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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正月十五，一轮玉盘圆，元宵节已至。
有人说，年的味道如同一条红绸，一

头是春节，一端是元宵节，过了元宵节才
算过完年。

元，意为“一”，正月为农历一月；宵，
意为夜。这是农历新年里第一个月圆之
夜，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大地回春。

据说，元宵节早在西汉就有，
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明
帝听说佛教有正月十五日僧人观
佛舍利、点灯敬佛的做法，就命令
士族庶民都挂灯。之后，这一天便
逐渐形成民间盛大的节日。

上下数千年，华夏文化源远
流长。通过翻读一些古今佳作，从
中可以发现和回溯元宵佳节的相
关演变历程，我们也能从中重拾
那些久远的传统文化与记忆。

据记载，西汉司马迁创建
《太初历》，将元宵节列为重大
节日；隋朝之后，元宵节有了
“元夕”“元夜”的说法；唐代又
有“上元”之称，唐末偶称元宵。
除了称谓的更迭外，元宵节的
庆祝方式也在不断发展。其中，
以逛灯市、观灯会为主的活动
备受推崇，从隋朝的九层灯轮，
到唐朝的灯楼，再有元代的花
灯树、明代的动物花灯和鳌山
灯，这些充分代表了那个朝代
独有的一道“元宵风景”。

这样的良辰美景，历代文人
墨客岂可辜负。在唐朝，当灯会、
灯市逐渐成为人们社交娱乐的场
所时，即使平日鲜少出闺阁的女
子也能够点香画眉，幽会心上人。
于是，被激发了灵感的辛弃疾留
下了传颂至今的佳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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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透过
北宋欧阳修《生查子·元夕》的上
半篇，我们仿佛看到两位有情人
在元宵节幽会，花前月下缱绻的
爱恋，美好的约定你侬我侬。回忆
总是美好的，而现实是残酷的。
“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
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后半篇笔
锋一转，月色依旧美好，花灯依旧
璀璨，而佳人已难觅踪影，物是人
非事事休。

除了观灯外，在一些有关元
宵的诗句中还能看出另外一项庆
祝方式——放焰火。“东风夜放花
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火树银
花合，星桥铁锁开”……在物资相
对匮乏、休闲方式相对单一的古
代，当灿烂的焰火飞向空中，再如
星雨般瞬间散落下来，此情此景，
怎不令人叹为观止。

寄情明月星辰的这些名词佳
句穿越时间长河，以其凝练隽永
给后人带来浪漫和感动的体验。
其实，诗词的妙处不仅在于其本
身承载着的那些时代气息，还在
于它可以将中华民族文化雅俗共
赏的趣味与美感传递出来。

读佳作
诗词之中品“元宵”

按照中国民间传统，在一年
复始，大地回春的节日夜晚，天上
明月高悬，地下彩灯万盏，人们观
灯、猜灯谜、吃元宵，合家团聚，其
乐融融。

■赏花灯

《史记·乐书》提到，“汉家祭
祀太一，以昏时祀到明。”据记载，
元宵赏灯始于东汉明帝时期。

据说，放灯习俗在唐代发展
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中唐以
后，元宵节发展成为全民性的狂
欢节，青年男女以此作为寻觅伴
侣的良机。唐代诗人崔液有诗
云：“谁家见月能闲坐，何处闻灯
不看来。”

到了宋代，元宵灯会在规模
和灯饰的奇幻精美上都有所超
越，且活动更为民间化。明代又
有一定的发展，才子唐伯虎曾感
言：“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
不算春。”

■舞龙灯

相关资料显示，舞龙灯，或者
说龙舞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上古。
传说黄帝时期，名为《清角》的大
型歌舞中出现过由人扮演的龙头
鸟身的形象，其后又编排了六条
蛟龙互相穿插的舞蹈场面。

