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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永夏

“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
花朝一半春。万紫千红披锦
绣，尚劳点缀贺花神。”清代
诗人蔡云的这首《吴歈》诗，
很好地表现了旧时江南民间
庆贺百花生日花朝节的盛
况，读来令人满目锦绣，如临
其境。

花朝节又名花神节、挑
菜节、百花生日等，是我国汉
族的传统节日。花朝节的日
期，一般为农历二月十五日。
但由于各地的气候不尽相
同，日期也不完全一致。除二
月十五外，也有的在二月初
二、二月初十、二月十二、二
月二十二等。此时，春回大
地，万物复苏，草木萌青，百
花初放。在这春光明媚的吉
日良辰，人们以多种方式为
百花庆贺生日，其中较著者
有赏红、赏花、祭花神等。

赏红是一项传之久远也
比较盛行的节俗活动。过去
每到花朝节这天，家家都将
五彩丝绸系在花枝上，以此
来给百花祝寿。那些鲜艳的
彩带缀于枝头花苞间，随风
飘舞，绚丽多姿，构成了一道
亮丽风景。正如清代诗人张
春华在《沪城岁事衢歌》中所
写：“春到花朝染碧丛，枝梢
剪彩袅东风。蒸霞五色飞晴
坞，画阁开尊助赏红。”

赏红在我国分布很广，
江南尤甚。清顾禄的《清嘉
录·二月》中就载有清代苏州
一带赏红的情景：“(二月)十
二日，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
剪五色彩缯粘花枝上，谓之
赏红。”胡朴安的《中华全国
风俗志》中也介绍说：“十二
日花朝，闺中裁红，系之花

木，风来招展，红绿参差，亦
春光之小点缀者。”

赏红不但在民间盛行，
清代时在宫中也很受重视。

《清稗类钞·时令类》就记载
了慈禧太后赏红的情景：“二
月十二日为花朝，孝钦后至
颐和园观剪彩。时有太监预
备黄红各绸，由宫眷剪之成
条，条约阔二寸，长三尺。孝
钦自取红黄者各一，系于牡
丹花，宫眷太监则取红者系
各树，于是满园皆红绸飞扬。
而宫眷亦盛服往来，五光十
色，宛似穿花蛺蝶。”

赏红之俗，据说起源于
唐代的护花幡。唐人小说记
载，唐天宝年间，有个叫做崔
玄微的文人十分爱花。有一
年二月，他游园赏花时碰到
几位妙龄女郎，向他诉说她
们害怕恶风侵害，经常乞求
风神十八姨庇护，后来得罪
了十八姨，失去庇护。因此请
求崔玄微，每年二月初一做
一个朱幡，上面画上日月星
辰，挂于花枝上，这样即可帮
她们避难免灾。崔氏如法照

办，二月初一这天将朱幡挂
于花枝。果然这天狂风大作，
将树木连根拔起，唯独园中
的繁花安然无恙。后来这种
朱幡就被称作护花幡，爱花
者竞相效法，相沿成俗，广为
流传。

“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
乐事谁家院。”《牡丹亭》中的
这句唱词，很好地表达了古
人赏花的美好心情。而在花
朝节赏花，更加别具风味。

过去在花朝节这天，民
间、宫中都有赏花的习俗。在
唐代，这一习俗主要流行于
上流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武
则天就是一个爱花成癖的
人，每到花朝节这天，她都要
率领群臣、宫女游园赏花。在
尽兴欢乐之余，她还令宫女
采集百花，和米捣碎，蒸成花
糕，赏赐群臣。一些文人雅士
也常在花朝节这天郊游宴
饮，赏花赋诗，与花同乐。

到了世俗生活丰富的宋
代，随着花卉深入到人们生
活的方方面面，赏花也进一
步从宫廷走向民间，成为花
朝节的重要内容。宋人吴自
牧在《梦粱录》中简要记述了
南宋都城临安花朝节赏花的
盛况：“仲春十五为花朝节，
浙间风俗，以为春序正中，百
花开放之时，最堪游赏。都人
皆往钱塘门外玉壶、古柳林、
杨府、云洞，钱湖门外庆乐、
小湖等园，嘉会门外包家山
王保生、张太尉等园，玩赏奇
花异木。最是包家山桃开浑
如锦障，极为可爱。”

