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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1980, the Huazhao Festival research in China mainly concentrates on five aspects, which
includes festival name interpretation and flower literary, origin and evolution, customs and
function,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geographical spread. Almost
every 10 years, one or two new research topic will be formed, and the study presents several
trends, such as from shallow to deep, from literature to the field survey, from general discussion
to case studies. However, the phenomenon of repeated topic selection is still more prominent, and
some important issues are seldom touched in the long term. Future study should be pay more
attention to new materi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enhancing local chronicles, oral materials,
network materials, photos, and videos. At the same time, the future study need to make use of the
theoretical methods such as cultural geography and sociology in the fields of cultural space,
cultural area, the Huazhao Festival and rural merchants, the Huazhao Festival’s contemporary
functions, and so on. Still the field survey is very important, case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studies
will have more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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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后我国花朝节研究主要集中在花朝释义与文学、花朝节起源与演变、习俗与功能、非遗保护与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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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地域传播等五个方面，几乎每10年形成一到两个新的研究主题，并呈现由浅入深、由文献研究走向
田野调查、由一般论述到个案研究等趋势。但重复选题现象仍较为突出，一些重要问题仍鲜有涉及。今
后需在资料使用和选题角度等方面另辟蹊径，加强对地方志、口述资料、网络资料、照片音像等的利用，
结合实地调查，借鉴文化地理学和社会学等理论方法，围绕文化空间、文化区域传播、花朝节与农村流
动商帮、花朝节当代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个案和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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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花朝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古代曾与元宵、中秋并重，流行于全国，但现今只在少数地区流传。随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统文化复归，以及赏花经济兴起等，一些地区开始重新发现花朝节，并赋予其
多重现代意义。花朝节由此不断进入学术研究视野。尤其是自 1980 年后，相关著作和期刊论文较快增长。
仅以著作情况看，从最初花朝节多出现在《中国名城汉俗大观》[1]、中国风俗之谜》[2]、《中国节日》[3]
等概要介绍全国节日风俗的书中，到近几年《中国民俗史》等著作对花朝节的阐释性内容不断增加[4] [5]，
再到第一本研究性专著《花朝风情》问世[6]，研究逐步深入。这些研究成果，极大丰富了我们对花朝节
的认识。但遗憾的是，花朝节研究重复选题现象仍较为突出，而一些重要问题却长期鲜有涉及。为进一
步推动花朝节研究，本文以相关著作和中国知网收录的期刊论文为主体，对 1980 年后我国花朝节的研究
现状进行梳理和评介，并对未来研究应引起重视的几个方面和选题方向提出建议。

2. 1980 年后花朝节研究的主题分布及嬗变
据笔者在中国知网以“花朝”进行篇名精确检索，从 1980 至 2016 年，含“花朝”二字的各类文献
112 篇，去除无关和重复文献等，研究花朝节的共 53 篇文章，其中包括 51 篇期刊和会议文章、2 篇硕士
论文。整理发现，上述文章研究主题大致集中在花朝释义与文学、花朝节起源与演变、节日习俗与功能、
非遗保护与开发、花朝节地域传播等五个方面(见表 1)。
Table 1. The topic distribution on the Hua Zhao festival in CNKI journals, conferences articles and master theses, 1980-2016
表 1. 1980~2016 年中国知网花朝节研究期刊、会议与硕士论文主题分布
主题

1980~1989

1990~1999

2000~2009

2010~2016

花朝释义与文学

4

1

10

7

22

节日起源与演变

3

3

6

12

节日习俗与功能

2

3

5

10

1

7

8

1

1

26

53

非遗保护与开发
花朝节地域传播
总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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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时间上看，从 1980 年至今，几乎每十年，花朝节研究就会新增一至两个研究主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花朝节举办地少，现实场景描述较为少见[7]，学者们主要局限于从文学作品中寻绎“花朝”，开
始展开对“花朝”词义的探讨。90 年代，花朝节作为一种民俗，其起源和演变、习俗和功能成为普遍关
注研究的重点。2000~2009 年，花朝节在多个地方迎来了一个复办时期，人们有更多机会亲身体验参与，
节日纪实和回忆性文章明显增加，花朝节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成为新的研究热点。21 世纪
10 年代，开始有学者关注花朝节的地域传播，并进行个案考察。总体上，近 40 年间花朝节的研究论文
数量不断增长，主题不断丰富和嬗变，并呈现出由浅入深、由文献研究走向田野调查、由一般论述到个
案研究、研究方法不断多元化的趋向。

