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画家陈枚《月

曼清游图 》册之 “八月琼

台玩月”。 这套图册描绘

的是宫廷嫔妃们一年 12

个月的深宫生活。

荨明代画家唐寅《嫦

娥执桂图》（局部）。 画中

嫦娥裙带飘拂 ， 神形温

柔，手持桂花 ，面容的设

色，如月色清凝 ，皎洁典

雅。 右上自题：广寒宫阙

旧游时 ， 鸾鹤天香卷桂

旗。 自是嫦娥爱才子，桂

花折与最高枝。

程波涛

这些中秋节令绘画里，

藏有丰厚的传统民俗

就节令来看，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而在“民以食为天”的农耕文化背景下，

中国人自古沿袭着“春祈秋报”的传统，

在特定的时节来酬谢大自然对于年成

丰收的“赐予”，并祈求来年的丰收。 中

秋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延展

的。因此，在中秋节的节令图像中，经常

反映出古人对于“天”和“命”的思考，以

及对于农事丰收的企盼。

例如，文献记载中远古时期的跳月

活动，以及农历八月谷熟以后的年终庆

典、酬神活动等，它们逐渐演变为在追

求月圆之时的一种逐渐固定的集体行

为，构成了中秋节的节俗文化滥觞。 而

且，长期历来，在民间中秋节俗贡品中，

经常会有月饼、石榴、芋头、瓜果等节令

食品、蔬果组合在一起的场景，并不时

出现在节俗绘画中。例如，石榴籽多，中

秋佳节全家团圆之时，指代多子、多寿

喻意，表达庆祝丰收、多子多福的吉祥

寓意。 《北史·魏收传》有云：“齐安德王

延宗。 纳赵郡李祖收之女为妃。 市到李

宅赴宴， 妃母宋氏献二石榴于帝前，诸

人莫知其意，帝投之，收曰：石榴多子。

帝大喜。”白石老人 1948 年创作过一幅

《仙桃石榴》，其意象构成主要是石榴与

桃子的组合，喻多寿多子，祈求丰收之

意。 石榴作为中秋佳节时的贡品，表现

了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望。

实际上， 这类节令绘画的意象构

成，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审美维度，也非

随意的创作，而饱含着特殊节令下的人

们对于生活富足的追求。在今天中国的

某些地区，至今还流行着这样的节庆民

谣：“八月十五月儿圆， 月饼石榴敬老

天。 老天敬的心欢喜， 一年四季报平

安。”可见，中秋节图像中的祈祝丰收主

题，已经逐渐被岁时化、常态化和约定

俗成化了，足以真切地折射出国人对于

平安富足生活的渴望。 这种节日传统

中曾经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

主题 ，浸润着 “春祈秋报 ”的本原文化

内涵，至今依然具有活力，在民间得以

延续。

中秋节，也被称为“团圆节”和“月

饼节”。“一年明月今宵多”“月到中秋分

外明”“月到中秋偏皎洁”，皎洁、圆满等

词语经常被人们用以形容中秋明月。在

一些节令绘画中，很多风俗画家仅用寥

寥数笔， 便勾勒出中秋节正值月圆之

际，万家灯火亮起，家人围坐，一边吃月

饼，一边赏月，其乐融融，享受着难以言

说的温馨与天伦之乐。这样的画面渗透

的正是中秋节国人渴求团圆、团聚的内

在心理，并融入了浓浓的文化情思。 宋

代画家马远就曾留下名画 《月下把杯

图》，设色清丽淡雅，构图别致有趣。 画

面右上有宁宗杨皇后题诗“相逢幸遇佳

时节，月下花前且把杯”，左侧亦有杨皇

后诗句“人能无着便无愁，万境相侵一

笑休。 岂但中秋堪宴赏，凉天佳月即中

秋”。此画诗画合一，不仅荡漾着浓浓的

诗情画意，也体现着在佳节之时画者和

诗者那份洒脱豁达、平淡自然的心境。

古人对于“圆”的崇拜由来已久。每

逢中秋月圆，人们渴望团圆的心情更是

迫切。 例如，白居易《望月有感》的诗中

就有“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

同” 来描写亲人无法团聚的萧瑟与凄

凉。 因此，每逢中秋节，人们对家庭团

圆、生活和谐、社会安宁、国泰民安的渴

求， 恰当而真切地折射出一种民族心

理， 并由此显示出文人士族的家国情

怀。这种家庭和美的氛围和其乐融融的

熏陶，成为值得体味的民众意绪，并影

响着艺术创作。 “好时节，愿得年年，常

见中秋月。 ”“绝景年年难再并，他年此

日应惆怅。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

思落谁家。 ”“惟有今宵， 皓彩皆同普”

