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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园雅集：无香何以为聚

古代文人的聚会被称为“雅集”，
历史上最著名的雅集有两次，一次是
发生在东晋绍兴的“兰亭集”，一次是
发生在北宋汴京的“西园雅集”。兰
亭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王羲之的字，
而西园雅集之所以出名是因为李公
麟的画和米芾的题记。

西园是北宋驸马都尉王诜的宅
第花园。宋神宗元丰初，王诜曾邀苏
轼、苏辙、黄庭坚、米芾、秦观、李公
麟，以及日本圆通大师等16位文人
名士在此游园聚会，会后李公麟作
《西园雅集图》，米芾书写了《西园雅
集图记》，成为仇英、张大千等后世名
家摹写赏玩的典范之作。

《西园雅集图》水墨纸本，白描入
画，以写实的方式描绘了宋代文人雅
士聚会的情景，他们或挥毫用墨吟诗
赋词、或抚琴唱和、或打坐问禅，案头
上有几缕淡淡的炉烟萦绕其间。中
国用香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之前，盛
唐时期调香、熏香、评香已成为高雅
艺术，香文化俨然成形。

到宋代，香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发展到鼎盛，文人雅士相聚品香读
书，一边享受氤氲香气，一边读经谈
画论道，甚至有文人感叹“无香何以
为聚”。对宋代文人雅士来说，香炉
里焚爇名香，是24小时不能间断的
一项常规设置，氤氲的香氛差不多就
和当今某些公共场所或咖啡厅的环
境音乐一样，是人生展开的一个基本
背景，仿佛没了它，生活便不能正常
流动。

宋人吴自牧在其笔记《梦粱录》
记载：“烧香点茶，挂画插花，四般闲
事，不宜累家”，点出了宋代文人雅致
生活的“四事”或“四艺”。此四艺者，
透过嗅觉、味觉、触觉与视觉品味日
常生活，提升至艺术境界，并将这些
观念和行为反映在大量的诗词、散
文、随笔、札记，甚至小说、戏曲等各
种文学作品中，成为文人群体一致认
同的生活情趣与文化品位。

苏黄唱和：烧香赋小诗

唱和诗是古代诗人相互应答酬
谢所作的诗词，士大夫间更是以香中
雅趣题诗互答为文坛佳话。宋元祐
年间诗人相互唱和十分风行。元祐
年间，苏轼、黄庭坚二人以黄庭坚酬
答别人送的香品（帐中香）为引子写
了几首唱和诗，不单写香，且以香激
赏对方之文辞、智慧，乃宋人香事风
流。

黄庭坚自称“天资喜文事，如我有
香癖”，爱香如痴，他的《惠江南帐中香
者戏赠二首》中“百炼香螺沉水，宝熏
近出江南”一句历来为人称赞，苏轼读
此诗后和作《和黄鲁直韵》，称“四句烧
香偈子，随香遍满东南”。苏轼诗中提
到的香并非具体的香品，而是黄庭坚
为酬答别人送的香品礼物而做的诗，
意指黄庭坚的四句“偈子”，就像妙香
一样四处飘散，为了更好地体会黄庭
坚诗中的智慧，应用心参悟，就像品香
一样，最好用鼻子“观”。

苏轼在《答黄鲁直书》中写到第
一次在孙觉座上见到黄庭坚的诗
文，“耸然异之，以为非今世之人
也。”苏轼对黄庭坚称赞有加，而黄
庭坚更是投书苏轼，恭执弟子之
礼。两人交往莫逆，常常“互怼”，
如，苏轼调侃黄庭坚的字是“树梢挂
蛇”，黄则说苏轼的字是“石压蛤
蟆”。他们都是爱香之人，也因“香”
留下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据《陈氏香谱》记载：一次，以画
梅著称的花光长老派人将两幅新作
送给黄庭坚，黄庭坚便与好友惠洪一
起在灯光下欣赏。望着绢素上寒姿
凌欹的梅影，黄庭坚不禁感叹道：画
面如此生动，让人仿佛真的置身初春
清寒的梅林间，唯一的遗憾是没有花
香。结果惠洪当即笑着从随身包囊
中取出一小粒香丸，焚于炉内。很
快，黄庭坚当时所栖宿的舟中便有鲜

明的梅花香气轻浮暗溢。
这一种芳韵于黄庭坚来说乃是

首次体验，绝妙的效果引他赞叹不
止，见此，惠洪也就很有兴致地道出
了此款“韩魏公浓梅香”的来历。原
来，它的配方与工艺竟是名臣韩琦府
中创制出来的成果，又由苏轼掌握后
传授给惠洪。黄庭坚闻言不禁玩笑
地抱怨道：苏轼明明知道他有“香
癖”，当年居然不曾告诉我，真是不够
朋友。黄庭坚还将此香易名为“返魂
梅”。