古人崇尚龙，在他们心中，龙
具有呼风唤雨、消灾除疫的功能，
农民希望得到龙的庇佑，因此形
成了在祭祀时舞龙和在元宵节舞
龙灯的习俗。“舞龙”包含“风调雨
顺国泰民安”，原有“祈年”之意。

由古至今，各族人民的舞龙
表演种类繁多，各具特色。据说，

常见的有火龙、草龙等近百种之
多，龙灯的节数一般为7节、9节
或13节。有的地方闹元宵，各路
龙灯汇集达百余条，队伍长达数
里长，每条龙灯还伴有锣鼓声，颇
为壮观。

■猜灯谜

猜灯谜又叫打灯谜，是元宵
节的一项传统活动。据说，灯谜最
早由谜语发展而来，起源于春秋
战国时期，是一种富有规戒、诙
谐、笑谑的文艺游戏。

因为谜语能启迪智慧又饶有
兴趣，所以流传过程中深受人们
欢迎。如今，由于花灯的制作费时
费力，谜语多是写在悬挂的纸条
上。每逢元宵节，各个地方都打出
灯谜，希望新的一年能喜气洋洋、
平平安安。

■吃元宵（汤圆）

正月十五吃元宵（汤圆）是一
个重要习俗，人们更多的是取其
幸福团圆的祥瑞之意。据说，这习
俗在宋朝时就颇为盛行，最早元
宵叫“浮圆子”，后称“元宵”，也有
生意人称之为“元宝”。

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地区
依旧沿袭“元宵节吃元宵”的传统
习俗依旧，只不过名称和做法有
一定的南北差异。比如，北方叫它
元宵，南方有些地方叫汤圆，还有
叫汤团、圆子的，叫法不同，一些
制作方法也会有不同。

当然，无论元宵还是汤圆，无
论芝麻馅还是酸菜肉馅，都寄托
着人们对于国泰民安、举家团圆
的美好期盼。

话习俗
千年文化忆“元宵”

有识之士认为，义乌迎龙
灯历史悠久，在民间就流传
着“先有木龙头，后有乌伤
郡”的俗语，说明早在乌伤县
形成之前(公元前 222 年)就已
经有了它。

义乌丛书编纂委员会编的
《义乌民俗》对“正月十五”以及
“正月十五前后迎龙灯”是这样
表述的——

正月十五称上元。夜晚称
元宵或元夜，为灯节。兴张灯
彩，兴迎龙灯，兴观灯。厅堂悬
挂祖先容像，庆贺元宵，欢度灯
节。古代，城内四街设“竹棚彩
障”，“悬灯其上”，“祠庙盛张灯
彩”。至民国之初，四街架棚挂
灯之俗已不见，祠庙、厅堂盛张
灯彩之俗依旧，迎龙灯之俗较
普遍。畈田朱村于祠堂门口摆
猪羊祭。元宵节旧俗放烟火。是
夜食汤圆，寓意团圆。

民间元宵灯节活动有两种
形式。一种是迎龙灯，一种是张
灯彩……偶然也有雅士利用元
宵灯节的机会举办猜灯谜活
动，给佳节增添生气。

正月十五前后迎龙灯。俗
以举着物件行走或用肩抬着行
走叫“迎”，后者主要指扛、抬神
像。龙灯灯头为视为龙皇，故舞
龙灯称作迎龙灯……21世纪
初，义乌旧城改造，各村居民居
住分散，龙灯成为联络村民的
纽带，正月以灯会名义发动筹
集资金，请剧团演戏，并在同村
故旧集聚保留一处空处作为演
戏场地。

新春迎龙灯，洋溢着亲情、
人情和乡土之情。早先，人们迎

龙灯是出于图腾崇拜意识，后
演变为祈求丰收、平安的民间
民俗活动。由于称灯头为“神”，
参与者谨慎小心，不吵不闹。所
到神庙，都设斋祭请，所过村
户，争相设斋。同时，龙灯还象
征着旺盛和繁衍。据报道，义乌
方言中“灯”与“丁”谐音，在“龙
王”前添一盏灯，有添丁加口之
意，故每逢迎龙灯，灯头后最先
安排的是“子嗣灯”，往后才是
“百家灯”。龙灯越长，越说明村
庄人丁兴旺，来观看的四邻也
就越多。