3. 花朝节不同主题的研究进展
3.1. 花朝释义与文学
“花朝”到底是什么？1980 年后对花朝节的研究，是从“花朝”含义的讨论开始的。最初大家对“花
朝”的讨论，焦点主要集中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两句诗：“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
刘志国认为，诗中“花朝”即指花朝节[8]。而胡林认为，尽管“花朝”有两种含义，一是专指花朝节；
二是泛指良辰美景。但具体到白居易此句诗中，应是泛指良辰美景之意[9]。这两种说法，都有人支持。
如，尤志心认为“花朝”当指“春季花开的时节[10]”，张国学指出“花朝”应为节令[11]，都与刘志国
看法相近。而王会东[12]、张法和[13]、方宏裕[14]，则与胡林的看法相近或相同，认为是指早晨或良辰
美景。
“花朝”不仅出现在白居易诗中，揆诸历史，花朝节与文学有不解之缘。很多学者从古典文学中寻
找到了花朝节的踪迹。张丑平统计，《全唐诗》中共有 15 篇出现“花朝”二字，《全宋诗》中共有 26
篇出现“花朝”，宋词中也颇多相关词句[15]。凌帆指出，元代文学作品有不少涉及花朝节的内容。花朝
节，一可作为固定日期用于记时，二可利用节日活动进行文学创作[16]。明代，汤显祖在《牡丹亭》中刻
画了“十二花神”[17]。清代曹雪芹则借《红楼梦》更将花朝节赋予了特殊的含义[18] [19] [20]。当代作
家也用散文表达对故乡花朝节的记忆[21]。花朝节几成为各时期主要文学形式的一个共同题材。文学诠释
了花朝节的美好内涵，且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反映了花朝节的起源和习俗。

