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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花朝节的文化传统及其重建
 

蒋　玮 , 沈建东

(苏州博物馆 民俗部 , 江苏 苏州 215001)

　　摘　要: 　花朝节在苏州历史悠久 ,苏州花朝节在时间、场所、习俗等方面的“规范”约在唐宋年间基本定型 ,并逐渐成熟

于明清时期 ,这些细节设置都受到苏州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 苏州地区特有的花文化在自然以及人文的背景下亦为花朝节

作为一种民间仪式提供了可考的范式参照。由此 ,苏州花朝节文化体系的重建可以从 5个方面给予考虑: 重建花神庙 ,保护地

方物质文化遗产 ;恢复花朝节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恢复节俗活动 ,为古城旅游业增添新意 ;打造育花基地 ,研制花茶等系列

花产品 ;鼓励花俗研究 ,弘扬生态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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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Tradi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Suzhou Flower Festival

JIANG Wei, SHEN Jiandong

( Dept. o f Fo lk, Suzhou Museum, Suzhou 215001, China)

Abstract: The flow er festival in Suzhou has a long histo rical t radi tion. Suzhou Flow er Festival had a

stable time, place, and custom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then i t ma tured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These details w ere influenced by Suzhou tradi tional culture. And the Suzhou s flower cul ture

a tt ributed an idea o f model reference in natura l and humanistic backg round to the flow er festiv al. Thus,

the suggestions of Suzhou Flow er Festival cultural system s reconst ruction can sta rt f rom the following

fiv e aspects: Rebui lding the f low er temple to protect the material cultural heri tag e; Restoring the flow er

festiv al to protec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covering the t radi tional festiv al activi ties to add new

ideas to the tourism; Bui lding the flow er base to plant f low ers and produce kinds of f low er tea;

Encouraging researches about flow er culture to promo te the eco logical and cultural t radi tions.

Key words: Suzhou; Flow er Festiv al; histo ry t radi tion; natural and humanistic background;

resto ra tion and reconst ruction

1　花朝节在苏州的历史传承

花朝节是自古以来流传于华夏各地、各民族间

的传统民间岁时节令。考诸史料 ,花朝节大约发端自

春秋末期 ,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定型于唐宋年

间 ,并盛行在明清。苏州地区花朝节的衍生情况也基

本遵循这一历程。

花朝节发端于春秋时的说法 ,源自清代秦嘉谟

《月令粹编》引用的《陶朱公书》 ,其中提及百花生日

在农历二月十二日 ,纪念百花从此时诞孕。据《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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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记》载 ,老子“在越为范蠡 ,在齐为鸱夷子 ,在吴为

陶朱公” [1 ]1。可见“陶朱公”是其在吴地的自号 ,其虽

为楚人 ,却长期生活在吴越之地 ,即使《陶朱公书》非

其本人所作而为后人假托 ,那书中所载月令习俗也

应带有吴越痕迹。故据此推论 ,吴地花朝节亦始自春

秋 ,甚至认为苏州地区就是花朝节的源头之一 ,也是

合乎逻辑的。

经魏晋而唐宋乃至明清 ,苏州地区花朝节的节

俗活动逐渐丰富起来并形成体系。明清以降 ,苏州的

方志笔记、小说诗文中对与“百花生日”相关的岁时

节令开始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 明清时期苏州地区

各类节俗活动极为兴盛 ,官府、民众皆参与其中 ,花

神庙也兴盛起来 ,并被写入了苏州史志 ;民国以来 ,

虽然社会政治格局屡变 ,政府无力举办大规模的节

庆活动 ,但苏州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仍保留着“赏红”

