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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灯结彩迎新年
在中国有着源远流
长的过年习俗。一进腊
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张罗
过年的一应事项。寻常
百姓家尚且如此，宫廷里
就更不例外了，自腊月初
皇宫上下就纷纷忙碌起
来，开始着手准备异彩纷
呈的迎新年活动，充满了
浓浓的节日气氛。
腊月里来立天灯
迎新年挂灯笼是民间的传统，清宫亦是
如此。每当年根临近，乾清宫前都要搭设天
灯和万寿灯，把宫殿装点得灯火辉煌。
腊月二十四这天，总管内务府大臣率员
役，
由乾清门用车将灯竿推进宫中，
宫殿监则率
首领太监等，
在乾清宫的丹陛（即台阶）下左右
安设天灯的支架，
丹陛上左右则安设万寿灯的
支架。他们将灯竿竖起后，
即将天灯悬挂于灯
竿之上。自这一天到二月初三，
每晚均要上灯。
到了腊月二十八，
还要进万寿灯十六挂，
及
一百二十八盏小灯盏。乾清宫檐前张挂九盏大
宫灯，
乾清门张挂五盏大宫灯，
日精门、
月华门正
中各张挂一盏大宫灯。此外，
乾清门两廊檐、
围
廊张挂灯一百二十盏、
栏杆灯一百九十四盏。
除夕夜的上灯仪式最为隆重。届时，宫
殿监副侍一员，从乾清门引掌仪司音乐首领
太监等到台阶上两边排列，而营造司首领则
上行一跪一叩礼，并高喊“上灯”。敬事房首
领太监一人与乾清门太监一名，在乾清门檐
下点起“标灯”。台阶之上，清乐响起，演奏
《火树星桥乐章》乐曲。同时，营造司太监点
上万寿灯，各该处的首领太监等，则点上两廊
的灯以及石栏灯。这些灯全部点上完毕后，
音乐之声停止，太监及员役人等全部退出。

翰林的椒屏与画师的岁轴
椒屏和岁轴，主要是烘托节日气氛的环
境布置。
椒屏是绢素制作的，在清代宫中，每年十
二月，宫中的造办处按规制，要制作椒屏四
座。由懋勤殿的翰林各自拟出富有吉祥祝福
之意的标题，颂词写于椒屏的左方。同时，按
规制还要预先拟成岁轴十副。岁轴就是条幅，
也是先由内廷词臣拟成五言吉祥联语，
于腊月
初一呈给皇帝御览，
然后交由宫中画院的画师
们，
绘成彩绘图画，
用以恭贺宫中的元旦春节。
椒屏和岁轴制作完成后，由懋勤殿的首
领太监进呈皇帝亲自过目御览后，再交养心
殿等处悬挂张贴。

用白绢书写的宫中春联
宋代王安石的诗作《元日》中写到“千门
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里的桃
符，就是春联和门神的前身。贴春联、挂门神
是民间流传已久的风俗，皇宫自然少不了。
让一些人不解的是，宫中的春联是用白
绢来书写的，这是为什么？中国民间传统，春
联都是红纸墨字，充满了喜庆。可是，清宫的
春联却是写在白绢上。这有两个原因，一是
满、
蒙等族
“尚白”
，
以白色为大吉；
二是用白绢
锦阑墨书的门联，悬挂于宫殿朱红的柱子上，
“辉映朱扉，色尤鲜丽”
，观赏效果更佳。乾隆
二十四年，
对宫殿门神对联的裱造做法进行过
规范统一，即每扇面用白熟细画绢，托用榜纸
西纸白布各一层，背里用高丽纸，衬以西纸苎
布各一层，镶边则用金黄绫及黄榜纸各一层。
门神像主要有四种，即金瓜武门神、五谷丰登
文门神、
福寿双全仙子门神、
童子门神，
神采各
异。清宫春联的书写，
主要是由善于书法的翰
林官们来完成，均为“藻绘升平，祓饰休美”
之
词，
如
“日月光天德，
山河壮帝居”
“旭日正辉三