3.2. 花朝节的起源与演变
3.2.1. 花朝节的起源时期
花朝节起源于何朝何代，素来说法不同，大致有 6 种。一，春秋说。如王蕾认为，花朝节起源于春
秋，大体成型于唐宋[22]。蒋玮进一步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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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二，汉代说。刘义满认为是在东汉[24]。三，晋代说[25]。四，唐代说
[26]。持此观点的人较多，但起源于唐代哪个皇帝时期看法不一。石柱国认为花朝节起源于李世民时期[27]，
葛磊认为是武则天时期[28]，而马智慧认为应为德宗时期[29]。五，宋代说。徐振保认为花朝节俗的形成
应在宋代[30]。六、明代说。郭天立认为，唐朝尚不能判断花朝节之地位，“迟至明朝，据《宣府志》记
载，花朝始得节名[31]。”笔者以为，作为全国性节日的花朝节，唐代起源说比较妥当，但不同区域花朝
节起源时间存在差别。
3.2.2. 花朝节起源与宗教和农耕文明
花朝节别称很多，常见的有花神节、花王生日、百花生日、花节、花王节、插花节、种花期[3]、挑
菜节、百花仙子会、扑蝶节[32]等等，这反映了花朝节的来源可能有多种。据完颜绍元介绍，花朝节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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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是为纪念唐代崔玄微护花；二说是祭拜传说的花神，花姑，女夷等；三说是根据田汝成《熙朝乐事》
所叙，由来与佛教有关[2]。马智慧认为，花朝节起源有“因神命节说”、“因时命节说”和“因食命节说”
三种说法[29]。其中，“因神命节”说基础最广。马智慧的说法可以在现实中得到一定印证。不少地方志
记载，杭州、苏州、南京、上海、武汉[28]，逢花朝节，人们习惯于前往花神庙祭花神或祈求丰收。如今
北京丰台还有花神庙，福佑花农。由于各地多有花神庙等庙宇，所以会出现花朝节庙会或与其他庙会融
合的情况[33] [34]。但学术界关于花神的身份说法各异。李菁博等就探讨了不同朝代十二花神的身份变化
[35]。花朝节的花神崇拜，宗力、刘群认为，是属于植物崇拜，是当自然宗教进化至人为宗教后一种万物
有灵观念的产物[36]。陈勤建也把花朝节祭花神看作与中国久远广泛的植物崇拜有关，是一种心意民俗
[37]。
祭拜花神等神灵，还透露出花朝节之起源与我国古代农业文明极有关系。钟敬文[38]，萧放[5]，游
彪、尚衍斌、吴晓亮[4]，陈勤建[37]，王娟[39]，均把花朝节作为岁时节令，指其具有明显的农业文化特
点。张丑平通过研究种花业与花朝节的关系，认为花朝节的兴起和发展都与古人对花卉的认识和种植密
切相关。而且，是在花卉种植成为一种普遍性行业后，花朝节才从上层的高雅节日演变为大众化世俗节
日，并由此增加了许多与花农生活相关的，如农业祭祀礼俗、气象物候观测、农业占卜等新的节俗[15]。
蒋玮和沈建东也指出，花朝节在吴地的传承和流行，与古代苏州地区花农花商种花、护花，苏州百姓爱
花、惜花的花文化有密切关系[23]。而在鄂东、荆州等地，很多棉农认为花朝这一天直接关系到棉花生产
丰歉[40]。武汉新洲区旧街一带就流行花朝节祭棉花神[41] [42]。
3.2.3. 花朝节的节期
与花朝节起源有关，花朝节的节期也有多个说法，主要有三个。《辞海》云，“旧俗以夏历二月十
五日为‘百花生日’，故称此日为‘花朝节’。一说为十二日，又说为初二日[43]。”从各地实情和研究看，
大致如此。清朝花朝节多在农历二月十二。向斯对此的解释是，以“二月十五日为花神节，百花争艳。
宫中女眷们尤其重视此节，称为花朝节、花朝日。这一天是太上老君的诞辰日，清宫很重视这两个节日，
于是，就把花朝日移到十二日[44]。”除此，少数地区不在这三个日期，如西南彝族就是在农历二月八日
过“花朝节”，只不过他们称之为马樱花节[45]。关于花朝节期的差异，有的认为是因我国幅员辽阔区域
气候不同，或不同历史时期气候不同而造成[22]。对于这种现象，陈勤建的评论具有启发意义，他指出：
“节俗开始阶段都有一个日期不稳定的过程。习俗活动的时辰大体有之，定时则无。……之所以趋向固
定的节日型，是人们对季候感悟和农事的经验感受逐步理性化，不必再单纯求诸表像的征候[37]。”
3.2.4. 花朝节的衰微
花朝节由兴入盛，由盛而衰，由全国性节日到仅有少数地区硕果仅存，但何时因何而衰微，亦众说
不一。一说是在清末。王蕾认为，原因在于花朝节未形成固定的节日习俗，以及没有很强的象征意义[22]。
二说是民国以后。马智慧认为，气候转冷导致北方花朝时节无花可看、无蝶可扑，使节日流传受到影响，
远离了寻常百姓[29]。鉴于清末民初历史交错，所以这两种观点的时间判断相差不大。而至于为何衰微，
除了上述习俗和气候原因以外，恐怕还与军事政治等因素有关。有个案证明，战争和政局变化也会极大
阻碍花朝节的传播，甚至导致其消亡[46]。

3.3. 花朝节的习俗与功能
花朝节有很多节日习俗，但却常因时因地因人而异。据李少武整理，花朝节的习俗至少包括悬彩赏
红、祀神祝诞、花灯出巡、游春扑蝶、种花挑菜、晒种祈丰、赶花会、制作花糕、插花簪花、祭祀劝农
等 10 种[6]。而马智慧研究，在江浙等地区，花朝节习俗除有些与上述相同外，还有赋诗题篇、斗草之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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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花之戏、互赠食物等。一些少数民族喜欢节日对歌求爱，近代上海则衍生出花朝种痘[29]，当代武汉旧
街花朝节流行对对联[47]。花朝节习俗的地域差异，反映了“任何民俗事项都不可能脱离其赖以生存的文
化环境”[39]，也“反映了地域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关系与文化的统一性和独特性共存的事实[48]。”
花朝节不仅属于城市，也属于乡村，有多重功能。戴雪纷考察了武汉新洲独特地理环境下的旧街花
朝节，认为花朝节在乡土社会中扮演着宗教活动场所、物质交流平台、人际关系桥梁和娱乐大众的舞台
等多重功能。花朝节能在旧街地区流传承续，宗教活动、农耕经济、工商贸易、宗族组织、民众参与、
政府推动都不可缺少，而花朝节也有自身演变的内在张力，在宗教与世俗之间自我调节[33]。小田剖析了
近代安徽绩溪仁里在构建乡村共同体过程中花朝节所起的纽带作用。研究揭示了花朝节在当地不仅是庆
贺花神诞辰，更为了纪念先烈汪公大帝。村社通过花朝节俗的诸种仪式，建立起与花神和汪公大帝的神
圣关系，还以此人神关系为基础，强化家族关系，并在地域范围内构建邻里关系。仁里花朝节，反映出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依然存在的“差序格局”，人与人之间并非“孤立和隔膜”[49]。

