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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自古便与冰雪有着不解之缘，很
多地区具有久远的冰雪运动传统。在漫长的历
史进程中，中国人不仅学会了抵御冰雪的严寒，
更学会了利用冰雪、观赏冰雪、嬉戏冰雪，同时，
冰雪也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价值体系。

从隋唐开始，滑雪技能广泛普及于我国北
方的室韦、回鹘（回纥）、流鬼、拔野古、拔悉弥
等各个民族。

室韦人主要居住在嫩江流域，地处大兴安
岭南部，那里“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室韦人
尚不会耕种，只能靠猎获鹿獐、食肉衣皮来生
活。在漫长的冬季，江河封冻，遍地白雪覆
盖。在这样的山野追猎野兽，迫使其掌握了一
种巧妙的行动方式——“骑木而行”。

“骑木而行”就是脚踏类似于雪橇的木板
在冰雪中行走，木板一般长4尺、宽5寸，一左
一右，系在两脚上。这样不仅可以大大提高行
进速度，而且可以防止陷入沟中。据说，“骑木
而行”在冰雪中疾行可以追得上奔马。

而居住在长白山以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
域的黑水靺鞨（女真族的祖先），开始使用“竹
马”在冰雪上滑行。其方法是人站在竹片做成
的“竹马”上，手握一根棍棒，用力一撑就可以向
前滑行十几米。“骑木而行”和“竹马”不仅解决
了雪地难行之苦，更为人们增添了冬日乐趣。

唐代生活在今新疆地区的拔悉弥族，“以
木为马，雪上逐鹿”，木马即滑雪板，长形或长
椭圆形，前端翘起，用马皮顺毛向后包于雪板
的底面，用绳或带子缚于脚下。下坡时用杖撑
动飞驰；平地行走，用双杖交替刺地，双板交替
滑行；上坡时，解下木马，用手拿着往前走。

当时，在北部边疆还生活着一个“木马突
厥”部落，从部落的名字上就可以看出他们是
盛行滑雪的民族。《新唐书》记曰：“木马突厥三
部落曰都播、弥列哥、俄支……乘木马驰冰上，
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乘
木马驰冰上”较之“骑木而行”，不仅形象具体，
在骑乘舒适度和速度方面也有所改进。“以板
藉足，屈木支腋”就是现代滑雪板、滑雪杖的前
身。“蹴辄百步，势迅激”，极具动感的高速运
动，使其进化为体育竞技成为可能。

元朝时，生活在北方森林中的一些民族会
拿着滑雪杖，站在滑雪板上追逐山牛等猎物。
未经过训练的滑雪者可能会在下坡和疾驰时
受伤，而熟练掌握滑雪技巧的人则能飞速奔
走。他们还会将滑雪板连接起来，用来运送猎
获的动物，很像雪橇的雏形。

元代也称滑雪滑冰为“骑木”，滑雪板称作
“木马”。此时的滑具有了明显改进：木马底部
通常包有狍、鹿等动物的毛皮以减小摩擦，并
配有滑杖。这一时期，一种可以在冰上进行的
游戏——“髀石之戏”非常流行，冰雪运动开始
向娱乐、竞技方向发展。

从宋代开始，冰雪运动便不再是北方少数
民族的专利。宋代出现了由滑雪发展来的“冰
嬉”。《宋史·礼志》中说，皇帝曾“幸后苑，观花，
作冰嬉”。这时还出现一种专业工具——“冰
床”。当时盛行一种以人力牵拉的冰上游戏，即
在木板上铺上一些垫褥之类的轻软暖和的物
件，两三个人坐在上面，让一个人拉着在冰上飞
快滑行，当时的一些官员以此作为代步工具。

北宋著名科学家沈括就曾在沧州目睹过
“冰床穿梭”奇观，惊叹之余，把这一景象写进
了《梦溪笔谈》里。

不过，与宋明时期相比，清朝才真正将冰
嬉运动发扬光大。17世纪崛起于我国东北的
满族一直保持着对冰雪运动的兴趣，最早形成
的满族冰嬉活动形式是“靰鞡滑子”。东北地
区气候寒冷，冬季人们脚穿“靰鞡鞋”，即将铁
条缚之于鞋下，在冰面滑行。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
后，曾于天命十年（1625年）在太子河上举行
盛大的冰上运动会，男子“踢形头”，女子“跑
冰”。满族人的先祖肃慎人捕获熊、虎、豹、野
猪等猛兽时，猎人将动物的头放在树桩上拜谢
山神，然后烤食兽肉，食后要将兽头拿来踢，以
尽余兴。后来，熊头多为被踢之物，此项活动
就称“踢熊头”。后又用熊皮、熊毛缝制成球状
物，取代熊头来踢，所以又可称“踢形头”。在
冰上赛跑时，有的人脚下失控，跌倒在地，努尔
哈赤观之大笑不止。随后，努尔哈赤还在冰上
举行盛大宴会，杀牛羊款待参加此次盛会的诸
王贝勒及福晋，直至夜晚才尽兴而归。