等易行的传统节俗 ;且这些花朝节的习俗在民间一

直延续至今。

通过对《姑苏志》、《太仓州志》、《昆山县志》、《昆

新合志》、《镇洋县志》、《清嘉录》、《吴郡岁华纪丽》等

明清地方史料进行解读 ,我们可知 ,明清时期苏州地

区的花朝节对于时间、场所、习俗等的规范已完全定

型和成熟。

1. 1　就时间而言 ,苏州地区风俗不同于唐、宋古

制 ,常以农历二月半为花朝节

　　据《吴郡岁华纪丽》及《清嘉录》等所载 ,明清以

来苏州一向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节。①《红楼

梦》中苏州姑娘林黛玉的生辰即是二月十二② ,林黛

玉又是红楼中的“主花” ,即芙蓉花王 ,可见曹雪芹正

是因袭了吴地花朝节的节令时间。但据清末梁章钜

《农候杂占》引《田家五行》的说法 ,吴中在元末明初

时曾以正月十二日为花朝节 ,不过其按语曰: “今人

但知二月十二日为花朝 ,而不知正月十二日亦为花

朝也” [2 ]3 ,则正月花朝的习俗在苏州可能仅存在了

很短的时间就已消失 ,或如杜华平在《花木趣谈》中

的分析: 《田家五行》原本刊刻有误
[3 ]131

。

1. 2　就场地而言 ,百姓不仅可在家自娱或郊外游

乐 ,还要到花神庙中烧香拜花神

　　苏州花神庙南宋已有 ,据明王鏊《姑苏志》记载 ,

南宋平江府府衙内有座“百花庙” ,官府、百姓每年都

去庙中庆贺“百花大王生日” [4 ]71。明清以来 ,按《吴门

表隐》、《桐桥倚棹录》、《虎阜志》所录 ,苏州先后有过

七座花神庙 ,且有四座集中于虎丘区域。苏州虎丘一

代最早的一座花神庙兴建于明代洪武年间 ,而晚至

清道光年间还曾将土地庙改作花神庙 ,可见苏州百

姓为花神造庙的风气极盛。

1. 3　就节俗活动的设置而言 ,苏州地区皆有饮酒、

赋诗、 赏花等活动

　　据《吴郡岁华纪丽》载 , 清时吴地少女在花朝节

常做“扑蝶”游戏。而其主要节俗则在于“赏红”和虎

丘花神庙祀奉。 苏州地区民间“赏红”多限为少女闺

中乐事。《清嘉录》言: “十二日为百花生日 ,闺中女郎

剪五色　缯 ,黏花枝上 ,谓之`赏红 。”
[4 ]71

《清嘉录》

又引《昆新合志》云: “花朝生日 ,各花卉俱赏红。” [4 ]72

《吴郡岁华纪丽》也记: “剪五色　缯系花枝上为彩

　 ,谓之赏红。”
[5 ]65
以此来点缀节日 ,鼓励花开妍丽。

花神庙供奉典礼则包括献供祝寿、焚香祈祷、吃寿

酒、唱堂名、夜游灯会等 ,花朝节逐渐成为苏州地区

最热闹、 最重要的大型集会活动。 《清嘉录》载百姓

在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 ,以祝仙诞”
[4 ]71

;《桐桥依棹

录》言虎丘花神庙“为园客赛愿之地” [6 ]272; 《吴郡岁

华纪丽》则描述祀奉情景道: “虎丘花农争于花神庙

陈牲献乐 ,以祝神　。”
[ 5] 65
另外 ,苏州地区花朝节还

有吃油炸玉兰片以应节、以花朝这日天晴占花果长

势等特色节俗。

2　苏州花朝节的自然与人文基础

花朝节在吴地的传承、流行 ,与苏州地区特有的

花文化传统有着密切联系。苏州地区传统的花文化

在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环境基础两方面都与花朝节

的文化精神极为契合。

在自然条件方面 ,苏州地处江南 ,是著名的水乡

城市 ,气候温润 ,风景秀丽 ,植物繁茂 ,花事滋荣 ,可

谓江南的“花城”。流传于苏州地区的江南小调《大九

连环》 ,就以苏州各月的当月花期来描绘苏州山塘的

好风光:正月梅花、二月玉兰、三月桃花、四月蔷薇与

牡丹、六月荷花、九月菊花、十月芙蓉、十一月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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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腊梅。 后改编成现在的苏州市歌《苏州好风

