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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上元节、元夕或
灯节，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
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称正月十五
为元宵节。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
也是一元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人们对此加以
庆祝，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

根据文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
已受到重视。相传元宵节是汉文帝时为纪念“平
吕”而设。汉文帝刘恒把平息“诸吕之乱”的正
月十五，定为与民同乐日，京城里家家户户张灯
结彩，以示庆祝。在汉武帝颁行的太初历中，正
月十五为新年的第一个望日，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
动，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东汉时期佛教文化的传入，对于元宵节俗的
形成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西域记》称印度摩揭
陁 （tuó） 国正月十五日会聚僧众，“观佛舍利放
光雨花”。汉明帝为了表彰佛法，下令正月十五
夜，在宫廷和寺院“燃灯表佛”。此后，元宵放灯
的习俗由宫廷流传到民间。

另一种说法认为，元宵燃灯源自道教的上元
节。道教有“三元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七
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十月十五日为下元节。主管
上、中、下三元的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天
官喜乐，故上元节要燃灯。南宋吴自牧 《梦粱
录》中说：“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元天官赐福
之辰。”

唐宋时期，元宵灯火愈加兴旺，节庆活动也

越来越多。猜灯谜、吃汤圆、迎紫姑等民俗出现
在诗文记载中。元代大部分假期取消，但民间灯
会仍然持续。明代灯节延长至 10 天，与春节相
接，热闹非凡。清代节期缩短，但赏灯活动规模很
大，除燃灯之外，还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
跷、扭秧歌等“百戏”内容。

及至今日，城市里的元宵节俗主要浓缩为逛
灯会和吃元宵。各地举办元宵晚会、元宵喜乐会
等文化娱乐活动，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介传播。
出门赏灯游乐或是在家吃元宵看晚会，人们有了
更多样的选择。元宵节这个传承了两千多年的传
统节日，不仅盛行于海峡两岸，在海外华侨华人
的聚居区也欢庆不衰。

（邹雅婷辑）

东风夜放花千树——燃灯放焰

正月十五夜
（唐） 苏味道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青玉案·元夕
（南宋） 辛弃疾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
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
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提起写元宵节的诗词，这两首是最具代表性的。正
月十五燃灯的习俗始自汉代，至唐宋已颇为兴盛。透过
这些清辞丽句，可以遥想当年元宵夜，花灯焰火交相辉
映、红男绿女彻夜游冶的繁华盛景。

灯烧月下月如银——出门赏月

元宵
（明） 唐寅

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
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满街珠翠游村女，沸地笙歌赛社神。
不展芳尊开口笑，如何消得此良辰。

中国古代有赏月、拜月的习俗，上元夜是新年第一

个月圆夜，这一夜的月亮受青睐程度几乎不下于中秋
节。江南才子唐寅《元宵》一诗，写出了元宵灯月相映
之妙。天上月，人间灯，中有焰火如流星，这一夜的华
夏大地是欢畅不眠的，真可谓“春宵一刻值千金”。

说与诗人仔细吟——喜猜灯谜

天上人间两渺茫，琅玕节过谨隄防。鸾音鹤信须凝
睇，好把唏嘘答上苍。

——《红楼梦》灯谜
溪壑分离，红尘游戏，真何趣？名利犹虚，后事终

难继。
——《红楼梦》灯谜

大约是从南宋时起，有人将谜语写在元宵节的花灯
上，让赏灯人猜灯谜、赢彩头。有“中国封建社会大百
科全书”之称的《红楼梦》就多次写到“制灯谜”。如以
上所列，多数灯谜都很难猜中，所以灯谜又有“灯虎”

“文虎”的雅称。当然也有一些通俗易猜的，如 《红楼
梦》 中贾母就有“猴子身轻站树梢”的谜语，谜底为

“荔枝”。这些雅俗共赏的灯谜，给元宵灯会加入了互动
环节，增添了不少谐趣。

试灯风里卖元宵——共吃元宵

上元竹枝词
（清） 符曾

桂花香馅裹胡桃，江米如珠井水淘。
见说马家滴粉好，试灯风里卖元宵。

吃元宵最早应是见于《开元天宝遗事》，唐代管这种
糯米为皮、糖为馅的食物叫“面茧”，后来叫“乳糖圆
子”。后南方人简称为“汤圆”。因其为元宵节专用食
品，爽脆的北方人索性就叫它“元宵”。元宵以白糖、芝
麻、豆沙、各色果料等为馅，可甜可咸，食用时煮、

煎、蒸、炸皆可，具有团圆和美之意。

人约黄昏后——情人嘉会

生查子·元夕
（北宋） 欧阳修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在女子养在深闺、足不出户的时代，元宵节是姑娘

