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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节·乞巧节
■ 李德禄

阴历七月七日称为“七夕”，传
说牛郎织女此夜在天河鹊桥相会。
《牛郎织女》的故事家喻户晓，与《梁
山伯与祝英台》
《孟姜女哭长城》
《白
蛇传》，合称为我国四大民间爱情故
事。故事的主人公原本是两颗星
星，夏夜朗朗，人们仰望晴空，看到
一条繁星组成的光带，这便是“银
河”，又称“天河”。天河两边各有一
颗很亮的星星，称为“牛郎星”和“织
女星”
。
相传，古代天帝的孙女擅长织
布，每日里为天空织彩霞。日久天
长，这种枯燥乏味的生活让她很厌
烦，便私自下凡嫁给牛郎，过上人间
男耕女织的生活。天帝得知大怒，
命人将其捉回天宫，只允许他们每
年农历七月七日相会一次。由于天
河相阻，他们只能隔河相望，成千上
万的喜鹊，从四面八方飞来搭成一
座 鹊 桥 ，他 们 夫 妻 终 能 渡 桥 相 会
了。七月七，喜鹊稀，这日人们很难
见到几只喜鹊，或许它们真的去搭
鹊桥了。
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密码中，这
个神话故事一代一代流传至今，老
人们乐此不疲地讲述着，这个不知
讲了多少遍的故事，
依然讲得津津有
味，孩童们一遍遍地听着，依然听的
不厌其烦。在静谧的山村，
夕阳西下
后，山风带来丝丝清凉，上了年纪的

老汉搬把小杌子、提个马扎儿，手摇
蒲扇儿，
坐在院内纳凉。老婆儿们则
被五六个丫头、小子围起来，听她们
讲述牛郎织女的故事。晴朗的夜晚，
孩童们带着好奇的愿望，
带着神秘的
猜测，聆听着这个古老的故事。儿
时，我无数次听人讲这个故事，每次
都听得聚精会神，眼睛却仰望星空，
在淼淼银河中，
寻找着那两颗闪光发
亮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心里不住地
想，
天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喜鹊真
的能为牛郎织女搭桥么……
七夕有许多诗，汉代的《故事十
九首》之一：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
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
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
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
不得语。”杜甫的《牵牛织女》：
“牵牛
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
七夕谁见同。”宋代秦观：
“金风玉露
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皆道出
男女相思别离的人间苦乐，寄托着
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美好愿望。
牛郎织女的故事，源于人们对
自然天象的崇拜，人间的喜怒哀乐
被寄托于天上的星宿。于是，牵牛
星和织女星被人格化了，成为一对
配偶神。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人
们衰减了星辰的神性，人则成为了
爱情故事的主角，七夕逐渐发展成
为七夕节。然而，无论经历千百年

的嬗变，故事中“离别”的内核却从
未改变过，这似乎也是牛郎织女的
故事得以流传的重要原因。
旧时的七夕，是个热闹的节日，
年轻女子们穿新衣、拜双星、并乞
巧。唐人《乞巧》诗云：
“七夕今宵看
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
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西京杂
记》记载：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
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七夕之
夜，众女聚集，各手执五色丝线和连
续排列的七孔（或五或九孔）银针，
借
助月光，连续穿针引线，快速而全部
穿过者称为“得巧”。清人吴曼云：
“穿线年年约比邻，更将余巧试针
神。谁家独见龙梭影，
绣出鸳鸯不度
人。
”
便是对这一习俗的生动描述。
七夕节女性色彩的鲜明始于魏
晋，每至此节，古代女性对着天空许
愿，企盼织女星所具有的神性，能在
她们身上得以实现。诗曰：
“几多女
伴拜前庭，艳说银河驾鹊翎。巧果
堆盘卿负腹，年年乞巧靳双星。”元
明清时期，牛郎织女的故事，不再局
限于夫妇伦理的框架中，而多作为
男女情爱的隐晦表达。譬如冯梦龙
的《喻世明言》
《醒世恒言》
《警世通
言》，以及凌蒙初的《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反映了明末社会
思潮的变化，婚姻亦不再忍受“父母
之命，媒妁之言”的禁锢，大胆追求

