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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
元宵节之称始于唐代，宋以后沿用不改。作

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元宵节最晚在唐代已经成
为国家的法定节日。

多重渊源
最早记录元宵节内容的书籍是《荆楚岁时

记》，作者宗懔，时间是555年。
《荆楚岁时记》关于正月十五的记述是：
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门

户。其夕，迎紫姑，以卜将来蚕桑，并占众事。
从《荆楚岁时记》的记述看，当时节日活动，分

白天、夜晚两个时段，白天“祠门户”，晚上“迎紫
姑”。元宵节给后人印象更突出的是晚上的庆祝，
但从《荆楚岁时记》中，还看不到类似的行动。迎
紫姑，似乎是静悄悄的活动，看不到后来那样的灯
火辉煌。

到了唐初，根据《艺文类聚》的记述，开始出现
了夜晚观灯的内容。为什么会有“观灯”，后来的
人们已经失去记忆，推测这一活动发挥了重要作
用，一说是来自汉代的“太一”祭祀，一说来自西域
的佛教燃灯。后者，经常引用的经典是唐玄奘的

《大唐西域记》。
元宵观灯的习俗来源，已经不能清楚说明，但

隋炀帝留下一首《正月十五日于通衢建灯夜升南
楼》诗：“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
花焰七枝开。月影凝流水，春风含夜梅。幡动黄
金地，钟发琉璃台。”灯火辉煌的夜晚，建筑了专门
的设备，法轮、梵声无疑都是佛教的意向。这说
明，至少隋朝已有正月十五夜晚观灯，而隋炀帝显
然是从佛教视角看待这个观灯场景的。正月十五
是道教的“上元日”，《旧唐书》记载，景龙四年的

“上元夜，帝与皇后微行观灯”。《开元天宝遗事》也
记载：“杨国忠子弟 ，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
围于左右。”正月十五夜晚观灯，与道教或许也存
在一定的渊源关系。

快速发展
元宵节最初是以地方节日的面貌呈现的。所

谓节日，当然要符合岁时活动的特征，每年重复进
行，内容相对稳定。南朝梁陈时期，已经存在正月
十五晚“燃灯”的观灯之俗。

宋敏求所著《春明退朝录》，记载梁简文帝有
《列灯赋》、陈后主有《光璧殿遥咏灯山诗》，都是
上元夜的背景，唐以前岁不常设，至宋初……冠于
前朝。由此看来，在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主要是南
方的节日，从梁朝、陈朝皇帝都有诗歌相咏的事实
来看，最高当局已经参与到元宵节之中，说明此时
已经脱离了民间的性质。作为地方风俗存在的元
宵节，开始的脚步已经无从寻觅。《荆楚岁时记》标
志着第二阶段的开始，这个节日已经进入文献的
视野。而南朝皇帝们的作品，证明节日文化正在
升级发展。

与此同时，北朝的正月十五，又有什么举动
呢？《隋书·元胄传》：“尝正月十五日，上与近臣登
高，时胄下直，上令驰召之。及胄见，上谓日：‘公
与外人登高，未若就朕胜也。’赐宴极欢。”隋文帝

与近臣登高，元胄没有参加，他正在“与外人登
高”。皇帝特地请他来一起活动。正月十五登高，
是当时比较普遍的活动。登高、宴饮，似乎是正月
十五的传统内容。不过，到了开皇十七年，隋文帝
公开禁止正月十五的节庆活动。此事发端于御史
台的副长官柳彧，他认为正月十五的“都邑百姓”庆
祝活动，浪费财产，败坏风俗，建议取缔。隋文帝赞
成并执行。其实，当时正月十五的百姓庆祝活动，
并不局限于首都，柳彧的报告就提及“外州”。

不久以后，当隋炀帝执掌国家的时候，元宵节
获得了皇帝大力推动。隋炀帝确切恢复正月十五
的庆祝活动的时间并不清楚，但是《隋书·音乐志》
的记载还是十分具体生动的：

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
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
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
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

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制此衣服，而两京
缯锦，为之中虚。

（大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

帝又设以示之。
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

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有奇
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
银，锦罽擫絺绣。其营费巨亿万。关西以安德王
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数
十里外。弹弦撅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
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无比。

前文说到“每岁正月”，之后分别提及三年与
六年，那么三年之前只有元年、二年，而又有“每
岁”这个概念，可以认为只有从元年开始才合适。
元年自然是大业元年，即605年。观察这段文字，
很明显，庆祝活动明确在晚上进行，这便是“从昏
达旦”。万国来朝，应该是参加元日朝会的，为什
么要留至十五日，似乎就是为了继续参加元宵的
庆祝活动，“至晦而罢”，竟然进行了半月。

