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散文

点点灯光蕴深情
林遥

（一）
灯笼在中国古代的

主要作用是照明，我国
著名考古学家魏存成曾

考证，中国灯笼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便携照明
工具，起源自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西汉武
帝之前，以每年十月为岁首正月。汉武帝元封
七年“议造汉历”，改年号元封七年为太初元年，
新历为《太初历》，规定农历的每年一月为岁首
正月。相传，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在皇宫设坛
祭祀太一神，需要彻夜点灯照明，才发明了室外
照明工具“灯笼”，这也成为元宵节点灯的开
端。

在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后，由于道教神仙
术与佛教燃灯礼佛的仪轨相结合，每到正月十
五夜，城乡灯火通明，士族庶民一律挂灯，形成
热闹的景象。

隋炀帝时，元宵节赏灯的活动已颇为热闹，
“夜夜笙歌，通宵达旦”。唐代开元年间，因经济
富庶，花灯更是大放异彩，盛极一时。观灯活动
的规模也是相当浩大、人头攒动，上至王公贵
族、下至贩夫走卒，无不出外赏灯。人们庆祝国
泰民安，于是扎结花灯，借着闪亮的灯光，取意

“彩龙兆祥，民富国强”，花灯至此广为流行，成
为元宵节的标志。唐玄宗时亦延续西汉弛禁制
度，京师长安在元宵节前后三夜取消宵禁，扩大
实施“放夜”，方便人们赏灯游乐。到两宋时期，
国势虽然积弱，但元宵节赏花灯的习俗却得到
了皇室的大力倡行，益加发扬光大。明代朱元
璋建都南京时，曾于秦淮河上燃放水灯万支。
明代宫廷长期以“安鳌山灯，扎烟火，驾陛座，伺
候花炮”的方式庆祝新年。花灯在民间的流行，
也使北京紫禁城东华门外出现了热闹“灯市”，
更留下“灯市口”这一引人遐想的地名，并沿用
至今。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的故事，但成书于明
代，小时候读《水浒》第三十三回“宋江夜看小鳌
山 花荣大闹清风寨”，不明白什么是“小鳌山”，

书里写道“且说这清风寨镇上居民商量放灯一
事，准备庆赏元宵，科敛钱物，去土地大王庙前
扎缚起一座小鳌山，上面结采悬花，张挂五七百
碗花灯。”宋江去看“小鳌山”的路上“只见家家
门前搭起灯棚，悬挂花灯，不计其数。灯上画着
许多故事，也有剪采飞白牡丹花灯，并荷花芙蓉
异样灯火。”因贪看花灯，这才被清风寨知寨刘
高捉住。

后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宋代元宵节布置花
灯，叠成鳌形，高峻如山，称为“鳌山”。《大宋宣
和遗事·亨集》中说：“自冬至日，下手架造鳌山
高灯，长一十六丈，阔二百六十五步，中间有两
条鳌柱。”

若说清风寨是乡镇一级的花灯，那么东京
汴梁的花灯定是“国家级”。第七十二回“柴进
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闹东京”中，宋江、柴进、
戴宗、燕青四人“杂在社火队里，取路哄入封丘
门来，遍玩六街三市，果然夜暖风和，正好游戏。
转过马行街来，家家门前扎缚灯棚，赛悬灯火，
照耀如同白日。正是：楼台上下火照火，车马往
来人看人。”字里行间透露出东京市民玩赏花灯
的热闹景象。

（二）
经过漫长岁月的发展，中国灯笼艺术形成

了丰富多彩的品种和高超的工艺水平，种类繁
多、样式不一，流行全国各地。

中国的灯笼往往是综合性的艺术展示，包
含绘画、剪纸、纸扎、缝制等工艺，利用各地区出
产的竹、木、藤、麦秆、兽角、金属、绫绢等材料制
作而成。从造型上分，有拟形灯和几何形灯：拟
形灯如鱼灯、虎灯、荷花灯、牌楼灯、花瓶灯、字
灯、八仙灯；几何形灯如圆纱灯、四方灯、五角
灯。按组合方式分，有单体灯、子母灯和集合
灯，集合灯中又有灯山、灯树、灯楼、珠围几种。
按工艺材料分，有布帛灯、纸灯、琉璃灯、料丝
灯、玉栅灯、珠子灯、羊角灯、牛角灯、麦丝灯、竹
灯等。按样式分，有带穗的桂灯、美观的座灯、
秀丽的壁灯、精巧的提灯、玲珑的走马灯等。