岁暮年初，辞旧迎新，筵宴是最主要的庆祝方式。在清宫，从除夕、元旦
到正月十五，各种筵宴频频不断，除了热闹的乾清宫家宴，还有极为隆重的
御殿大宴，显出一派欢乐祥和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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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草，
光风不动万年枝”
，
等等。
清宫是哪天贴春联、挂门神？档案文献记
载，清初是腊月二十四安挂门神对联，二月初
二撤下，入库存储。康熙二十五年时，改为腊
月二十六举行张挂春联、门神的活动，到二月
初三再撤出储库。偌大一个紫禁城，殿阁林
立，所需春联和门神的数量自然不在少数。如
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一份内务府档案
就记载，紫禁城东中西三路，通共“原册门神一
千四百二十一对一百零四扇，门对一千三百七
十七对，内拟请应修门神八百五十六对三十一
扇，门对八百四十九对”，由此可见，宫中的门
神对联数量是相当大的。
张挂春联门神之前，
工部须先期奏闻皇上。
张挂当日，
在外朝的三大殿等处，
由工部、
内务府
官员督同匠人役人等，
负责张挂春联与门神。至
于内廷，
也就是后宫，
则由门神库的太监，
先期报
告宫殿监知晓，
宫殿监则传集营造司的首领太监，
用车将所要张挂的春联、
门神推进宫内。先从乾
清门、
乾清宫以及各门各宫等处，
验明所进春联、
门神后，
然后再加以张挂。到次年的二月初三时，
仍传令营造司的太监，
将所张挂的春联门神，
一一
收下，
再交由门神库的太监领回，
加以收贮。

训导后妃的宫训图
独特的宫训图，春节之际悬挂在后妃居住
的东西六宫中。图中所绘内容均为“古后妃之
有懿行者”，上面写有皇帝的御制赞语。各宫
的宫训图由皇帝钦定，各有不同，根据档案文
献记载，择要开列如下：
景仁宫挂《燕姞梦兰图》；承乾宫挂《徐妃
直谏图》；钟粹宫挂《许后奉案图》；延禧宫挂
《曹后重农图》；永和宫挂《樊姬谏猎图》；景阳
宫挂《马后练衣图》；永寿宫挂《班姬辞辇图》；
翊坤宫挂《昭容评诗图》；储秀宫挂《西陵教蚕
图》；启祥宫挂《姜后脱簪图》；长春宫挂《太姒
诲子图》；
咸福宫挂《婕妤当熊图》。
悬挂宫训图，
实际上是皇帝想让后宫佳丽们
学习图中古代后妃的楷模故事，
教育后妃们遵守
三纲五常，实行孝道。如钟粹宫的《许后奉案
图》，
图上的御制诗为
“后母天下，
首崇俭德，
坤顺
承乾，
柔嘉维则，
繄惟许后，
贵而能抑，
不忘寒微，
车服是饬，
日朝长乐，
用修妇职，
懿彼芳型，
永为
后式”
。称赞许后虽贵为国母，
仍不忘寒微，
恪守
妇道，
成为后世的楷模。再如储秀宫的《西陵教
蚕图》，
其御制诗曰
“在昔轩辕，
正妃嫘祖，
孕虞毓
唐，
发汤启武，
得姓十二，
如千子乳，
创制蚕织，
窳
陵为辅，
衣被天下，
功垂万古，
后世文胜，
乃崇黻
黼”
。这幅图说的就是神话传说中上古西陵氏之
女，
即黄帝之妻嫘祖，
她因创造了养蚕制丝织布
而
“衣被天下”
“功垂万古”
，
自周朝以后将其奉为
蚕神，
历代相传，
成为佳话。
每年腊月二十六，即张挂门神、贴春联之
日，由宫殿监传知后妃居住的东西六宫首领太
监，将皇帝钦定的宫训图恭恭敬敬地挂好，至
次年二月收门神之日一起撤下，收贮于景阳宫
后的学诗堂。