光》 ,突出了四季中的春季杏花、夏日荷花、秋天桂花

和冬日腊梅。吴歌中也屡见十二月花名套唱 ,以著名

的苏州芦墟长歌《五姑娘》为例: “正月茶花开放满园

红……二月杏花一开白洋洋……三月桃花开来满枝

梢……四月蔷薇花开放墙浪爬… …五月石榴一开红

似火… …六月荷花开勒池塘里… …七月凤仙叶子长

… …八月桂花开放香飘飘… …九月菊花开勒庭院中

… …十月芙蓉花开朵连朵… …十一月水仙花开白片

片……十二月腊梅一开风雪来…… ” [7 ]183-184可见 ,苏

州四季花开不断 ,几乎月月都有鲜花可赏。

独特的自然环境滋生了苏州花文化的孕育沃

土 ,而在人文基础方面 ,吴地深厚的人文底蕴则奠定

了其花文化基调。

虎丘种花业 ,据《桐桥倚棹录》引《元和县志》所

载 ,传为宋苏州人朱面力败事后子孙种花之遗风 [6 ]393 ,

则宋后虎丘已形成花业雏形。清时 ,虎丘区域自桐桥

往西有数亩养花地 ,由花农种植 ,《桐桥倚棹录》说

“种植之人俗呼`花园子 ” [6 ]391 ,专以种花为生 ,并不

耕田纺织 ,故顾文　《虎丘竹枝词》诗有“四面青山耕

织少 ,一年衣食在花开”
[6 ]393

。虎丘附近的山塘街 ,是

明清时期苏州的“商品集散地” ,花市尤为繁盛。清吴

人石韫玉《山塘种花人歌》中的描写则包罗了山塘的

艺花、种花、买花、卖花、医花、赏花等百态 ,直言“花

下老人号花隐 ,爱花直以花为命”
[6 ]393

。

苏州花农花商种花、护花 ,苏州百姓也爱花、惜

花 ,在衣食住行的生活全方位上皆有“花”的影子。

“衣”者 ,传统苏州水乡服饰乃顾颉刚《苏州史志笔

记》总结的“类似西南少数民族”
[8 ]99

,多为扎包头巾、

穿拼接衫、拼挡裤、束“作裙”、着绣花鞋 ,多用花布制

成或绣以花纹。蔡利民《苏州民俗》言吴地服饰一大

特点即为“衣画而裳绣”
[9 ]96

,花的装饰性极强。 “食”

者 ,以花入馔、入茶是为苏州饮食传统 ,《吴郡岁华纪

丽》就录有玫瑰、珠兰、茉莉、木樨四种花露 [5 ]135 ,《桐

桥倚棹录》记载更全 ,详述了三十余种花露的药用功

能 [6 ]374-375 ,至今苏州采芝斋还制作糖桂花、玫瑰酱出

售。苏州人怜惜玉兰花 ,故将零落开谢的玉兰花瓣带

回家入馔佐餐。苏州花茶品种繁多 ,清时沈复《浮生

六记》便记以荷花窨茶 [10 ]28 ,苏州产的茉莉、白兰、玳

玳花茶 ,也曾名噪一时。 “住”者 ,苏州地名中带“花”

