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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岁华记 》手抄本及其岁时民俗文献价值 ’

张 勃

陆启法《北京岁华记 》,是目前所知唯一存世的、以“岁华记 ”命名的明代

岁时节日民俗文献。一些学者曾认为已经亡佚。比如北京古籍出版社为《帝京

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 》所作的“出版说明 ”就说 “明人陆启法写过一本《北

京岁华记 》,现已失传。’, ①王灿炽 北京历史文献佚书考略 》也认为 “陆启法

《长安岁时记 》一卷 ,明 ,佚 ,见《千顷堂书目》‘地理类 ’。《日下旧闻抄撮群书

目录 》作《北京岁华记 》,屡引之。’,呱 而该书并未亡佚。 年出版的《中国
古籍善本书目》中著录上海图书馆藏有清抄本③。最近 ,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

到此书。该书为手抄本 ,书名《北京岁华记 》,一卷 ,署名“平湖陆启法叔度氏

著 ”,与另一本同样署名“平湖陆启法叔度氏著 ”的《客燕杂记 》三卷 合在

一起 ,分作上下两册。上册是《客燕杂记 》的一二卷 ,下册是《客燕杂记 》的第
三卷和《北京岁华记 》。两书内容完整 ,前面均有简短的叙言 ,交待撰写的原因

和背景。正文均用楷体毛笔字抄写 ,工整而清晰 ,一些讹误的地方 ,都用红色笔

墨点出 ,并在旁边做了改正 ,如第 页“四月杂事 ”有“初一 日 , ⋯⋯历香山潭

拓碧云 ”句的“山 ”字即用红色字补人。显示出抄写者认真严谨的态度。以该本

为依据 ,结合其他典籍材料进行分析 ,庶几可以形成有关《北京岁华记 》著述

年代 、背景、动机、撰写体例 、文献价值等问题的基本认识。

一、作者生平、成书时间与成书背景

《北京岁华记 》的作者陆启法 ,《明史 》无载 ,有关他的资料主要集中在他

该文为北京市北京学研究基地项目《元明时期北京岁时民俗文献的辑录与研究 》项目编

号为 一 一 、北京“十一五 ”社科规划项目《北京岁时节日研究 》项目编

号为 烧 的阶段性成果。

①该书“出版说明 ”第 页。

②《文献 》第 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 年 ,第 页。

③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史部 》,第 、 页。



的三种传记中。其一是沈季友所作①,其二是清人高国楹修、沈光曾等纂 、成书

于乾隆十年的《平湖县志 》卷七中的传 ,在这里陆启法被置于《人物传 》“文

苑 ,’部分 ,列为“国朝 ”人物②。其三是清人彭润章等修 、叶廉愕等纂的 光绪 〕

《平湖县志 》卷十七中的传 ,在这里陆启法同样被置于《人物传 》“文苑 ”部

分 ,但列为明朝人物③。总体上看 ,上述三种传记都非常简短 ,内容亦有重复 ,但

毕竟提供了重要信息。再参以包括本次发现的《客燕杂记 》和《北京岁华记 》

手抄本在内的各种文献资料 ,大致可知陆启法的如下情况

陆启法 ,字叔度 ,浙江平湖人 ,生活于明末清初。幼好学 ,读书过目成诵 ,十

岁能作古文辞 ,弱冠之年即已“博极经史 ”。他喜欢谈古论今 ,善于言谈又生性

豪放。沈季友说他“调搅负奇 ,通轻侠 ,类河朔壮士 ,好谈论古今成败 ,知边塞

事 ,扣之服缓不可穷也 ”。早年曾游历南京 ,并留下悬金购荷的风流佳话 ④。他喜

欢结交朋友 ,作诗倡和 ,曾与陆芝房、赵退之、冯茂远、孙弘祖等嘉兴一带的文

人结过诗酒社⑤。后来不知何故 ,陆启浓移居都城北京长达二十年之久。客燕期

间 ,结交甚广 ,〔光绪 」《平湖县志 》说他“交满长安 ”,〔乾隆 《平湖县志 》说

当时一些王公大臣也都争相“折节 ”与他往来 ,然而陆启法始终游离于政治之

外 ,未能获得一官半职。庚辰年 ,一直关心时事的陆启法“度天下将变 ,

遂归隐 ,更名巡 ,字山翁 ”。

陆启法一生勤于笔耕 ,著述颇丰 ,据 〔光绪 〕《平湖县志 》载 ,他作有《责趾

山房诗文集 》一百卷 ,《读史 》十部四十卷 ,《经世谱 》八卷 ,《太元测 》一卷 ,

《射诀 》一卷等。这其中还不包括《客燕杂记 》和《北京岁华记 》。又清人陈允

衡还提到他作过一部名为《古人几部 》的作品 “平湖陆叔度著《古人几部 》,

始管夷吾 ,终史天泽 ,凡八十一人 ,古之成大功、定大策者咸在焉。’,池 些作品

虽多已亡佚 ,但从陈允衡对陆氏《古人几部 》的介绍以及《经世谱 》书名所透

露的信息来看 ,陆启法的确是关心天下 、“好谈论古今成败 ”。陆启法又有着浓

重的故乡情结 。客居期间 ,曾认真阅读故乡嘉兴一带 平湖隶属嘉兴 文人的

作品集 ,并写作《读嘉郡诸先生集十二首 》表达自己的景仰之情 ,所谓“简揽遗

①《携李诗系 》卷二 ,文渊阁《四库全书 》本。

②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选编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 》,中国书店 , 年 ,第 册 ,第 页。