清代花朝节赏花，依旧
热闹非凡。清人潘荣陛在

《帝京岁时纪胜》中记述了
当时北京赏花的情景：“十
二日传为花王诞日，曰花
朝。幽人韵士，赋诗唱和。春
早时赏牡丹，惟天坛南北
廊、永定门内张园及房山僧
舍者最胜。除姚黄、魏紫之
外，有夭红、浅绿、金边各
种，江南所无也。”

花朝节这天，各地还有祭
祀花神的习俗。民间所说的花
神，指百花的神灵或司花、护
花的神灵。传说最早的花神是
一位叫女夷的女子，因擅长养
花而被奉为花神。后来人们认
为自然界的花卉众多，一位花
神太少，故又出现了“十二花
神”等多位花神。又因南北各
地的花卉不尽相同，所以“十
二花神”也不完全一样。江南
各地流传的“十二花神”为：正
月梅花江采苹、二月杏花杨玉
环、三月桃花戈小娥、四月牡
丹丽娟、五月石榴公孙氏、六
月莲花西施、七月蜀葵李夫
人、八月桂花绿珠、九月菊花
梁红玉、十月木芙蓉貂蝉、十
一月山茶王昭君、十二月水仙
甄宓。

有了花神，就要立庙祭
祀。过去各地都建有花神庙。
每到花朝节这天，人们不仅
要前往花神庙焚香献祭，有
的还演戏娱神，还有的举行
盛大的花神庙会。如北京西
南的丰台花乡，就有东西两
座花神庙。西花神庙庙门上
高悬着“古迹花神庙”匾额，
前殿供奉花王及各路花神的
牌位。每年花朝节这天，丰台
十八村的花农都来这里进香
朝拜，祭祀花神，祈求花神保
佑，使花木繁盛，花果满枝，
年年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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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茂

白居易有诗云：“官初罢后归
来夜，天欲明前睡觉时。起坐思量
更无事，身心安乐复谁知。”遭遇
逆境，无事顺心，忧心烦恼，辗转
反侧，这是许多人都会遇到的状
况，能够很快忘却纷扰的人并不
多，可能因为他们没有反思“身心
安乐复谁知”。

据央视财经消息，中国有超3
亿人存在睡眠障碍，其中3/4在晚
上11时以后入睡，1/3要熬到凌晨
1时以后入睡。2020年上半年，疫
情导致很多人长时间居家，又加
剧了这一状况。调查显示，大部分
人的睡眠时间增多了，但睡眠时
间整体延迟了两到三个小时，对
睡眠问题的搜索量也增长了
43%。这么多人睡不着觉，我有了
探索的兴趣。

动笔前，我一直在思考起一
个什么合适的题目，因为名不正
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猛然
间想起白居易《睡觉偶吟》中的一
句话“天欲明前睡觉时”，心想反
其道而行之岂不更好？于是才有
了“南柯一梦到天光”。看起来得
来全不费功夫，其实大有丘壑。一
般人印象中的白居易爱好自然，
生活考究，信奉“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格言，也是
陶渊明的仰慕者。他爱“灵鹊怪
石，紫菱白莲”，也爱翠竹香茗、诗
酒音乐，行走交友，潇洒一生，他
怎么也会有睡不着觉的时候？真
是颠覆认知！

探究睡眠问题，还源于自己
的两段失眠经历。

高中二年级时，因为学业压
力大、生活条件差，我患了严重的
神经衰弱症。在大约三年时间里，
我经常看月亮高挂东天，又见太
阳从东山升起。许多同学苦于睡
眠不足，我却感到长夜漫漫无穷
期。我能清晰地感知老鼠或在行
走或在磨牙，也能准确地捕获室
友的梦话。雨疏风骤的晚上，我能
判断是吹折了洋槐树枝，还是扭
断了向日葵秆。我甚至能察觉到
屋后青皮竹拔节的声音，至于鸡
鸣犬吠、群鸟噪林，对我而言是司
空见惯的声响。当运动员进行曲
响起时，我知道跑操时间到了。可
惜我才感到困意袭人，也只能意
兴阑珊地起床了。

