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俗话说：“贴春联，过大年。”家
家户户贴上大红的春联，既为节日
增添了喜庆气氛，又描绘了人民的
幸福生活和美好愿望。正如余亚
飞《迎新岁》诗云：“喜气临门红色
妍，家家户户贴春联；旧年辞别迎
新岁，时序车轮总向前。”春节贴春
联这一古老的民俗经历了几千年
的沧桑变化。

春联的源头桃符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
《元日》诗中所说的“桃符”就是春联的源
头。《燕京岁时记》说：“春联者，即桃符也。”

古人认为，桃木有避邪作用。《庄子》曰：
“插桃枝于户，连灰其下。童子入而不畏，而
鬼畏之。”早在周代，人们就将长方形的桃木
板悬挂在大门两旁，以避邪。《后汉书·礼仪
志》说，桃符长六寸，宽三寸。南朝梁人宗懔
《荆楚岁时记》载：“桃者，五行之精，厌伏邪
气，制百鬼也。”又说：“帖画鸡户上，悬苇索
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

后来，人们在桃符上画神荼、郁垒二神
像或写上二神的名字，悬于大门两侧，这就
是传说中的门神。《山海经》说，在大海上，有
一座叫做度朔的大山，山上有一棵参天桃
树，树冠蜿蜒盘伸三千里地，桃枝的东北方
向有一个万鬼出入的鬼门，门旁上有两个神
人，一个叫神荼，一个叫郁垒，专门监视那些
恶鬼，一旦发现，便用芦苇编织的绳索把鬼
捆起来，扔到山下喂老虎。后来黄帝作礼请
神，就在门口立了一个大桃人，上画神荼、郁
垒与老虎，用来驱恶鬼。二神的形象，最早
见于元人所著《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此书正
面刻图，背面刻文，画中二神坐在桃树下磐
石之上，袒胸露腹，面如猛兽，虬髯虎须，头
上长角，手执桃木剑，一副凶神恶煞的样
子。而作为门神，二神则是另外一种形象：
神荼、郁垒身着斑斓战甲，威风凛凛，姿态神
武，手执金色战戢，各立于左右两个门扇
上。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说：“岁旦，绘二
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神。”

唐朝以后，人们又把李世民的两名爱将
秦叔宝和尉迟恭当作门神。据记载，唐太宗
李世民成就帝业其间杀人无数，即位后夜间
多做噩梦，“寝门外抛砖弄瓦，鬼魅呼号，六
院三宫夜无宁刻”，太宗非常害怕，就将这一
情况告诉群臣。秦叔宝自告奋勇说：“臣平
生杀人如摧枯，积尸如聚蚁，何惧小鬼乎! 愿
同敬德戎装以伺。”太宗批准，二人每夜披甲
持械守卫在宫门两旁，果然安静无声。可是
时间久了，太宗心疼二将日夜辛劳，便让宫
中画匠绘制二将之戎装像，怒目发威，手持
鞭锏，悬挂于宫门两旁，邪祟全消。此后，贵
族之家大书“秦军”、“胡帅”（尉迟恭为胡人，
又称“胡敬德”）字样贴在门上，以为门神。
时间久了传到民间，老百姓认为二将能镇邪
驱鬼，便将其画像作门神。画像中，二将体
态健壮，面容威严，头戴帅盔，身披铠甲，腰
挂箭壶，手握兵刃，神勇无比。《西游记》第十
回“二将军宫门镇鬼，唐太宗地府还魂”中描
写道：“（二将）头戴金盔光烁烁，身披铠甲龙
鳞。护心宝镜幌祥云，狮蛮收紧扣，绣带彩
霞新。这一个凤眼朝天星斗怕，那一个环睛
映电月光浮。他本是英雄豪杰旧勋臣，只落
得千年称户尉，万古作门神。”

关于春联早期的记录

第一次在桃符上书写对联是五代时
期。五代后蜀每到除岁，诸宫门各给桃符一
对，一般都是上题“元、亨、利、贞”四个字。
后蜀主孟昶好学能文，喜欢儒家经典。后蜀
有个学士叫辛寅逊，曾任司门郎中、翰林学
士、简州刺史等职。964年春节，孟昶令辛