③《中国地方志集成 ·浙江省专辑 》 ,上海书店 , 年 ,第 页。

④传载 ,某日陆启法“命酒泛舟 ,召旧院名姬 ,大会词人于秦淮 ”。酒饮到一半时 ,一个女子略

有遗憾地说 “可惜两岸没有荷花来为我们的雅集助兴。”不料这话被陆启法听到。第二

天 ,他再次宴请客人。宴开之时 ,晚风吹拂 ,竟有一阵阵荷香扑鼻而来。原来是他花高价买

了几百缸荷花 ,将其弄碎沉人水中的缘故。这一做法让他名震一时 ,“自是十四楼中皆目

为樊川复出 ”。《明诗话 》也收录了这则逸事。

⑤沈季友 《梢李诗系 》卷一七“孙太学弘祖 ”条。

⑥ 皇朝文献通考 》卷二二一《经籍考十一 》“《古人几部 》六卷 ”条 ,文渊阁《四库全书 》

本。



书 ,盖有乡哲之集十数家 ,随手披读 ,略致景仰 ”,并不由自主地夸赞故乡乃

“洋洋大国 ,家璞人珠 ”之地。这些诗与《过尔唯陆舟话别 》、《题房大年画奚官

牧骥图 》等另外 多首作品同被收人《携李诗系 》卷二十中 ,其“诗法 ”被认

为“全宗少陵 ”。

当我们对陆启法的人生经历 、性情喜好有了大致了解 ,就知他作《北京岁

华记 》绝非偶然。《北京岁华记 》手抄本正文之前有陆启法的简短序言 ,谈到了

写作时间和缘起

客燕二十年 ,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 ,有过而问焉者 ,为忆所知 ,录

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 ,异时仍鼎故都 ,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 ,何