守岁的消夜果盘
宫中除夕夜有守岁的习俗。皇帝、皇后及
妃嫔们在除夕夜守岁，各宫要摆吉祥盘、消夜果
盒，互相赠送，
祝贺新禧。吉祥盘内一般是摆五
个青苹果、红枣、栗子、磨盘柿子，
取
“清平五福、
早早立子、事事如意”
之意。消夜盒是指后妃喜
欢吃的糖果、蜂蜜等甜食，多为奶制品、干鲜果
蜜饯等。盛装消夜果的盒子为精美的漆盒，也
有木制盒，或两层、或三层，或圆形、或方形，盒
表面用珍珠、宝石镶嵌出花草、山水、鸟兽等各
种图案。吉祥盘、消夜盒制成后，
皇帝要亲自审
看，品评一番，
优者领赏。
据记载，乾隆帝很在意消夜果盒的摆放。
我们来看看乾隆十五年春节前，乾隆帝对果盒
摆放的一番用心安排。那是乾隆十四年腊月二
十三，距过年还有七天，
乾隆帝就过问养心殿和
重华宫摆放果桌的事情，并通过贴身太监传旨：
“茶房伺候摆消夜果盒”。旨意下来，御茶房的
厨役们立刻行动起来，在后妃们居住的宫殿内
摆糖果、蜜饯、鲜果等，合拼年节桌，摆消夜果
盒。在皇帝居住的养心殿和侍奉皇太后用膳的
重华宫内，各用五十二样糖果、五十二样蜜饯摆
出了二十六个不同造型的花鸟图案，各冠以吉
祥名称。乾隆帝看后不是很满意，又于二十七
日传旨：
“ 养心殿摆的珠宝盒不如重华宫摆得
好”
，
要求
“将养心殿珠宝盒撤去，
亦照重华宫一
样摆”。之后，御茶房又多次用蜜饯苹果、蜜饯
杏脯、蜜饯金丝枣、桂花京糕、松仁瓤荔枝、蜜饯
绣球梅、松仁瓤红果、蜜饯枇杷果、青梅瓤海棠、
蜜饯白樱桃、寿字荸荠、蜜饯红樱桃等多种蜜饯
食品，摆出“五福捧寿”
“岁寒三友”
“吉庆有余”
等图案，分别装在木制的盒内，摆在养心殿，直
到乾隆爷满意为止。

新年大宴讲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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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在这特殊的日
子里，昔日皇宫里
的人们都在做些什
么？他们又有哪些
丰富多彩的别样活
动呢？这里，让我
们沿着新年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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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第一历史档
案馆所藏皇家档案
记忆，走进明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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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那个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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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研处副处长、
历史文献学博士、副研究馆员，中国档案
学会档案文献编纂学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从事明清档案编辑研究工作。
出版专著《清代补史艺文志研究》，任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广州十三行中外
档案整理与研究”专项课题主持人，承担
《大 百 科 全 书（第 三 版）》明 清 部 分 词 条
撰写，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先后担
任《清 代 中 琉 历 史 关 系 档 案》主 编 、
《明
清 时 期 丝 绸 之 路 档 案 图 典》分 卷 主 编 、
《清 宫 林 则 徐 档 案 汇 编》执 行 主 编 、
《明
清 宫 藏 闽 台 关 系 档 案 图 录》执 行 主 编 、
《明 清 珍 档 集 萃》执 行 主 编 、
《明 清 闽 台
关系档案汇编》副主编，组织策划“守护
国家记忆传承民族文脉”展览。

迎新活动年味儿浓

新年伊始，除旧岁，迎新年，庆贺春节，是我国数千年来的习俗。清代皇帝
在大年初一这一天的迎新活动，是从半夜开始的。皇帝在明窗开笔，书写一张
张“福”字，王公大臣们集体给皇帝拜年，皇帝赐“福”字，发红包，一团和气。在
爆竹声中，戏台上开始上演寓意吉祥的承应戏。以往庄严肃穆的紫禁城，在一
年中最热闹的这一天，终日爆竹连响，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
岁首的开笔仪式
中国古代，从汉朝开始，把正月初一叫元
旦，作为一岁之始。
清朝自雍正帝开始，每年除夕子正时分，也
就是年三十的午夜，刚刚进入初一的时刻，皇帝
的第一件事是，洗漱好，穿上冠服，郑重其事地
到养心殿各处拈香，结束后到东暖阁举行元旦
开笔仪式。
此时，清宫的饮酒器——
“金瓯永固”杯已
放在紫檀长案上，杯内盛满屠苏酒，
旁边的烛台
上放有玉烛一支，皇帝亲手点燃蜡烛，
拿起那支
笔管上刻有
“万年青”
的毛笔，先御朱砂，后染墨
翰，书写吉语，
字数不多，一般是两三行，内容都
是祈求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江山永固一类的
话。例如：乾隆三十五年，元旦开笔所书，中间
一行朱笔为“三十五年元旦宜入新年万事如
意”，左边一行书为“和气致祥丰年有瑞”，右边
一行书为
“三羊启泰万象维新”
。皇帝书写的这
些心愿与祈求，密封起来，
任何人不能拆阅。开
笔仪式结束后，所用万年青笔、玉烛长灯和金瓯

