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花，中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因谐
音通“贵”，所以被中华民族赋予了美好的
寓意。古时仕途得志，飞黄腾达者谓之

“折桂”。在古代著名神话“吴刚伐桂”中，
月宫里就有一棵桂树。除此之外，文人骚
客也是对桂花推崇不已。李白在《咏桂》
诗中则有“安知南山桂，绿叶垂芳根。清
阴亦可托，何惜植君园”。

桂花不仅清香扑鼻，作为原料制作食
物也是不错的。古人认为桂为百药之长，
所以用桂花酿制的酒能达到“饮之寿千岁”

的功效。屈原在《九歌》中热情讴歌：“援北
斗兮酌桂浆，辛夷车兮结桂旗”。“桂浆”美酒
美不胜收，摘下九天北斗以盛之；“桂旗”芳
华魅不可挡，插于辛夷车上以炫之。到了汉
代时，桂花酒成为人们用来敬神祭祖的佳
品。祭祀完毕，晚辈向长辈敬用桂花酒，长
辈们喝下之后则象征了会延年益寿。

古时的一些建筑还以桂为柱，武帝作
昆明池，昆明池中有灵波殿，“皆以桂为殿
柱，风来自香”；建章宫太液池云舟也“以
紫桂为柁枻”。

在历史上，成都与
桂花的缘分不浅。今
成都市新都区有一“桂
湖”，就因明代文学家
杨慎（字用修，初号月
溪、升庵）在此沿湖遍
植桂树而得名。杨慎
是四川新都人，正德六
年（1511 年）中状元，后
授翰林院修撰、经筵讲
官。为官清廉、刚正不
阿。他曾在桂树下饯
别友人，又作诗《桂湖
曲》，写到“君来桂湖
上，湖水生清风。清风
如君怀，洒然秋期同”，

“桂湖”由此而得名。
更有传说流传道，

桂湖的桂花是杨慎从月
宫中折下，种植于此。
据说有一天晚上，杨慎
在书房睡着后，就有魁

星入梦，问他是否想上月宫
折桂。杨慎称想，于是魁
星便命西海龙王载他飞上
月宫折桂。到了月宫，杨
升庵看见一座宫殿和一株
很高大的桂花树，他努力地
爬上去折下了桂枝，回到
书房。次日醒来，就看见
了窗外满园桂花齐放。神
奇的是，第二年杨升庵进
京赶考，果然考中了状元。

传说到了明朝末年，
新都有个小贩，从状元杨
升庵桂子飘香的书斋中得
到启示，将鲜桂花收集起
来，挤去苦水，用糖蜜浸
渍，并与蒸熟的米粉、糯米
粉、熟油、糖拌和，装盒成
型出售，取名桂花糕。桂
花糕一经推出，便引来人
们争相购买。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明《杨升庵簪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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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风尚侈，好遨
游。”成都，自古就是休
闲之都。沃野千里的
天府之国，在风光绚丽
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
蜀人尚游好乐的特
性。古文《游浣花记》
中就曾写道：“成都之
俗，以游乐相尚”。而
北宋赵抃在《成都古今
集记》记载的“成都十
二月市”，记载当时月
月都有专业市场举行，
这无疑是蜀人好游乐
之风的体现。

“七月七宝市，八
月 桂 市 ，九 月 药 市
……”到了农历七月，
专为“鬻器”——买卖
器物所举办的七宝市，
就开始举办了。在熙
熙攘攘的集市中，人们
可以一边“买买买”，一
边享受出游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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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桂市
成都自古就有桂花会
吟诗赏桂悠哉乐哉

杨慎蟾宫折桂 赶考高中状元

据史料记载，关于七宝市的历史可以追
溯到唐朝。

唐僖宗时期，“唐僖宗乾符六年（879）甲
子，（西川节度使崔安潜）出库钱千五百缗，
分置三市。”胡三省注“三市”则言：“成都城
中鬻花果、蚕器于一所，号蚕市；鬻香、药于
一所，号药市；鬻器用者号七宝市。”《读书记
数略》中也有记：“成都三市，蚕市、药市、七
宝市。”

但难以想象的是，这“三市”的设立，最
初的目的竟是为了整治蜀地当时“盗匪猖
狂”的状况。西川节度使崔安潜设立三市之
后，在市集中张榜示众，悬赏告发盗贼者，

“有能告捕一盗，赏钱五百缗。”而盗贼者能
告发同伙的话，则“释其罪，赏同平人”。所
以一时之间为领赏相互揭发者甚多，境内遂
无一人之盗。由此也可得知，当时集市中的
人流量巨大，所以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古籍中关于七宝市的记载甚少，仅有只
言片语，更无明确地记述到地点。只有《蜀
中广记》在记载成都蚕市、药市、七宝市时
说：“冬月鬻器用者号七宝市，俱在大慈寺
前”，认为七宝市是在农历十一月于大慈寺
前举行，这与《成都古今集记》中赵抃记载的