的有“梅花墅”、“丁香巷”、“桂花弄”、“荷花场”、“采

莲路”、“百花洲”、“花萼里”、“杏花里”、“桃花坞”、

“花木桥村”、“百花巷” [11 ]269-308 ,不胜枚举。 “行”者 ,

以行动作解 ,苏州百姓家一直保留赏红习俗 ,从清代

以前的五色彩缯简化为民国以后的红色彩纸 ,仍传

自崔处士的朱幡护花 ,取驱邪避害之意 ,也有以鲜艳

之色来祝愿、鼓励花也能开得如此鲜艳之意 ,给花添

些彩头、添红贺寿。

无论是百姓人家、抑或花农花商 ,苏州人皆有爱

护百花之心 ,这一层面的苏州花文化大体属于一种

富足淡雅的人文体验 ,游离于基本生存之外。而在深

层信仰层面 ,苏州的花文化基调则由花神崇拜所铺

垫 ,深入到官民的信仰系统 ,从内心深处尊崇、敬仰

花神。在明末苏州人冯梦龙《醒世恒言》中 ,有《灌园

叟晚逢仙女》篇 ,写宋仁宗年间苏州一“花痴”秋翁因

护花而遭恶少张衙内陷害 ,后得司花女神护佑 ,受封

为护花使者、专管人间百花” [12 ]81-100人们兴建花神

庙、祀奉花神 ,也多出于祈愿庇护的心态。据《吴门表

隐》记载 ,明洪武年间虎丘桐桥内花神庙中 ,供奉主

神为李姓司花果之神及十二月花神 [ 3] 109; 《桐桥倚

棹录》则引《花神庙记》所言 ,清代虎丘山寺东、试剑

石左的花神庙所奉为清代园艺家陈维秀。
[6 ]271
沈建

东《苏南民俗研究》列举苏州地区十二月花神为: “正

月梅花神柳梦梅、二月杏花神杨玉环、三月桃花神杨

延昭、四月蔷薇神张丽华、五月石榴神钟馗、六月荷

花神西施、七月凤仙神石崇、八月桂花神绿珠、九月

菊花神陶渊明、十月芙蓉神谢素秋、十一月山茶花神

白乐天、十二月腊梅花神花令婆” [14 ]59 ,十二位花神

各司一月 ,较为完善的花神信仰系统已然形成。 据

传 ,旧时吴地农家还会供奉花神塑像 ,可见民间花神

崇拜风气浸侵之深。宋范成大《吴郡志》中所曰“信鬼

神 ,好淫祀” [15 ]8的吴地古俗 ,某种程度上也是明清后

苏州花神信仰蔚然成风的文化基石 ,蕴含着苏州地

方信仰特色。

3　重建苏州花朝节文化体系

继承悠久的优秀历史文化传统 ,重建苏州花朝

节这一传统民俗节日 ,对于当今苏州城市形象的树

立、市民精神文化需求的满足、现代旅游业的构建以

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塑造 ,无疑都有深远的意义。

3. 1　重建花神庙 ,保护地方物质文化遗产

利用有形的物质文化遗存 , 在旧有遗址上重建

花神庙 ,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归打下实体基础 ,是

一条有效的文化继承“捷径”。 作为举行花朝节节俗

活动的场地 ,花神庙的重建不仅可以为花朝节提供

开展仪式的场域 ,更使得人们可以切身、实地体验花

朝节信仰文化的供奉形态 ,更易于感受、参访花神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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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文化意蕴。