提到走马灯，也叫转灯，它是最受民间欢迎
的灯笼之一。其构造是在一根立轴上部横装一
个斜翼系统和叶轮，立轴下端附近则装一盏灯
或一支烛，点燃后，上方空气受热膨胀，密度降
低，热空气上升，而冷空气由下方进入补充，产
生空气流动，从而推动叶轮旋转，并带动与立轴
相联的各种图像或人偶转动。

中国的灯笼，不仅是用以照明，它往往也是

一种象征。新婚时悬挂红灯就代表婚礼喜庆，
挂上竹篾做的白灯笼，则告知这是丧葬场合。

在中国古代，女子有放水灯、孔明灯祈求爱
情的传统习俗。电视剧《甄嬛传》中，宫女们就
是在宫廷的小河中放水灯，祈求能早日出宫，寻
觅如意郎君。水灯成了长期囚禁于皇宫的宫女
与外界沟通的桥梁，“灯笼”寄托着她们被困深
宫，渴望自由的愿望。

民间的灯笼最常见的是伞灯（字姓灯），意
味着人丁兴旺。台湾地区的字姓灯和吉祥灯很
有特色：字姓灯一面是姓氏，另一面是祖先曾经
担任过的官名，如姓“谢＂，是太子少保，姓“郑”
是延平邵王等，以此来纪念祖先，激励后代向其
学习。吉祥灯的一面是姓氏或神的名字，另一
面是八仙或是福禄寿三星等吉祥图案，表达期
盼神灵佑护、平安吉祥的心愿。

在闽南语中，“灯”与“丁”谐音，娘家送花灯
给新嫁女儿家或亲戚朋友送花灯给新婚不育之
家，以求添丁祈福。

灯笼还有其他意义。古代私塾在每年正月
开学时，家长会为子女准备一盏灯笼，由老师点
亮，象征学生的前途一片光明，称为“开灯”，后
来由此演变成元宵节提灯笼的习俗。人们在灯
笼上绘制民间故事，教导子孙认识历史文化，所
以又具有薪火相传的意义。

在中国古代，很多地方都很重视送灯的习
俗。如陕西西安一带，正月初八到十五期间送
灯，头年送大宫灯一对、有彩画的玻璃灯一对，
希望女儿婚后吉星高照、早生麟子，如女儿怀
孕，除送大宫灯外，还要送一两对小灯笼，祝愿
女儿孕期平安，于是便有了各种“麒麟送子灯”

“送子娘娘灯”。
时至今日，赏灯、送灯的习俗虽已不如传统

流行，但中国灯笼却又逐渐在居家装饰上扮演
着重要的角色，而灯笼的制作材料更为广泛，塑
料、铁线、亚克力等等，甚至连水果、废弃纸盒、
易拉罐等材料也被广泛使用，灯笼的形状和颜
色与传统也大不相同。

唯一不变的是，每年重点节日，中国人仍会
挂起红灯笼，营造喜庆的氛围。灯笼已经成为
中国人节庆的符号。

（三）
灯笼作为中国传统民间工艺品，象征着中

华文明的灿烂，也象征着国家的昌盛繁荣，同时
兼具典型的中国味道。

在中国，大家最为熟知的灯笼故事应该就

是《宝莲灯》，又名《劈山救母》。相传三圣母与
凡人刘玺相爱，生下儿子沉香，三圣母的哥哥二
郎神发现后勃然大怒，盗走宝莲灯，并将圣母压
在华山之下。十五年后，沉香学得武艺劈山救
母。这个传说被改编成戏剧，并衍生出多种版
本的戏曲、连环画、电影、电视剧。剧中的“宝莲
灯”是沉香救母坎坷经历的见证，寓意母子
情深。

