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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吴语中的歇后语，有不少是记录了吴地的民俗风
情，真实地反映了吴地的社会面貌及风土人情。以吴语歇后
语为研究对象，对其中记载的岁时节俗，进行细致的描写与
分析，为吴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尽自己的微薄力量。研究吴语
歇后语及其所反映的民俗风情，有利于传承和弘扬吴文化，
为地域文化的挖掘注入新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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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风情，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从
古至今它一直为人们所关注，并不断地传承下来。作为一种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理应重视并研究民俗风情的文化内
涵，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据考察，学界对于歇后语与汉
文化的研究成果，并不算少：学者们多把目光投向了汉语共
同语层面的歇后语，而对方言歇后语的研究却少之又少，当
然，这种状况对地域文化的深入而全面的研究来说，无疑是
一个缺漏。

需要说明的是，吴语歇后语的语料，主要来自《苏州市
志》中的第五卷“方言”[1]，另外，我们还通过查阅其他资料以
及实地走访收集到一些。
1 历史的痕迹

中国的岁时节俗是以原始崇拜为基础的。人类在生产
力条件不发达的情况下，面对大自然的种种现象无能为力
而产生恐惧心理，渐渐地形成了所谓原始崇拜。吴地历史悠
久，古时候的节俗，为神秘的原始宗教气氛所笼罩。

有的习俗历时久远，依旧在歇后语中保存完好。亦有不
少歇后语，从古时候的节俗文化衍生出现代寓意，以告诫后
人。

例如，我国的春节一般是从祭灶揭开序幕的，有些习俗

还在延续着，特别是祭神祭祖仍是过年的大事。例如：
灶王爷上天———有一句说一句
廿五送灶———七颠八倒
在吴地习俗中，本该是腊月廿四送灶王爷的，不应该是

廿五送，所以此句之意是指做事情乱了套。所以这句话就是
形容等人在适当的地方。

下一句歇后语源自吴地习俗“接路头①”。路头菩萨是吴
人所信奉的一位财神，每年正月初五要祭祀迎接，图来年吉
利，财源茂盛。这样的菩萨谁敢得罪？请看：

路头菩萨———得罪不起
此语常用来形容过去那些大好佬。
雷公司掌天庭雷电。雷公名始见《楚辞》，因雷为天庭阳

气，故称“公”。雷公长得像大力士，袒胸露腹，背上有两个翅
膀，脸像红色的猴脸，足像鹰爪，左手执楔，右手持锥，身旁
悬挂数鼓。击鼓即为轰雷。雷公电母之职，原来是管理雷电。
但是自先秦两汉起，民众就赋予雷电以惩恶扬善的意义。认
为雷公能辨人间善恶，代天执法，击杀有罪之人，主持正义。

相传农历六月廿四是雷尊（雷公）生日，旧时老苏州人
有吃“雷斋素”习俗，据说可消灾避瘟，斋期一般从六月初一
至雷尊生日止，要吃满斋期方可开荤。于是便流传这样的一
句话：

雷斋素期满———开荤
丧葬习俗流传至今，已经有几千年历史。其仪式庄严肃

穆，停尸，报丧，吊唁，入殓，丧服，哭丧，下葬还包括做七，招
魂送魂，下葬择日等，因此在吴语的演变发展中，丧葬习俗
也融入在其中。

吴语歇后语发展至今，有关丧葬习俗的歇后语大都成
为以幽默风趣的语调告诫后人的警语，字面仍带有最初的
意味，例如：

空棺材出丧———目（木）中无人
出丧的时候，棺材里面应该是去世的人，但如果是空棺

材的话，说明里面没有人，而且正好棺材是木制的，那就是
木中无人。这里用同音字，形容一个人傲慢自大。

与棺材相关的歇后语也是讽刺意味十足，吴地人民的
智慧与幽默也通过歇后语流传至今。

棺材横头画花———鬼讨好
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有数
棺材里射箭———死人弄弓
棺材里伸出手来———死要铜钿

2 务实的精神
许多民俗现象在歇后语中得到了客观反映，蕴含民俗

成分是吴语歇后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吴地反映岁时节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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歇后语同样也蕴含着吴地人民的务实意识，表达了吴地人
民对客观事物的真实看法。

吴地人民多敬奉城隍，大大小小的城隍庙不计其数，如
苏州祀战国时春申君黄歇，上海祀秦裕伯，杭州祀周新、文
天祥。人们奉祀城隍，以求地方平安、风调雨顺。一直以来，
人们对神灵深信不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开始质疑神
灵的权威性，这是人从原始的神灵崇拜向理性的独立思考
迈出的第一步。例如：

城隍菩萨生病———老爷勿灵②

吴地人民在反映岁时节俗的歇后语中保留了对事物现
象的看法、透析，关注实际生活的智慧。如：

正月十五的走马灯———反复无常
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又叫灯节，旧时有放灯习俗。苏灯自

宋以来就名闻天下。明清时每年节前，皋桥、吴趋坊一带便
出售各色花灯。灯铺多达 100 余家，其中走马灯最有特色。
清末民初，苏州放灯时间为五日五夜，从十三日晚试灯始到
十八日落灯止。