们打破禁忌、出门游玩的唯一机会。这一万人空巷的盛
会，让未婚男女可以借着赏花灯相看相遇、物色对象，
也为情人约会提供了绝佳时机。元宵节堪称中国传统的
情人节，具有浓浓的浪漫气息。在台湾，还有未婚女性
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传统习俗，俗称

“偷挽葱，嫁好尪 （wāng） ”“偷挽菜，嫁好婿”。

昨日紫姑神去也——祈福去病

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
（唐） 李商隐

月色灯山满帝都，香车宝辇隘通衢。
身闲不睹中兴盛，羞逐乡人赛紫姑。

赛紫姑，即举行迎紫姑的赛会，是元宵的一种民
俗。紫姑，俗称“坑三姑娘”，厕神名。元夕之夜，于厕
边或猪栏边迎之，以问祸福。

古代元宵节还有许多习俗，如今已几近失传，比如
女性集体“走百病”以求身体康健，比如给新嫁的女儿

“送孩儿灯”寓意“添丁”……
近代台湾诗人丘逢甲在《元夕无月》中写到：“三年

此夕月无光，明月多应在故乡。欲向海天寻月去，五更
飞梦渡鲲洋。”可见哪怕时光暗换，不管身在何方，元宵
这个传统佳节，总能唤起中华儿女深藏在文化基因里最
温暖的乡土记忆、最深沉的民族情感。

“星灿乌云里，珠浮
浊水中。”天上一轮明
月，桌上几碗汤圆，家
家户户团团圆圆，是人
们对元宵节最朴素的理
解。如果说吃汤圆表达
的是阖家团圆的美意，
那么猜灯谜、踩高跷、
舞狮子、放天灯……这
些 形 形 色 色 的 传 统 习
俗，就构成了元宵节丰
富多样的文化景观。

“星月当空万烛烧，
人间天上两元宵。”正月
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
个月圆之夜，也是一元
复始、万象更新的难忘
夜 晚 。 都 说 过 完 元 宵
节，年也就过完了，作
为春节的延续和高潮，
元宵节承载着人们关于新年的美好期望，蕴涵着
丰厚的文化意味。圆月的团圆之意，元宵的联想
之形，花火的浪漫之情，游乐的欢快之声，挂灯
的祈福之举……对快乐的追求，对生活的希望和
朴素的信仰，透过热情喜庆的民俗活动，在这一
天表达得淋漓尽致。

时节如流不会冲淡年节的传承，山高水远阻
隔不了情感的勾联。山西有“蒸面茧以祀蚕姑，
作粘穗以祀谷神”的习俗，陕西有挂灯笼“照黑
角”驱邪纳福的做法，浙江至今还流传“宝马雕
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的光景……无论是庄重的祈福，还是热闹的狂
欢，元宵节的夜晚是被圆月、烟火、花灯照亮
的，元宵节的街道是被欢笑声、祝福声充满的。
可以说，合家团聚、普天同庆的意味四海皆准。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变革，催生了新的节庆
风尚。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烟花爆竹变少了，
绿色环保照样年味浓浓；麻将扑克放下了，“村
晚”舞台热闹非凡；大鱼大肉不再是每餐必备，
健康饮食更受推崇；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
科技馆、历史文化街区人头攒动，旅游过年、文
化过年成为新民俗。

由此看来，传统节日的生命力不只在源远流
长的习俗，而在其能够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文化内
涵。抛开或繁琐或简洁的形式，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审视节日真正的涵义。时至今日，重阳从知感
恩、尽孝道，渐渐浓缩成“家国两相依”的情
怀；清明从慎终追远、缅怀先人，延伸到追溯精
神源头、品读生命意义；春节越来越强调新年的
喜庆、亲情的温暖；元宵节越来越突出欢乐的气
氛、愉快的体验。没有一成不变的节日习俗，只
有始终如一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企盼。

老舍在《北京的春节》中写道，“元宵节处处
悬灯结彩，整条的大街像是办喜事，火炽而美
丽。”如今，科技手段的发达让元宵节的灯彩更加
奇巧瑰丽，人们即使足不出户，也可以通过手
机、电视等多媒体设备和各种送货上门、到家服
务感受节日的气氛，获得快乐的体验。传统佳节
的魅力何以千年不绝？就在于时间的流动带不走
节庆的内核。蕴藏在元宵里的美好与欢乐，在今
天品来仍芬芳馥郁、回味无穷。

大年新春是一年中最绚丽的时光，元宵节作为大年
画卷的压轴节目，它是民众情感、意愿、信仰的集中表
现，是其中最具声色的时间景观。元宵的节俗与除夕相
对应，除夕是关门团年，在新旧时间转换的过程中，人
们暂时中断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元宵节则是
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是多种节俗
形式的合奏。锣鼓、灯火、游人共同编织着喜庆欢乐、
流光溢彩的元宵美景。

