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国夫人出行图，描绘了唐人踏青
出行的盛大场面。

宋代酒账单中有寒食节用酒的记
录。 摄影 吕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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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1100多年前，诗人杜牧用一首《清明》，为我
们描述了唐代清明时节街头的萧瑟之感。

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中国人
祭祖扫墓、凭吊先辈的传统文化节日。在这
个春光明媚、草长莺飞的日子里，古代人如
何过清明？翻阅敦煌文献资料的记载，再结
合敦煌壁画里的描绘，我们发现古代人过清
明，不仅颇为隆重，还妙趣横生。他们除了
向先祖寄托哀思之外，还相约斗鸡，结伴踏
青，邀约三五个好友打马球，把一个非常重
要的祭祀节日，过成了超长待机的“清明七
天乐”。

对了，唐宋时期，清明节真的放7天假。
因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官吏们如果回乡
扫墓，往返途中消耗了大部分时间，稍有不
慎就会耽误值守。于是，
唐玄宗颁布政令解决假
期，规定“寒食、清明四日
为假”。到了贞元六年（公
元 790 年），假日加长到 7
天。宋代也延续了这种放
假习惯，将寒食节、清明节
拉通放假 7 天。反观我们
现在只有3天小长假，你是
否会对古人的“黄金周”羡
慕嫉妒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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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过清明节的另一个习俗就是插
柳，这一传统习俗在宋代登峰造极。据宋
人吴自牧《梦粱录》记述，清明节的时候，
家家户户门上都插柳条，风俗如同端午节
在门口插艾蒿一样。

到了南宋，“清明弄柳”热度不减。周密
在《武林旧事》中提到清明节日里的临安（今
杭州）城时写道：“都城人家，皆插柳满檐，虽
小坊幽曲，亦青青可爱。”难怪宋人能写出“莫
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的诗句。

清明节是杨柳发芽新绿的时间，民间
有折柳、戴柳、插柳的习俗。人们踏青途
中，顺手折下几枝柳条，拿在手中把玩，编
成帽子戴在头上，或带回家插在门楣、屋

檐上。
谚语有云“清明不戴柳，红颜成皓

首”、“清明不戴柳，死后变黄狗”，无论是
一夜白头还是死后变狗，都足以让古人对
戴柳的习俗心生敬畏，照单全收。

为何要在清明这天折柳插在门上呢？
一说是为了纪念“教民稼穑”的农事

祖师神农氏的；还有的地方用折柳预报天
气，古谚有“柳条青，雨蒙蒙；柳条干，晴了
天”的说法；此外，插柳还有驱邪避鬼的功
效，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里说“取柳枝
著户上，百鬼不入家”，说的就是柳条驱邪
避秽的功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
城。日暮笙歌收拾去，万株杨柳属流莺。”
宋代吴惟信的这首《苏堤清明即事》，记录
了游子在清明这天踏歌出行的愉悦心
情。仅仅从节气而言，清明正值春暖花
开，草长莺飞，回乡扫墓的同时，又能饱览
沿途美景，真是妙不可言。

敦煌文献《菩萨蛮·清明》一诗，描绘了
清明时节，身姿绰约的少女在郊游时与骑
马的少年邂逅，一时心动，内心如小鹿乱
撞：“清明节近千山绿，轻盈士女腰如束。
九陌正花芳，少年骑马郎。罗衫香袖薄，佯
醉抛鞭落。何用更回头，漫添春夜愁！”

古人清明踏青的习俗由来已久，画家张
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宋代清明
时节，汴京百姓踏青郊游，市集热闹空前情
景。不过这种清明踏青的习俗，说不定是吸
纳了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的精髓。史上最
负盛名的上巳节活动，源于王羲之的《兰亭
集序》。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上巳节，王
羲之与谢安、孙绰等40余位军政高官，在山
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禊”，饮酒作诗。文
人雅客的相聚，自然少不了美酒和音乐作
伴。和着丝竹管弦之声，诗人们玩儿起了流
觞曲水的游戏——用漆制酒杯盛酒，放入弯
曲的水道中任其漂流，杯停在谁的面前，谁
就得即兴作诗，否则引杯饮酒。