在天津卫有个老例儿，在“灯节”之际，当舅
舅的一定要送一盏花灯给小外甥，最好是鸭子
灯，“鸭子”谐音是押子，祝福孩子健康平安，也
应了民间一句俗语“外甥打灯——照舅”。“舅”
的谐音是“旧”，寓意吉祥的好日子，一切照旧。

天一擦黑，孩子们就会打着灯笼跑到外面
玩耍，一帮一伙招呼着玩伴：“打灯笼，烤手了，
你不出来我走了！”聚到一起的孩子们围成圆
圈，跳着、笑着、哼唱着迎春的曲子：“有打灯笼
的，快出来呀，没打灯笼的抱小孩呀，金鱼拐子
（鲤鱼）大花篮呀，一大（铜钱）一个灯，两儿大一
个灯呀，三大买个提拎灯啊！”

中国的灯笼辐射亚洲地区，亚洲一些国家
的百姓，对灯笼的喜爱更是情有独钟。日本一
年四季都会举办各具特色的传统灯笼节活动。
在最北端的青森县，会制作贴有武士偶像的巨
大纸灯笼，据说可以驱逐睡魔；秋田县的“竿灯
节”是祈求五谷丰登的节庆活动，掌灯者需要身
穿盛装，用肩膀撑起重约六十公斤的竿灯，非常
壮观；宫城县仙台地区的灯笼节，用竹子悬挂色
彩艳丽、造型独特的纸吊灯饰来秀出自己的嘉
年华。在日本山口县，每年的夏天，都会放飞数
万个灯笼。

日本也有“牡丹灯笼”的传说，是日本民间
三大怪谈之一，来源自明代瞿佑所写《剪灯新
话》中关于元宵节乔生与手持牡丹灯笼的女子
相会的故事《牡丹灯记》，后来这个传说在日本
被改编为多个版本进行演绎。迄今为止，日本
与《牡丹灯笼》有关的影视剧不计其数。

越南、新加坡等地，也有观赏各种灯笼的习
俗。除亚洲一些国家的风俗与中国有相近之
外，世界上其他地区有些国家也会在圣诞节等
节日中悬挂灯笼。法国、摩纳哥和冰岛发行的
圣诞节邮票中，都有五彩缤纷的圆形灯笼，为圣
诞节营造欢乐氛围。菲律宾的圣费尔南多城市
推出的星形灯笼，成为菲律宾迎新年的标志。
菲律宾人为光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而星形被
视为一种光的源泉，象征希望。

随 着 中
外文化交流的增
多，越来越多的外国
人对中国灯笼有了认
同感，把它看成是中
国的一种传统文化
给予尊重。

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吉祥物“雪容
融”，寓意为洁白、美丽，包含了相知相融的寓
意，其形象就是一个灯笼宝宝，它热情好客，友
善包容，为身处逆境、心怀希望的人们照亮远
方，放飞梦想。

今日的中国灯笼，从工艺上有了极大的改
进，设计上更具装饰意味，使用的场合也有很大
的发展，比如广告、建筑、舞台等，而灯笼蕴含丰
富的象征意义及特殊的历史地位，更使它成为
中国影视作品中的常客，随着影视作品在国际
的传播，灯笼作为影视剧中的民俗元素，也被越
来越多的国外观众所认识和喜爱。

一盏盏灯笼作为中国特色的符号，传递着
中国的历史和现状，表达着中国愿意与世界融
合交流、和谐进取的美好愿望。

千百年来，照亮黑夜的灯笼从未因时代的
变迁而熄灭，特有的文化之光，成为一道耀眼的
人文风景线。

书法 牛耕绿野千仓满 虎啸青山万木荣 史长江

童年年趣
孙卫红

一进腊月，卖福字对联的多起来。
我的爸爸妈妈商议最多的是过年。楼
房住得干净，免除了大搞卫生之累。可
是，爸爸还是计划打扫床下，擦玻璃。
看着 70 多岁的他们过年的心气儿不
减，我特别高兴。