不仅如此，所记大业六年“突厥启民以下，皆
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百戏，自海内凡
有奇伎，无不总萃”。结合《炀帝本纪》，我们发现，
竟然也是正月十五的故事：

六年春正……丁丑
（十五日），角抵大戏于端门
街，天下奇伎异艺毕集，终
月而罢。帝数微服往观之。

又是一次连续半月的
庆祝活动。如果仅仅是外
交作秀，实在无法想象，一
定有民间力量参与其中，
或者是借助长安已经日益
成熟的节日庆祝实现一定
的外交目的。史书强调隋
炀帝的外交作秀，用意在
于批判。其实，从节日的
发展来看，正是这个时期，
元宵节进入了成熟期。

如此，元宵节就从一
个地方性、民间性的节日
提升到了国家节日的高
度。“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从隋炀帝开始，元宵
节的国家化正式起步，待
到最后完成，还有一段路
要走，直到唐玄宗时代来
临。南北朝时期元宵节作
为民间节日已经存在，在
南朝甚至皇帝也参与其
中。隋朝文帝时期，元宵
节在长安已经拥有良好基
础，并且发生明显的变
化。文帝时虽然小有挫
折，但到炀帝时期则获得

巨大发展，而在统一国家首都的发展，为进一步的
律令化打下深厚基础。

成为法定假日
唐代皇帝似乎格外钟情于元宵节。中宗、睿

宗和玄宗都是其中的代表。《大唐新语》是如此记
载的：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
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隶工贾，无不
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
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
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郭利贞、殿
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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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贞曰：“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
匝路转香车。烂熳唯愁晓，周旋不问家。更逢清
管发，处处落梅花。”液曰：“今年春色胜常年，此夜
风光正可怜。鳷鹊楼前新月满，凤凰台上宝灯
燃。”文多不尽载。

中宗时期如此，睿宗时期也毫不逊色。《朝野
佥载》记载：

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于京师安福
门外作灯轮高二十丈，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
万盏灯，簇之如花树。宫女千数，衣罗绮，曳锦绣，
耀珠翠，施香粉。一花冠、一巾帔皆万钱，装束一
妓女皆至三百贯。妙简长安、万年少女妇千余人，
衣服、花钗、媚子亦称是，于灯轮下踏歌三日夜，欢
乐之极，未始有之。

这已经是十分热闹的景象了。到了玄宗时
代，正月十五的活动皇帝依然兴趣盎然。《明皇杂
录》载玄宗“每正月望夜，又御勤政楼，观作乐。贵
臣戚里，官设看楼。夜阑，即遣宫女于楼前歌舞以
娱之”。

元宵节成为国家的法定节日，就是在玄宗时
期确立下来的。何以证明这便是法定假日的出
现？唐代国家法定假日，有“假宁令”规定，《唐六
典》卷二“吏部郎中、员外郎”条对此有所记录，正
月十五是一天假期。日本学者仁井田陞《唐令拾
遗》把这个内容标示为“开元七年”“开元二十五
年”，意为从七年到二十五年唐令都是这个内容。
敦煌文书《唐天宝年代国祭、诸令式等表》，其中的
假宁令内容，与《唐六典》一致，正月十五也是放假
一日。敦煌文书《大唐新定吉凶书仪》，记录了三
元日的假期情况，写作“右件上中准令格各休假三
日，下元日，休假一日”。这说明，天宝三载的正月
十四、十五、十六日燃灯放假，后来修订为正式的
法律形式。这其实就是“永以为例程”的含义。根
据《天圣令》，到了宋朝，正月十五放假三日。但
是，就在唐玄宗时期，正月十五已经升为三天假
期。由此可知，宋代的元宵三日假期，是继承唐朝
的。

据《唐会要》天宝三载十一月敕：“每载依旧正
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旧
唐书》记载内容基本一致，多出一个发布日期。玄
宗于天宝三载十一月“癸丑，每载依旧取正月十四
日、十五日、十六日开坊市门燃灯，永以为常式”。
两书中都有“依旧”一词，让人感觉到此前已经是
三天假期，但是没有成为“常式”，而这次从法律上
确定了三日假期的地位。