3.4. 非遗保护与开发
研究花朝节，很重要的一点是希望文化遗产能更好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王德富探讨了花朝节与花
神文化的关系，重点阐释了花神文化的旅游价值，提出了花神文化旅游开发建议[50]。作家刘心武也建议
北京乃至全国恢复花朝节[51]。一些学者针对不同区域花朝节的实际情况也积极建言献策。如李少武，从
多个角度论述了武汉新洲区旧街花朝节作为非遗保护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了复兴花朝节的旅游规划方案
[6]。郭俊华则重点思考了旧街花朝节民俗内涵缺失、商品经济过度、文化认知不清、文化空间生态环境
等现实问题，提出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平台，完善花朝节文化符号，拓宽花朝节文化空间，加强全
体民众文化自觉，重建传统花朝文化[52]。邓少华等则指出旧街花朝节还应转换举办思路，满足城市游客
需求[53]。蒋玮和沈建东则根据苏州地区的花文化传统，指出可以从重建花神庙、恢复花朝节、增加节俗
旅游、培育花产业、鼓励花俗研究等 5 个方面重建苏州花朝节文化体系[23]。而马智慧系统阐述了西溪花
朝节所具有的健康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和产业价值[54]，展示了花朝节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作
用和美好复兴前景。

3.5. 花朝节的地域传播
3.5.1. 花朝节的流传区域
花朝节古代曾流传区域很广，不少地方志都有记载，近年见诸文章和报端的地名不断增加。如西安，
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上海、湖州、苏州、南京、武汉、汉阳[55]，九江、湖南[45]，瑞金、四川[18]，
黄冈[21]，绩溪[49]，广州、福州[56]，东北、河北、山东、广东、山西[57]，等等，还包括一些少数民族
地区，如贵州水城[24]，广西宁明、龙州[58]，和云南大理[59]。此外，王蕾还提到花朝节在港澳台仍有
保留。[22]但关于上述地区花朝节的研究却非常不平衡。其中，关于武汉旧街、杭州的最多，大抵与这两
个地方至今仍举办花朝节且各自都有巨大影响有关。
3.5.2. 花朝节传播的地理中心
上述研究表明，在不同历史时期，花朝节可能存在不同传播中心。如唐代西安和洛阳，北宋开封，
南宋杭州，明朝的苏、杭[60]，清朝北京，现代武汉旧街，都是传播中心(见图 1)。这些地理中心的存在，
一是与宫廷和社会上层的喜好与倡导有关[7] [61]，二是与区域自然和经济地理条件以及人文环境密不可
分。如苏州花朝节就根植于当地发达的花卉种植业和特有的花文化传统[23]。明代杭州花朝节能吸引太湖
流域的蚕农，其活跃的城市经济和丰富的宗教休闲娱乐活动功不可没[62]。再如，武汉新洲旧街花朝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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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culture area and the geographical centers of the HuaZhao festival
图 1. 花朝节的传播区域及地理中心

