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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筝最初为军事
工具，唐代演变为供人
消遣的玩具，及至宋代
成妇孺普遍参与的游
戏，并渐渐不受时节局限

在外国人眼里，“中国的风筝和火箭

是人类最早的飞行器”，风筝甚至被英国

著名学者李约瑟视为中华民族的重大科

学发明之一而载入其著作《中国科学技

术史》。

风筝最早出现在中国，历史源远流

长，但其究竟起源于何时说法不一。一

种说法为“木鸢说”，认为风筝起源于春

秋战国时期，依据为先秦古籍中关于公

输子、墨子制“木鸢”的记载。另一种说

法是“纸鸢说”，传说楚汉相争时韩信作

纸鸢放飞空中，根据放线的长短以测军

队距未央宫的远近；清人笔记中还记载，

韩信率军十万围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

风筝，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令楚营

官兵思乡心切，不战而散。此外，还有梁

武帝被困台城，放纸鸢求援等各种关于

风筝起源的记载和传说。上述说法虽各

不相同，但从若干史料中可知，风筝最初

是作为窥探敌情或传递情报的军事工具

而存在的。

直到唐代，风筝才逐渐演变为一种

供人消遣的玩具。随着唐代社会的安

定、文化经济的繁荣，带来传统节日的盛

行，进而促进了各种民俗活动的发展。

纸风筝的出现促进了风筝功能的转换，

可操纵的娱乐性令其在民间得以普及，

放纸鸢成为清明时节与扫墓、踏青、荡秋

千、蹴鞠等并行的民俗活动。唐代元稹的

诗句“有鸟有鸟群纸鸢，因风假势童子牵”