唐朝的法律即律令格式。法令，是国家意志
的体现，法令的承认就是国家的正式承认。正月
十五的节日活动，早期记忆已经十分模糊。大约
在南北朝时期成为地方节日，长安的正月十五节
日活动，应该是受到外地影响，就时间而论，根据
隋朝柳彧的说法是“近代以来”。正月十五作为节
日，来自民间与社会的推动是主要的，相对而言，
朝廷与皇帝的加入是滞后的，但是他们为其作为
国家节日的升级却发挥着关键作用。长安因此变
得很重要，没有长安民众的欢迎，就很难获得国家
主政者的关注，没有这些政治上有能量的人群的
支持，就不可能国家化，不可能给予法律地位。用

“令”的方式规定国家节日，节日因此成为国家行
为，这既可以称作“律令化”，也可以称作“国家
化”，是研究古代节日文化的重要方面。

（摘自《天津日报》）

今年2月20日，是南极长城站落成36周年，
亲历我国首次南极考察、见证长城站落成的大连
海洋专家陆儒德教授，为大家讲述我国首次赴南
极科学考察的难忘往事。

最庄严隆重的南极科考起航仪式
1964 年，我国设立国家海洋局，把科研领域

伸展至海洋。1974年，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
清华学子罗钰如调到国家海洋局，殚精竭虑海洋
事业，积极推进南极科考工作。1977 年，国家海
洋局提出了“查清中国海，进军三大洋，登上南极
洲”的宏伟规划，开启了南极科学考察的序幕。

1984年1月，罗钰如亲自到南极实地考察，乘
坐雪地履带车和极地科考船行程9000多公里，证
实中国完全有能力建设科学考察站，回国后起草
了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解放军海军、国家海洋局
的联名报告，“建议尽快进行中国首次南极考
察”。6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我国首次赴南极考
察和建立长城科考站。由此派遣“向阳红10号”

“J121”号以及“南极考察队”“南大洋考察队”进行
科学考察，迈出了中国南极科考第一步。

1984年11月20日，“625”编队从上海高桥码
头起航。在军乐声中，海军、国家南极考察委员会
和国家海洋局的领导将一面五星红旗、中国南极

“长城”站站标和邓小平同志的题词交给编队领
导。

10时整，“625”编队驶离码头，上海港实施临时
封江，只有“向阳红10”号“J121”号在巡逻艇引导下
航行在黄浦江上，沿江轮船鸣笛致敬，江边人民挥
手送别，考察队员心潮澎拜、含着泪花举手敬礼，

“再见，祖国！再见，上海人民！”一位老引航员回
忆：这是黄浦江历史上最为壮观、隆重的起航仪式。

抛下“南极第一锚”
海军“J121“船在航途中抵达了世界最南端阿

根廷的乌斯怀亚港，当地海军基地司令爱德华多
中校带领军乐队到码头迎接，热情地邀请中国海

军游览市容。驶离乌斯怀亚港时，基地空军司令
驾驶一架桔红色军机在我舰上空盘旋、穿掠，不断
摇摆机翼，表达特殊的欢送仪式。

在 1985 年 3 月返航途中，海军“J121”船访问
了智利的彭塔阿雷纳斯港，引航员是一位海军上
尉，他高兴地说：“第一次为中国海军引航十分荣
幸，这里有好几位军官曾经访问上海，留下了美好
的记忆，上海很漂亮，中国了不起！”

经过1个多月万里航行，“625”编队安全驶达
南极半岛的民防湾，锚泊在这里选定站址、建设长
城站和开展科学考察，能否安全抛锚成为完成这
次任务的关键。

民防湾礁石密布，只有近岸几块不大的海底
“脊背”上可以勉强锚泊，外侧陡深百米，是对操纵
技术的严峻考验。指挥员、航海干部聚集驾驶台
注视着这次抛锚操纵。驾驶台十分寂静，当听到
航海长报告“锚位到”，船长下令“抛锚”，舰锚在轰
鸣中砸入海底，听到舰首不断报告“方向正常、锚
链吃力”，说明舰锚成功抓入了海底。

南极地图上第一个中国地名
中国是一个古航海国家，但在南极海图上却

难觅一个中国地名。当我们驶进民防湾查看海
图，填满了外国名字，如法尔兹海峡、纳尔逊岛、法
尔兹半岛、科林斯港等，都是纪念外国航海家、探
险家考察南极的贡献。

海域和岛礁命名，通常遵循“名从主人”原
则，即使翻译也应尽量接近原文的读音，以表达对
创造者的尊重。当我们选定长城站的站址，便将
其附近的小海湾称为长城湾，一直沿用至今，在南
极地图上第一次填上了一个中文名字，具有重要
历史价值。