海南香事：金坚而玉润

“金炉犹暖麝煤残，惜香更把宝
钗翻；重闻处，余薰在，这一番气味胜
从前。背人偷盖小蓬山，更将沈水暗
同然；且图得，氤氲久，为情深，嫌怕
断头烟。”这首《翻香令》，是苏轼第一
任妻子王弗死后，苏轼怀念其所作，
描写了苏轼在妻子灵柩前焚香之
景。从词中也可看出，宋人很少采取
焚烤沉香片、檀香片，多是使用精心
调制的“合香”。

宋时的合香工艺中最常用的方
法是，把多种香料经过加工处理，捣
成碎粉，混在一起，用蜂蜜、白芨、蔷
薇露（天然玫瑰香水）等加以调和，然
后封闭在容器内，埋入地下静置一段
时间。最终将香料取出，做成小饼、
小丸乃至捣成粉末，即得到成品，或
宜于熏衣，或宜于待客，或宜于户外，
或宜于夜晚的寝帐，乃至解酒的、安
神的。

苏东坡玩香可谓已到极致。据
说古代有三款香最美，分别是“雪中
春信”“黄太史四香”和“返魂梅”香。
其中，“雪中春信”便是苏轼所调制，
需专门收集梅上雪水进行合香，能于
雪天闻到梅花开之意境，雪落无声，
梅香盈室。

这款香的诞生，有一段如同传说

般的故事。当年苏轼为合出早春梅
花初绽时的香气，整整用了7年，一
直不满意。直到北宋元祐五年正月
初七的一场突至春雪，苏轼取出御赐
的羊脂玉碗，吩咐侍女取梅花的花心
之雪放于其中。再将炮制好的香料
按顺序配好，才终于找对了味道，合
成“雪中春信”。

东坡对海南沉香也十分喜爱，在
《沉香山子赋》中咏道：“既金坚而玉
润，亦鹤骨而龙筋。惟膏液之内足，
故把握而兼斤。”寥寥数语，把海南沉
香的特征写得形神毕现。沉香的形
成机制，是沉香树干被真菌侵入寄
生，发生变化，经多年沉积形成的香
脂。树龄几十年的沉香树，如果没有
受伤，便不会结出沉香。

沉香实际上是树受伤后在愈合
过程所产生的油脂，其生成过程，充
满变故、磨难和艰辛，颇富审美和哲
理意味，不由得使人联想起人生多
难、命运多舛的苏轼。所以，绍圣五
年二月，苏轼时年64，为贺弟60大
寿，寄以沉香山子，并作《沉香山子
赋》，题下注明：“子由生日作”。

此篇寿赋，笔笔未离沉香，而处
处却在推扬卓然不群的品格，可谓构
思奇妙。当时，正值元祐党人被大力
镇压。兄弟二人，一贬儋州，一贬雷
州，彼此隔海相望，心情可想而知。
虽身处困境之中，但苏轼就地取材，
以儋崖之沉香作为寿品，以沉香山子
为喻，隐喻品格贞坚的士君子，以此
激励同样深陷逆境的子由。

收到兄长情深意长的生日礼物，
苏辙回应以《和子瞻沉香山子赋》。赋
前有小序，云：“仲春中休，子由于是始
生。东坡老人居于海南，以沉水香山
遗之，示之以赋，曰：‘以为子寿。’乃和
而复之。”弟弟对苏轼原赋的精神，可
谓心领神会，在香史上，这样的唱和堪
称传奇，既是骨肉亲情的写真，又是在
同一心灵层次上的知音。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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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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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设在海南儋州东

坡书院的东坡香文化馆揭
牌，吸引了不少游客的关注。

在中国香文化发展史
上，苏轼注定难以被绕过。
因为他不仅品香、用香，并亲
自制香，还留下“雪中春信”
“二苏旧局”等合香典故。尤
其是谪居海南期间，苏轼更
是成就沉香般性格，历难而
不屈，借由其咏香诗文的书
写，与海南结下不解的香之
缘。

尚香是宋代文人出于对
群体身份的认同而形成的共
同趣味和文化品位，东坡将
传统香道提升到明德悟道乃
至立身修性的高度，以尚香
正心慎独、濡养德性，其实质
是对儒家“修身养性”理想人
格的躬行实践，成为中国文
化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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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放年假从唐朝开始