皇帝进餐叫用膳。平日，皇帝一般多是单
独进膳的。只有当新春佳节或者是皇帝特许的
时候，才令总管太监传旨，由内廷后妃等陪宴，
共同进膳。
除夕，是年节的高潮。这天早晨，皇帝和后
妃要分别到宫内外各处拈香礼佛，设供祭祖，祈
求神灵护佑。然后，在重华宫共进早膳。皇帝
座前有帏子矮桌一张，桌上摆放有：
大金碗拉拉
（满语，
即黄米饭）一品、燕窝挂炉鸭子挂炉肉野
意热锅一品、燕窝芙蓉鸭子热锅一品、万年清酒
炖鸭子热锅一品、把先玩燕窝苹果脍肥鸡一品、
青白玉碗额思克森鹿尾酱一品、金枪碗碎剁野
鸡一品、金枪碗清蒸鸭子鹿尾攒盘一品、金盘羊
乌叉一品、金盘烧鹿肉一品、金盘烧野猪肉一
品、金盘鹿尾一品、金盘蒸肥鸭一品、珐琅葵花
盒小菜一品等。皇后、妃嫔等用帏子条桌若干，
分摆“例菜”及“绿龙黄碗菜”
“霁红碗菜”，每桌
拉拉一品，饽饽（甜点心）二品，盘肉三品，攒盘
肉一品，银螺螄盒小菜二个等。但这些往往只
是一览而过。
除夕中午，在乾清宫举行的大宴，
应该说是
皇宫里真正的团圆年饭。虽说是午宴，实际时
间往往在下午两三点钟。我们且通过档案记
载，来看看皇家在除夕家宴，
到底是啥样的。这
里，以乾隆四十一年的除夕大宴为例，
其宴会程
序大致是这样的：
一是摆设宴桌。头路：
松棚果罩四座，上安
迎春象牙牌四个。两边花瓶一对。中间点心五
品，用青白玉盘。二路：
一字高头点心九品。三
路：圆肩高头点心九品。此十八品用青白玉
碗。四路：红色雕漆看果盒二副。两边苏糕鲍
螺四座，用小青白玉碗。五路、六路、七路、八
路：膳品均为十品。此四十品用青白玉碗。除
果盒外，全桌八路共摆膳品六十三品。
在膳桌的东边，还摆放了奶子一品、小点心
一品、炉食一品。两边摆敖尔布哈（满语，即油
糕）一品、鸭子馅临清饺子一品、米面点心一
品。这些均用 5 寸清白玉盘。两边再各摆上南
小菜、清酱、三样、老腌菜等四品菜。各种美食
佳肴，琳琅满目。
皇帝宴桌摆完后，敬事房就开始摆设后妃
的陪宴宴桌。宴桌用的是有帏子的高桌，分左
右两排，设在皇帝宴桌的左前方、右前方。宴桌
上，按后妃地位之别，分为绿龙黄碗、白里酱色
碗、里外酱色碗、霁红碗摆放。紫龙碗每桌全
备，并各安绢花。每桌高头点心五品、干湿点心
四品、银碟小菜四品。
二是皇帝后妃入席。升座宴桌和点心摆好
后，
皇帝升座。此时，
乾清宫中和韶乐声起，
皇帝
御临宝座，总管太监步出殿外。皇后、皇贵妃、
妃、
嫔、
贵人、
常在、
答应等，
按着名分依次入宴。
三是饮用汤膳。在乐声中，
太监开始传摆热
汤，
给皇帝送汤膳盒一对，
左边是红白鸭子大菜汤
膳、
粳米膳各一品，
右边是燕窝捶鸡汤、
豆腐汤各
一品。皇帝的汤膳盒盖拿出后，
便送后妃汤膳和
粳米膳各一品。汤膳用毕，
奏乐也随即停止。
四是饮用奶茶。喝过热汤，在宫廷戏班子
南府承应戏的演唱声中，开始依次给皇帝及后
妃呈送奶茶。皇帝和他的女眷们边看戏边喝
茶，
奶茶饮毕，
撤下茶桌，
承应戏也随即停止。
五是转宴小吃。转宴就是辗转传送各类点
心小吃，都是从皇帝那里向外转起。先转汤膳
碗，
再转小菜、
点心、
果盅、
苏糕、
鲍螺、
金羹匙等。
六是摆设酒宴。用过小吃，乐声再起，便给
皇帝上酒膳，均用铜胎掐丝珐琅盘摆设。酒膳
分五路，每路八品，共四十品，共有五对飞龙宴
盒呈进。其中，头对盒：
荤菜四品，果子四品；
二
对盒：荤菜八品；三对盒：果子八品；四对盒：荤
菜八品；
五对盒：
果子八品。
在乐曲声中，皇帝的头对盒摆设完毕，送进
二对盒。在进二对盒的同时，开始摆设后妃各
桌的酒宴。后妃酒宴，每人一桌，每桌十五品：
菜七品，果子八品。每桌由一对盒呈进。酒宴