用此咕咕为

从这段文字可知 ,《北京岁华记 》作于甲申年 。这年三月十九日 ,

李自成率军攻破北京城 ,明朝灭亡 。不久 ,吴三桂勾结多尔衰 ,八旗军进人北

京 ,福临在北京告祭天地宗社 ,即皇帝位 ,号曰大清 ,定鼎燕京 ,纪元顺治。新建

的清政府向明朝的故老曹旧敞开了大门 ,此时 ,包括陆启法在内的每个明朝人

都面临着何去何从的政治抉择。

在《客燕杂记 》里 ,陆启法曾经自叙

甲申秋日 ,功名之士咸击揖弹冠 ,余贫且老 ,堰息蓬门 ,身若无缘 ,心

窃攘攘 ,俯仰南北 ,风景顿异。爱忆往事 ,随笔剖记 ,客有过而问者 ,出以示

之 ,迩 日情味有二 ,疚或安于南趋赴欣 ,乐或远于北随绿草 ,略兹所述巨

细 ,冀览者寓意焉。

由于《北京岁华记 》与《客燕杂记 》的写作时间都是甲申之秋 ,陆启法在

《客燕杂记叙 》中的说明也可视为《北京岁华记 》的写作背景和写作意图。因

此 ,以记录明朝末年都城北京一带岁时节日生活为内容的《北京岁华记 》,就

不仅仅是一本个人忆旧之作 , 它还是陆启法自己政治立场和政治诉求的婉曲

表达。

《北京岁华记 》成书以后 ,流传范围似乎不很广泛 ,但至少清代的三位名

流— 黄虞樱 一 、朱彝尊 一 、王士祯 一 都应

该见过原书或其抄本。

朱彝尊有 日下旧闻 》,撰成于康熙二十六年 ,所引标明出自《北京岁华

记 》者达 巧条之多。王士祯在 池北偶谈 》中谈到“独角青牛 ”时也引用《北

京岁华记 》的记载 “明时六月十二日御底洗马于积水湖 ,导以红仗 ,中有数

头 ,锦帕覆之 ,最后独角青牛至 ,诸马莫敢先之。见陆启法叔度《北京岁华记 》,

盖崇祯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 ,亦导以红仗 ,在宣武门西响水闸上。明时洗

象 ,则自八月十二日始 ,更三日为期。亦见《岁华记 》。’,随支然《池北偶谈 》成书

于康熙三十年 ,稍晚于《日下旧闻 》,但《日下旧闻 》所引资料中并没有“明时

①王士祯 《池北偶谈 》卷二三 ,中华书局 , 年 ,第 页。



洗象 ,自八月十二始 ,更三日为期 ”,而这一内容又出现在现存《北京岁华记 》

手抄本中 ,故基本可以确定 ,王士祯和朱彝尊一样 ,也见过《北京岁华记 》原书

或其手抄本。

黄虞樱《千顷堂书目》卷六记载 “陆启法 ,《客燕杂记 》三卷 ,又《长安岁

时记 》一卷。”考虑到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透露的信息与《千顷堂书目》相关

记载的吻合度 如作者都是陆启法、《客燕杂记 》三卷 、《北京岁华记 》的名称

虽不是《长安岁时记 》,但卷数一样 、《客燕杂记 》与《长安岁时记 》在《千顷

堂书目》中编排的密切关系、“岁时记 ”与“岁华记 ”的相似性 ,以及长安因为

长期作为王朝国都而成为京都代名词等因素 ,《北京岁华记 》当就是《长安岁

时记 》。《千顷堂书目》是黄虞樱家藏图书的目录 ,由此可推断黄氏也见过此

书。

正是由于这三人对《北京岁华记 》的引用和记载 ,后世的人们才能对这部

被认定亡佚的书籍有所了解 。

二、《北京岁华记》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价值

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看 ,由于朱彝尊《日下旧闻 》对《北京岁华记 》微

引甚多 ,被增订为《日下旧闻考 》后又广泛流行 ,对于后人了解和利用《北京岁

华记 》的贡献最大。《日下旧闻考 》于乾隆年间由于敏中、英廉等人奉救在《日

下旧闻 》的基础上增订而成 ,由于增订工作所本的是“将原本所引各仍其旧 ,

而以现在援据补人者续编于后 ”的原则 ,在具体编排上又“凡朱彝尊原引则加

一 ‘原 ’字于上 ,朱昆田补遗者则加一 ‘补 ’字于上 ,其新行添人者则加一
‘增 ’字于上 ,逐条标识 ,以期一 目了然 ”①,故而《日下旧闻考 》完全保留了

《日下旧闻 》对《北京岁华记 》的引用。追《日下旧闻考 》成书 ,对《北京岁华

记 》的引用又多从它转引而来 ,如光绪十二年吴履福等修 、缪荃孙等纂《顺天

府志 》中的相关内容。今人对 北京岁华记 》的引用也多出自《日下旧闻考 》②。

尽管如此 ,我们又不能不说《日下旧闻考 》的微引毕竟是根据自己的写作需要

和体例要求对《北京岁华记 》所作的选择和编排 ,既难以再现其全部内容 ,又

①于敏中等编纂 《日下旧闻考 》“凡例 ”,北京古籍出版社 , 年 ,第 页。

②如王晓莉《明清时期北京碧霞元君信仰与庙会 》载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版 》以拓年第 期 、岳永逸《当代北京民众话语中的天桥 》载《民俗研究 》 年

第 期 、王赛时《明清时期北京的花鸟虫鱼 》载《农业考古 》 年第 期 中的引

用 。



不可避免地对其进行了肢解 ,从而只能呈现《北京岁华记 》的断片而非全貌 ①。

比如《北京岁华记 》“正月杂事 ”内容丰富 ,《日下旧闻考 》中并未有所微引。

又如《北京岁华记 》对清明节描述详细 ,《日下旧闻考 》引用如下

二月都人进香泳州碧霞元君庙 ,不论贵贱 ,男女额贴金字。结亭如屋 ,

坐神像其中。绣旗瓶炉前导 ,从高梁桥归 ,有杂伎人腾空旋舞于桥岸 ,或两

马相奔 ,人互易之 ,或两弹追击 ,迸碎空中。

篇幅不到前者的一半 ,较为简略。

可以说 ,手抄本的发现 ,大大提高了《北京岁华记 》作为岁时节日民俗文

献的价值。一方面 ,它以一种完形或基本的完形呈现了以前所未知的陆启法对

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方式和关注角度 , 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区域岁时民俗书写

方式的认知。另一方面 ,它作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岁时记文本 ,比《日下旧闻考 》

所引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 ,对认识和理解明代北京民众的岁时节日生活

乃至其时间观念、审美观念、宗教意识等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化价值。

就第一方面来说 ,《北京岁华记 》是我国区域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记录这一

传统链条中颇具特色的一环。在我国文字记述史上 ,因节日而作、为节日而作 、

写节日之所闻所见、所感所思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屡见不鲜 ,并形成了对一时一

地岁时节日民俗生活进行专题性记述的历史传统。之所以说形成了一种“历史

传统 ”,不仅因为出现了一个包括《荆楚岁时记 》、《秦中岁时记 》、《金门岁节

记 》、《乾淳岁时记 》、《赏心乐事 》、《岁华纪丽谱 》、《熙朝乐事 》、《北京岁华

记 》、《帝京岁时纪胜 》、《燕京岁时记 》、《清嘉录 》、《吴郡岁华纪丽 》、《北平

岁时志 》、《春明岁时琐记 》、《岁华忆语 》、《金陵岁时记 》、《梦粱录 》②、《东

京梦华录 》、析津志 》、《松窗梦语 》、宛署杂记 》、《帝京景物略 》、《明宫

史 》等在内的著述系列 ,而且因为这些著述或其中的相关部分多是书写者对其

自然而然参与其中 或曾经参与其中 、亲身经历或亲眼目睹的岁时节日民俗

进行的书写。他们一般秉持实录原则 ,以传统历法为基础 ,或明或暗地遵循着

自正月至腊月的历法时序来编排内容 ,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叙事模式 。仔细考察