等，既有古人对于良辰美景难在的惆怅

与对团聚、团圆时光的珍惜，也有对于

国泰民安的祝愿与企盼。因此，团圆、团

聚，不仅是中秋节的主题，也是华夏民

族渴望家庭团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

长治久安的普遍愿望，直至今日，仍然

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渴求团圆
古人对于“圆”的崇拜，融入浓浓的文化情思

拜月是中秋节女性特有的重要节

俗活动之一，民间有“男不拜月，女不祭

灶”之说。

“日 ”与 “月 ”对应 ，“阴 ”与 “阳 ”对

应，并由此起建构起古人的“阴阳”观、

哲学观。 在传统文化观念中，月与“阴”

有关，古人认为月为太阴，是女性的保

护神。并且，月中有嫦娥、玉兔、蟾蜍等。

兔因繁殖率高，经常喻指女性，蛇则指

代男性。 蟾蜍也因卵生、多籽而成为生

殖的指代。 而嫦娥，更是服药成仙的月

中唯一女性。如“嫦娥奔月”“月中玉兔”

“玉兔捣药”之类的图像，皆是中秋节女

性拜月图像中常见的意象。 北方还有

“蛇盘兔 ”的样式 ，并有 “蛇盘兔 ，必定

富”之说来寓意吉祥。

这类节令图像中意象的融入，带有

鲜明的文化因子，并有原本对天体和性

别的原始思考，所派生出多重文化混合

的态势，形象地展示出节日文化中神话

和信仰之间的某些内在关系。在清初戏

剧家洪升所创作的《长生殿》剧本中，又

幻化出有李隆基、 杨玉环两人中秋 “重

圆”的场景，这样不仅表达的是他们中秋

团圆的节日主题， 更凸显了二人对爱情

的忠贞。 女性在中秋祭月、 拜月的习俗

中， 其实透露出不同年龄段女性的不同

诉求，如年轻女子祈求美貌如天仙，嫁与

如意郎君；已婚女子祈孕、求子，乃至婚

姻生活和美和家庭和谐等。古往今来，这

些内涵皆曾以艺术的方式演绎出人世的

感人情致和中秋拜月的主题。 台北故宫

博物院所藏名画《五代人浣月图轴》即表

现了五代女子对月祈福的情形。

秋季是庄稼收成的时节，也是酬谢

大地母亲丰产的季节。 因此，在中秋的

节俗主题和艺术创作中，自然融入了与

生育相关的内容，并演化为一种社会性

的“偷瓜送子”行为模式。

“瓜”在民俗文化中经常被注入“多

子（多子）”的意涵，“偷瓜”则被植入了

生育和“添丁”之特殊寓意。 孔乙己说，

“窃书不算偷”。 而在古代，中秋“偷瓜”

（也称“摸瓜”或“摸秋”）的行为，也被大

家所容许，隐含着妇人们“祈生”“求子”

的心理，甚至隐含着传统社会中“重男

轻女”性别歧视观念。 在一些地方还有

人将冬瓜画作小孩模样，并为它穿上衣

服，送到不育的女子之家，让女子伴着

瓜睡一夜， 第二天将瓜煮熟了吃下，如

果后来怀孕生子后就是“灵验”，主家还

要酬谢“偷瓜送子”之人。

同样，在民间美术中“瓜瓞绵绵”也

成为常见的祝福他人子孙绵延的象征。

《诗·大雅·绵》：“绵绵瓜瓞， 民之初生，

自土沮漆。 ”“瓜瓞绵绵”是一种祝愿子

孙昌盛， 兴旺发达的吉祥图画的名称。

白石老人绘制过多幅有关 “瓜瓞绵绵”