每年除夕、元旦吃的饺子也有很大的变化。如光
绪皇帝吃饺子就改在了养心殿，饺子馅也由素馅
变成了各种肉馅，据清宫《膳食档》记载，光绪十一
年，
“万岁爷在养心殿进煮饺子。第一次进猪肉长
寿菜馅十二只。第二次进猪肉菠菜馅十二只”
。

皇帝的“红包”

年末岁首，给皇子宫眷、王公贵胄、内外臣工
打赏发
“红包”
，成为皇帝论功行赏、联络感情的一
种方式。能够得到天子的红包，其中的荣宠与喜
庆自然不言而喻。
清代皇帝有御笔书写“福”字赏赐臣下的定
制，这是从康熙年间开始的。到了雍正四年，
雍正
帝发布“年来冬月封印以后，政务略有余闲，朕手
永固杯等均收贮起来，以备来年再用。
书
‘福’
字赐内外大臣”
之谕。这样看来，
皇帝书写
大年初一的素馅饺子
“福”
的时间，应是在封印放假之后。乾隆二年时，
确定每年的腊月初一在紫禁城重华宫的漱芳斋内
说到过年，自然离不开吃饺子。当皇帝在养
心殿的东暖阁举行完元旦开笔仪式后，大约在大
开笔书
“福”
。这一天，乾隆皇帝来到重华宫，
书写
年初一的凌晨三点左右，就要到乾清宫左侧的昭
的第一个“福”字，挂在乾清宫正殿。乾隆皇帝所
仁殿东小屋吃第一顿饺子，寓“岁更交子”之意。 用的毛笔是黑漆管，管上镌有“赐福苍生”四个
当皇帝登上乾清宫的台阶时（清制规定，腊月二十
字。写
“福”
字用的纸笺，多以丝绢制作，
以丹砂为
底色，
上面还绘有金云龙纹。
四以后，皇帝出宫、入宫，每过一门，
太监即放爆竹
一声。所以听见爆竹声，即可猜测到皇帝的远近
清帝将所写的“福”字颁赐给后妃、近支王公
位置），御膳房开始煮饺子，皇帝到昭仁殿东小屋
大臣和内外大臣，以示对臣子的恩宠，
每年大约有
坐稳后，饺子恰好出锅。
10 人左右有幸得到皇帝的
“福”
字。一般在腊月十
在清代皇宫，把水饺叫做饽饽。相传，
清太祖
五、六等日，
会召御前大臣侍卫到重华宫；
二十六、
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连年浴血奋战，
为夺取统治
七日召诸王大臣、内廷翰林等至乾清宫。先由奏
权，
死伤无数。为表示死者的追念，
努尔哈赤对天发
事处把受赐福字的王公大臣、内廷翰林的名字写
誓，
每年除夕都要包素馅饺子以祭奠死者。从此，
清
在名签上呈进皇帝，御笔朱圈人名，吉日颁福，到
代宫廷中就留下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除夕夜要吃素
开写福字日，由内阁传集颁赐之人到紫禁城乾清
馅饺子。素馅饺子的馅料以干菜为主，
包括长寿菜
门下肃立等候。皇帝在重华宫淑芳斋、乾清宫升
（马齿苋）、
金针菜、
木耳、
蘑菇、
笋丝、
面筋等。
座开笔书写
“福”
字，
写好后，受赐大臣依次进至御
清前期和中期的几位皇帝都严格遵守这条规
案前跪下，
叩头接过。
矩，但到了清晚期后，皇帝对祖宗遗训逐渐淡化，
除了赐
“福”
字，皇帝在除夕之夜，
还会赏给军