自由的爱情。
明清时期，在京城亦有投针验
巧的赛事。
《燕京岁时记》记载：
“京
师闺阁，于七月七日以碗水暴日下，
各投小针，浮之水面，徐视水底日
影，或散如花，动如云，细如线，粗如
椎，因以卜女之巧拙。俗谓之丢针
儿。”如果针影形成各种各样的形
态，即为胜者，如果针影是笔直的一
条线，便是败者。古时候，无论是大
家闺秀、小家碧玉还是穷家之女，皆
以纺织、刺绣、缝纫等针线活为重，
称为女红。在老北京，男子择妻，多
以“德言容工”四字予以衡量，其中
的
“工”
即为女红活计。
在我小时的记忆里，能否熟女
工就是一把衡量女人的尺子，若不
会针线活儿，很难找到称心的婆家，
谁愿意弄幅画挂在家里当摆设？我
记得有位模样出众的姑娘，从小娇
生惯养，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
出嫁，
因不会女红，
终遭婆家弃之。
如今，经济发展，生活富裕，人
们又开始注重普及优秀传统文化，
有人称七夕为中国的“情人节”，每
逢七夕节临至，商家便推出各种名
目的活动，以引导人们消费。以往
那些“比乞巧”
“赛投针”
“拜织女”等
诸多活动早已不见了，七夕节被现
代人赋予了更多的内涵，女子们亦
不再为不会女红而愁嫁了。

七夕的传统习俗
七夕节最早来源于人们对自然的崇
拜。从历史文献上看，
至少在三四千年前，
随着人们对天文的认识和纺织技术的产
生，
有关牵牛星、织女星的记载就有了。七
夕节，
又称七巧节、七姐节、女儿姐、乞巧节
等，是我国民间的传统节日。这样的一个
节日被赋予了美丽的神话传说，它不仅是
个浪漫的节日，还有相关的传统民俗活动
也很丰富，
为了普及优秀传统文化，
下面就
带大家了解七夕节有哪些传统习俗。

七夕节的习俗一: 穿 针 乞 巧
穿 针 乞 巧 是 最 早 的 乞 巧 方 式 ，始 于
汉，流于后世。
《西京杂记》说:“ 汉彩女常
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具习
之。”依其说法，在汉代就已经有了七夕夜
晚女性们聚在一起比赛穿针的风俗，包括
宫廷中都年年开展这一活动。
另外，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明确记
载，
“ 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
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
瑜石为针。”由之可知，这一风俗至晚在南
北朝时代(公元 420-589 年)已经确立，甚
至可能上溯到汉代。
在乞巧风俗中，针是一种特殊的节日
道具，乃古代女孩子必须会用的，做“女
红”即针线活儿的必备。古代有专门用于
七月七乞巧的针，这种乞巧“专用针”的针
孔较大，有的还不止一孔，有双眼、五孔、
七孔，多的达到
“九孔”。
七月七当晚，如果能顺利穿针引线就
是
“得巧”
了。女子比赛穿针，
她们结彩线，
穿七孔针，
谁穿得越快，
就意味着谁乞到的
巧越多。穿得慢的称为“输巧”。
“输巧”的
人要将事先准备好的礼物送给得巧者。

七夕节的习俗二: 喜 蛛 应 巧
七夕习俗喜蛛应巧是较早的一种乞
巧方式，其俗稍晚于穿针乞巧，大致起于
南北朝之时。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
说；
“是夕，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

