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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上巳节是中国的古老节日之一，最早可以追

溯到春秋时期。魏晋以后，上巳节多固定于三月

三日这一天举行。与人日、端午、七夕、重阳等中

国传统节日文化相同，上巳节也东传至日本，在与

日本的本土文化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发

展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上巳文化。时至今日，除

了壮族、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依然保留有三月三

日对歌、祭祀、竞技等习俗外，上巳节在中国大部

分地区已难觅其踪。而在日本，上巳节却演变成

“雏祭（「雛祭り」）”，又名“桃花节（「桃の節句」）”，

自江户时期起就确立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五个大节

日之一，至今仍是日本全国性的节日。

日本的三月三日习俗与桃花有着密切联系，

不仅要装饰桃花，还要饮用桃花酒。刘晓峰（2007）

认为，日本三月三日又名“桃花节”，与桃木祈寿辟

邪的功用有关，是中国桃文化影响下的产物。确

实，桃木辟邪的观念在中国古代根深蒂固，中国的

桃信仰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远

影响，《古事记》中就记载有伊耶那岐利用桃木成

功阻止黄泉国追兵的故事。但是，纵观中日两国

古代的上巳记述，却很难断定桃木辟邪观念与三

月三日习俗的直接关联。而日本学者樱井满

（2000）指出，日本上巳节对于桃花的关注是中国

传来的上巳习俗与迎接山神和田神的日本本土赏

花习俗相互融合的结果。然而，中国的上巳节传

入日本始于古代宫廷上巳宴和上巳诗，从这一点

来看，樱井满的上述观点也缺乏立论依据。对此，

本文拟以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上巳桃花为研究对

象，从中国上巳节中的桃花意象入手，结合上巳文

化在日本的发展演化过程，剖析日本古代上巳文

化中的桃花意象。

1 中国上巳文学中的桃花

关于上巳习俗，《周礼》中记载“女巫掌岁时祓

除衅浴”[1]。对此，郑玄注为：“岁时祓除，如今三月

上巳，如水之类；衅浴，谓以香薰草药沐浴”（周礼

注疏，1987：816）。《初学记》引《韩诗》更明确指出

水边祛灾是先秦三月上巳习俗：“三月桃花水之下

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两水上，执兰招魂

续魄祓除不祥也”[2]。作为记录中国上巳节起源的

早期文献，《后汉书》《宋书》《艺文类聚》《太平御

览》等对这一记载均有引用。从中可以看出，中国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上巳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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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日本的三月三日习俗与桃花有着密切联系，不仅要装饰桃花，还要饮用桃花酒。历来研究

认为，这是中国古代桃木辟邪观念影响下的产物。但是，纵观中日两国古代的上巳记述，很难断定桃

木辟邪观念与三月三日习俗有直接关联。通过对日本古典文学中的上巳桃花进行考察可知，日本宫

廷上巳宴对桃花的关注以及中国西王母故事的传入，使得桃花与日本的三月三日习俗结合在一起成

为日本上巳节的代表性景物，并延发了日本饰桃花、饮桃花酒等独特的节日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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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巳习俗成形于春秋时期，是一种带有原始巫

术性质的祭礼习俗，主要是于水滨招魂续魄，祓除

不祥。而《初学记》所引《韩诗》中的记述应该是把

三月三日与桃花关联起来的最早文献。但是，仔

细分析会发现，在上巳节的原始习俗中，“桃花水”