就生动描绘了时人放风筝的场景。但彼

时的风筝其名实为“纸鸢”，出现在唐代大

量诗句中的“风筝”一词，其所指并非今日

之风筝，而是挂于竹林或悬于殿塔檐角的

“风铎”。五代汉隐帝时，大臣李邺将一

种类似竹笛的发音装置安在鸢首，放飞

时“使风入竹，如鸣筝”，宋代以降便有了

以“风筝”来称呼纸鸢的习惯。

及至宋代，风筝已成为妇孺普遍参

与的休闲游戏，风筝的扎制和装饰也都

有了很大发展。宋人笔记中记载了“竞

纵纸鸢，以相勾引，相牵剪截，以线绝者

为负”的“小技”，可知至今流传于广东、

福建一带的“斗风筝”游戏宋时已盛行。

明清两代是风筝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

的风筝无论形制、样式、装饰还是扎制技

巧、放飞技能都有了很大提高。此时期

的文献史料对风筝的记述也更为翔实。

成书于清乾隆末年的《扬州画舫录》记录

了当时扬州的风土人物，其中就仔细描

述了扬州人所放的各种风筝：“大者方

丈，尾长有至二三丈者。式多长方，呼为

‘板门’；余以螃蟹、蜈蚣、蝴蝶、蜻蜓、

‘福’字、‘寿’字为多。次之陈妙常、僧尼

会、老驼少、楚霸王及欢天喜地、天下太

平属，巧极人工。晚或系灯于尾，多至连

三连五。”在广东、福建一带，由于气候关

系，入秋后风力渐强，因此形成了在秋

高气爽的重阳时节登高放风筝的习

俗。在岭南一带就流传有“九月九，是

重阳，放纸鹞，线爱长”的民谣。清人吴

性诚则在《放纸鸢》诗中回忆了重阳节在

福建海边放风筝的情景：“回首江乡记昔

年，春风一线引飞鸢。乍看霁色三山地，

却放秋光九月天。几处儿童喧海畔，满

空鱼鸟透云边。旁人莫笑凌霄晚，万里

扶摇正洒然。”这描绘了东南沿海一带有

别于北方清明放风筝习俗的秋季放飞场

景。时至今日，随着生活习俗的变迁和

风筝制作的便捷，这项原本具有较强节

令性的娱乐活动早已不受时节限制，真

正成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畅享欢乐的消

闲“利器”。

风筝在南方多称“鹞”，北方则称

“鸢”，南北各地的风筝皆因地制宜，各具

风格。北京作为明清帝都，所产风筝在

装饰、骨架上最为讲究，及至清末已形成

哈氏、金氏等流派。天津风筝以魏氏为

最佳，以打眼、扣榫等多层组装、折叠工

艺著称。山东风筝以潍坊所产最为精

美，类型众多，装饰参用当地年画之技

法，极富乡土特色。江浙一带以如皋和

南通最负盛名，如皋流行结构精巧、色彩

明快的小型风筝，南通则盛产大型板鹞

风筝，外形呈“六角”或“八角”的平板状，

筝面布满几十或几百个以葫芦或竹子制

作的“哨口”，飞到空中，风入哨中，形成

浑厚和谐的嗡鸣声，宛若“空中交响

乐”。广东的风筝造型和骨架结构较为

简洁，民间还流行在筝线上粘玻璃屑形

成“玻璃线”，放飞时通过技巧与其他风

筝缠绕相斗，以割断他人筝线为胜的游

戏。福建风筝多以水族生物为主。在其

他边远地区，也大都有放飞风筝的活动，

无非样式、玩法上有繁简、难易之别罢

了。北京、山东潍坊、广东阳江等很多城

市还专门设立了国际性或地域性风筝赛

事，一般在春、秋两季举行，各路风筝达

人共聚一堂交流、竞技，以风筝为媒介，

传播、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风筝在华

夏大地之所以如此普及，皆因它实为一

项简单易行，又能轻松带给人们精神愉

悦且老少咸宜的趣物，何乐而不为呢！

风筝一直是诗人
们争相吟咏的题材，古
代绘画作品也频频以
此入画，这一物象还经
常出现在古典小说中

小小的风筝，寄托着人们不负光阴

的浪漫情怀，充实了孩童们肆意放飞的

年少时光，同时也牵动着文人雅士的才

思情愫。风筝一直

以来就是诗人们争

相吟咏的题材。明

代 徐 渭《风 鸢 图

诗》：“柳条搓线絮

搓棉，搓够千寻放

纸鸢。消得春风多

少力，带将儿辈上

青天。”诗人连用三

个“搓”字来表现孩

子们急不可耐放风

筝的童心之趣。清

末诗人高鼎的一首

《村居》：“草长莺飞

二月天，拂堤杨柳

醉春烟。儿童散学

归来早，忙趁东风

放纸鸢”，以孩童放

飞筝的场景勾勒出

一幅生机勃勃的世

俗图景，成为妇孺

皆知的描写风筝的

诗词佳作，也令诗

人名传后世。

随着风筝成为

一项普遍的民俗休

闲活动，古代的绘

画作品也频频以此入画。在北宋张择端

所绘的世俗风情长卷《清明上河图》中，

就能找到郊外三两人放风筝的细节；题

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的《百子嬉春图》

中，描绘了儿童三五成组地玩耍嬉戏，其

中就有几个童子在亭楼一角放飞风筝。

清末画家吴友如的《海国丛谈图》中有

一幅“风筝会”，描绘了上海张园放风筝

的情形，画题中先是描述了风筝的“前

世今生”，及云：“沪上张氏味莼园中多

隙地，时有孩童入放风筝，故园主人拟设

一风筝会，藉以招徕裙履逐队遨游也。”

可知当时的这座沪上私家名园也借“风

筝会”招揽人流。

“风筝”这一物象也经常出现在一些

古典小说中，惯常是以“断线风筝”来比

喻情郎等人物一去不复返，以此表达对

思念之人的期盼和怀念。而在明末清初

的剧作家、戏曲理论家李渔的代表作《风

筝误》中，却别出心裁地以“风筝”作为推

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线索，突破了风

筝仅仅作为简单物象的窠臼。全剧以

“风筝”命名，并有“糊鹞”“题鹞”“和鹞”