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
”
“喜蛛应巧”，它稍晚于“穿针乞巧”，
大致起于南北朝时期，即在七月初七晚，
将捉来的喜蛛(一种红色的小蜘蛛)放在首
饰盒里或其他器皿里。第二天清晨，打开
盒子观察蜘蛛结网的情况，如果网结得方
圆得体、疏密有致，即预示着这位乞巧者
心灵手巧。
七夕有“蜘蛛乞巧”的习俗，并随时间
推移而发生演变。唐视蛛网稀密判断得
巧多少，宋时则以蛛网是否圆正为标准，
明代又有不同，发展为“七夕乞巧，使蜘蛛
结万字”
。
这里的“万”指的是“卍”，而蜘蛛织网
本领精巧，能织出形状规则的丝网，也能
织出“卍”字。皇室帝王就以此代表江山
永固，而百姓用来表示子孙延绵，富贵安
康，所以才有了“卍字不到头”这句话，意
即富贵不断，
福寿千秋。

七夕节的习俗三: 投 针 验 巧
这是七夕穿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
穿针，又不同于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
的七夕节俗。七月七当晚，如果能顺利穿
针引线就是“得巧”了。直到明清时期，女
孩仍都爱用针乞巧。投针验巧是七夕穿
针乞巧风俗的变体，源于穿针，又不同于
穿针，是明清两代的盛行的七夕节俗。
就是提前一晚取“鸳鸯水”(白天和夜
晚取得水混合或者河水和井水混合)倒在
盆里，水在盆里露天一夜加七夕白天晒一
天，水面就会依稀生成薄膜状物质。这时
候拿缝衣针轻轻放在水面，针浮在膜状物
质上，观察针在盆底的倒影。针影如果是
笔直的一条，即是“乞巧”失败，如果针影
形成各种形状，或弯曲，或一头粗，一头
细，或是其他图形，
便是
“得巧”
。
南朝七夕穿针系在月下行之，后代的
浮针、投针也有在月光下进行的，但似乎
有演变为日午行之，就太阳光的投影观察

的趋势。早先的月下穿针，尚有穿五孔
针、七孔针、九孔针的传说，可说充满了竞
技的意味，将女红才艺与游戏化的竞赛结
合在一起，因此而得“巧”，颇为“实至名
归”。而后代的浮针、投针，则近似占卜的
行为，完全靠运气来判定是否得“巧”，游
戏的意味更浓厚，也难怪少不更事的小女
孩会因此而患得患失。

七夕节的习俗四: 种 生 求 子

在家中晒书。令史回去禀报魏武帝，魏武
帝马上下令要司马懿回朝任职，否则即可
收押。司马懿只有乖乖的遵命回朝。
还有一种人，在乱世中，以放浪形骸
来表达心中的郁闷。他们藐视礼法，反对
时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卷二十五说，
七月七日人人都会晒书，只有郝隆跑到太
阳底下去躺着，人家问他为什么，他回答：
“我晒书”。这一方面是蔑视晒书的习俗，
另一方面也是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晒
肚皮也就是晒书。汉代晒衣的风俗在魏
晋时为豪门富室制造了夸耀财富的机会。
而名列“竹林七贤”的阮咸就瞧不起
这种作风。七月七日，当他的邻居晒衣
时，只见架上全是绫罗绸缎，光彩夺目。
而阮咸不慌不忙地用竹竿挑起一件破旧
的衣服，
有人问他在干什么，
他说：
“未能免
俗，聊复尔耳!”由这几则小故事看来，就知
道当时七夕晒书、
晒衣的风俗有多盛了。