作家路遥的早晨是从中午开
始的，我的早晨倒是正常开启，但
没有夜晚，一直生活在按不下暂
停键的白天。找了很多医生，吃了
许多奇奇怪怪又特别昂贵的药，
也不见好转。后来，在一名老中医
的建议下，我暂时丢下教科书，白
天跑步钓鱼，吃新鲜清淡易消化
的食物，晚上打坐入定，摆脱尘世
扰攘，终于可以正常睡觉了。治疗
三年后，我参加高考。虽然强度
高、压力大，天气闷热难耐，我也
能正常入眠，室友却夜不能寐，早
起双眼通红，令人揪心。

又一次出现睡眠障碍是10年
以后的事了。因为要读学位、写论

文，大概有三四年时间，我经常伏
案写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当我上
床时，早睡早起的父亲差不多就
要起来了。如果早晨第一节有课，
我至少要在6点半起床，那时睡意
正浓，无论是闹钟的声音，还是妻
子的催促声，对我来说都是一种
难以忍受的刺激。当工作告一段
落后，我发现自己的生活节奏很
难回到从前，白天昏昏欲睡，一到
晚上就兴奋莫名，如果不喝足量
的酒，就很难在12点前入眠。随着
生活环境、工作性质的变化，我无
法尝试老办法了，只好让自己在
白天更累一些，比如打乒乓球、做
俯卧撑、长距离散步。不仅睡眠状
况没有多少改进，消化还不好，我
开始焦虑，感觉一块大石头压在
心头。

上网求助，结果发现有无数
同病相怜的人。最极端的案例是
印尼的一位老兄，他从来就没有
睡好过觉，因为大把的时间无从
打发，他搞起了耗时费力的微雕，
反而柳暗花明，成就卓著。

但真正让我得到启发的是心
理学方面的著作。研究睡眠的学
者认为，人们显然夸大了失眠的
危害，低估了自己睡眠的时间，因
为人们实际睡眠的时间总是比自
己估计的时间长，大可不必焦虑。
另外，睡眠不在于时间长短，而在
于睡眠质量，取决于是否有深度
睡眠。浅度与轻度睡眠对解除疲
劳、振作精神作用甚微。

我决定恢复正常的作息，到
点上班，节制饮食，按时锻炼，适
时放松。睡觉前尽量不看电视，不
浏览手机，只看喜欢的杂志或者
旧书，努力让自己沉静下来。遇事
兴奋了，不能入眠，我也不焦躁，
继续阅读，或者构思第二天要写
的文章，直到困意袭人。把心沉下
来后，睡眠质量明显提升，不论开
灯，还是有人看电视、划手机，甚
至打雷扯闪，都无法影响我。

我逐步改变晚上熬夜写作的
习惯，学习冰心，尝试早起写文
章。有时5点钟就起床工作，发现
早晨的效率其实是最高的。因为
要顾及上班，无法拖延，迫使自己
节省时间，连上厕所都要压缩到
最短，反而刺激了大脑皮层的兴
奋，工作更高效。我的很多文学作
品、演讲稿、讲义都是早上写出来
的。同事、朋友中有许多夜猫子，
他们刻意将课调到下午或者晚
上，很少听过清晨的鸟鸣，见过初
升的太阳。遇到必须早起的时候，
整个上午都昏昏欲睡，工作效率
极为低下。有人找借口说晚上的
工作效率更高，我总是现身说法，
证明这说法毫无根据。

疫情期间过生日，仿效史传
给自己写了一个序赞，权当小文
结语：年届天命，生活小康。半老
不小，上有高堂。妻贤子孝，桃李
芬芳。嗜茶好酒，无欲求刚。书香
盈室，圣贤在场。秃笔一枝，欲问
苍茫。行走大地，文学观象。鹿鸣
野苹，友接八方。南柯美梦，直到
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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