“迎龙灯，过太平年，祈盼
新的一年能风调雨顺，五谷丰
登。”在一些中老年人的印象
中，前些年，不少村子大约在每
年正月初十过后，就会陆续开
始“迎龙灯”，铿锵的锣鼓伴着
震耳的鞭炮声，好不热闹。每逢
这时，淳朴好客的村民一定会
邀请亲朋好友前来观灯。

除了舞龙灯外，吃汤圆也
是义乌人庆元宵的一个方式。
据说在过去，义乌人正月十五
一大早，家家户户就开始挂起
红灯笼。做汤圆的时候，老人们
喜欢在里面放上一分钱硬币，
吃到的人寓意今年会有财运，
讨个好彩头。

此外，近些年，我市还会组
织开展元宵猜灯谜活动。谜语
内容与时俱进，涵盖科普、文
学、体育等多方面知识；谜语形
式多样，囊括字谜、语谜、地名
谜、专业名词谜等。除传统题材
的灯谜外，主办方还会创制一
些接地气的本土题材谜语，生
动有趣。

看义乌
古今融合过“元宵”

俗话说，“正月十五闹元
宵”。赏月观灯、竞猜灯谜、吃元
宵，一个“闹”字，把这个传统节
日的气氛凸现得淋漓尽致。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中国大地上，各个民族拥
有各自灿烂的文化，是中华民
族历史积淀的财富。春节的饺
子、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饼、
元宵的汤圆……在源远流长的
华夏文化中，凡一些重要的传
统节日必有相应的民俗形式作
为载体。

当然，除了吃食外，还有
其他的，比如说端午赛龙舟、
元宵舞龙灯等等。无论是一
种食物，还是一项活动，都代
表了这个节日本身承载着的
民俗，寄托着人们的美好祝
福。比如，义乌人民用迎龙灯
这种方式，表达了大家对生
活的赞美和对未来的美好憧
憬，也让人感受到不懈进取
的民族精神。

世界在进步，时代在发展，
而一些老民俗也在与时俱进，
成为更接地气的“新民俗”。去
年的元宵佳节，受疫情防控形
势影响，各地不能像往年那样
开展各种集聚活动。在充分做
好防护工作的前提下，义乌一
些爱心志愿者将热腾腾的汤圆
送至卡点值守的工作人员处。
而宅在家中的人们，纷纷用手

机向亲人朋友送出祝福。在这
个传统节日，有多少人舍“小
家”为“大家”，有多少人用别样
的仪式感过节。

内心认同才能自觉践行，
春风化雨才能润物无声。2019
年的国庆假期，“民族服装
照”“我的年代照”在线上掀
起刷屏高潮。56 个民族的服
饰绚丽多彩，脸上贴有小红
旗，这样的“爱国 style”受到
网友的热烈追捧，“我穿民族
服装的样子”更是被顶上微
博热搜。

随着元宵节脚步的临近，
商场和网店将大幅促销海报悬
挂在显眼处，老字号推出各种
口味的元宵，元宵灯会踌躇满
志准备打造视觉盛宴……不可
否认，“消费”也是当下过节的
一部分，是一个新常态。

有人说，昨天的时尚是今
天的民俗，今天的时尚就是明
天的民俗。“当反向春运兴起，
接老家父母来城里过年”“打破
传统，晚辈给长辈包压岁钱”

“无须面对面，微信上屏对屏送
祝福”“网络祭扫表哀思”……
在融合了新时代的一些元素之
后，不少新民俗在我们身边逐
渐兴起。而这些新民俗一经形
成、扩散和接受，便成为规范社
会思想行为、引领时代风尚的
一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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