“嘱鹞”“鹞误”五出直接以风筝为题的章

目。剧中别有新意地让风筝作为才子佳

人相遇相知的媒介，以风筝贯穿全篇，通

过男主在风筝上题诗、风筝断线误落院

中、女主捡拾风筝在上和诗，以及男主二

次题诗试探却误落入女二院内等桥段，

巧妙营造了一系列阴差阳错的误会和巧

合，强化了故事的戏剧性。

如果说在李渔的作品中，风筝还仅

仅是作为一个深度参与故事内容的普通

物象，那么在伟大的古典名著《红楼梦》

中，风筝则是具备了隐喻功能的特殊物

象。在第七十回《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

湘云偶填柳絮词》中，众人以“柳絮”为题

起社填词，薛宝钗因着柳絮本是轻薄无

根之物，偏不落俗套，而填了一首《临江

仙》，其中有句“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

云！”大家正品评称赞，忽闻窗外一声响，

只见一只断线的大蝴蝶风筝挂在竹梢

上。此处巧合的是，本是修辞柳絮的这

句诗词，用来形容风筝似乎也再恰当不

过。两者皆须借助风力才能上得“青

云”，又都是居无定所的飘摇无根之物。

紫鹃正要将掉落的风筝拿起收着，

黛玉笑道：“知道是谁放晦气的，快丢出

去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晦

气。”于是，群芳兴之所至，一同放起风筝

来。可见，放风筝意味着“放晦气”之说

在清代已极为普遍，风筝放飞高远后剪

断连线令其自顾飞去，曰晦气散去，其中

蕴含了借此祛病禳灾的民俗心理。

《红楼梦》内涵丰厚，曹公采用“真事

隐去，假语村焉”的特殊笔法，在书中有

很多隐喻和意象表达。不少红学研究文

献都对书中不同章节中“风筝”的出现及

其隐喻作了解读，尤其在探春这一人物

身上，对应的风筝的几次出现，具有明显

暗示作用。第一次出现是在第五回探春

的判词中：“画着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

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

状。”这是关于探春命运的第一次暗示。

第二次出现是在第二十二回中，探春所

作的灯谜：“阶下儿童仰面时，清明妆点

最堪宜。游丝一断浑无力，莫向东风怨

别离。”谜底正是判词中的风筝，是“飘飘

浮荡之物”。第三次出现即在第七十回，

探春所放的凤凰风筝与另一凤凰以及一

只带响鞭的喜字风筝缠绕在一起，最后皆

断线飘摇而去。这段描述正是对前两处

风筝寓意的具象化呈现，预示探春远嫁，

其命运如断线风筝一样不由自己把握。

杨柳青经典年画
《十美图放风筝》鲜活
诠释清末流行的同名
时调小曲，将姑娘们放
风筝的动态生动呈现

有一幅题为《十美图放风筝》的杨柳

青年画相当经典。画中，春暖花开，桃红

柳绿，只见青青河边，有主仆共计12位

佳丽在放风筝，她们身着色彩款式不一

的华美衣衫，手中牵着风筝线，最引人

瞩目的，是姑娘们手中拿着的或是

已经放起的那些各式各样的风

筝。这些风筝从题材上区分，有

人物、禽类、动物、交通工具等；

从骨架形式上区分，则有硬

翅、软翅、拍子、串类等。

关于这幅年画的出处，

一种说法是根据山东德州

索庄一首濒危民歌《十美

图放风筝》的演出形式而

创作。根据资料记载，20

世纪30年代一位名叫崔

玺的教师和穷艺人“大鸽

子”将这首民歌传授给索

庄人，后来村里姑娘学习

了 这 首 民 歌 ，并 登 台 表

演。由于姑娘们个个扮相

俊美，道具新奇，唱词通俗，

在当时风靡一时。天津杨柳

青与山东德州同为京杭大运

河沿岸的漕运重镇，德州是杨

柳青船户南行的节点，两者因此

便有了经济、文化上的交流。德

州的这首“流行歌曲”随之传到了杨

柳青，亦或是杨柳青的年画艺人在德州

看到了姑娘们的现场演出，便据此创作

了这幅同名年画。

其实《十美图放风筝》作为一首时调

小曲最迟在清末就已广泛流行。在日本

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就收藏有三册《十美

图放风筝》清代唱本的不同刻本，三册刻

印时间略有先后，内容基本一致，唱本中

标注了所用曲调为“靠山调”。靠山调是

天津土生土长的民歌小调，属于天津时

调中最主要的曲调之一，约形成于清代

同治末年、光绪初年，于清末畅盛一时。

早稻田的藏书中还有名为《十个学生放

风筝》的唱本，从内容上看接续在《十美

图放风筝》之后。清末民初，北京的一些

民间书坊为了增加销量，将在民众中流

行的时调小曲编选刻印成小册子，印刷

虽粗糙，但因其出版速度快，易于传播，

便于携带，曾盛极一时。由此可断知《十

美图放风筝》在当时应已在城乡坊间流

行传唱。

唱词中先是介绍了十姐妹的名字，

穿的什么衣服，梳的什么发型，戴的什么

头饰。在这段开场白后，再依次详细唱

出了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老姑

娘，各自放的什么风筝，以及如何“送饭”

（指凭借风力把物品沿风筝线送上天，为

线顶端的风筝增加一些彩头），组词无非

是一些环环相扣又合辙押韵的吉祥话。

对照唱词来看，与杨柳青年画《十美图放

风筝》所绘场景十分相似，十种风筝竟有

六种与唱词完全吻合，分别是：马驹驮八

卦图、小鸡“教五子”、串灯笼、八仙、花蝴

蝶、唱台戏。另外画中最左侧，一姑娘手

中所持的一件体型较大的汽轮船风筝，

其用意也与唱词中二姑娘所放的时兴东

洋车风筝如出一辙，是唯一的一件新式

风筝以别于其他的传统风筝。可以说，

《十美图放风筝》这幅年画鲜活地诠释了

曲词中所描述的内容，将姑娘们放风筝

的动态行为定格为静态画面，又将其生

动呈现于纸上，使美好瞬间变为永恒。

风筝是综合艺术，
“四艺”皆学问，骨架决
定放飞性能，各风筝流
派在发展过程中都形
成自己的谱式

风筝是一门综合的艺术，讲究“扎、

糊、绘、放”四种技艺。古往今来，人们在

对待放风筝这件“小事”上，从不怠慢。

这一点从各式各样的风筝样式，应有尽

有的装饰题材，构思巧妙的机关装置，不

断升级的放飞技巧中可见一斑。“四艺”

