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 tjrb1525@163.com大讲堂10
2021年2月22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赵润琴 美术编辑：卞锐

■
本
期
主
讲
嘉
宾

天
津
日
报
文
化
专
副
刊
中
心
主
办

【
大
讲
堂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历
史
学
院
副
院
长

孟
宪
实
教
授

孟宪实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1962年出生于黑龙江省讷河县。1983年，南开大学
历史系中国历史专业本科毕业之后，奔赴新疆，在新疆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1994年至 2001年，在北京

大学历史系攻读中国古代史隋唐史方向，获得硕士、博士学位。2001年开始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同时进入南开大学
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两年后出站。

专业方向为隋唐历史、敦煌吐鲁番学。先后有《汉唐文化与高昌历史》《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敦煌民间结社研
究》《孟宪实讲唐史：从玄武门之变到贞观之治》《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等多部著作出版。在《历史研究》《北京大学
学报》等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180余篇。2006年起，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
和《唐高宗的真相》等课程，曾与著名作家阿城合作编剧大型电视连续剧《贞观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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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研究，最能发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特性，探索任何节日的来龙去脉，

都会感到源头如迷雾深锁。而元宵节，又为中国文化之源远流长提供了一个新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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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杜公瞻为《荆楚岁时记》作
注，杜公瞻侄子杜台卿作《玉烛宝典》
十二卷，保存了这些文字。
先看《荆楚岁时记》关于正月十五

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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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记正月十五，分白天夜晚两个

时段，所从事的活动不同，白天“祠门
户”，晚上“迎紫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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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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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一来，有关元宵节的来源探

讨和描述，便形成了多源说。在讨论
元宵节的来源时，学者强调重点各有
不同，有热衷于一元说者，推测一种最
早期的可能，然后否定其他的可能
性。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节日，
是在漫长岁月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
发展的动力，其实就是获得了更多的
社会认同。
节日渊源的学术价值是值得重

视的，即使早期的证据难以确凿，这
本身就是社会习俗的特征：原来的涓
涓细流早被遗忘了，当汇成大江大河
时才发现探源的必要，而此时的源泉
证据已经难觅踪迹。唐宋时期，所有
关于元宵节的探源思考，都具有认同
特征。这些探源文字，与其说是证
据，不如说是同意表征。各家各派，

都从自己认同的方向去探索源头，最
终则形成了多元证明。探源研究当
然是有价值的，虽然语焉不详，不过
认同即承认，这是风俗发展过程中的
社会“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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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宋初元游观之
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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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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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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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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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此看来，正月十五的节日活动，
在隋朝发生了巨大改变，一是内容方
面，原来的登高、祭神等被戏剧汇演所
替代，同时娱乐性代替了神圣性；二是
规模扩大，全民性的节日氛围已经形
成；三是进入长安，赢得长安百姓的欢
迎。“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
极其准确地成为全民性的素描。这为
进一步的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此时
的元宵节还属于民间节日范围之内，
即使有高官显贵参加，还没有成为官
方认可的国家节日。但元宵节在统一
国家的首都生根开花，这是最值得重
视的一个发展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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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
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
以示之。（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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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弦擫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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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春正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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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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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
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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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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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的热衷，最重要的意义是显示
了节日的影响力，如果隋炀帝利用元宵
节有加强外交工作的含义，那么到玄宗
时代，更多的是与民同乐。参与节日的
社会人群众多，从一般百姓到王公大臣、
文人雅士、居民士女都是积极热情的投
入者，而皇帝的参与，自然是顺应了民心
的行动。何况，皇帝及其身边人，也有娱
乐的需求与愿望，又有与民同乐的良好
理由，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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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5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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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6537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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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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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狂欢

唐代元宵节受到更多因素的推动，
尤其是朝廷和皇帝们表现出来的积极
性，极大地提高了元宵节的地位，而通过
唐令确定元宵节为国家节日，作为国家
行为的元宵节获得了空前发展。古代中
国重视法规建设，而到唐玄宗时代，制礼
作乐进入高潮，从《唐六典》到《大唐开元
礼》甚至包括《开元释教录》等著作都完
成于开元时期，都是朝廷系统努力的结
果。把传统的民间节日“律令化”，变民
间传统为国家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国家
引导风俗的努力，而后世对这些节日的
继承证明，唐朝的制度化获得了后世的
承认和继承。
就唐代的元宵节而言，已经有研究

者使用狂欢来形容，其狂欢特性值得重
视。狂欢的社会价值是尽情娱乐与放
松，对于任何社会生活而言，作为张弛有
度的一部分，狂欢节日有利于社会的健
康发展。社会狂欢节日，需要具备几个
基本要素。试述如下：
第一，全民性。对于狂欢节日而言，