“七月七宝市”相悖。但《蜀中广记》成书于
明朝，也许从宋代到明代，七宝市举办的时
间发生了变化。

“七宝”本是佛教用语，指的是七种珍宝，
且不同的经书所译的七宝都各不尽同。而以
各种珍宝装饰的器物，也就多以“七宝”为
名。所以可以想象，在七宝市中，出售的各种
器物中肯定也不乏锦绮珍玩。而四川本就以
出产奇珍异宝而闻名于世，唐代四川籍陈子
昂就说过：“天下珍贷，聚出其中。”“蜀地之奇
物”多以“七宝”为名，如七宝娄、七宝兰干、七
宝钟、七宝辇，等等。所以，成都最初的“七宝
市”，很可能就是奇珍异宝、锦绮珍玩和其他
高级手工业制品的贸易集市，以后逐渐扩大
到包括一众手工业制品的买卖，故被称为是
出售各种器物的集市。

在《宋史·太祖本纪》中，还记录过这样一
段故事，宋太祖平蜀之后，曾见蜀主孟昶有一
个溺器（夜壶），是七样宝贝装成的。太祖见
了大怒，“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宝饬此，当
以何器贮食？所为如是，不亡何待！”明指孟
昶行事奢靡，七宝是珍贵之物，竟被用作来装
饰溺器。不知道用于盛物的器皿，又会奢华
到何处？所以后蜀灭亡，实在是情理之中。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气可压千林。”成都人爱花，古时成都城内繁花似锦。相传
后蜀皇帝孟昶喜爱芙蓉花，在宫苑城墙上遍种芙蓉树，到花开时节，满城被芙蓉花所包
围。成都因此得一“蓉城”的称号，流传到了现在。

宋时成都有十二月市，二月花市、八月桂市、十一月梅市，其中有三个月都跟花有
关。二月花市最为繁盛，是成都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春日集会。到了农历八月，满城
金桂飘香之时，一年一度的桂市就开始了。

每年八月中秋前后，大家聚在一起喝桂花茶，逛桂花街、吃桂花糕、饮桂花酒，不亦
乐乎。

成都桂花颇为闻名，自古广植桂树，
所以把八月定为桂市，名副其实。桂市以
花成名，桂花亦因市而盛。八月的桂市，
卖桂花、买桂花、赏桂花、吟桂花成为一时
盛观。再加上八月十五时逢中秋佳节，月
圆的夜晚与家人欢聚，一同品桂花糕、饮
桂花酒，共享天伦之乐。

茅盾文学奖评委、著名文艺评论家何
开四介绍，古代的成都就有了桂花会。“每
年八月中秋前后，大家聚在一起喝桂花
茶，逛桂花街、吃桂花糕、饮桂花酒，可以
说，中秋的桂花，已成为老百姓生活的一
部分。”

何开四还提出“花期的审美的对应”
观点，在他看来，这也是成都独有的特
点。“成都每个地方都有观赏的花，比如春
天到龙泉山赏桃花，诗人张新泉的诗句

‘桃花才骨朵，人心已乱开’，就题在龙泉
山的山门上；夏天到三圣乡荷塘月色赏荷
花，秋天去新都桂湖赏桂花，冬天到塔子
山看梅花。花期的审美的对应，提供了一
个丰盛的审美世界。成都不但有春夏秋
冬的花期，还有对应的地点可以赏花。这
是大自然对成都人的眷顾，给了成都人一
个色彩斑斓的审美世界，也标配着成都人
爱花的情结。”

“八月桂花遍地香，独占三秋压众
芳。”何开四说，“秋天还有菊花、芙蓉花，
但是老百姓最钟情的还是桂花。为什么
有桂花酒、桂花茶、桂花糕，因为桂花的香
气很清新，还可以制药。秋天可以欣赏桂
花，闻着桂花香，神清气爽，暑气的郁闷一
扫而光。还可以吃这些美味，得其所哉。”

封面新闻记者 李雨心

桂花谐音通“贵”被赋予美好寓意

成都自古广植桂树 八月桂花市很闹热

十
二
月
市
⑨

新都桂湖。

宋代集市一派繁荣景象。

古代集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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