梳理历史典籍，我们发现将正
月初一定为一年之首是汉武帝时期
的事情，但汉代并不休年假，而是冬
至休息，放假3天。

中国古代正式开始休年假是唐
朝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在一份政府
文件中这样规定：“元正、冬至，各给
假七日。”冬至我们都知道，这个“元
正”就是今天的春节，当时的农历新
年。也就是说，唐代春节放假7天，
从腊月二十八到正月初四。

虽然假期不短，但有些政府高级
公务员却无缘享受。因为朝廷还有
两个补充规定：一、文武百官和高级
地方长官初一那天必须上朝给皇帝
拜年，类似于今天的春节团拜会；二、
各级地方官过年期间不能离开衙门，
必须坚持节日值班。这样一来，京官
还好办，朝拜完皇帝可以马上回家和
家人团聚，但地方官就只能待在衙门
里冷冷清清过年了。李隆基的重孙
子唐德宗李适饱受安史之乱之苦，他
即位后励精图治，过年也照样上朝工
作。但大臣们不干了，纷纷叫苦，最
后李适采取了一个折衷措施：单号上

朝，双号休假——看来，不论什么事
情在历史上都能找到出处。

宋代基本上承袭唐制，过年放假
7天，元宵节放假7天，加在一起大约
半个月。地方官员待遇要好一点，每
年腊月二十停止办公回家过年，第二
年正月二十回衙门上班，整整一个月
的假期。

宋朝对新年的称呼与唐代不同，
唐代叫元正，宋朝叫元旦。北宋名臣
王安石有一首咏元旦的诗：“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
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元代过年不休息，具体情况在
此不赘。明代开国初期皇上非常勤
勉，全年休假也很少；中后期假日逐
渐增多，万历年间将除夕假、元旦假
与元宵假合并，从腊月二十四开始，
直到正月二十结束，前后将近一个
月。清代年假与明代差不多，官府
在腊月二十前后封印放假，正月二
十左右开印办公，大约一个月左右
的时间。

“春节”名字刚过百年
农历过年叫“春节”直到民国初

期才开始，距今刚过百年，原来一直

叫“元旦”。
清王朝被推翻后，中华民国临

时大总统孙中山通令全国改用阳
历，于是便有了公历新年，也就是今
天的元旦。当时孙中山打算废除农
历，但考虑到民间传统习惯，只好采
取折衷办法，两历并用。1913年袁
世凯主政时，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
钤向袁提出了《定四时节假呈》：“我
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
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
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
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
一日。”袁世凯接到朱的呈文后，考
虑到当时是五族共和，将端午、中秋
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似乎不
妥，便只批准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
同意按例放假，自 1914 年开始施
行。从此，正月初一便被称为春节。

由于春节是袁世凯所倡，所以
许多倒袁者便拒绝过春节，孙中山
就曾多次提出废除春节。南京政府
成立后，又有人旧话重提，认为一年
当中新年在前，旧年在后，不伦不类
十分荒唐。在这种背景下，国民政
府以颁行通令的方式，宣布废除旧
历，禁过春节。但民间照常过。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我
国使用公元纪年法，将农历正月初一
定为春节，公历1月1日定为元旦。
自此以后，春节作为农历新年便被保
留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务院第十二次会议便通过了
《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其
中规定“春节放假三天，为正月初
一、初二、初三”。1999 年 9 月 18
日，《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迎来制定后的第一次修订，其中春
节假期仍为3天，分别是农历正月
初一、初二和初三；2007年12月14
日第二次修订，春节假期调整为农
历除夕、正月初一和初二，还是 3
天；2013年12月11日，国务院第三
次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
法》，其中规定春节放假3天，分别
是农历正月初一、初二和初三，又恢
复了原来的放假时间。

今年我们的春节假期，通过调
休其实是7天，实际时间从除夕开
始算起，至正月初六为止，正好一个
黄金周。

马可·波罗
与中国面条
■ 吴正格

面条由中国传到意大利，是游历过
中国并将中国系统介绍给欧洲人的马
可·波罗使然。新华社原社长穆青曾在
文章中写道：“同意大利朋友在一起吃面
条，他们总爱说意大利面条来自中国，是
当年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意大利的。”

为什么说是马可·波罗把中国面条
带到意大利的？因为有学者发现《马可·
波罗游记》中有关于元朝“线面”的记
载。“线面”，即干制的挂面，易于保存，可
携带远行，又便于随时充饥——这使马
可·波罗将中国面条带到意大利成为可
能。