必须获得社会各个阶层和人群的认同，
认同率越高，狂欢的社会热情越高，狂欢
节越成功。隋唐以来的元宵节资料，很
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至少在长安城，
元宵节受到了极大欢迎。《隋书·音乐志》
所载隋炀帝时的元宵节情景很宏大热
烈，虽然笔法是批判的，但反映了一定实
际情况。柳彧的反对报告，是更尖锐的
批评，但同时也显露出当时的全民性：
“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
分。”从整个家庭，到全社会，都热情拥抱
这个盛大的娱乐节日。
唐朝继承隋朝传统，长安的元宵节

继续在娱乐方向发展，而其全民性参与
的特点有增无减。《大唐新语》所记与大
业时期的情形没有什么不同，从王主之
家（亲王公主）、贵戚之属，到“下隶工
贾”，“无不夜游”，全民参与得十分充
分。中宗皇帝看来是特别热衷元宵节
的，他自己不仅微服出宫观灯，当夜还
“放宫女数千人看灯，因此多有亡逸
者”。应当是宫内之人抵挡不住节日的
诱惑，皇帝皇后既然也要微服观灯，允许
宫女前往观灯就成了一种临时的福利。
后来，不得已只好宫中大搞活动，用以抵
御宫外的诱惑。
有关元宵节的渊源，前文所述，最后

形成了多元认识。所有人群都认为元宵
节与自己有关，这是全民性认同的基
础。这在节日实践过程中，自然有利于
全民性的参与。设想，有部分社会人群
认为某节日与自己无关，他们的参与热
情必然会受到压制。

第二，娱乐性。娱乐作为人群生活，
需要是绝对的，不论贵贱高低，凡社会人
群都是一样。所以，节日必须具备娱乐
性，才会获得社会各阶层和人群的欢迎与
参与。从隋朝开始，元宵节的娱乐性得到
极大的提升，与此同时，传统中的与祭神
相关的“神圣性”则渐渐褪色。神圣性多
与禁忌相伴随，而与娱乐相违背。唐玄宗
从开元后期始，时常由政府出资努力推动
官员和长安的娱乐活动，促成官员们的游
乐活动。而元宵节获得国家法律的认可，
尤其是拥有特定假日，这就为元宵节的娱
乐活动提供了重要条件。现在可以看到
的唐代文字记载，元宵节的核心内容就是
娱乐，神圣禁忌、政治纪律、道德教化，等
等，在元宵节的狂欢中，一切为娱乐让路。
第三，丰富性。唐代尤其是都城长安

的元宵节，所持续的时间尚不确定。如果
从隋朝的记载来看，正月十五不过是起
点，庆祝活动常常进行到月末。唐代元宵
节，最初是一日假，从天宝三载之后，扩大
到三日假，那么狂欢活动就有了连续三日
进行的条件。根据《朝野佥载》的记载，玄
宗先天二年（713）正月十五、十六日，在京
师安福门外安装二十丈的灯轮，“于灯轮
下踏歌三日夜”，相应地一定有假日伴随，
即使没有律令根据，肯定有皇帝的临时敕
书。不管是一天还是三天，狂欢活动必须
有足够多的内容，否则没有办法填满假
日。元宵节，给人印象最深的通常是燃
灯，先天二年玄宗的巨大灯轮竟然燃放五
万盏灯。因为元宵节燃灯事项最突出，后
来也称元宵节为灯节。
灯下踏歌，是同时开展的娱乐活动。

踏歌类似集体舞，对于营造节日气氛最有
帮助，而多人参与的大型项目，也让节日
更具狂欢色彩。
戏剧展演。从隋朝开始，在元宵节

进行戏剧演出就成为惯例，每到正月十
五，“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
为戏场”。《隋书·长孙平传》所谓“正月十
五日，百姓大戏，画衣裳为鍪甲之象”，证
明戏剧颇能反映生活，因为不能穿上真
正的盔甲，只好在衣服上画上盔甲，然后
扮演相关剧中人物。当时的戏剧，为使
剧情逼真，相应的道具使用已然很普
遍。戏剧因有剧情，是最有条件占据观
众时间的项目。
当然，还包括丰富多彩的食物供应，

这是任何节日都不能缺少的重要环节。
第四，释放性。唐朝依然坚持古老的

宵禁制度，生活在长安的人，很少能见到
长安夜景，这事实上构成了日复一日的长
期禁锢。而元宵节给长安的人们提供了
一个突破口，可以在正月十五的夜晚突破
禁区，一整年的夜晚被禁锢的身体与精
神，在这一夜彻底释放。唐玄宗的朝廷命
令“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
市燃灯，永为常式”。开坊市，即是临时取
缔宵禁。苏味道《正月十五夜》“金吾不禁
夜，玉漏莫相催”反映的同样的宵禁取
消。元宵节狂欢，正因为对应一整年的宵
禁制度，具有解放的意义，社会释放性心
理得到满足。长期压抑之后的短时间情
绪宣泄，引发社会兴奋度爆炸，元宵节于
是成为狂欢节。
其实，包括元宵节在内的唐代法定节

日，都多少带有娱乐化的倾向，对于整个
社会文化而言，节日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是
健康的，具有必然性。

一

嘉宾
档案

一

二

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