锣鼓喧天 唤醒冬眠大地
元宵节的喧闹主要有两种声音：一是以锣鼓为主的

响器声。锣鼓是庆祝节日必备的道具，节日气氛的营造
离不开锣鼓喧天的热闹。没有锣鼓或锣鼓不够用时，人
们将其他能发声的器皿也敲起来，如湖北孝感有“正月
半，敲铁罐”的谚语。据《清嘉录》记载，清代苏州元
宵节热闹非凡，“元宵前后，比户以锣鼓铙钹，敲击成
文，谓之闹元宵，有跑马、雨夹雪、七五三、跳财神、
下西风诸名。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
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

二是歌舞游乐的人声。元宵节是民间歌舞的盛大演
出日，除舞龙、舞狮外，南北地方在元宵节期间都献演
乡村戏剧，北方的秧歌戏，南方的花鼓戏、采茶戏都是
元宵常演的剧目。东北地区将乡民化妆作剧，称为“太
平歌”，河南及两湖 （湖南湖北） 地区称为“妆故事”。
河南洛阳“歌楼鳞次，丝管嘈杂，灯下设杂剧百戏，游
人填塞街衢”。

元宵锣鼓与歌舞的原始意义与腊鼓、傩仪一样，是
具有巫术意味的节俗活动，其目的在于驱傩逐疫、召唤
春天与苏醒大地。

灯彩辉煌 映照夜市繁华
元宵是色彩鲜明的节日，游人、表演者的华丽衣装

与五光十色的灯饰交相辉映，构成缤纷艳丽的视觉景观。
元宵张灯习俗起源早，扩布广。它来源于上古以火

驱疫的巫术活动，后世民间正月十五以火把照田、持火
把上山，部分地保存了这一习俗的古旧形态。随着佛家

燃灯祭祀的风习流播中土，元宵燃火夜游的古俗，逐渐
演变为张灯的习俗。元宵张灯与城市夜生活的兴起也密
切相关。隋唐以前正月十五夜张灯的记述稀少，梁人宗
懔的 《荆楚岁时记》 在记述荆楚地方正月十五节俗时，
没有提到张灯之事。到了隋朝，京城与州县城邑的正月
十五夜，已经成为灯火辉煌的不眠之夜。

张灯习俗的大扩展是在唐宋时期。唐朝元宵节时不
仅在京城制作高达 80尺、光映百里的“百枝灯树”，还
将张灯时间延至三夜。正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夜取消
宵禁，让人们彻夜自由往来，是所谓“金吾不禁”。宋朝
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张灯的时间也由三夜扩展到
五夜。新增十七、十八两夜，最初限于京师开封府，后
来地方州郡纷纷效法，成为通例。宋朝灯笼制作较唐朝
更为华丽奇巧，元宵灯市品类繁多、琳琅满目。

宋元易代之后，元宵依然传承，不过灯节如其他聚
众娱乐的节日一样受到限制。明代全面复兴宋制，元宵
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延至十天，京城百官放假十日。民
间观灯时间各地不一，一般三夜、五夜、十夜不等。明
代中期以后城市经济有了较大发展，作为市井生活重彩
的元宵节，在当时有着生动的表现。清代元宵灯市依旧

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十五日
晚为正灯。北京元宵的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
盛。冰灯是清代的特殊灯品，由满人自关外带来。这些
冰灯“华而不侈，朴而不俗”，极具观赏性。

游人嬉乐 祈求生活美好
元宵的声响与色彩共同烘托着节日的气氛。正是这

样热闹的景象吸引着城乡居民纷纷走出家门，看戏、逛
灯、走百病、闹夜，连平日隐藏深闺的女子这时也有了
难得的出游机会。“男妇嬉游”是元宵特出的人文景观。
唐宋以来，妇女成为城市元宵夜的一道风景，她们或登
楼赏月，或逛街观灯，“了不畏人”。平时限制在各自封
闭时空中的男女们，难得有了聚会的日子。元宵可谓是
古代的“狂欢节”，人们在这一阶段打破日常秩序的约
束，实现着感官与精神的愉悦。

元宵节俗还有拜紫姑、求婚姻，“卜问蚕桑”，烹制
食用类似蚕茧的“元宵”。人们通过这些仪式活动，祈求
婚姻美满、子嗣绵延、身体康健与年岁丰收。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诗词里的元宵节
□邹世奇

元宵：一年明月打头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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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乐喧腾“闹元宵”
□萧 放

左图：2月10日，江西省会昌县洞头乡畲族农民在联班第前排练元宵佳节的“摆字龙灯”节目。
朱海鹏/人民视觉

右图：2月17日晚，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宣恩县贡水河畔亮起彩灯，营造出喜庆热闹的节日景象。
新华社发 宋文摄

2 月 14 日，安徽省六安市市民在超市里竞猜
灯谜，喜迎元宵佳节的到来。 田凯平/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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