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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三桥、玩花灯、放野火

老底子的松江人这样过元宵节
松江市民做元宵 、
闹元宵场景。
唐西林摄于一九八三年

转眼就要到元宵节了，不少上了岁数的
老人说，他们小时候感觉元宵节比春节还要
闹猛。
在《松江人文大辞典》首卷，
松江民俗专家
欧粤老师对松江元宵节的习俗有详细的阐
述。元宵节，
亦称
“上元节”
，
是夜城乡张灯，
又
称“灯节”，是民间传统节日。清嘉庆《松江府
志》记载：
“采竹柏结棚于通衢，
作灯市，
观者嬉
游，
或至达曙。灯有满园春、
众星捧月、
走马诸
名色。皆刻饰楮帛，
或琉璃、
鱼紞、
竹丝、
麦秸、
建珠、
山东珠等为之。四周悬带，
剪簇彩绘，
尤
极精丽，一枚有直数十缗者。”其中以华阳桥
“伞灯”
出名，
用松江特产的
“淡笺”
刻纸夹纱制
成，
镂刻图案如山水、
花鸟、
戏文，
剔透玲珑，
清
末起失传。普通年景是正月十三上灯，
正月十
八落灯。节前数日，店肆出售各色花灯，买客
踊跃。有地方人士倡议集资，采集柏枝，在县

城西门口搭建彩棚张灯，
搭台表演昆曲、
弹词。
节前，城镇年轻人结伙练舞龙灯、串马
灯、荡湖船、踩高跷、连相、花鼓等游艺项目，
在元宵节前后的晚上到大街上表演。农民以
自然村为单位排练舞龙灯、串马灯、提花篮灯
等民间舞蹈，举灯会。新春伊始，到各村串
舞，到正月十五夜进入高潮。灯队所到之处，
分别由各村招待茶室点心。店家、市民在门
前挂灯。农家点天香蜡烛，在田头竖竹挂灯，
称“望田灯”，预兆五谷丰登。寺庙点塔灯，浦
江及大航道中的船只多点亮桅灯，通夜长
明。市民放焰火，
有花炮、流星、地龙等。
各家用简单菜肴祭祀灶神，称“接灶”。
接灶神后，农民吃“撑腰糕”，即普通糯米糕，
俗信吃了撑腰糕，年内插秧、割稻时腰不痛。
吃“稻棵圆团”，特别大，一只饭碗只能盛一
只，俗信做得越大今年家里稻苗收成越好。
时令食品有荠菜为馅的汤圆、馄饨，一般白天
吃馄饨，
晚上吃汤圆。
元宵节夜，妇女结伴外出观灯，俗信走历
三座桥，可祛百病，称“走三桥”，明代已流

行。清乾隆陈金浩《松江衢歌》：
“元宵踏月闹
春街，同走三桥笑堕钗。一路看灯归去晚，却
嫌露湿牡丹鞋。”
请坑三姑娘，是青少年女性在元宵节举
行的娱乐性占卜活动。坑，即粪坑。相传粪
缸也有神，为厕姑，又称紫姑，俗称“坑三姑
娘”。当天夜里，两位姑娘用饭箩当花轿，去
粪坑边烧香点烛，叩拜，请坑三姑娘“上轿”。
若感到手中的饭箩分量重了，便是“上轿”了，
再次祭拜后，两人抬饭箩到屋中，一东一西相
向站在洒有米糠或细沙的桌子两边，各自伸
出左右手食指，悬空抬着饭箩。饭箩颤动，饭
箩上的针钗在米糠上画出各种图形，根据图
形推测神意，
求吉利、测前途。
放野火也是元宵节民间传统节日游戏。
清嘉庆《松江府志》：正月十五“农家争以束刍
烧遍田间，谓照田蚕。”元宵节夜，儿童、小伙
子用稻草、芦苇扎成火把，点燃后在田埂上奔
跑吆喝。元宵夜的闹猛一直要延至夜深，待
灯阑兴尽，在黎明的晨曦中，这一年的春节之
庆也随之落下帷幕。

“松江藏书家”封文权

封文权，字衡甫，号庸盦，别号
无闷。松江县人，家住张泽乡八图
封家埭。博览群书，而于宋儒性理
之学，钻研颇深。不应科举试，以布
衣终其身。
家富藏书，自其高祖开始，已历
三世。所藏经、史、子、集各类都有，
其中宋、元版本有十数种，手抄本也
不少。各府县志书、医书、印谱、棋
谱、琴谱、泉谱、画谱以及别姓家谱
等也兼收并蓄；小说、词曲等则各式
俱全，无奇不有。自奉甚俭，爱书如
命，收购书籍，毫不吝惜。除松郡旧
家藏书多方搜罗外，还远及苏、杭一
带，如遇合意，即使残丛破烂，也必
捆载而归。往往鸡鸣即起，伏案校
勘，孜孜不倦。筑“篑进斋”五楹楼
房以藏书，总数不下十余万册。手