能八百年不断且能影响周边多个省市，与其“河头山尾，堡埠共生”的地理条件和庙会物资交流聚拢的
巨大人气有内在联系[63] [64]。
3.5.3. 花朝节的区际传播
花朝节也存在地域之间的传播。石小生考察了闽台与中原的花朝节习俗，认为“花朝”自中原地区
起源，后随中原移民不断外迁逐渐流行于全国各地，尤其是东南沿海的福建、浙江以及台湾地区。福建
福州、泉州、龙岩、长汀等地的地方志中均有花朝节记载，其花朝习俗多与河南陈留、洛阳、淮阳、汝
阳、固始等地有关，特别是在一些客家地区至今仍有保留。而且，花朝习俗在闽台等地近些年有强劲反
弹及恢复趋势[65]。而在另一个方向，花朝节可能还与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花节或类似节日有关。如
贵州的“赶花场”、云南鹤庆、大理的花会等[66]。张泉提到，在云南大理，农历二月二十四日，是白族
一年一度的朝花节，但他却没有讲明“朝花节”是否就是“花朝节”[67]。
另外，花朝节有无向海外传播，尤其是东亚及东南亚国家？桂遇秋引用丘逢甲之诗，指出花朝节曾
传至越南[68]。萧放比较了中国和韩国古代岁时节日，认为“18 世纪至 19 世纪之交，中韩岁时节日遵行
夏历，享受同一节日体系”，但却没有提及韩国有花朝节[60]。
3.5.4. 花朝节的传播方式
花朝节有两种传播方式，一是“自上而下”式不同社会阶层间纵向传播，另一种是“自下而下”式
在平民百姓间横向传播。有几个历史时期非常重要。一是唐宋时期，花朝节定型并从宫廷等上层社会传
入下层平民百姓。王蕾认为，唐以前花朝节主要是在上层社会流行，节日习俗多为赏花、踏青、吃花糕、
饮酒吟诗、伤春感怀等等。宋朝，花朝节由上层走入民间，并成为官府定制，除了以往习俗外，官府还
进行郊祭，劝农耕等活动[22]。丁世良、赵放、高扬等也指出，宋时花朝节有扑蝶之戏，杭州城有郊游、
劝农桑等习俗[69]。李之亮则指出，花朝节期间，一般市民主要是赏花游玩，而官员们则借此机会进行“政
策宣传”，道徒们借此机会弘扬道教，佛徒们借此机会宣传佛法，商客们则借此机会大发利市[25]。二是
清朝。宫廷的倡导和影响起到重要作用，很多地方选择在农历二月十二为花朝日。倪世俊[70]、徐振保[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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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放[5]都对清朝的花朝节习俗进行了介绍。三是解放初至文革时期，不少地方花朝节受到政治影响而改
变内容甚至被废除[71]。四是改革开放后，尤其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传统节日备受重视，某些地区民
间与政府互动加强，花朝节得以新面目出现。如，在浙江和湖北两省，花朝节均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72] [73]。地市层面，广州花会[32]、杭州西溪花朝节[74]、武汉新洲旧街花朝旅游节等[75]，则
连续举办。而当前，花朝节的传播有可能会演化为另一种新的“自下而上”式传播：即由民间影响官方，
由地方影响到国家政治中心。

4. 未来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及研究展望
4.1. 新资料与旧资料
目前，花朝节的研究虽取得了很大进步，但与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一些传统节日相比，进展
仍相对缓慢。除了流传不广和认识不足，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缺乏文献资料。要想弥补这方面的不足，今
后除了加强对方志等文献资料的挖掘，还应当加强以下几类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一，至今仍流传花朝节
之地的老百姓口述资料。二，花朝节的照片、图画、视频等影像资料。三，博客、微信、报纸上直接描
述花朝节的个人回忆、游记、新闻等网络资料。上述三类资料，是研究当代花朝节的第一手资料，可在
一定程度上真实再现花朝节的现场情境，将有助于对花朝节习俗和发展演变等多个方面的研究。

4.2. 新问题和新视角
从花朝节研究的主题嬗变可以看出，花朝节的地域特征、非遗保护和旅游开发等，是比较新的问题，
仍需进一步跟踪研究。另外，当前花朝节个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重点在探讨节日对当地百姓和社会
的意义，对花朝节的参与者研究还不深入。今后应加强对花朝节外来参与者和供给者的研究。花朝节与
城乡非正规经济、花朝节的传播与乡村流动商帮、花朝节与乡村宗教传播、花朝节在海外的传播等，则
可能是新的切入点。同时，花朝节作为一种文化空间，记忆空间，一种乡愁和文化认同纽带，也有待进
一步阐述。

4.3. 新领域和新方法
花朝节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从文学、民俗学、历史学等角度进行的，大部分主要是利用文献资料，
少数个案研究采取了实地调查和访谈。今后，还可以结合文化地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的理论方
法，围绕花朝节的社会功能、传播区域、传播方式、文化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
另外，相对于文献研究法，实地调查法将会在个案研究中有更大的用武之地，尤其是在至今仍流传
花朝节的区域。而且，当个案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运用比较研究法，进一步探讨不同区域之间
与不同民族之间花朝节的差异和联系，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对花朝节流传演变的整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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