寅逊在桃符上题写联语，可是孟昶没有看中，
就自己题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
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副春联。

而中国世界纪录协会收录的世界最早的
春联是：“三阳始布，四序初开。”这副春联记载
在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敦煌遗书上，该遗书记
录了12副在岁日、立春日所写的春联，该联排
在第一，撰联人为唐人刘丘子，作于开元十一
年(723)，比孟昶的题联早240多年。

在南京，有“中国楹联第一人”的故事。彭
城（今徐州）人刘孝绰（481—539年），本名冉，
小字阿士，七岁能文，素有“彭城才子”之称。
他的舅舅中书侍郎王融十分赏识他，曾经说：
“天下文章，若无我当归阿士。”梁武帝很器重
刘孝绰的才气，把他招到建康（南京）当官，任
尚书水部郎。有一次，他侍帝宴，席间赋诗七
首，梁武帝大为赞赏，升他为秘书丞。但是刘
孝绰恃才傲物，盛气凌人，凡有不合自己心意
的人或事，便极力挖苦、诋毁。后来被弹劾罢
官。有一年过春节，刘孝绰为了不被别人打
扰，就写了一副“闭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的
门联悬挂在大门上，以示不满。此事发生在
525年，比孟昶桃符题联早了430多年。

到了宋代，在桃符上书写联语比较盛行。
陆游《己酉元日》诗云：“桃符呵笔写，椒酒过花
斟。”王迈《除夕》诗曰：“天子未知工草赋，邻人
或倩写桃符。”在市场上也有人摆摊设点出售
桃符。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十二月》
载：“近岁节，市井皆印卖门神、钟馗、桃板、桃
符，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

朱元璋促春联流行

春联书写在红纸上始于明代。潘宗鼎的
《金陵岁时记》记载：“元旦，千门万户更易春
联，以朱砂染笺，佳者谓之万年红。其制自明
初始。”

之所以写在红纸上，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红色代表喜庆热烈、吉利祥和。而其推手
就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陈云瞻的《簪云楼
杂记》说：“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
除夕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
朱元璋虽然学历不高，但是很喜爱传统文化，
他不仅下旨要求家家户户张贴春联，而且还微
服上街巡视，观赏娱乐。他看到千家万户的大
门上张贴着红彤彤的春联，大街小巷充满着喜
庆的氛围，再一看大多是歌颂皇上圣明、期盼
风调雨顺的内容，非常满意。可是当他走到小
巷深处的一家时，大门上却没有贴春联，心中
顿时不爽。随从上前询问原因，方知这家原来
是阉猪的，大老粗，自己不会写，街坊邻居又嫌
其晦气，不愿代劳。朱元璋知道后，转怒为喜，
于是命人取来笔墨纸砚，略加思考，当即写了
一副春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斩断是非
根。”此联写得非常工整，内容也符合主人的职
业，虽然写的是阉猪之事，但却又无不雅之
词。第二天，朱元璋再次上街巡视，专门到这
家查看，却发现春联仍然没有贴出来，他不禁
勃然大怒，推门而入，大声责问。这家主人吓
得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说：您走后有人告诉
我这是皇帝的亲笔御书，不敢轻易地张贴在大
门上，一是怕风吹雨淋，二是怕被人揭走。这
可是皇帝赐给我家的洪福啊！我把它挂在堂
屋的正中，天天焚香供奉，期盼皇上保佑我们
全家吉祥如意。朱元璋听完主人的陈述，心中
大喜，当场赐予这家50两白银。

朱元璋还经常为大臣们题写春联。《金陵
琐事》记载，他为功臣徐达写过两副对联，其一
是：“始余起兵于濠上，先崇捧日之心；逮兹定
鼎于江南，遂作擎天之柱。”另一副为：“破虏平
蛮，功贯古今第一人；出将入相，才兼文武世无

双。”这两副春联高度概括了徐达一生。徐达
为濠州人，跟随朱元璋起义，南征北战，屡立战
功，为推翻元朝统治，建立大明王朝立下了不
朽功勋。官至征虏大将军、中书右丞相等。曾
任山东学政的梅殷天性恭谨，文武双全，很受
朱元璋赏识，于是招为驸马，将次女宁国公主
下嫁与他。朱元璋为其御书春联赐之：“人间
尘俗不到处，阙下恩荣第一家。”谋士陶安精通
经史，尤长于《易》，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
幄，对明朝建立之初的典章制度建设有重要贡
献。朱元璋也给他赐了一副春联：“国朝谋略
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