摆设完毕，摆宴人撤出殿外。乐曲稍停，开始送
酒，启奏丹陛大乐。皇帝进尝酒后，
后妃接次一一
进酒。进酒之后，便开始上果茶。
七是离宴回宫。用过果茶，首领太监四人将
酒桌抬下，接着后妃起座。这时，
乾清宫侍宴总管
太监高喊“宴毕”，顿时乐声响起，皇帝离开宴会，
起驾回宫，乐止撤宴。
这里我们看到，虽说是皇家除夕团圆饭，皇帝
和后妃们并不是在一张桌子上吃饭。而且，也见
不到皇子皇孙的影子，因为皇家的大小男人们是
不能入席的。

大年初一的太和殿群臣宴

大年初一，文武百官要在紫禁城最雄伟的宫
殿太和殿向皇帝集体拜年。这一天早晨，
天亮前，
王公百官就要在午门外集合。大约六七点钟，在
礼部官员引导下，众臣进入宫门，在太和殿外，按
着品级，东西各站 18 排。皇帝在中和韶乐声中，
来到太和殿的宝座上。在宣表官宣读完简短的贺
词后，王公百官向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应邀前
来的外国使臣，也要行三跪九叩礼。叩拜完了，皇
帝赐茶。群臣饮茶之后，再次叩拜，
然后按次序退
下。朝贺礼仪算是结束。
在举行完朝贺仪式后，顺治朝时即定制，
皇帝
要在太和殿举行大型宴会，
与王公百官共贺新春佳
节，
这叫太和殿筵宴。筵宴由光禄寺官会同领侍卫
大臣及有关部门堂官亲临监设，仪式隆重，
规模也
很大。筵宴之前，先要在大殿内皇帝的宝座前，
摆
放皇帝专用的金龙大宴桌。太和殿筵宴的规模有
多大？在太和殿内和太和殿外的丹陛台阶上，
一般
是要摆设群臣宴会的桌子 210 张。这一次宴会，
光
是用羊就要 100 只，
酒 100 瓶。有资格参加太和殿
筵宴的，
有内外王公和一、
二品以上的文武大臣，
这
些人的官职姓名，
要先奏报皇帝阅览。
太和殿筵宴举行时，王公大臣均穿正装，也就
是朝服，按官职品级排立。吉时一到，
午门上钟鼓
齐鸣，皇家乐队奏响中和韶乐。皇帝在乐曲声中
就座后，王公大臣进行叩拜。接下来，
是十分繁缛
的进茶、进酒、进餐仪式。皇帝和群臣们一边又吃
又喝，一边欣赏着满族传统的舞蹈
“喜起舞”
“庆隆
舞”等歌舞，以及“中和韶乐”
“丹陛大乐”等乐曲，
甚至还有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杂技表演。最后，
在乐曲声中，群臣行一跪三叩礼，皇帝起身回宫，
群臣再依次退出。