爸爸这一辈人最应该享受过年的乐
趣。1980年前的过年是爸爸妈妈为孩子
们一味地付出。30来岁时的他们生活在
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盟某农场，那时
还是生产建设兵团。打扫房子洗洗涮涮
是最辛劳的。三间屋子都要粉刷，戴着
报纸折叠的帽子，爸爸站在椅子上刷高
处，我刷低处。一刷子一刷子竖着刷，挨
得齐齐的，缓慢地由上而下拉动排笔，渐
刷渐干，墙壁越来越白，纸帽子也越来越
白。做帽子的纸是注重子女学习的爸爸
给我们订阅的《中国少年报》，看过多次
的。晚上，昏暗的电灯下，墙壁雪白，散
发出好闻的石灰水味。洗被罩床单枕巾
窗帘也是爸爸妈妈一起干。土灶的火塘
里燃烧着冬青白刺这些沙漠上砍来的

柴，大锅温着热水。烧煤的铁炉子上坐
着大铁壶，大铁盆和木搓衣板摆在当地。
洗衣粉冲出了丰富的泡沫，妈妈坐在马
扎上搓洗，她累了，换上爸爸。白色的泡
沫溅到灰砖地上，地面一片片地湿了，散
发出寒冷的气味。去院里晾晒衣物要带
一副线手套，搭得快冻得快。一件件硬
邦邦的衣物在寒风里摇摆。不等夜幕降
临，衣物收回搭在晾衣绳上、椅背上，支
棱着，好半天才变柔软，有白气冒出。我
们打下手，抬着水桶把脏水倒在垃圾堆
上，去院子晾晒枕巾等小件，从水缸里往
大盆舀水，让爸爸妈妈也乘机歇会。

在好闻的刷墙味里，爸爸妈妈上炕
就发出鼾声，明天的活计早已经盘算
好。我在朦胧的黑暗里看着晾衣绳上
的床单，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杀猪要
吃肉解馋了。

风寒日朗。院子里的土灶烧着白刺
根，粗的有大人胳膊粗，大锅里水花翻
滚，热气腾腾。简易木夹子支得稳当，绳
子挂在横梁上。我们躲得远远的，捂着

眼，想看又不敢看杀猪，捂着耳朵，不敢
听猪的惨叫。大人们忙碌着，我们去别
人家耍羊拐，等待吃炖肉。羊拐在罐头
盒里煮过，红纸在高温下溶解浸染羊拐。
五个拐被玩耍摩擦得发亮，红色渐退。
嫌弃哪一个拐不漂亮，就要留心找羊蹄。
四五个小时后，大人们手脚利索地忙乎
完了。拆架子，清扫一番。肉分了块，送
人的要好肉，你来我往的礼节不可少。
孩子们一趟趟地打探进展，无心玩羊拐。
终于，围在外屋的炖肉锅旁香气四溢。
孩子们咽着口水，彼此互相看看，都是渴
盼得意的神态，心里盘算着过几天去谁
家吃肉。锅是大锅，肉是大块，猪尾巴是
给调皮的男孩子的。

如今总觉得买的肉不如我家自己饲
养的猪肉鲜美。我们去沙包上摘酸枣，
鲜红水嫩的酸枣是喂猪的好水果，我们
也是边摘边吃，有时有白色的虫子爬出，
再扔回筐里。水渠边，闷热的玉米地拔
草也是快乐的，嫩绿的野草野菜切碎搅
拌了玉米面，看猪儿吃得美美的样子好

开心。
那时，爸爸工资低，订阅《中国少年

报》《连环画报》等报刊却很痛快。他盼
望我们将来学有所成。平时，看着书，我
总幻想外星人忽然出现在我的放学路
上，可是眼前只有阳光明媚，白杨挺拔，
沙土路幽深，小渠水哗啦啦。还有，拾麦
穗捡柴火砍冬青挖肉苁蓉，力所能及的
劳动和轻松的课业激发我们无穷的想象
力。过年，孩子们出一分力，在脑海里留
下深刻的生活痕迹，也从小培养了勤劳
节俭的习惯。如今，和父母聊天儿，做家
务，一起过年才是我最愿意做的事情。

摄影 一起向未来 张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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