春联成为“文化产业”

由于明太祖的大力倡导，南京春节贴春
联蔚然成风，一个新兴的“文化产业”——写
春联卖春联在南京蓬勃发展，一些文人在春
节来临之际，纷纷走上街头市场，摆摊设点，
现写现卖。
《金陵岁时记》记载：“明时街市必有廊，以

避御驾。而贸易者麇集于廊，如黑廊、书铺廊、
明瓦廊、珠宝廊这类，至今犹沿名称。”“廊”成
了热闹的商业场所。明初，南京水西门大街有
一家撰写春联的专业户——孟家寿字馆，每当
春节来临，到这里求写春联的市民络绎不绝。
孟家的书法风格独特，自成一体，俗称“廊上字
体”。每逢大考之年，文武乡榜，也都请孟家书
写。当时春节最时兴孟家书写“鸿禧”二字贴
于照壁，“国恩家庆，人寿年丰”贴于门户。江
阴的诗人金武祥的《陶庐续忆》有咏春联诗曰：
“人寿年丰鼓腹嬉，国恩家庆迓鸿禧，升平景象
民安乐，尽说乾嘉极盛时。”

到了清代，贴春联已成为人们辞旧迎新
的著名民俗，春联的形式种类和文学艺术都
有了进一步发展，如门心、横批、框对、斗斤、
春条，等等。《燕京岁时记》记载：“自入腊以
后，即有文人墨客，在市肆檐下书写春联，以
图润笔。祭灶之后，则渐次粘挂，千门万户，
焕然一新。或用朱笺，或用红纸，惟内廷及宗
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非宗室者
不得擅用。”清宫里的春联是用墨笔写在白纸
或白绢上，再制作好边框装饰。这是因为满
族人是游牧民族，冬天在山里打猎时，红色是
生肉的颜色，容易受到野兽的攻击，他们认为
是不吉利的颜色。为了伪装，猎手都是穿白
色衣服，不易被野兽发现。满族入关后一直
到乾隆时期，满族平民的春联才渐渐变成红
色的，但也用所在旗的颜色镶边，而宫廷和王
室的春联一直是白的。

新中国成立后，春联这个古老民俗形式
赋予了新的内容，在社会主义文化百花园里
绽开万紫千红的花朵，吐出新的芳香。特别
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广大文艺工作者创
作了丰富多彩，又富有时代精神的春联，更加
绚丽多姿。

新年纳余庆
嘉节号长春
——春联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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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怪臣”满朝荐疾恶如仇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拾遗
周恩来：与北京人艺演职员一起过除夕
1960年，周恩来提出要和北京人艺演职员一

起过除夕。那晚，周恩来偕邓颖超同李先念、陈毅、
王震等领导同志一道来到首都剧场。

那天，周恩来特意从家里带来酒和花生米摆在
桌上，这些东西在当时很珍贵，大家谁也不敢动。
周恩来就大声说：“来，来，大家都来吃嘛！”大家还
是有些拘谨，一位姑娘伸手抓了一小把花生米，被
一位老演员瞪了一眼，姑娘顿时红了脸，又送回桌
上。周恩来见状笑着说道：“哎，年轻人正是长身体
的时候，要多吃一些嘛，这些就是拿来给大家吃的
嘛！”一句话让气氛当时就缓和了下来，大家纷纷放
下拘束，高高兴兴地吃了起来。

鲁迅：爱吃、爱买零食
鲁迅有买零食的习惯。他深夜伏案创作时，听

到上海弄堂里那些“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
教糕”的叫卖声，经常“被闹得整天整夜写不出什么
东西来”。对于爱吃、爱买零食这件事，鲁迅还写了
《零食》一文来说明缘由，表示“只要胃口好，可以从
早晨直吃到半夜，但胃口不好也不妨，因为这又不
比肥鱼大肉，分量原是很少的……能在消闲之中，
得养生之益，而且味道好”。