编《目录》71 册。苏州叶昌炽《缘督
庐日记》载：
“ 江左诸家藏本近在数
百里内可以访求者，江宁图书馆、常
熟瞿氏、华亭封氏暨艺风四家。”其
所校订书籍，盖有“华亭封氏篑进斋
藏书”印章。颇多精本。
收藏兴趣还旁及书画、碑帖、金
石、文物等等。抗战期间，松江沦
陷，命家人疏散，自己留在家中守护
藏书，幸得保全（解放后，大部分图
书分藏于上海图书馆和江苏文物保
管委员会）。
书法，楷书师颜真卿，善作擘窠
大字，雄浑遒劲。曾为府城隍庙写
“ 照 胆 台 ”、岳 王 庙 写“ 精 忠 报 国 ”
等。曾辑刻《张泽诗征》
《苧城三子
诗》
《茹 荼 轩 文 集》
《一 砚 斋 诗 集》
等。又仿徐璋的《邦彦画像》，遍访
松郡各故家所藏影照，自清初至清
末，得百余人，请名画工临摹成册，
名为《国朝邦彦画像》
（现藏上海市
文管会）。

周平 摄

“孵茶馆”，即上茶馆喝茶，传统的大众消
遣休闲方式。无论城乡，过去松江人大多喜好
上茶馆品茶聊天或听书消遣，茶馆也是农民上
镇歇脚的场所。老年人喜欢早起，久之，养成
喝早茶习惯。有的每天四五点钟就到茶馆沏
茶解闷，故茶馆开门营业极早，一般清晨三点
钟左右就要升火烧水。贩卖早点的小贩，脖子
上挂着木盘，堆放大饼、油条、包子等各色早
点，来回推销。上午是茶馆的营业高峰时段，
各家茶馆几乎天天爆满。午饭后，老茶客泡了
半天的茶馆，也该回家做事了，农民们也陆续
起身回乡，茶客渐稀，茶馆一般在下午三四点
钟打烊。
民国时期，松江镇上的茶馆大体分为两
类。一类是士绅文人借房屋宽敞之家，以诗
社、团体为名创办的茶室，供社团内部成员聚
饮，如松江城中的“鼓斋”
“小徘徊”等。这类茶
室，生人非经介绍一般不得入内。社团成员多
是地方头面人物、富绅财主，故茶室环境宜人，
陈设雅致，茶具精细，且都雇有工役，招待服
务，一应俱全。社团成员每年须交纳一定的资
费，平时不再付费。另一类是向公众营业的茶
馆。室内列方桌、条凳。喝茶者每人一把茶
壶、一只茶盅，自斟自饮。茶房手提紫铜长嘴
大水壶，东奔西忙，吆喝招呼，冲水沏茶，极为
热络。抗日战争前，长桥街松汇路口的新松江
茶座环境优雅，设施上乘，为一时之冠，是上层
人士品茗休闲之所。其他著名的茶馆有华楼、
也是园、望江楼、听雨楼、鸿运楼、日升楼等，尤