《北京岁华记 》,可以发现它正是陆启法基本秉持实录原则 、遵照历法时序对

①《日下旧闻考 》标明微引《北京岁华记 》或者《兆京岁华记 》的有 条 ,其中有一段描

述为 北京岁华记 》手抄本所未载 ,即 “揭鼓声益喧 ,曰迎年鼓。先除夕一日曰小除 ,人家

置酒宴往来交渴 ,日别岁。焚香于户外 ,曰天香 ,凡三日止。帖宜春小字。儿女写好字。”

由于没有证据证明该文一定出自《北京岁华记 》,这种情况的出现有三种可能 一是朱彝

尊将该文出处误记为《北京岁华记 》,二是陆启法的《北京岁华记 》原有这段文字 ,但在辗

转抄写过程中有丢失 ,该手抄本抄写者所依据的本子中就没有这段文字。三是抄写者的疏

漏造成的。但该抄本抄写认真 ,又有明显的校勘痕迹 ,故第三种可能性极小。

②自《梦粱录 》起至《明宫史 》,这些作品并非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岁时民俗的 ,但岁时民俗是

其重要组成部分 ,而有些作为著述部分呈现的岁时民俗书写 ,无论在篇幅上还是反映社会

生活的广度和深度上都不亚于某些纯粹的岁时记作品。



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的书写。

首先 ,《北京岁华记 》记述的是作者亲历的岁时民俗生活。陆启法虽是浙

江平湖人 ,他本人也将居住于北京称作“客燕 ”,但他在北京长期生活达二十

年之久。二十年中 ,他交友甚广 ,游历颇丰 ,北京早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初刻

于崇祯八年 的《帝京景物略 》微引了陆启法的六首诗 ,即《德胜桥水

次 》、《泡子河 》、《高梁桥 》、《宿香山寺 》、《易水有怀 》、《卓吾先生墓下 》,从

中可见陆氏熟悉北京的事物 ,并有着深深的眷恋。《北京岁华记 》记录的就不

是走马观花式的浮光掠影 ,而是他曾经置身于其中、自然而然地经历过感受过

的实在生活 ,也便具有真切可感 、细致入微的特微 。比如他写“六月十二 日 ,御

厩洗马于积水湖 ,导以红仗 ,五色云锦 ,中有数头 ,锦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 ,

诸马莫敢先之 ”。虽廖廖数语 ,却十分真切 ,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又如写灯节

宴席 ,“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 ,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笋 ,发之冰

下。”不仅知道宴席以黄瓜 、豆夹为供 ,还能知道瓜、豆的价格 不仅知道点茶用

椿芽蒲笋 ,还能知道椿芽蒲笋都发之冰下 ,如此细致人微处 ,不是个中人难以

了解 。

其次 ,《北京岁华记 》根据时序进程编撰而成。它从一年之始“元旦 ”写

起 ,次及 “灯节 ”、“正月杂事 ”、“清明 ”、“二月杂事 ”、“三月杂事 ”、“四月杂

事 ”,又及 “端午 ”、“五六月间杂事 ”、“七夕 ”、“七夕杂事 ”,再及 “中秋 ”、

勺又月杂事 ”、“重阳 ”、“九月杂事 ”、“十月朔 ”、“十月十一月间杂事 ”、“冬

至 ”,最后以“腊月杂事 ”结束 ,形成了以某月节日和某月杂事为一个单元的叙

事结构 ,依照时序井然地记录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内的岁时民俗生活。

再次 ,作者基本秉持了实录原则 。陆启法《北京岁华记 》用较为简洁平实

的语言 , 如实记录了自己记忆中的明末帝都岁时生活的基本面貌 。明代中后

期 ,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城市的繁荣以及时人生活观念的更新 、生活情趣

的增加 ,帝都北京的岁时节 日生活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其中之一就是岁时

游赏活动格外兴盛和大量游览胜地的形成。当时的岁时游赏活动已经远远超

出了元旦 、元宵 、清明、端午、重阳等传统的节日框架 ,庙会进香以及另外一些

日子也成为大众外出聚集游赏的时间。《北京岁华记 》通过在岁时节 日的框架

下记述众多的游览胜地和时人的游览行为 ,如实记录了这一变化。以上半年为

例 ,在陆启法的笔下 ,正月 ,灯节里百货骄集 ,游者日夜不息 十九日“车马游白

云观 ”,冰浮时 ,“金鱼池上 ,酒肆排列 ”二月 ,进香琢州碧霞元君庙 ,清明节 ,

“携酒集高梁桥 ”,连上陵官祭毕后也要游览西山 三月 ,上巳日上土谷祠 ,二

十八 日游东岳大帝庙 四月 ,一 日到八日西山进香 ,诸花盛发时 ,“白石庄 ,三里

河 、高梁桥外 ,皆贵戚花场 ,好事者邀宾客游之 ”,城内的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