旧时习俗，在七夕前几天，先在小木
板上敷一层土，播下粟米的种子，让它生
出绿油油的嫩苗，再摆一些小茅屋、花木
在上面，做成田舍人家小村落的模样，称
为“壳板”，或将绿豆、小豆、小麦等浸于瓷
碗中，等它长出敷寸的芽，再以红、蓝丝绳
扎成一束，称为“种生”，又称为“五生盆”
或
“生花盆”
。
南方各地也称为“泡巧”，将长出的豆
芽称为巧芽，甚至以巧芽取代针，抛在水
七夕节的习俗七:
面乞巧。还用蜡塑各种形象，如牛郎、织
女故事中的人物，或秃鹰、鸳鸯、等动物之
供奉“磨喝乐”
形，放在水上浮游，称之为“水上浮”。又
磨喝乐是旧时民间七夕节的儿童玩
有蜡制的婴儿玩偶，让妇女买回家浮于水 物，即小泥偶，其形象多为穿荷叶半臂衣
土，
以为宜子之祥，
称为
“化生”
。
裙，手持荷叶。每年七月七日，在开封的
“潘楼街东宋门外瓦子、州西梁门外瓦子、
七夕节的习俗五: 为 牛 庆 生
儿童会在七夕之日采摘野花挂在牛 北门外、南朱雀门外街及马行街内，皆卖
角上，又叫“贺牛生日”。因为传说西王母 磨喝乐，乃小塑土偶耳”。其实在宋朝稍
用天河把牛郎织女分开后，老牛为了让牛 晚以后的磨喝乐，已不再是小土偶了，相
郎能够跨越天河见到织女，就让牛郎把它 反的，越作越精致。磨喝乐的大小、姿态
的皮剖下来，驾着它的牛皮去见织女。人 不一，最大的高至三尺，与真的小孩不相
们为了纪念老牛的牺牲精神，便有了“为 上下。制作的材料则有以象牙雕镂或用
龙延佛手香雕成的，磨喝乐的装扮，更是
牛庆生”
的习俗。
极尽精巧之能事，有以彩绘木雕为栏座，
晒
书
晒
衣
七夕节的习俗六:
或用红砂碧笼当罩子，手中所持的玩具也
据载，司马懿当年因位高权重，颇受
多以金玉宝石来装饰，一对磨喝乐的造价
曹操的猜忌，又鉴于当时政治的黑暗，为
往往高达数千钱。
求自保，他便装疯病躲在家里。魏武帝仍
七夕节的习俗八: 拜 织 女
然不大放心，就派了一个亲信令史暗中探
“拜织女”是少女、少妇们的事。她们
查真相。时值七月七日，装疯的司马懿也

大都是预先和自己朋友或邻里们约好五
六人，多至十来人，联合举办。举行的仪
式，是于月光下摆一张桌子，桌子上置茶、
酒、水果、五子(桂圆、红枣、榛子、花生，瓜
子)等祭品；又有鲜花几朵，束红纸，插瓶子
里，花前置一个小香炉。那么，约好参加
拜织女的少妇、少女们，斋戒一天，沐浴停
当，准时都到主办的家里来，于案前焚香
礼拜后，大家一起围坐在桌前，一面吃花
生，瓜子，一面朝着织女星座，默念自己的
心事。如少女们希望长得漂亮或嫁个如
意郎、少妇们希望早生贵子等，都可以向
织女星默祷。玩到半夜始散。

七夕节的习俗九: 拜 魁 星
民间传七月七日是魁星的生日。魁
星文事，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特别崇敬魁
星，所以一定在七夕这天祭拜，祈求他保
佑自己考运亨通。魁星爷就是魁斗星，廿
八宿中的奎星，为北斗七星的第一颗星，
也魁星或魁首。古代士子中状元时称“大
魁天下士”或“一举夺魁”，都是因为魁星
主掌考运的缘故。

七夕节的习俗十: 吃 巧 果
七夕的应节食品，以巧果最为出名。
巧果又名“乞巧果子”，款式极多。主要的
材料巧果是油面糖蜜。
《东京梦华录》中之
为
“笑厌儿”
“果食花样”
，
图样则有捺香、方
胜等。宋朝时，
市街上已有七夕巧果出售。
若购买一斤巧果，其中还会有一对身
披 战 甲 ，如 门 神 的 人 偶 ，号 称“ 果 食 将
军”。七夕巧果的做法是：先将白糖放在
锅中融为糖浆，然后和入面粉、芝麻，拌匀
后摊在案上擀薄，晾凉后用刀切为长方
块，最后折为菱形面巧胚，入油炸至金黄
即成。手巧的女子，还会捏塑出各种与七
夕传说有关的花样。此外，乞巧时用的瓜
果也可多种变化。或将瓜果雕成奇花异
鸟，
或在瓜皮表面浮雕图案，
称为
“花瓜”
。
本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