当然，敦煌人的清明节也别有一番滋
味。借助敦煌壁画，我们穿越回那个春风

拂面、相约踏青的清明节。在成都博物馆
的敦煌艺术大展上，有几幅反映唐朝人外
出踏青的壁画，场面高调奢华，阵仗之吓
人。例如盛唐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
是唐代的贵妇——太原王氏带着女儿、侍
女一行12人外出礼佛。雍容华贵、妆容精
致的女子背后有垂柳萱草，蜂蝶环绕，结合
她们的襦裙服饰，可以推测时间大概在阳
春三月。如果你对这个贵妇出游的场景兴
趣寥寥的话，不妨参观晚唐156窟的《宋国
夫人出行图》，河内郡张议潮的夫人宋氏骑
着高头大马春游，前有百戏杂耍，乐队伴
奏，中有保镖开道，仪仗威武，后面还有大
批的侍从手持金银细软，还牵着骆驼运输
粮食酒肉，这么奢华盛大的场面，是不是比
迪拜王子开着豪车遛老虎更拉风？

敦煌研究院刘艳燕曾专门研究了古
人宴饮的习俗。良辰美景，自然少不了美
酒佳肴、乐舞相伴，让人们开怀畅饮。《归
义军衙府酒破历》俗称《酒帐》，保存了4
月9日至10月16日共213笔公费支出，其
中一条“十九日，寒食座设酒叁瓮”，正是
归义军衙府在寒食节期间用酒招待客人
的记录，可见节日期间公务用酒量很大。

古代敦煌也有寒食踏歌的习俗，因敦
煌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聚居地，踏歌受到了
西域胡舞的影响，即用《苏幕遮》曲子伴
奏，跳胡舞“浑脱”，据说这种舞蹈热情奔
放，很受敦煌民众的喜欢。

踏歌出行正当时

“清明不戴柳 红颜成皓首”

先有节气后有节日
早在“二十四节气”成功申遗的时候，著名巴

蜀文化专家袁庭栋谈及节气和节日的区别时，就
提出了这一观点，“我们聊到节气，一定要跟节日
区分开来”。他强调说，二十四节气里面只有一个
节就是清明节，因为存在祭祀活动，除此以外的节
气都不能算是节日。

关于清明节的记忆，他印象最深刻的非清明
粑莫属，“儿时的清明节，除了踏青、扫墓，还少不
了一样东西，那就是清明粑。白白的粉染上了均
匀的菜叶，好看得让人垂涎三尺。”不过说起清明
的由来，应该是先有节气而后才出现节日。

早在秦汉年间，二十四节气系统就已经形成，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清明就是其中一个节
气。西汉刘安所著《淮南子·天文训》中写到“春分
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清明风就是清
爽明净的风，“清明风至”之时大多是阳春三月，所
以清明又有“三月节”之称。敦煌文献中最早关于

“清明”的记载见于《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
残历》中的“十一日清明三月节”。

宋代陈元靓在《岁时广记》中进一步解释了
“清明”一词：“清明者，谓物生清净明洁”。《岁时百
问》一书也曾解释：“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
净，故谓之清明。”清明从一个节气上升为一个节
日，与寒食节关系紧密。寒食节的习俗是禁火冷
食和祭奠祖先，由于清明和寒食节挨得很近，人们
还常常将扫墓习俗延长到了清明。到了唐宋时
期，寒食、清明渐渐合二为一，甚至到了宋代，清明
从寒食节的附属品，发展到大有取代之势。

唐代清明节成黄金周
早在秦朝以前，我国就有了扫墓祭祖的风俗，

但不一定是在清明这天。到了唐代，寒食节或者
清明节扫墓才开始盛行。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
（公元732年）诏令天下“寒食上墓”，并列为当时
“五礼”之一。《旧唐书》记载：“寒食上墓，礼往无
文，近代相沿，寖以成俗，士庶之家，宜许上墓，编
为五礼，永为常式”。

既然清明节已经是个节日，那古人能否“带薪
休假”呢？其实，各个朝代的官吏享受的休假福利
不尽相同，不过从唐代开始，清明节就成了继元宵
节之后的小长假。

唐代的朝廷这么给官吏放假：“元正、冬至各
给假七日，寒食到清明四日，八月十五、夏至及腊
日各三日”。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唐朝为官，元旦
和冬至各休假7天，清明和寒食节拉通放假4天，
夏至、中秋节和腊八只放假3天。这一记载与敦
煌文献《光启三年（887）沙州进奏院状》一致：“驾
入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开。”

这样的放假安排，现在看来也是幸福满满，不
过中途几度调整。唐肃宗李亨做皇帝的时候，或
许是担心官员赶回老家扫墓太过辛苦，就把寒食、
清明的假期延长至7天，而把唐玄宗定下的当朝
皇帝生日庆典天数从3天缩减到1天，清明节第一
次成为“黄金周”。

压缩皇帝庆生的天数，延长清明节的假日，这
一举动足见清明节在唐人心中的分量。不过在李
亨之后，太子李豫继位成了唐代宗，他曾将清明假
期改为5天。而后，其子李适做唐德宗的时候，又
恢复了李亨时代的做法，将寒食、清明合二为一，
不用调休即可享受“黄金周”。