只是三月时节的象征，上巳祓禊的重点在于“两水

之上”和“执兰”。祓禊的场所选在水边不是偶然

的，在古人看来，水具有消灾和疗病功能，在医疗卫

生条件较为落后的时代，河边沐浴无疑是驱邪祛瘟

的有效手段。同时，在古代人的认知中，水与爱情

和生育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祓禊的具体做

法是“执兰”，即利用兰草的特殊香味沐浴，以此达

到祛灾祈福的目的。《楚辞》九歌中曰：“沐兰汤兮沐

芳，华采衣兮若英”[3]。这表明兰草在先秦时期就被

视为具有驱邪消灾功能的草药，广泛应用于沐浴和

祭祀等礼仪活动中。可见，在上巳节的祓禊习俗

中，流水所天然具备的净化功能和兰草所具有的辟

邪祛灾功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相对于水与兰，

桃花在上巳节的活动中只是一种时节表征。这与

先秦时期古人对桃花的认知不无关联。《礼记》中有

载“始雨水，桃始华，仓庚鸣，鹰化为鸠”[4]。《水经注

疏》引颜师古注曰：“盖桃方华时，既有雨水，川谷冰

泮，众流猬集，波澜盛长，故谓之桃花水耳”[5]。据梁

红岩（2008）考证，先秦典籍中对桃的文献记载共计

86次，但关于桃花的记载只有5次，实用主义观念使

桃花大多以物候作用即春天的表征而出现。这种

实用主义观念也反映在上巳文化中，“桃花盛开”

与“雨水增多”一起作为仲春时节的代表景物，自

然成为三月三日上巳节的时令背景。

先秦上巳习俗中的桃花意象在其后的上巳文

学中也得到了继承。在收录和分类整理了唐前大

量诗文歌赋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中，“上巳”条

目下收录了 8篇上巳节相关的赋。这几篇赋都以

水边祓禊嬉闹的景象描写为主，均未涉及对桃花

的描述。而收录的26首诗和4首诗序中，只有4首

提及桃花：南北朝宋谢惠连《上巳诗》“迟迟和景

婉，夭夭园桃灼”[6]，梁庾肩吾《三日侍兰亭曲水宴

诗》“桃花生玉润，柳叶暗金沟”（艺文类聚，1982：

69），梁简文帝三月三日诗“回沙溜碧水，曲岫散桃

夭”，曲水联句诗“春色明上巳，桃花落绕沟”（艺文

类聚，1982：67）。在这些诗句中，妖娆的桃花熏染

出了明媚的上巳风光，成为上巳节日活动的绚丽

背景。此外，据笔者统计，在《全唐诗》收录的近百

首上巳诗中，只有九首涉及到“桃花”。而其中收

录的总计 15首的上巳公宴诗中，对宴会盛况的描

述和对皇恩的讴歌是诗歌的主要内容，只有3首作

为宴会的背景提到“桃花”：卷71刘宪《上巳日祓禊

渭滨应制》“桃花欲落柳条长，沙头水上足风光”[7]，卷

97沈全期《上巳日祓禊渭滨应制》“宝马香车清渭

滨，红桃碧柳禊堂春”（全唐诗，1990：1054），卷119

崔国辅《奉和圣制上巳祓禊应制》“桃花春欲尽，谷

雨夜来收”（全唐诗，1990：1201）。同唐前上巳诗

一样，桃花在上巳诗中和绿柳等一起作为时令景

物的代表，并未成为宴会的主题。仲春三月，桃花

盛开，时逢冰河解冻，潺潺流水挟带着桃花而去，

男女老少至河边沐浴嬉戏，文人雅士于水畔赋诗

吟唱，正是中国古时的上巳景象图。

2 日本上巳宴和上巳诗中的桃花

日本对中国上巳节的吸收是从宫廷上巳宴和

曲水诗开始的。日本最早的上巳记载见于成书于

8世纪中叶的《日本书纪》显宗天皇元年（485年）：

“三月上巳，幸后苑，曲水宴”[8]（原文为繁体，笔者

为阅读方便改为简体）。虽然此条记录的确切性

有待商榷，但是自持统五年（691年）以后直至 9世

纪初期，上巳宴都作为宫廷官方盛宴以较高的频

率举行，出现日本上巳宴的史料多达20次，特别是

光仁天皇和桓武天皇年间，甚至出现了多年连续

密集举行的盛况。

作为宫廷盛宴，日本的上巳宴具有严格的程

序和范式。成书于10世纪的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

仪式书《西宫记》中有关上巳公宴的仪式和流程，

从天皇和群臣的出席，到诗题的拟定、赐酒流觞、

管弦奏乐、诗作评鉴和赏赐，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详

细的记载。出于对中国上巳文化的吸收和模仿，

文人应诏赋诗成为宫廷上巳宴的重要一环。成书

于 8世纪中叶的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怀风藻》

88



日本文学研究2019年 第4期 总203号

中就收录了三首上巳应诏诗。

调忌寸老人《三月三日应诏》：

玄览动春节，宸驾出离宫。

胜境既寂绝，雅趣亦无穷。

折花梅苑侧，酌醴碧澜中。

神仙非存意，广济是攸同。

鼓腹太平日，共咏太平风。[9]