的国画作品，多用大写意笔法，构图饱

满，表现的都是生活中常见的瓜果。 因

此，民间绘画图像的解读，离不开还原

相关的俗信内蕴，而不是节令绘画创作

者的随意发挥， 观者也不应当作简单、

轻率的解读。

《酉阳杂记》记载：“旧言月中有桂，

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

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 人姓吴名刚，

学仙有过谪令伐树。 ”这种带有悲剧性

内容和惩罚性的行为， 经常被人们忽

视，而相反，在这种神话传说中，无论是

“树创随合” 之木， 还是伐树的仙人吴

刚，并非仅仅代表个人的悲剧，而经常

被演化为“不死”的象征，罩染了“长生”

的色彩。

此外，由于古人缺乏对于天体本身

的正确认知，他们把眼睛所能见到的月

亮的阴晴圆缺，视为一种真实的自然现

象，因此也就有了“月有亏盈”之说。 这

种亏盈变化的现象同样被附会上一种

“不死”的色彩。古人由此对月亮产生神

秘感，最终以为月亮具有死而复生的神

奇力量，从而有了“拜月”“祭月”的风俗

和信仰，为中秋节俗文化披上一层神秘

“外衣”。唐寅《嫦娥执桂图》、改琦《嫦娥

献寿》、高其佩《蟾宫折桂图》、张路《月

殿嫦娥图》等绘画创作，都和神话传说

有关，赋予月亮、桂树和玉兔以美好的

寓意，表达祈望长生的主题思想。其中，

唐寅的《嫦娥折桂图》绘仙子嫦娥，手执

桂花，迎风而立，已然成为此类题材的

经典之作。

在中秋节俗文化中，无论是“吴刚

折桂”的神话传说，和“嫦娥折桂”“嫦娥

献寿”的绘画创作，还是古人眼中“月圆

月缺”每月一轮回的现象，都被赋予了

神奇的观念，也被赋予了一定的文化喻

指。它们成为中秋节图像中重要的创作

题材，并以不同的图像形式在民间流传

着，并表达出一种带有象征意义的主题

与虚妄的观念，真实地传递出在医疗条

件低下的农耕社会， 人们渴望健康长

寿、生命长久永在的真实心态。

（作者为安徽大学艺术学院民俗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企盼丰收
春祈秋报，折射对于平安富足生活的渴望

倾情拜月
独属于女子的诉求，浸润着古人的“阴阳”观

祈愿添丁
社会性的“偷瓜送子”，被古代社会伦理容许

追慕长生
月有盈亏的轮回，被古人赋予了神奇的观念

农历八月十五为中秋节， 古代也将这一
天称为“仲秋”“秋夕”“夕月”等，它是中国重
要的传统节庆。中秋节历经上千年的传承，其
节日文化的主题与内容在不断延展、补充，融
入神话传说和民俗等多方面的内容， 从而凝
聚成承载民族心理情绪的文化符号。

中秋是传统中国画热衷于表现的一个主
题。 在中秋节令绘画中，缘何常常出现圆月、

嫦娥、玉兔、石榴等意象，对月、拜月、团圆、折
桂等场景？这些图像背后，隐含着自古以来人
们什么样的情感诉求与文化心理？

在学界看来， 节令绘画这种衍生在节令
中并真切反映节日文化内涵和大众社会生活
的艺术形式，或许未必进入纯美术范畴，然其
社会价值、审美价值等已超越艺术价值本身。

这些绘画为研究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多元性
提供了可能。

赏读中秋节令绘画时， 我们也在赏读其
中丰厚的民俗内涵、幽微的文化生趣。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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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慕康《嫦娥奔月》

荨清代画家冷枚 《梧桐双兔图》（局

部），此画被认为是为中秋佳节而作。

荩晚清画家陈康侯《中秋佳礼》

茛晚清画家黄山寿《吴刚折桂》

荩南宋画

家马远 《月下

把杯图》。画面

截取园林中中

秋宴赏的一个

场景， 具有生

活的诗意。

茛清代画家高其佩《蟾宫折

桂图》（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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