之中皆是学问。

扎制骨架便是首要的学问。骨架是

风筝的基础也是决定其放飞性能的关

键。风筝骨架所用材料是极具东方意蕴

的植物——竹，所用多为南方的毛竹、青

竹、建竹、竹篾等。竹子本身体轻却有韧

性，经加热烘烤可弯曲成形，冷却后又可

定型，这种特质使其成为制作骨架的最

好材料。

沙燕风筝是北京硬翅风筝的典型代

表，又有瘦燕和肥燕之分。旧时京城有

句民谣：“进北京逛厂甸儿，玻璃琉璃大

沙燕儿”，这里的“大沙燕”，指的就是北

京最重要的风筝流派——哈氏风筝中的

瘦沙燕风筝。哈家以制作一丈二的瘦燕

风筝著称，“一丈二”指的是沙燕两侧膀

尖之间的距离，实则整个风筝的高度达

三米以上。体型如此之大的风筝自然无

法从院门出入，只能墙里墙外各站一人，

把风筝从墙头翻过去，因此在哈氏一族

当时所居住的辟才胡同就有了风筝“翻

墙”的一景儿。这种大型风筝一般为客

人定制，当时京城的梨园界人士就定过

哈家的大风筝。如此一来，风筝一翻墙，

便知是哈记又给客人送风筝了。

接下来的讲究，在于粘糊筝面。骨

架扎好后就要将糊制风筝的材质（多为

高丽纸、棉纸、丝、绢及棉布等）依形粘糊

于骨架上。对称、平整是粘糊风筝的主

要法则，有平糊、裹糊、连糊和补糊四种

基本方法。

绘制图案，门道就更多了。装饰彩

绘是北京风筝最具特色的地方，较之其

他产地要精致细腻的多。北京各风筝流

派在发展过程中都形成自己的谱式。据

了解，哈氏风筝的传统画谱有250余种

之多，仅沙燕风筝谱就有九世同堂、苍龙

训子、二龙戏珠、蛱蝶寻芳、百福骈臻、丹

凤朝阳、鹿鹤同春等三十余种图案样

式。除刘海戏蟾、天女散花、钟馗嫁妹等

典故人物以及金鱼、八卦、钟鼎等固定图

式外，其他大部分风筝图案采用民间艺

术中惯用的以器物之谐音组成吉祥寓意

的法则，形成极具装饰性、符号性的彩绘

特征，如“九世同堂”绘九只戏耍的小狮

子，“福寿双全”则绘蝙蝠、寿桃及铜钱

等。哈氏风筝彩绘精美，独创的“秃笔丝

毛”法可擦绘出的鸟类羽毛或动物茸毛，

使其达到真实如生的写实效果。

就连拴线施放，都有诀窍。风筝是

为飞翔而生的，无论多么精美的风筝，放

飞才是它的终极目标。风和线是风筝放

飞的重要元素，不同等级的风力适宜放

飞不同的风筝，而“线”如提线、连接线

（专指串类风筝）和放飞线，系线的角度

和粗细都有门道。大风筝放飞有很高的

技巧和难度，对风速的要求也高，一般人

难以放起来，即使放起来也难把风筝收

下来，甚至会把风筝摔碎。因此在过去

有专门负责“掌头线”的放飞者，把大风

筝放飞稳当了再交由客人手中。

“清风如可托，终共白云飞”。在放

风筝这件事上，我们一直都是认真的。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副研究馆员）

放纸鸢，秋风一击入云端
刘莹

秋风送爽，云淡天高，正是放风筝的好时节。
风筝的故乡在中国。它由最初的军事用具，演变为风中摇曳多姿、亮

丽多彩的休闲娱乐之物，这其中蕴含着古人朴素的智慧和对自然的情
怀。与偏重放飞技术、以几何造型居多的外国风筝不同，中国的传统风筝
以竹子为骨，承载着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与想象，扶摇直上入云天。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谈

▲杨柳青经典年画《十美图放风筝》描绘主仆共

计12位佳丽在放风筝。画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姑娘们

手中拿着的或是已经放起的那些各式各样的风筝

 哈氏风筝图谱之一，哈亦琦绘，中国美术馆藏

▼风筝《子

孙万代》,天津周

树堂作，中国美

术馆藏

 风筝《五鱼

燕》,北京哈魁明作，

中国美术馆藏

▼在伟大的古

典名著《红楼梦》中，

风筝是具备了隐喻

功能的特殊物象。

图为清代孙温绘全

本《红楼梦》局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