以百年老店也是园为最。也是园茶馆开设于
时市况而定，多少亦以茶客的身份而殊，抗日
清光绪九年（1883 年），位于松江岳庙内十殿
战争前，一般身份的茶客多给银洋二三角，约
阎王殿之南，设 6 个堂口，其中“适室”为上层
是茶房所费瓜子、香烟开销的二三倍。元宝茶
名流品茗叙谈之所，其余堂口为帮会、农民群
所需的食品均由茶房自办，犒赏也由茶房自
分（适室每壶香茗铜元 12 文、其他堂口 9 文）。 得，老板只收取茶资，不分犒赏。当年的服务
园中有假山、水池，池内养春龟数百，池旁有百
业除茶馆外，理发店、浴室等也有此俗，是服务
年紫藤棚架，十分幽雅。民国四年春，也是园
业职工在新岁中的一项收入。
遭火灾，仅存水缸 10 口、雅记招牌 1 块。同年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各行业职工、各阶
10 月，集资重建。一茶两吃（2 人只沏 1 壶茶） 层人士在松江都有他们固定的茶馆作为聚会
乃也是园供茶特色，茶客上午饮茶后把茶壶盖
之所。建国前，比较明显的有以建筑工人为
反向上，
表明下午还要来，
此茶待留不另收费。 主要茶客的茶馆，有以搬运工人为主的茶馆，
元末明初，民间“词牌杂曲”流行，茶坊中
有生意人聚集的茶馆，有职员、文人聚集的茶
出现流动卖唱艺人，为茶馆书场的先导。此
馆，彼此不轻易去其他茶馆喝茶。在茶馆里
后，苏州评弹兴起，吴侬软语，说表细腻，为大
品茶聊天，谈山海经、议论时局、交流信息等
众所喜爱，专业书场随之兴起。艺人假茶馆而
是基本内容。有些商人常借茶馆洽谈生意，
售艺，茶馆以艺人而增加茶资，民国时期，松江
称商业茶座；码头工人、建筑工人借茶馆拆账
镇上茶馆十有其五设有书场。专业书场有永
分成；冤家争斗，帮会矛盾，团体龃龉，请中间
安、慎记、新光、琴风、松风阁、第一书场等，均
人在茶馆调解讲和，平息事态，称“吃讲茶”
备有茶水供应。
“讲开”；民间的经济债务、儿女婚姻、邻里纠
茶客大多上固定的茶馆喝茶，茶客一般也
纷诸事，不愿惊动官府，在茶馆里评理调解，
有固定的坐位，老板每天为其保留，其他茶客
所以茶馆又有“百口衙门”之称。民间没有妇
也不会侵占。无论新老茶客，付一碗茶资就可
女不能进茶馆喝茶的规定，不忌讳妇女到茶
喝上一天，茶房从来不会有催赶的言语举止。 馆闲坐，但旧时茶馆少有女茶客。过去的茶
茶客将茶盅倒置在桌上，则表示不再喝了，茶
馆确实是社会的一个缩影。
房才可收掉茶壶、茶盅。平时上茶馆喝茶开消
建国后，有闲人士减少，茶馆衍生的其他
很省，约合两个烧饼钱，故一般农民、工人都有
社会功能也逐步消失，茶馆业务显著下降。自
这个消费能力。
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起，松江城内新开出许多
每年春节期间，茶馆有“喝元宝茶”的习
茶室、茶庄，新开的多，歇业的也多。新开设的
俗。新岁中，从大年初一起，至正月三十这段
茶室装潢考究，陈设豪华，虽然也以品茶为主，
时期内，茶房见老茶客第一次光顾，以橄榄两
但经营方式与传统的茶馆业大相径庭，多以包
只加泡茶中（称元宝茶），再以香烟 1 盒、桔子 2
间为主，全无旧日茶馆中的那种氛围。茶馆业
只、西瓜子数十粒待客。每位老茶客都得喝上
的兴衰折射了松江镇的发展历史和社会变迁，
一次元宝茶。老茶客必以钱币犒赏，茶资视当
也凝聚了各种文化的冲撞和风俗的演变。

韩半池书札

那些
“孵茶馆”的老茶客们

韩半池是清松江府娄县人，家
住西门外阔街。十五岁时，即至同
寿康药店当学徒。后跟随青浦名
医、光绪御医陈莲舫习医。学成后，
返松行医，声誉日起。求诊者多，往
往 至 半 夜 方 回 ，故 有“ 韩 半 夜 ”之
称。这是韩半池留给后人一封含有
药方子的书札手稿。书札中间画有
寓意延年庆寿的红色菊花图，上面
印有
“蔡洪济号”等字样。

从卷面看来，此书信是韩半池
写给一位俞氏乡绅的。称其为“卿
老”，尽管是敬辞，但也说明俞公地
位 颇 高 。 作 者 自 称“ 表 棣 ”
（棣 通
“弟”
），似以俞氏有亲戚关系。俞公
派人请韩半池治病，说明病情。据
此，韩半池治病，并说明“偶作寒热，
兼之不纳不解（吃不下饭，出不出
汗）”。韩半池认为这是感染风寒、
侠带湿郁，使中焦不通所致。但自
己固有人邀诊在先，不能马上前来，
明日登门探闪。同时依据他的病
情，拟了一张方子，请使者带回，暂
且服用。

松江历史最悠久的
古文化遗址
汤村庙遗址系市级文物保护
单位，位于松江城区西约 11 公里，
小昆山西南汤村庙及其周围地区。

1962 年，市文管会组织考古调查时，
在华田泾两岸发现许多古代遗物，
属崧泽文化，
距今近 6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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