廖耀湘：“国民党的军心涣散了。”
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成立。刘

伯承从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军官中筛选起用一批
旧军官担任教员。一次，他请来正在接受改造的廖
耀湘。讲课中，廖耀湘讲他在辽沈战役中指挥的6
个军被解放军全歼。他说：“我曾对部属蒋继志说
过：‘锦州攻坚，凶多吉少，极为不智。但是，长官决
定如此，其可奈何，只好舍身硬碰。’数日之后，新六
军果然在黑山全军覆没。”

傍晚，廖耀湘在校园散步，忽然，一个军人向他

走来，行了一个军礼，说：“廖老师，我是参加黑山阻
击战的一个团长。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在黑山
阻击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你们再鼓一把劲儿，就
有可能攻下，避免全军覆灭，为什么你们突然后
退？”廖耀湘一语道破：“国民党的军心涣散了。”

宋仁宗：诏书不一定管用
宋仁宗在位期间，皇帝直接发出的诏令，有个

专有名词叫做“内降”，而“内降”只有通过朝廷的审
批认可才能生效。当时杜衍担任吏部侍郎，就常常
不买皇帝的账，将他不认可的“内降”专门放在一个
盒子里，攒到十多份就拿去还给皇帝。一次，仁宗
感慨地对谏官欧阳修说：“外人知道杜衍封还内降
的事吗？殊不知那些原本有求于朕却因杜衍阻拦
而中止的人，要远远多于他所封还的。”表面上看，
宋仁宗似乎对皇权受到约束而感到惆怅，实际上则
是为“封还内降”阻止了更多的邀功请赏者而感到
欣喜。所以，“封还内降”其实是宋仁宗与大臣心照
不宣的配合。

古代：串门有讲究
古人登门之前要先准备好礼物。《周礼》早就

规定好了见什么样的人带什么样的礼，“以禽作六
挚，以等诸臣。孤（帝王）执皮帛，卿执羔，大夫执
雁，士执雉，庶人执鹜，工商执鸡。”普通的读书人
之间以“雉”，也就是野鸡为礼物，这是别有深意
的。因为雉这种动物奉行一夫一妻制，是守信义
的象征。

进了屋也不能轻松。首先，进门请脱鞋，别踩
脏了坐席。桌椅这两种现代生活中最基本的家具，
直到唐宋年间才慢慢进入人们的生活，而在此之前
的几千年里，人们都是席地而坐，因此室内往往满
铺筵席，脱鞋甚至脱袜入室就成了最基本的礼节。

要是主人留你喝酒，每一轮敬酒之前，主人都
要当着众宾的面进行“盥洗”，洗手、洗杯具。这在
后来更像是一项重要的敬酒礼仪，但在先秦时代，
却主要是为了实用功能。尽管当时已经有了筷子，
但它还没有成为日常用餐的工具，只有当从汤中夹
菜时才使用，其他情况下则直接“动手”，因此，与别
人一起吃饭前不洗手也是失礼的行为。

满朝荐是明朝著名的清官。他少时聪慧勤
奋，17岁中秀才，25岁中举人，但从26岁至41
岁，15年间都屡试不第，但他不灰心、不气馁、
越发勤奋努力，终于在44岁那年，中了进士。
其坚韧不拔的求学精神，一直为后人所赞叹。

满朝荐为官清廉、勤政爱民、造福一方。他
任陕西咸宁知县时，正值陕西旱情严重、矛盾尖
锐、治安混乱、民不聊生。满朝荐到任，轻车简
从、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冒风险开仓放粮、赈
救灾民。接着兴修水利、整治浐灞二水，使农业
有了好的收成。他积极大办乡学、教化百姓、使
民风大为好转。他大力整顿治安、惩治豪恶、安
民兴业。他在任两年零五个月，就将咸宁治理
得社会安定、夜不闭户，百姓安居乐业，官吏不
敢贪腐，人们对他敬佩如神。

满朝荐刚正不阿，对贪官污吏疾恶如仇，与
其斗争，不怕罢官，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将贪
官污吏拉下马誓不罢休，故有“朝廷怪臣”之
称。他在官场24年，却因反对贪官污吏，与其
斗争，而被罢官3次，坐牢7年，2次革职归耕，
被排斥达19年之久。