李皇亲园、郭博平瀚园等亦是胜地 五月 ,端午节 ,“掣酒游高梁 ,或天坛 ,薄暮

争门人 ”,五六月间 ,游积水湖及附近各处园林寺观等。《北京岁华记 》的这些

记述与《帝京景物略 》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述颇有一致处。这可以视为陆启法秉



持实录原则的证明。

另外 ,《北京岁华记 》对北京节日民俗生活的记录表现出鲜明的时空特微

和个人色彩。

《北京岁华记 》是对明末北京这一特定时空岁时节日民俗生活的展示 ,反

映了明末都城北京的风貌和品格。在这本书里 ,我们随处可以见到只有北京才

可能拥有的节日活动和节日场景 ,比如元旦“朝贺毕 ,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

「、六科 、尚宝司、中书 ,即于署中各行礼 ”。即便有些活动亦为其他地方所共

享 ,它们也体现了北京的特色。如端午节是全国流行的节日 ,文中写“至日 ,掣

酒游高梁或天坛 ,薄暮争门人 ”“天坛中 ,颇有决射者 ,或曰射柳遗意 ”“用

角黍、杏相遗 ”等 ,就反映了北京的独特风貌。

《北京岁时记 》是陆启法的作品 ,他的人生阅历 、政治倾向、当下心境、写

作水平等等均影响到他的写作意图、体例和风格 ,从而使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

鲜明的个人特色。

体现在写作意图上 ,就是他不仅借《北京岁华记 》进行个人情感上的怀

旧 ,像《梦粱录 》、《东京梦华录 》、《岁华忆语 》等作品那样抒发“知时异事殊 ,

城池苑囿之富 ,风俗人物之盛 ,焉保其常如畴昔哉 缅怀往事 ,殆犹梦也 ”①的感

慨 ,而且有借以激励有志之士光复明朝的政治意涵。

体现在内容 、风格上 ,就是用整体上简约但又详略有当的文笔着重描述京

城岁时节日生活的繁华景象。《北京岁华记 》篇幅不长 ,总共不到 字。用

如此少的文字描述一年的岁时节日生活 , 又要让人产生向往倾慕之心并不是

容易的事 , 但作者却能够凭借较高的技艺处理得恰到好处。除了作者语言简

洁 ,往往寥寥数字就能准确表达出十足的意蕴 ,故而省却了许多笔墨外 ,其主

要方法就是对岁时节日活动内容做不同的剪裁 ,详写宴会 、游戏 、竞技等最能

体现一岁繁华的事物。相比于其他 ,他在描写清明节高梁桥杂技、东岳大帝庙

会 、五六月间游积水湖 、八月斗蟋蟀 、斗鸡等内容时 ,就不惮用笔墨。比如他写

上巳 ,只用了 个字 ,“上巳日如土谷祠 ”,写蟋蟀 ,则除了写蟋蟀豢养的普遍

性 ,还专门写及蟋蟀的盆屋 ,盆屋的装饰乃至争斗的形式和胜利后的情状 ,内

容充实而细致 。

在体例方面 ,《北京岁华记 》以“节日名称 ”和“某月杂事 ”为目来编排内

容 ,形成了一个在体例上颇具特色的文本 。具体而言 ,它将“元旦 ”、“灯节 ”、

“清明 ”、“端午 ”、“七夕 ”、“中秋 ”、“重阳 ”、“十月朔 ”、“冬至 ”单独列出 ,

其下记录该节的主要习俗活动 , 而将其他有特定日期或无特定 日期的岁时习

俗活动统统按月度列人“某月杂事 ”之中。这种编撰方式将若干节日与“某月

杂事 ”并举 ,使人仅靠目录就能判断哪些节日在作者眼里更具有重要性。

从《北京岁华记 》的记述中 ,我们还可以看到明末帝都对时尚的追求。时

①吴自牧 《梦粱录序 》, 梦粱录 》,浙江人民出版社 , 年。



尚追求新奇 , 强调时效性 , 通常表现为一部分人以花销数量不菲的金钱为代

价 ,以赢得对于某些具有新奇性或稀缺性物品、服务的优先占有和享用 。比如

新年时节 ,黄瓜 、豆荚是反季节蔬菜 ,但宴席上“相尚 ”,牡丹 、芍药 、蔷薇是反

季节鲜花 ,茉莉 、素馨花不仅反季节而且多生长于南方 ,但“贵戚倡家竞插 ”,

也就难免价格高得令人啧舌了。更能反映时尚特点的是陆启法对清明茶的记

载 “清明后三日 ,新茶从马上飞至 ,初至日 ,宫价五十金 ,外价三二十金 ,时刻

渐减 ,不一二日 ,即二三金。”在这里 ,新茶作为饮品的质量高低已经十分次要 ,

能不能早一点得到它才是人们关注和看重的。“一分价钱一分货 ”的按质交易

标准暂时失效 ,无形的“时间 ”已经具备了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价格 ,而且价格