走马灯外形多为宫灯状，内以剪纸粘一轮，燃灯以后热
气上熏，纸轮辐转，灯屏上即出现人马追逐、物换景移的影
像。在吴地人民看来，走马灯影像飞速流转，变幻莫测的特
点，正如在这世间我们所面对的千变万化的各种情况，没有
准确的时候。又如：

正月十五放烟火———好景不长
烟火美丽却一瞬即逝，正如美好的景象往往昙花一现，

不能长存。吴地人民从烟火得到的不仅仅只是美的感受，更
是对人活在世的感慨：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正因为如
此，人们更应该珍惜大好的时光。

吴地的人们往往能将岁时节俗中的种种现象与现实实
际联系起来，来引导自己正确的劳作、生活，这体现了吴地
人民务实的理念。

歇后语是中国劳动人民自古以来在生活实践中创造的
一种特殊语言形式，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从某种
程度上讲，歇后语可以看做是语言的活化石，它在时间的长
河中保留了社会的历史痕迹。这些歇后语都是吴地劳动人
民对岁时节俗的理解，显示了理性观念在节俗中的深远影
响。
3 文化的传承

几千年来人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精神生活都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们对岁时节俗的高度重视没有变。岁
时节俗作为地域文化的结晶与传承载体，人们继承岁时节
俗就是在传承文化。当然，吴语歇后语中不仅有岁时节俗的
文化因素，还有其他的文化内涵，有待我们进一步挖掘。庙
会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民俗文化。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这是一个吴地家喻户晓的歇后语，而“八仙”③自然也是

人们心中的神，“轧神仙④”现已经成为一种吴地民间的庙会
活动。

我国古代历法，对于岁首一向十分重视:占人有所谓“月
建”的观念，即把子丑寅卯等十二干支和十二月份相配，通
常以冬至所在的月份配子，称为“建子之月”；周代的历法，
正是以“建子之月”为岁首，也就是把冬至看作一年的开始。
“邑人最重冬至节”，吴地人将冬至看作十分重大的节日，故
今吴文化中仍有吃了冬至夜饭长一岁的说法，俗称“添岁”。
史传，冬至这天在周代是新年元旦，所以在吴地流传着“冬
至已过———来日方长”这一歇后语。

吴语歇后语里面有对未来生活的向往，对一年美好的
期冀，但是爱情故事是必不可少的。杜牧有诗云：“银烛秋光

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
星。”正如：

牛郎配织女———天生一对
民间相传，织女是王母娘娘的外孙女，是智慧贤淑的代

表。传统的七夕是妇女祭拜织女的日子，用‘磐巧’的方式向
织女乞求智慧和巧艺，因此也叫“乞巧节”。

至今，太仓仍流传有牛郎织女的众多传说故事和相沿
成习的“七夕节”风俗，并保留有中国唯一一座织女庙遗存。
吴地妇女在这天拜织女，想要讨得智慧，也因此演化出乞灵
巧、拜双星、吃巧果、染指甲、祈姻缘等多种民俗。

节俗的特定形式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它是一个民族的
凝固剂。它使处于不同阶层的人们，在这些特定的日子里，
遵从这些共同的特地形式，得以凝聚一体。人一代一代的变
化，岁俗却一年一年地重复，但是内容却是固定的：

正月十五打牙祭———一年一回
年初一当当头———头一票
年三十夜里杀兔子———有伊呒伊照样过年
这固定的形式也不能随意更改：
大年初一看历本———好日脚勒后头
十二月里吃冷水———滴滴勒心头
太岁头上动土———自取其祸
正月十五贴门神———晏仔半月
这几条歇后语从表面看，只是涉及了简单的吴地生活、

节日习俗，但是其意义却极为深刻。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
一旦改变了，就会让人心里不舒服，因为这对于吴地的人来
说不仅只是一个节俗，更是代代相传的文化，一条串联古今
文明的纽带。

节日民俗的内容在逐年重复中得到强化，以至于稳固
化，由此民俗信仰、社会信仰也在强化、民族的凝聚力也在
加强。人类无法使时间停滞，但是岁时节俗却使吴文化得以
传承，吴地精神也得以延续。自然的时间流逝了，一去不复
返，但是岁时节俗将吴文化过去现在和未来有机地连结起
来，过去凝聚成传统在现在体现，并将延伸到未来。

注释

①接“路头”、请“路头”的风俗在苏州特别流行,固然是苏州工商业
发达的缘故,但也有它特殊的来历.路头也称五路财神,其实原先
五路并不是财神,而是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苏州抗倭牺牲的义
士何五路.

②城隍,是汉族民间和道教信奉守护城池之神.宋代以后,城隍开始
人格化、多以去世后的英雄或名臣奉为城隍神.

③所谓八仙,就是指由道教的八位神仙组成的一个神仙群体,他们
是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
国舅. 关于他们的完整说法始于元朝 (1206- 1368 年), 到明朝
(1368- 1644 年)正式定形.

④农历四月十四是吕洞宾(“八仙”之一)的仙诞,俗称“神仙生日”.传
说吕洞宾在这一天混迹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凡有奇疾难愈者,
往往有缘得到治疗,大家都想碰碰运气,得到仙人的恩惠,俗称“轧
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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