盐、味精、鸡精，翻炒均匀后倒入
小半碗清水。
6. 大火烧开并收汁，淋上香油
即可出锅装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