在具体的重建过程中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 首

先 ,花神庙的建设选址。应在勘察花神庙故址后 ,尽

可能地在其原地重建 ,而非易地随意新修 ,以保持花

神庙之文化品格的传承 ;花神庙旧址往往都紧临当

时的育花基地、卖花市场 ,虎丘花业可谓与虎丘地区

的几座花神庙相依相随 ;据孙中旺《漫谈虎丘花神

庙》所考 ,目前唯一幸存的花神庙位于虎丘西山庙桥

南堍 ,结合虎丘地区综合改造 ,设计规划时应尽量在

此遗址上重建。其次 ,花神庙的建材选取。花神崇拜

在根本上是一种植物崇拜 ,结合砖雕、石刻等艺术形

式 ,以木构为主材的建设方案符合其气质 ;再次 ,花

神庙的尊崇对象。花神崇拜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 ,系

统较为复杂 ,故在神像的塑立上 ,应体现出苏州地区

花神崇拜的历史脉络 ,适合用叙事性壁画的方式来

展示或说明。

3. 2　恢复花朝节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一部分 ,传统花朝

节的恢复迫在眉睫。 “武汉新洲旧街花朝节”已于

2012年被列入了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单。自古

以来 ,苏州人民对花便寄托着浓郁的情思和美好的

情感 ,花朝节的很多传统节俗如赏红等 ,至今仍在苏

州民间流传。苏州一年四季花事不断 ,花文化也应如

水文化一样 ,被视作苏州的精神象征之一。恢复花朝

节这一苏州传统岁时节令 ,将有利于对苏州如花般

的城市形象进行全新的包装和塑造。

在细节考虑上 ,笔者认为以下 3点值得重视:首

先 ,花朝节的日期必须反映苏州传统。 在历史传承

中 , 花朝节在各地的时间略有不同 ,但在苏州地区 ,

花朝节于农历二月十二日举行却由来已久 ,基本成

为定式 ;其次 ,花朝节的形式应着重于表现苏州品

格。如保留以赏红来护花、吃油炸玉兰片以惜花、开

办花会以赏花、苏州卖花姑娘独有的吴侬软语卖花

声等 ,围绕并体现苏州特色花文化 ;再次 ,花朝节的

举行地点应有所集中。苏州各处均可自发应节 ,但虎

丘花神庙一带无疑具有特殊意涵 ,其节俗规划应具

有整体性 ,进行统一安排布置。

3. 3　恢复节俗活动 ,为古城旅游业增添新意

苏州早春的文化之旅如何找到新意 ,烘托亮点 ,

花朝节将是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武汉新洲旧街花朝

节与文化旅游节相结合 ,杭州西溪则借花朝节之名

举办一系列的主题活动 ,而苏州花朝节的传统节俗

活动众多 ,如踏青、雅集、诗咏、堂会、花市、花神庙

会、花神灯会等 ,无不可以重新编排。在苏州虎丘地

区改造、发展现代旅游业的大趋势下 ,应重点打造盛

大的虎丘花神庙庙会 ,融祀奉、市集、灯会、曲会、诗

会、展演、游览为一体的特色活动。 挖掘花朝节的文

化深蕴 ,恢复特色节令活动 ,必将成为未来苏州旅游

业的重要生长点。

花朝节作为一个崭新的旅游文化品牌 ,既需要

与苏州地区的其他节俗活动有所照应 ,同时要提供

特殊的文化内涵。首先 ,花朝节是一个春天的节日 ,

这对季节性旅游是一种美好的提示 ;其次 ,花朝节是

一个观赏性的节日 ,可与采摘节形成良好的配合与

呼应 ;再次 ,花朝节是一个文化的节日 ,花朝节中关

于儒道释等基础信仰文化的融合 ,以及其与当地文

人雅士、 民间达人生活习俗的默契 ,均可视为进一

步挖掘花朝节之文化内涵的方向和态势。

3. 4　建设育花基地 ,研制花茶等系列花产品

苏州虎丘一带原本就有花艺培育基础 ,苏州花

茶远销外地。栀子花、玳玳花、茉莉、白兰皆可入茶 ,

是清心、养肺、凝神的佳茗。花朝节不仅是一种仪式 ,

更是一种体现人们爱花、护花 ,以花为茶 ,寄花以思

的文化形式 ,因而建设固定的花茶基地具有深远的

意义。

事实证明 ,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要靠产业品牌 ,

也要打出文化品牌。首先 ,花朝节爱花护花以至于食

花的习俗与苏州当地人的养生观念密不可分 ,花朝

节与人们的身体保养有着极为微妙的联系 ;其次 ,花

朝节与人们的心灵环境亦有对应 ,以花为茶 ,不只是

养生 ,也是养心。以花为茶给予现代都市人的将是一

种慢节奏的唯美生活方式 ,无疑对放松人的内心 ,缓

解其焦虑感有特殊之功效。再次 ,当地花茶经济的发

展不只是种花养花 ,更需要培育这种养生养心 ,使人

心旷神怡的文化范式 ,从而泽被后世。

3. 5　鼓励花俗研究 ,弘扬生态文化传统

花神庙、花朝节 ,这些民俗遗迹、民俗节令中所

蕴涵的生活感悟、文化意蕴 ,是值得研究者、学者专

家去深入钻研、探讨的。 通过花朝节的各种节俗 ,人

们不仅爱着花 ,也爱着自然 ,爱着生态 ,爱着这世界

上的万千生命。这一生态文化传统 ,在当今这一暗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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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危机的时代 ,尤其值得颂扬和坚持。为此 ,鼓励

花俗研究 ,设立相关的科研项目 ,选取热心于此的年

青学者参加进来 ,也有助于弘扬生态文化传统。

花俗研究不只是展示和告知 ,更是在传承基础

上的引导和创造。花俗在苏州的流行 ,充分说明了苏

州是一座以花解语、与花结缘的城市。这种与花的亲

近感 ,笔者以为 ,不能仅仅停留于其“万物有灵论”以

及“人格神”的层面上 ,它更多地蕴含着一种普世的

情怀 ,尤其是一种生态的关怀。 换句话说 ,花朝节的

研究 ,苏州花朝节的文化复原以及重建研究 ,可以作

为一个大的文化系统来研究 ,既有宏阔的理论视野 ,

又有入于秋毫的知识深度。在此基础上 ,把苏州花俗

研究与当代生态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 ,必然是一条

具有开放性和延展性的新思路。毋庸置疑 ,鼓励与花

俗研究相关课题的设置 ,将在苏州的文化建设中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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