皇太极于崇德七年（1642年）正月初八和
十五日，在盛京城浑河冰上，也连续举行两次
冰上娱乐盛会。故清军入关后，将冰嬉作为

“国制”永存，清室也将此奉为经久不衰的“家
法”，并将这一典制记载于钦定《大清会典》之
中。 （据《解放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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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玉蟾画像。

苏轼画像。

在宋代的海南，白玉蟾是一
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作为道教
中人和著名诗人，白玉蟾常年云
游，是海南典型的岛外游子，他
的元宵夜是如何度过的？当然
是外出观灯，并将这份情致写入
诗中。

白玉蟾少年即有诗才。据
史料记载，他12岁到广州参加
童子试，曾以“大地山河作织机，
百花如锦柳为丝。虚空白处做
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的诗作
惊动主考官，但被认为狂妄而落
选，白玉蟾逐渐厌倦科举考试。
16岁时离家云游，到儋州松林岭
修炼，23岁只身渡海到岛外各地
求师，足迹遍及中国南方，留下
了诸多传说。

白玉蟾的诗才为人称道，曾
有七绝诗《早春》被收入传统蒙
学经典《千家诗》。诗作如此写：

“南枝才放两三花，雪里吟香弄
粉些。淡淡著烟浓著月，深深笼
水浅笼沙。”早春时节，南面向阳
的梅枝开出三两朵花，正好天降
祥瑞，来了一场雪。在月下的雪

地里体会梅花散发出的清香，赏
玩梅花的洁白，惬意无比。初开
的梅花，深浅有别，在月色中各
有情趣，极富朦胧美。

又一年的上元夜，尽管是出
家人，不甘寂寞的白玉蟾也和普
通百姓一样到城里观灯，在兴奋
之余写下《上元翫灯二首》：“碧
玉融成万里天，满城罗绮竞春
妍。柳梢挂月黄昏后，夜市张灯
白昼然。”“上界天宫此按行，五
云深处有箫笙。一轮宝月明如
昼，万斛金莲开满城。”

这两首诗侧重点不一样，但
都情绪饱满。前者写城里元宵
节盛况，满城罗绮争奇斗艳、张
灯如昼，让人感受到春意盎然、
生机无限。后者则极写天上圆
月，照在城头璀璨无比。是的，
在元宵夜，只有人为的彩灯，而
无皎皎明月，终究是缺憾。能
够随时从人世间、天空中发现
诸多小欢喜，作为出家人的白
玉蟾，其胸襟气度能够感染很
多人，这也是他诗作魅力之所
在。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
二月被贬海南昌化军（今儋州），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量移内
地，在海南度过三个上元节。

宋朝时的上元节异常热闹，
皇帝每年都会在汴京的宣德楼
上观灯，各种各样的艺术表演也
轮番登场。儋州的上元节也比
较热闹。善于交朋友，而且将儋
州视为自己家乡的苏轼，肯定是
很快融入海南当地，入乡随俗过
春节。很有意思的是，苏轼在自
己诗作中记载了三次过上元节
的情况。

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
在儋州度过第一个上元节，并写
下《上元夜过赴儋守召独坐有
感》。这天晚上，儿子苏过接受
昌化军使张中邀约饮酒玩耍去
了，可能是苏轼想独处一下，就
留在家中。他躺在床上，静静地
看着月光底下的蜥蜴停留在窗
户上一动不动，又听到伊威（一
种小虫）从窗帘跌落地上的声
音，慢慢陷入往事回忆中：“搔首
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

“十年”属夸张，实际上是元祐八
年（1093年）的事。在汴京担任
端明殿学士兼礼部尚书的苏轼
陪哲宗皇帝过上元节，事后将御
赐黄柑带回送给妻子王闰之，可
谓是两情依依。可惜的是，几个
月之后王闰之病逝，年仅 46
岁。此后，苏轼连连被贬，直到
陌生而荒凉的儋州。因此，这一
年的上元夜，苏轼是独自在凄苦
的回忆中度过的。这种思绪，在
元符三年（1100年）的上元夜延
续回荡。