南极天气瞬息万变，风暴来临，巨浪骤起，

“J121”船经历了3次“拖锚”的险境。一天中午，大
家正在甲板上松开绑扎，准备卸下建站物资，突然
风力急剧增到11级，“J121”船发生“拖锚”后向岸
靠近，有人大喊“舰尾要触礁了！”幸好主机前进动
力阻止了后退，继而开始前进，此时舰尾离礁石不
足20米，真是惊心动魄，由于正确操纵化解了触
礁船毁的厄运。

军舰激烈摇摆，一旦甲板上的油桶碰撞起火，
后果不堪设想。指挥员组织了20人的抢险队，冲

向甲板固定油桶和物资。军舰在海湾里机动十分
困难，有被大风巨浪掀翻的危险，指挥员毅然决定
驶出港湾到大海上去抗浪机动航行，整整和风暴
搏斗了18个小时，才化危为安回到民防湾锚地。

长城湾岸边水浅，小艇无法靠岸，无法卸下建
站设备。海军紧急组成突击队，跳进齐腰深的冰
水，双手抡起铁锤，把200多根钢管打进海底。经
过整整8小时的拼搏，建成了一个长27米、宽6米
的简易码头，创造了奇迹。

基建施工开始，地面千年冻土似钢铁般坚硬，
要挖掘、浇灌“南极屋”的27个房基底座无法按时
完成。海军又组成4个突击队，经过25天轮番攻
坚，长城站主体工程完成。外国科考队员盛赞“中
国创造了神话般的南极速度”。

经历45天奋战，长城站胜利完工，功能俱全，
不亚于外国科考站，便将原计划的“夏季站”改变
为“全年站”，在南极建站史上再创“一步到位”的
奇迹。

五星红旗在南极上空飘扬
1985 年 2 月 20 日，长城站举行落成典礼，考

察站主楼、落成典礼的横幅和出席典礼国家的国
旗交相辉映，十分醒目。国内外科考队员拥向长
城站，成为乔治岛历史上最喜庆的日子。

编队副总指挥赵国臣一早来到长城站旗杆
前，数次拉动旗绳试验升旗过程。他激动地说：

“保证国旗升上长城站，是我最光荣、最重要的任
务。”

上午10时整，中外来宾全体起立，在国歌声
中，目光凝聚在缓缓升起的五星红旗上。当红旗
升到顶部，一片宁静。有人高喊：“南极，中国来
了！祖国万岁！”这反映了大家的期盼和心声，迎
来一片欢呼声，不少队员喜极而泣。

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历时142天，航程48952
公里，时间之长，环境之复杂，航海史上罕见。经
历长时间颠簸和超强度劳动，难免发生一些不
测。当听说船上随带了几个冰冻亡友的“大口
袋”，大家不以为然，坦诚豪言：我们在大洋中死
亡，就按照海军习惯进行“海葬”，如在南极陆地逝
世就地深埋，写上“中国人”3字即可。

确实，在南极期间伤病不断，共动手术10例，
其中急性阑尾炎2例，胃穿孔并发弥漫性腹膜炎1
例，严重手指外伤1例，泌尿系统结石1例，但都得
到及时处置，很快痊愈。而且病房收住了13人，
却无人感冒发烧。所以，大家戏言：“南极无菌不
生病，要动手术来南极！” （摘自《大连日报》）

唐宋时元宵节曾是法定假日

南极长城站创建往事

原来国君齐灵公姜环，因为国泰民安，平日
闲暇无事，与后宫粉黛玩得腻烦，一日竟忽发奇
想，下令宫中女子全穿男装取乐。妃嫔们也正无
聊得不知如何消遣，得了灵公的命令，竟都拍手
称快。于是，一夜之间，原来充斥宫中的长腰绣
襦、粉面云鬓齐刷刷地变成了男子装扮。灵公的
宠妃戎子把原来极力要描细的长眉也涂得又粗
又浓。她们竟模仿着男人的举手投足，做出种种
不男不女的姿态来，齐灵公看了非常开心。从此
王宫之中女扮男装之风大兴。更让齐灵公始料
不及的是，这一风气竟像一场流行感冒一样迅速
蔓延开来，举国上下的女子竟都以着男装为乐。
而那些无所事事、一贯喜欢惹是生非的王公贵族
家的公子哥们则乘机在街上胡作非为，调戏那些
男装的女子。一时间，临淄城中弄得乌烟瘴气。