不菲 ,这正是时尚的典型表现。

三、《北京岁华记 》作为岁时民俗文献的局限性

作为岁时民俗文献 ,《北京岁华记 》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首先 ,《北京岁华

记 》所描述的对象 或曰本文 是特定时空的岁时节日文化与生活 ,它包罗万

象 ,丰富多彩 ,将其毫无遗失地用文字描述出来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 ,尽管

《北京岁华记 》基本遵循实录的原则记述了明朝北京一带年度周期中各个月

份和节 日中的民俗生活 , 它所展现的也只是明代北京岁时节 日生活的部分内

容而非全貌。事实上 ,《北京岁华记 》只有 《 徐字 ,这样的篇幅也限制了记

录的翔实与完整 ,在一些地方它远不如《帝京景物略 》“春场 ”部分对岁时节

日民俗的专门描述。以十月一上家为例 , 北京岁华记 》仅有“上家如中元 ,不

邀宾客 ”数字 ,简明扼要 《帝京景物略 》的描述则是 “十月一日 ,纸肆裁纸五

色 ,作男女衣 ,长尺有咫 ,曰寒衣 。有疏印缄 ,识其姓字辈行 ,如寄书然 ,家家修

具夜奠 ,呼而焚之其门 ,日送寒衣。新丧 ,白纸为之 ,日新鬼不敢衣彩也。送白衣

者哭 ,女声十九 ,男声十一。’,匡显然《帝京景物略 》所载要翔实完备得多 ,对复

原明代北京岁时节日生活原貌的资料价值也就更大。

其次 ,任何书写都包含着书写者对材料的选择和处理 ,是书写者用特定修

辞手段对材料的精心编织 ,在将“本文 ”变成“文本 ”的过程中 ,就不可避免地

带着书写者的主观意图。这些主观意图深刻地影响着甚至决定着书写内容和

书写方式的选择。所以一个文本只是给了阅读者一个书写者眼中的世界。《北

京岁华记 》是陆启法表达其政治倾向、希望通过自己的描绘去激发有志之士匡

复大明决心的一部作品 , 这就决定了他在选材时会更偏向于那些能够彰显繁

华、热闹与美好的事物景致和行为。事实也正是如此 ,在 北京岁华记 》中 ,我

们满眼看到的是其乐融融的太平盛世景象 , 至于行将灭亡的末世社会的不安

和腐朽则几无踪迹可寻。

再次 ,《北京岁华记 》写于作者离开京城四年之后 ,是一本忆旧之作 ,书中

①刘侗、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北京古籍出版社 , 年 ,第 页。



也难免有失实之处。比如 宛署杂记 》第十七卷有“观洗象 ”“每年初伏起 ,锦

衣卫官校 ,日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外壕内洗灌 ,至三伏而止 ,观者如堵。”叹
《帝京景物略 》中也有洗象的内容 “ 六月 三伏日洗象 ,锦衣卫官以旗鼓迎