正月的重华宫作诗茶宴

重华宫茶宴，是以风雅自居的乾隆皇帝创设
的雅宴。乾隆帝自幼接受传统汉文化教育，以四
书五经为学习内容，有着极高的汉文化修养，继帝
位后也是“稍有余间未尝不稽读经礼”，他对汉文
化水平较高的文臣学士更是另眼相看。于是，从
乾隆八年开始，乾隆帝便在每年的正月初二至初
十中择一吉日在其潜邸重华宫召诸王、大学士、内
廷翰林前来宴聚，举行饮茶作诗活动。宴席上只
提供茶果，与宴者要即席联诗，因此有“重华文宴
集群仙”
之说。我们所熟知的张廷玉、和珅、纪昀、
刘墉等，都曾有幸参加过这一皇家的文化盛事。
茶宴时，皇帝御重华宫正殿，
王公坐重华宫西
配殿，大臣坐重华宫东配殿。由懋勤殿太监为每
位与宴者出具笔墨纸砚，诸臣叩头列坐后，皇帝拿
出他的御制诗，臣工们边品味茶果，边酝酿诗句。
诗句的内容广泛，有对景物节令的赞颂，也有纪念
军国大事的，如乾隆八年的元宵联句，
乾隆十二年
的爆竹联句，乾隆十七年的雪狮联句，
乾隆三十九
年用《四库全书》书名联句等。宴后，皇帝会赐大
臣三清茶，或古玩饰品，
或历代名人书画。大臣们
往往以能参加这一无上雅致的茶宴而备感恩宠，
引为殊荣。他们把皇帝赏赐的荷包悬于胸前，把
三清茶碗捧在手中，走出紫禁城，
令人羡慕不已。
乾隆帝特别看重在重华宫举行的茶宴活动，
称其为“国家吉祥盛事”
“ 度岁庆节最为吉祥”。
即使在他退位后，还提出茶宴联句“将来世世子
孙即当遵为家法，新正撰吉于此，授简赓吟万年
长”。不过这一活动延续到道光年间，咸丰以后
便不再举行了。

机大臣、皇子皇孙、后宫妃嫔乃至总管太监等人精
美的辞岁荷包，包内一般放有五钱银锞子。礼亲
王昭梿在《啸亭续录》里提道：
“岁暮时诸王公、大
臣皆有赐予，御前王大臣皆赐岁岁平安荷包一，灯
盏数对及福橘、广柑、辽东鹿尾、猪、鱼诸珍物无
算。外廷大臣择其圣眷优隆者亦赐荷包一，皆佩
于貂裘衿领间，泥首宫门前以示宠眷。盖堂廉之
间，情意欢洽，
浑如家人父子。
”
对新年之际进京朝贡贺年的外藩部落、藩属
国家使臣，清朝皇帝也会赏赐礼物。如道光十七
年新年，道光帝在紫光阁筵宴朝鲜正使申在植、副
使李鲁集，琉球国正使向大杰、副使孙光裕，照以
往定例赏给朝鲜、琉球正使每人锦三匹、漳绒三
匹、大卷八丝缎四匹、小卷五丝缎四匹、大荷包一
对、小荷包四个，赏朝鲜副使、琉球副使每人锦二
匹、漳绒二匹、大卷八丝缎三匹、小卷五丝缎三匹、
大荷包一对、小荷包四个。而对于蒙古亲王，据
《养吉斋丛录》记载，皇帝一般赐大荷包一对，各色
玉石八宝一份。小荷包四对，贮金银八宝各一
份。小荷包一个，贮金银钱四枚，
金银镍四枚。

热闹非凡的连台戏
听戏，是帝后宫廷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清代皇帝大都是戏曲爱好者，过年期间，帝后
的听戏活动尤其频繁，从腊月十一起，
重华宫的连
台戏便开始了。宫里每天锣鼓声声，时时萦绕着
丝竹管乐、弋调昆腔，
热闹非凡。
贴春联门神，祭拜祖先，在太和殿接受百官
朝贺，看热热闹闹的大戏，给皇子皇孙、王公大
臣发“红包”讨口彩，享受一顿丰盛的家宴，再吃
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来守岁，皇宫过年虽讲
究其礼仪与排场，但也充满了其乐融融、热闹温
馨的年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