满朝荐任咸宁知县时，正值陕西镇守、税监
梁永横行陕西、民怨沸腾之际。梁永原是皇宫
御马监监丞，是魏忠贤的亲信，他虽作恶多端，
民愤极大，但却无人敢碰。原富平知县王正志、
渭南知县宋贤、巡抚贾待问等都因揭露他的罪
行，而被他所谋害，以致他所到之处，县令皆
逃。而满朝荐却毫不惧怕，决心与梁永作坚决
斗争，誓将这个贪官恶吏拉下马。

满朝荐不怕梁永的权势，捕捉了他手下作
恶多端的亲信税吏王大义，下狱问罪，梁永大
怒，竟亲领恶党百余人，闯入县衙，伺机报复，结
果，被早有防备的满朝荐赶走。

当满朝荐得知梁永手下向咸阳知县宋时际
索要大批财物，并准备外运藏匿时，大怒，亲率
队伍拦阻并与之斗争。事后，梁永派心腹入京
诬告满朝荐“犯上作乱”，说他和咸阳知县宋时
际劫掠税银、刑禁税役。结果神宗皇帝听信诬
告，下旨将宋时际逮捕，将满朝荐降职。

满朝荐深知要扳倒梁永这样有深厚背景的

恶吏并不容易。时为陕西巡抚的顾其志和御史余
懋衡也深知梁永的罪恶，也想为民除去这个毒瘤。
于是，三人联合实施“锄梁行动”。余懋衡将梁永的
罪行上奏朝廷，要求法办梁永，但神宗皇帝却认为
梁永为其进贡金银珠宝有功，对上书置之不理。梁
永得知余懋衡上书后，对其怀恨在心，又惧怕其恶
行暴露，便想杀人灭口。于是，派人买通余懋衡的
司厨在其食物中投毒，幸抢救及时，脱险未死。
梁永派人投毒，被满朝荐侦破缉拿，败露后，

梁永急着转移搜刮来的财物，想借向朝廷进贡之
名，将财物转移出去。满朝荐知晓后，将生死置之
度外，暗中送家室回南方老家并备一副棺材，与顾
其志巡抚、余懋衡御史一起，在渭南拦劫贡物，并
当场正法了首领石君章。梁永大怒，派人向皇帝
诬告这是“杀劫贡物”。神宗皇帝竟听信其诬告，
下旨逮捕满朝荐。梁永的罪恶和毒害朝臣的罪
行，也引起朝中正直大臣的愤怒，纷纷弹劾他。神
宗皇帝最终不得不将梁永罢官，把他贬到御马监
养马了。满朝荐等人终于将恶吏粱永拉下了马，
陕西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满朝荐心系百姓、为民除害，深受人民爱戴，

当百姓得知皇帝下令逮捕满朝荐时，数万百姓不
约而同地赶到西安城，将城围了六天六夜，钦差
来了，三天都进不了城。满朝荐怕百姓再次遭
殃，便化装出城，自上囚车，自入大牢。百姓得
知后，拦住囚车，哀号哭诉，哭诉之声传遍城
中。满朝荐深为感动，涕泣哀告道：“莫惜我一
人性命，祸尔亿万生灵。”此时的满朝荐心中惦
记的仍是百姓。满朝荐被押进京时，百官联名为
他作保。关中的士民80多人两次上京代诉。回
乡后，又集资为其修建生祠。
一位官员能受到广大百姓如此敬仰和爱戴，着

实令人感动。这也说明，当官如能清正廉洁、心系百
姓，为百姓敢于担当，勇于作为、做好事、做实事，一
定会受到百姓的拥护、爱戴，名垂青史、千古流芳。

����|���
������	�}���
��������������	�������	�����u���
������	�v������b �!�

�����������������

������������
!"�����������
���
�#$$$%&!'!$$$$(! �	���$$($%($"
�	���!$!$�'!�!'� �����!$!$�'!�!"�

�����
��������

��
�������������

����|���
������	�}���
������������������

��������������	��������	�������u���
������	�v������b �"�

��������������
"'�
	���)!�
���
����������������
!"*"�
���
�#$$$%&+'!$$$$$! �	���$$($""$" �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