清明节这个国家法定节假日，在宋朝延续了7
天假的传统，热闹程度空前。元代这一节日被缩
减至3天。到了明、清两代，寒食清明二节则完全
退出了国家法定节假日的豪华套餐。

李白输斗鸡
手刃泼皮

始于春秋的斗鸡游戏，到
了唐代风气尤盛。有学者统
计，《全唐诗》中50余处提到“斗
鸡”一词，诗仙李白甚至因为斗
鸡输得眼红，一连手刃了好几
个泼皮。

前文提到的让清明节成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的唐玄宗李隆
基，不仅本命属鸡，也是一位斗
鸡达人。他常在长安举行规模
盛大的斗鸡比赛，特别是到了每
年的元宵节、清明节、中秋节三
大节日，他更要聚众斗鸡，彰显
天下太平。《东城老父传》记载：

“玄宗在藩邸时，乐民间清明节
斗鸡戏。”斗鸡的时候，他还让宫
廷乐队、后宫佳丽纷纷出场助
兴，看训练有素的战斗鸡，听懂
口令之后不断地变换队形。

敦煌研究院民俗专家刘艳
燕研究发现，斗鸡活动多集中
在寒食、清明节日期间。杜淹

《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一诗，
生动描绘了寒食节斗鸡活动的
紧张激烈场面：“寒食东郊道，
扬鞲竞出笼。花冠初照日，芥
羽正生风。顾敌知心勇，先鸣
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
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
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
功。”寒食节这天，人们在郊外
斗鸡，身经百战的公鸡昂首挺
胸，翅膀下藏着芥末，锋利的爪
子抓得对手鲜血横流，场面惊
险刺激。

敦煌文献《寒食卧疾喜李
少府见寻》记载：“弱冠早登龙，
今来喜再逢。何知春月柳，犹
忆岁寒松。烟火临寒食，笙歌
达曙钟。喧喧斗鸡道，行乐羡
朋从。”意思是，唐代敦煌寒食、
清明节期间，敦煌民众聚在路
旁，吆喝斗鸡之声不绝于耳，热
闹非凡。

在成都体育学院博物馆的李杨老师看
来，清明节不仅有祭拜祖先的悲伤泪，还有
户外游玩的欢笑声，节日气氛浓郁。这些
户外运动项目中，马球就是其中之一，敦煌
壁画描绘了一些古人打马球的场景。

马球运动在唐代颇为盛行，典籍文献
中多有清明节打马球的记述。例如张籍

《寒食内宴二首》提及马球是寒食节的娱乐
活动之一，“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
飞球”，当御用厨师将准备好的冷餐分发给
大家的时候，追风少年们在殿前骑马击球。

唐宋时期，敦煌人打马球的风气最为
盛行。根据敦煌文献《杖前飞·马球》载：

“时仲春，草木新，口初雨后路无尘，林间
往往临花马，楼上时时见美人。相唤同情
共言语，闲闷结伴游球场，传中手执白玉
鞭，都史乘骑紫骆马。”“时仲春”点明古代
敦煌举办马球比赛的时间点是寒食、清明
前后。这首诗歌形象生动地描述了马球
运动的受欢迎程度，就连阁楼上的美人都

被少年郎吸引，结伴去球场打马球。
一千多年前，敦煌的马球用具长啥样

呢？在敦煌莫高窟五代第100窟《曹议金
出行图》和五代第 61 窟东壁《维摩诘经
变》的各国王子听法图中，可以清楚地找
到偃月形的球仗，在晚唐第144 窟，甚至
还有手执球仗的供奉官。由此可见，当时
打马球运动比较普遍，普通画工都能准确
把握马球杆的形状。

不过，古代爱热闹的敦煌人，户外休
闲娱乐的项目并不局限于此。敦煌文献

《寒食篇》记载：“花场共斗汝南鸡，春游遍
在东郊道。千金宝帐缀流苏，簸琼还坐锦
筵铺。莫愁光景重窗暗，自有金瓶照乘
珠。心移向者游遨处，乘舟欲骋凌波步。
池中灵水白鵰飞，树下抛球彩莺去……”
依据诗文推测，寒食节除了打马球，还有
荡秋千、春游、骑马、斗鸡、抛彩球等一系
列娱乐活动，处处都是莺歌燕舞、欣欣向
荣的节日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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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击球图》 英国维多利亚阿尔伯博物馆藏。

王羲之《兰亭集序》摹本。

《清明上河图》局部，描绘了宋代集市热闹空前的场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