大夫晏弱，即晏桓子，也就是我们本书的主
人公晏婴的父亲，向灵公进谏说：“大王，男女有
别。像这样女人乱穿男人的衣服，乾坤混淆，违

背人伦，长此以往，世风日下，礼制大坏，人民将
难以约束，国家将无法统治，最终会导致天下大
乱的。”高厚、崔杼等随声附和，也纷纷劝灵公下
令禁止乱衣之风。灵公心不在焉，对此事并不在
意，但碍于大臣们的情面，装模作样地说道：“好
吧，就依众位爱卿所言，下令禁止女人乱穿男人
衣服。”但也仅仅是一道禁令而已，灵公并没有采
取有效措施。而且，那只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
百姓点灯”，宫中女子照样以穿男装为乐，这又怎
么能禁止宫外的女人着男装呢？临淄城中反而
更加混乱，一些无耻之徒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抢
掠甚至侮辱妇女。晏弱大人再次向灵公谏止乱
衣之俗，灵公只好再次下令禁止女人穿男人的衣
服。然而，既下了禁令，不能没有效果，那些无赖
之徒反而打着禁止女子乱穿男人衣服的幌子，更
加肆无忌惮地调戏那些穿男装的女子。其中最
出名的是当朝的几位重臣的公子，像右卿高厚的
儿子高止，左卿崔杼的儿子崔成、崔强，大夫庆封
的儿子庆舍等。

一日，灵公正与着男装的众妃子在后宫草坪
上嬉戏。妃子们累了，偎着灵公叽叽喳喳地说
笑。这个说戎子的皮肤白了，那个说戎子的眉毛
还应该再描得粗一些。粘在灵公身上的戎子突发

奇想，说道：“大王若是涂了胭脂，抹了粉，梳了云
髻，再穿了女儿装，那一定更好玩。”此言一出，众
妃子纷纷拍手赞成。于是妃嫔们大呼小叫地簇拥
着灵公进入戎子的卧室，把灵公的衣服脱去，给他
换上艳丽的女装。然后将灵公按在梳妆镜前，七
手八脚地给他涂脂抹粉、描眉画眼，将头发梳成蓬
松的云髻。妃子们爆发出一阵阵欢笑声。待装束
完毕，灵公学着女人的样儿摇摇摆摆地扭着，惹得
众妃嫔众宫女们笑成一团，大家都拍手叫好，热闹
非凡。

草坪的角落里，灵公的几个儿子，公子杵臼、
公子牙等趴在地上，头拱在一起斗蛐蛐。宫中一
阵一阵的笑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杵臼爬起来侧
耳听了听，说：“怎么这么热闹，莫不是来了杂耍？
走，看看去。”于是哥儿几个便顺着笑声跑去。杵
臼看到他的母亲鲁姬，还有公子牙的母亲仲子也
正向戎子那里走去。

杵臼来到门前，藏在一边，向其他人摆摆
手，哥儿几个都依次悄悄躲在墙下。杵臼往里
一看，正看到一个人在走廊里扭啊扭地走着，笑
得廊下的妃嫔们叫的，跳的，拍手的，捂着肚子
完着腰喘不上气来的，好不热闹。公子牙眼尖，
指着父王对哥儿几个说：“那是父王。”喜得杵臼

倒在地上打滚，一边还咧咧：“哎呦呦，好玩好
玩，父王可真会玩。哈哈哈哈……”公子牙叫
道：“我们也回去穿了女人的衣服玩。”“好！”其
余的人立刻一哄而散。

杵臼回到自己的房中，让伺候他的侍女拿出
她们的衣服来穿上。侍女感到纳闷，禁不住问：

“公子，怎么了？有什么事吗？”杵臼不耐烦地说
道：“别管那么多，给我穿上就是。”侍女们只好遵
命。她们一边给他打扮，一边偷偷地乐。等打扮
完毕，杵臼活脱脱变成了一个小胖丫头，只是衣服
有点肥。几个侍女望着他那憨态可掬的样，实在
控制不住，笑得弯了腰。这时，门外忽然闯进一个
俊俏丫头来，八九岁的模样，眉清目秀。开始谁也
没认出来，等她连蹦带跳地跑到杵臼面前，并且拉
扯着杵臼的衣服叫起来，大家这才认出原来是公
子牙。公子牙本来就生得瘦小，面目又清秀，这一
穿上女装，又加上精心的粉饰，简直比女孩子更像
女孩子，不像杵臼，胖墩墩的，脸上擦了一层厚厚
的粉还盖不住满脸的疙瘩。侍女们不知道这是怎
么一回事，只是感到好玩。杵臼和公子牙笑着闹
着跑了出去，碰到其他几个已经换了女装的公子，
他们一块叫嚷着跑走了。

（2）

晏晏 子子（（小说连载小说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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