一晃一年过去了，元符二年

（1099年）的上元节，苏轼的状
况与前一年大为不同。他已经
对儋州的环境比较熟悉，而且有
了一些可以同乐的朋友。几个
老书生邀请苏轼夜游赏月，他欣
然同意，并且畅玩到三更天才兴
尽而归，事后还写下《书上元夜
游》。

《书上元夜游》虽然短小，但
精致隽永，可以媲美《记承天寺
夜游》，兹录于此，以奇文共欣
赏：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
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
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
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
糅，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
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
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
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
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
未必得大鱼也。

苏轼和几位老书生在月下
逛儋州城，进寺庙，穿小巷，发现
汉人和黎胞和谐共处，夜市中卖
肉者、沽酒者纷杂，人流往来不
息，实在是热闹。在这次畅游
中，他体会到，自己被贬儋州，依
然可以享受到人间的快乐，幸福
实在是太过简单。当年，韩愈钓
鱼而不得，认为只有到深海才能
钓得大鱼。苏轼感悟到，远近无
所谓，大小无所谓，得或不得也
无所谓，即便去了大海也未必能
够钓得大鱼。随时随地发现快
乐、享受快乐才是有意义的。如
此通透，依然是那个让人觉得活
色生香的苏轼。

（作者为苏州大学传媒学院
教授）

惠洪一生经历曲折。他14
岁时因父母双亡，依托佛门为童
子。19岁于京师试经得度。曾经
先后四次入金陵、开封、太原、南昌
狱，两次被褫夺僧籍。政和元年
（1111年）十月，因张商英罢相而
入开封狱，被褫夺僧籍，刺配海南
朱崖军（今海南三亚），政和三年
（1113年）遇赦北返。

被刺配朱崖军后，惠洪在海
南滞留一年多，度过一个春节。
除夕夜，孤独的惠洪是在大醉中
度过的，那么上元节又如何呢？

上元节这一天，惠洪创作了
《青玉案》一词：“凝祥宴罢闻歌
吹。画毂走，香尘起。冠压花枝
驰万骑。马行灯闹，凤楼帘卷，
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
醉。御杯举，欢声沸。时节虽同
悲乐异。海风吹梦，岭猿啼月，
一枕思归泪。”

倍感凄冷的惠洪不由自主
地回忆起两年前即政和元年
（1111年）在京城上元节得以一
睹天颜时的壮观与繁华。当时，
他是当朝宰相张商英眼中的红

人，行走于达官贵人之间，并不
无得意地自诩“我有僧中富贵
缘”。如今仅仅两年，境遇却天
壤之别，自然有“时节虽同悲乐
异”的感慨，一种去国怀乡、凄婉
悱恻的情绪催人泪下。像这样
的情绪，在惠洪海南时期的作品
中时有体现。

当然，作为出家人的惠洪毕
竟旷达，在短时间的凄苦之后，
仍然会以炽热之心观察周边的
人和事，并且饱含深情，比如
《初到崖州吃荔枝》：“口腹平生
厌事治，上林珍果亦尝之。天
公见我流涎甚，遣向崖州吃荔
枝。”上天看到自己流口水实在
太厉害了，因此派往崖州（今海
南三亚）品尝荔枝。这是真正
为海南荔枝代言的诗作，是惠
洪留给海南的一份宝贵的文化
遗产。

忆旧中的感伤，只不过是惠
洪人生中的小意绪，在短暂调整
之后，他依然会积极看待人生，
否则，我们就不会拥有这首鲜活
意蕴的咏荔枝诗。

白玉蟾上元观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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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夜游成佳作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节，古代又称为上元节。由于仍
然是在年关中，再加上是新的一年里第一个月圆之夜，因此
格外受重视，不少地方甚至有“元宵大过年”的说法。古代的
海南和内地一样，有着夜游观灯的习俗。这些在古代海南文
人的诗词中有着明确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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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市历史悠久，在古代，
其行政区域与昌化、感恩两县均
有辖属沿革。东方是个多民族
的聚居地，由于各民族节俗习惯
不同，不同方言区闹元宵的习惯
有所异同。用一句夸张的话说
是，邻村不同风，同姓不同俗。

古时东方的各族人民，把农
历正月十五俗称为“年仔”，
也叫“上元节”“花灯节”。
各族人民或多或少都沿
袭着古时本民族的传统
习俗。据《民国感恩县
志》记载，东方境内沿海
地区的汉族，在正月十五
这天“张灯制彩扮演故
事，谓之游灯。或无子而
思接灯者，群以此馈之，
谓之赐子。受者则酬之
以宴。”在元宵节这一天，