追溯历史，马可·波罗来中国后，曾
一度在政府里当官。他在长期旅行中找
寻商机，进行“滚动式贸易”，主要是做宝
石生意，以至于他和父亲、叔父回国时，
所穿蒙古绸面皮袍的里子夹缝中塞满了
宝石，故而人们后来称他的住处为“百万
宅”。未久，马可·波罗为了商港、商运的
权益不受侵犯，奋勇投入到与热那亚人
在亚得里亚海的战争，任一艘战舰的荣
誉司令，却因战败被俘。为了熬过狱中
岁月，调解精神创伤，他向在狱中结识的
鲁思悌谦口述了他在中国和东亚的见
闻；这位写过小说的比萨战俘，用当时流
行的法意混合语记录在羊皮纸上，初名

“东方见闻录”。《东方见闻录》出版后，成
了欧洲的畅销书，并被转译成十几种语
言。可在先后出版的一百四十多个版本
中，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版本——有
的被节略删除，有的被删除多章，有的

“将一切障碍的注释和足以阻止这种记
述前进的资料，都予以删除”。删除的内
容不会是忽必烈、皇宫、元大都城之类的
大人物、大事件，而是诸如面条之类不被
关注的小事情。所以当面条后来在意大
利成名，并且影响和扩散到整个欧洲时，
才引发研究者去深入思考究竟是哪位能
人“首开先河”？这样，他们在浩如烟海
的古籍中发现了记录神秘东方的各种版
本的《马可·波罗游记》，并且在未被删节
的内容里找寻蛛丝马迹……

马可·波罗为行商、谋商不辞辛劳，
同时也是一位敢于探索、勤于求知的旅
行家。从这个观点来把脉马可·波罗的
中国之行，他能将先进的面条制作技艺
带回意大利，应该经过细致的认知和体
验的过程，也是出于经商意念而衍生的
动机。面条是中国的发明：2005年，《自
然》杂志发表了《中国新石器时期的小米
面条》，文章披露2002年11月中国考古
学家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一个陶碗，
里面盛有暗黄色的面条，经实验测定是
四千年前用小米粉制成的，这可以视作
世界面条的“根”。小麦粉面条则发端于
秦汉之际，杨雄《方言》里记为“托”，用手
托搓面团，成饼状煮之，又称“汤饼”。东
汉刘熙《释名·释饮食》中见载“索饼”，

“索”就是面条的形状了。刀切面条兴于
唐朝。欧阳修《归田录》卷二：“汤饼，唐
人谓之不托，今俗谓之馎托矣。”何为“不
托”？有释：“古之汤饼皆手抟而擘置汤
中，后世改用刀儿，乃名不托，言不以掌
托也。”（程大昌《演繁露》）“不托”是中国
面条发展的一个标志。至宋朝，唐俗得
以庚续，亦因国富商隆，带动餐饮业空前
发展，仅《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中所
记两宋京都食肆所卖的面条，就有五六
十种。

马可·波罗来中国时，面条成为国食
并已传入日本、朝鲜，乃至亚洲大部。马
可·波罗肯定见过、品尝过元大都和南北
洲府的各式面条，自然能感知面条的食
俗魅力和惠美普罗大众的情形。加之此
时刀机生产又经干燥处理的挂面已然问
世，而意大利盛产硬小麦，意大利人嗜面
食的历史重诸久远，面条遂有了“入意开
俗”的投缘，进而在中欧通商的情势下被
马可·波罗顺合情理地带到意大利。

（据《北京晚报》）

苏东坡手书《沉香山子赋》

国画中的苏东坡

此图描绘过年阖家欢庆团圆的场面。男女
主人端坐厅堂，孩童们则敲锣击鼓、吹笙拍板，
耍玩傀儡、点燃炮竹，嬉戏于庭院中。家仆或持
酒壶侍立，或端送糕果，穿梭于前厅回廊里。后
院妇女忙碌准备年夜饭，远处阁楼上男仆合力
悬挂大灯笼。庭院火盆烧着松枝、芝麻秸，室内
布置着“四季花卉”大立屏，朱几瓶插牡丹，烘托
出满堂富贵吉祥的年味。

姚文瀚（生卒年不详），清代画家，号濯亭，
顺天（今北京）人。清乾隆八年（1743年）进入
宫廷供职，擅长画人物、道释、山水、楼阁，画风
工致，设色浓丽，受西画影响。

历
史
上
的
春
节
与
年
假

■ 王凯

农历新年
休假在我国有
着悠久的历
史，历朝历代
对这个假期大
都非常重视，
有的朝代甚至
休假一月之
久。历朝历代
对过年休假都
有哪些规定？
历史上又是如
何放年假的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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