象出顺承门 ,浴响闸。’,罕月该书引王继皋诗 六月九日宣武门外看洗象十韵 》,

亦可知时在六月。虽然这些记载的具体日期也有不一致处 ,但三伏日是以二十

四节气之一的夏至为起计算 , 故而不同年份的三伏日在传统历法中的具体日
期并不相同 ,兼以洗象不限于一 日 ,因此记载日期的不一致处可以得到合理解

释。既然如此多的记载都说洗象时在六月 ,《北京岁华记 》时在“八月 ”的记载

就极有可能失实。

因此 ,就研究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而言 ,只有把明代地方志、明人诗

词曲、小说、正史以及 《帝京景物略 》、《酌中志 》、《宛署杂记 》、《万历野获

编 》等不同类别的文献结合起来辨析使用 ,才能对明代北京的岁时节日生活有

更好的认知和理解。

附录 《北京岁华记 》上海图书馆藏手抄本 ,标点为笔者所加。

客燕二十年 ,略识岁时俗尚。甲申之秋 ,有过而问焉者 ,为忆所知 ,录

之于笔。今天子方建恢复大计 ,异时仍鼎故都 ,则游辙仕履且复亲见之 ,何

用此咕咕为

元旦

朝贺毕 ,百官皆吉服三日。内三衙门、六科、尚宝司、中书 ,即于署中各

行礼。

贵戚家悬神茶、郁垒于户。

民间插芝梗相叶。

小 七女剪乌金纸作蝴蝶戴之 ,名日“闹嚷嚷 ”。

隔岁作大胡饼出晌客 ,虽风裂壤燥必食之。

灯节

初八九日 ,陈设灯市 ,至十八而罢。百货骄集 ,两行高楼 ,游者坐其上 ,

下观贵戚竞饰车马。夜则悬灯楼上 ,张宴戏 ,多至达旦。人家用粉惨寒食馈

贻 ,遍市甫之 ,五花帚为号。

宴席间 ,相尚以黄瓜豆夹为供。一瓜之值三金 ,豆一金。点茶用椿芽蒲

笋 ,发之冰下。

牡丹、芍药、蔷薇俱有花 ,较春时薄小 ,一瓶值数千钱。贵戚倡家竞插

茉莉、素馨花。

①沈榜 《宛署杂记 》,北京古籍出版社 , 年 ,第 页。

②刘侗 、于奕正 《帝京景物略 》,第 页。‘,匝承门”即“宣武门”。



大内衣经、帷帐、器物 ,尽尚灯景。

官里放灯假五日 ,夜饮不禁。

十六夜 ,妇女俱出门走桥 ,不过桥者不得长寿。手携钱贿门军 ,摸门锁

即生男。

正月杂事

十九日 ,车马游白云观。观中供丘长春道士。相传元顺帝割其阴 ,令出

入宫禁 ,阉之好道者宗之。凡羽流方士 ,骄集前后 ,羽扇蒲棕 ,飘然示物外

意。或有白须发人 ,跌坐不语 ,众指日神仙云。

冰浮 ,金鱼池上 ,酒肆排列 ,缘天坛北 ,地有泉源 ,人家掘地可得水。

二十五日 ,人家早起市鱼肉牛羊等 ,自晨达旦 ,态咦竟日 ,客至亦留 ,

苦求尽饱而去 ,名日“填仓 ”。

清明

老少皆插杨枝于鬓。

携酒集高梁桥 ,日采青。

自二月进香泳州碧霞元君庙 ,其人不论贵贱男女 ,额贴金字一片。金

亭如屋 ,坐神像其中 ,绣旗瓶炉前导 ,以清明日从高梁归者为上香。过桥岸

时 ,则有杂技人舞弄于前。其人翻身上腾 ,能于空中旋转数四。或植竹于

地 ,令七八岁男子援而上 ,挺立盘舞 ,或一手倚竿 ,四体虚张 ,顿一坠地 ,则

端立不动 ,或两马相奔 ,人各易之。或两弹追击 ,迸碎空中。上陵官类于是

日致祭。祭毕 ,游西山及利玛窦坟以入城。

清明日始卖冰。冰人以两铜盏合而击之。

游人路过田戚碗门 ,必下马观铁狮子 ,是元元贞元年所造。

清明后三日 ,新茶从马上飞至。初至日 ,宫价五十金 ,外价三二十金 ,

时刻渐减 ,不一二日 ,即二三金。

二月杂事

男妇上家 ,必要亲友偕行 ,祭毕 ,醉饮而归。

清明次日 ,花木皆出窖 ,诸瓜菜种下地。

魏忠贤家遗有玉兰花、桃花各二树 ,银作枝梗 ,绿松作叶 ,玉兰是白玉

片 ,桃花是红玛瑙。盆中石子 ,杂金银玉石为之 ,沿盆款云“苏杭织造李定

恭进二月花 ”。

三月杂事

上巳日上土谷祠。

东岳大帝庙 ,在朝阳门外 ,二十八日诞辰 ,士女骄集。南人优伶竞作奇

异台阁人物 ,哄动满城。到庙时 ,履展脱落、稚子遗失者 ,每喧呼于路。香供

毕 ,南游游黑松林庙 ,中有拳斗跳掬等戏。

迩年西郊新建西岳庙 ,骄列群房数十间 ,纵人博钱。常有百徐人持钱 ,

权子母其间 ,一刻展转 ,动获数倍 ,田戚碗主之。



四月杂事

初一日 ,戒坛开 ,城中人竞往西山进香 ,历香山、潭拓、碧云 ,至八 日而

止。山中幽僻地 ,咸设酒肆 ,戒坛外 ,贫妇卷翅漆居其中 ,以待无耻之僧徒。

内监于此散钱 ,亦云布施。

诸花盛发 ,白石庄、三里河、高梁桥外 ,皆贵戚花场 ,好事者邀宾客游

之。在城则有冉都尉寓园、铁狮子巷、李皇亲园 ,而郭博平瀚园傍倚后湖 ,

尤得水色为胜。

八之日 ,各寺浴佛 ,以佛生在兹日 ,婴时宜沐。

四月十三上药王庙。

端午

朔日至旬秒 ,女儿艳服 ,带花满头 ,盛过元宵。至日 ,挚酒游高梁 ,或天

坛 ,薄暮争门入。天坛中 ,颇有决射者 ,或日射柳遗意。

用角黍、杏相遗。

五日前 ,民间不得市苏州席子。

是 日生子 ,束一木或荆条 ,祭于堂 ,斩其木五六尺许 ,祝日 “如是止 ,

勿长抵户。”

无赖子弟臂作字 ,或木石鸟兽形 ,必取是 日 ,云 “孟尝君生日 ,作我证

盟。”