“各家各户蒸糕包果、杀鸡
宰羊庆贺。古时有钱人家挂
灯笼、放烟花。有的村庄举行

‘踩火山’和‘求雨问安’等活
动，祈求来年村庄人畜平安，生
产风调雨顺。”（引自《昌江县
志》）古时，昌化县沿海的港门、

墩头、新街（今属东方）等墟镇的
汉族百姓闹花宵，有游灯、逛灯
会、放焰火、送花灯、猜灯谜、耍
龙灯（也叫舞龙）的习惯。家家
户户包艾粑、煮汤粉，全家人欢
聚一堂喜庆春节后的第一个月

圆之夜的日子。（参考《东方人文
地理随笔》）

东方境内讲军话方言的汉
族村庄，古时候每逢农历元宵节
这天清早，村里村外的树上挂满
五彩缤纷的花灯，家家户户张灯
结彩，装饰灯火满堂的气氛。女
人在家包艾粿，即用艾叶包红糖
掺和糯米的粽子或甜糕；男人则
到村口迎花灯回自家。人们用
花灯祈福子子孙孙，薪火相传。
军话人家制作的花灯十分讲究，
多有鲤鱼跃龙门、稻穗垂挂、玉
米含苞待放等图案，表达人们对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和发财发丁
的愿望。到了中午时分，嫁到外
地的女子，通常都带上好酒和自
己做的艾粿，夫妻双双返回娘
家，表达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有
的村庄，元月十六日上午九点，
开始组织“装春”活动。村里的
年轻女子和小孩，有的戴着金童
玉女的面具，有的戴着各种生肖
宠物的面具，跟随灯车和舞龙队
伍的后面，一边游行，拱手贺喜，
一边载歌载舞。全村男女老少
在各条村道上夹道欢迎游灯队

伍，共同欢庆开春大吉。军话村
庄元宵节活动的形式，虽然经历
了现代文明的冲击，但这种独具
特色的装春活动，一直植根在百
姓心中。

虽已穿越千百年时光，但东
方的少数民族还保留古骆越民族
一些古老的元宵节习惯。古时，
东方操美孚方言的黎族百姓，叫
元宵节为“小年”。元宵节凌晨，
黎家男人开始宰牛、杀猪、杀鸡，
家庭主妇在家包糯米糍粑、包糯
子，然后全家人烧香祭祖，吃团圆
饭。午饭过后，男男女女披上节
日盛装，到村寨的活动地点参加
元宵节活动。会场上皮鼓声、哩
咧声、钱铃声，各种民间古老乐器
奏出不同的曲调。青年男女有的
跳竹竿舞，有的荡秋千、踩高跷，
一直闹到深夜。（参考《东方黎族
文化简史》《东方美孚黎族》）

东方的苗族，有句俗话说：
“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古
时，东方苗族过元宵节，喜欢全
寨子的男女老少围着篝火，吹笛
箫、对歌喝酒，吃糍粑，举行射箭
等活动。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据史料记载，早在三国时期就
有青釉下彩绘的工艺，当时釉下彩
绘颜色为褐黑色。到了唐代，釉下
彩瓷工艺进一步发展，四川和湖南
等地釉下彩绘以多色为主，浙江和
扬州等地釉下彩绘则以青花为主。
而真正现代意义的釉下五彩瓷，得
追溯到清末湖南省醴陵。下图即为
醴陵釉下五彩镂空葡萄花瓷瓶（清
宣统），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清朝光绪三十年，政府官员熊
希龄考察醴陵瓷业，亲自策划呈请
政府拨款，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
地、均利”四项办法，同年与举人文
俊铎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
堂，次年创办湖南瓷业制造公司。
公司积极发展，聘请了景德镇与日
本的高级技师，引进国内外最为先
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在传统工艺
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创制出真正的
釉下五彩瓷器。

醴陵釉下五彩瓷器瓷质细腻，
画工精美，清新雅丽，别具一格，釉
层下五彩缤纷，画面栩栩如生，有着
非常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它
的问世，立即得到业内人士和国内
外舆论的极大关注
和 好 评 ，收 获 很
多大奖。

早期釉下五彩瓷
是采用“三烧制”的烧
制工艺，后面新研发了

“二烧制”的烧制工艺，两
种工艺各有优点。“三烧
制”的烧制工艺最明
显的优点就是用石
灰釉，石灰釉的
流动性能好，透
明度高，釉面
光润莹彻，表
面 清 亮 、平
坦、色彩沉着
典 雅 。“ 二 烧
制”工艺是用
长石釉，长石
釉 相 比 石 灰
釉白度高，釉
下色料的艳度
也明显提高，装
饰效果更加清新、
明快，是现在主要
采用的烧制工艺。

（杨道 辑）

月满冰轮，珠崖人踏春阳
■ 曾庆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