五六月间杂事

元积水湖 ,湖上有净业寺 ,寺临湖畔 ,荷花芦获 ,周三里许。五六月间 ,

携酒纳凉虾菜亭下 ,水从西山来 ,过高梁 ,舞水关流入湖 ,注于大内 ,出玉

门桥 ,入通惠河 ,其盛在夏 ,讲溯怒流。湖之四傍 ,有金刚寺、莲花庵、米家

漫园、普门上人七枝庵 ,其徐贵戚园亭 ,不可胜记。渡德胜桥而南 ,水田八

百亩 ,种稻上供。

贵家设客 ,取巨冰一二方置座右 ,凛然寒色。

苹果、文观、秦香、李、银桃 ,是果中上品。

燕地种竹宜暑 ,市竹者日相望于道 ,花亦然。花有丁香、珍珠 ,及南方

茉莉、山丹之类俱备 ,凤仙、蜀葵 ,亦出市上。

藏果者 ,类于此时寄于冰厂 ,冬月出市之。

南市树鲜至 ,贵戚竞相晌值。其法以菜子油浸 ,味色俱发 ,用向腥助之。

六月十二日 ,御厩洗马于积水湖 ,导以红仗 ,五色云锦 ,中有数头 ,锦

帕覆之。最后独角青牛至 ,诸马莫敢先之。

七夕

七夕 ,宫中最重 ,各家俱设宴星河下 ,老丑妇则否。儿女对银河作拜。

市上卖巧果 ,人家所有鱼鸟什器 ,悉剪形肖之 ,五色俱备。

七月杂事

中元节前亦上家 ,如清明 ,各寺设盂兰会 ,以长椿寺为盛。寺属大内设



供 ,有佛骨一节如专车舍利子 ,变动可观。

妇女夜路 ,哭若招魂。

晦日为地藏佛诞 ,供香烛于地。

取玉田砂子 ,揽糖其中 ,烧栗子松美 ,他方效之 ,多不及。

积水湖、泡子湖 ,各有水灯。

中秋

人家各置月宫符像 ,陈供瓜果于庭 ,男女肃拜烧香 ,旦而焚之。符上兔

如人立。

饼面咸绘月中蟾兔。

有习幻术者 ,游于王内监家 ,能令月下庭间 ,人相率游月中 ,庭外皆无

光色。

八月杂事

蟋蟀俗名蛆蛆 ,自五侯七贵及内档民间悉养之。其盆屋以宣窑、嘉窑

者为最 ,窑以灯泥 ,花以耍孩儿、折梅枝为最。群聚而斗 ,金钱珠宝无算 ,斗

而胜 ,标红旗于首。

杂养诸虫 ,促织又名金钟者 ,雄雌应声 ,如击铃 ,然奎之乃应。

蟋蟀经霜后 ,懦不复劲 ,乃有斗鸡之戏。养鸡家 ,经年喂饲 ,候其燥湿

饥饱 ,不得休息。斗有主家 ,名日桩 ,满身血淋 ,斗不倦不日负 ,鸣而出栏则

负 ,其名有塞上霜、九斤黄、铁找率、御府班等号。

十二日为始 ,更三日为期 ,三期浴象于宣武门城下。象即水交 ,河水通

赤。

重阳

重九 日 ,或佛阁 ,或西郊高阜 ,三三五五 ,集无定所 ,阜城门外真觉寺

中金刚宝座为胜。

头带吉祥字。

市上卖糕杂果 ,取高字同音 ,无家不食。

九月杂事

菊花筱而养之 ,花多为贵 ,西郊诸名园 ,悉用香油幕笔之避日 ,夜则撤

开以就露。

霜降后斗鹤鹑 ,笼于袖中 ,若捧珍宝。

臂鹰手鹤 ,遍于路衡 ,射猎事始是月。

十月朔

上家如中元 ,不邀宾客。

女子缠足 ,用荻灰汤。荻以是月斩伐 ,故候之。

祭用豆泥骨朵。

十月十一月间杂事

人家早道户塞窦 ,喜食兔羹。



女既嫁者多于是时归宁 ,为母洗灌 ,日“报娘恩 ”。

花木悉藏于窖。

始造酒 ,魏碗名酒日送秋香 ,日霜天一色 ,须十月成之 ,前此后此俱不

佳 。

琢石如弹丸 ,置于地 ,以足送之 ,前后交击为胜。羊胫骨为博具 ,抛而

合之 ,凝者为胜 ,宫中乃滚铜肖骨。

冬至

冬至朝贺 ,吉服如元旦。各王马献马 ,御幢设午门前 ,临视之 ,黄色画

龙其上。

民间不相贺。

竟买暖耳 ,市价踊贵。自辽东叛后 ,有东西点之别。

始击揭鼓。鼓用铁为围 ,单皮覆之 ,每十人、五人聚而击 ,女子亦然。

腊月杂事

八 日 ,寺僧竞造粥糜 ,杂各果信之。

束梅于盎 ,匿地下五尺许 ,更深三尺 ,用马矢灌火使地气微温 ,梅渐放

白 ,用纸罩笼之 ,卖于市。小桃、郁李、迎春皆然。

雪后 ,侯贵出猎 ,人马衣装 ,极其华炫。暗携推兔 ,放之围中 ,射得之 ,

归鞍竞带为美观。

凡行馈怡 ,此时悉用鲜果为上 ,银桃、苹果一枚所值一二百文计。

女子脸坐于炕 ,火薰其下。

逼岁始备新衣 ,富者衣于岁前 ,示有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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