山田史三方《三月三日曲水宴》：

锦岩飞瀑激，春岫晔桃开。

不惮流水急，唯恨盏迟来。

（懐風藻，1979：120）

背奈行文《上巳禊饮応诏》：

皇慈被万国，帝道沾群生。

竹叶禊庭满，桃花曲浦轻。

云浮天里丽，树茂苑中荣。

自顾试庸短，何能继睿情。

（懐風藻，1979：125）

原文为繁体，笔者为阅读方便改为简体。

林晓光（2013）在比较了中日两国曲水诗后指

出，日本的曲水诗在规模和深度上远不及中国，花

草植物取代曲水成为宴会的夺目风景，对其的赏

玩歌咏特别是对桃花的歌咏成为日本上巳诗的焦

点。但同时，他也对日本上巳诗的这一特征表示

费解，并简单推想为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确实，

上述《怀风藻》的三首上巳诗中就有两首对桃花进

行了吟咏，而未出现桃花字眼的调忌寸老人的上

巳诗对于“梅花”“胜景”“雅趣”也进行了浓墨重彩

的描写。这种对于自然景物的过度关注在日本平

安时期的上巳诗中也得到了继承。但林晓光把原

因归结为文明发展程度的差异则过于片面。笔者

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与诗作吟咏的场合，即中日

上巳诗宴的差异密切相关。

如前文所述，中国古代的上巳节习俗起源于

春秋时期水边祓禊祛灾的原始巫术，汉代的上巳

祓禊习俗中又开始加入了宴会、游玩等娱乐性活

动，到了魏晋南北朝，上巳节的日期固定为三月三

日，以祓除消灾为主题的上巳节，渐渐衍化为曲水

流畅等官方宴会和文人雅事。不过，在述《全唐诗》

中无论是刘宪和沈佺期上巳诗题中的“渭滨”，还是

崔国辅诗的“元巳秦中节，吾君灞上游”，亦或是“奉

迎从上苑，祓禊向中流”（卷127王维《三月三日曲江

侍宴应制》）（全唐诗，1990：1286），“岸花迎步辇，仙

仗拥行舟”（卷203赵良器《三月三日曲江侍宴》）（全

唐诗，1990：2117），中国的上巳公宴大多于水边举

行，可以说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水边祓禊这一上巳节

的原始内涵。同时，史书上也呈现了不少皇帝御驾

亲临江边水畔宴饮群臣、与民同乐的记录。

但是，据日本史料记载，日本古代上巳公宴的

举办地大多为“东安殿”“南苑”“松林苑”等天皇举

行祭祀、公宴、封赏等政治活动的皇宫内院。其

中，除了《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六年（762）明确记载

“于宫西南新造池亭”[10]和宝龟元年（770）“车架临

博多川”（续日本纪，1965：374）外，其他地点都很

难发现与“曲水”之间的直接关联。与由民间习俗

发展而来的中国古代的上巳公宴不同，日本的宫

廷上巳宴会是统治阶级积极吸收并效仿中国文化

的产物，具有鲜明的宣传王道善政、彰显本国文明

的政治目的。在这样一场政事大于风雅、形式大

于内容的宴会活动中所创作的上巳曲水诗，由于

创作者缺乏直接的习俗体验而把意境局限于上巳

代表性景物的描写上，似乎也有了合理的解释。

日本上巳宴历经了 80余年的停办之后，于宇

多天皇宽平二年（890年）重新开始兴办。兴办后的

日本上巳诗宴出现了一个不同以往的鲜明特征，即

注重诗题，且诗题大多以桃花为中心。如宇多天皇

宽平三年（892）“三月三日癸丑。敕诗人。令赋花

时天似醉之诗”[11]，根据《菅家文草》卷第五 342首

《三月三日，同赋花时天似醉》一首中的“桃花浅深似

劝杯”[12]一句可知，此歌题中的“花”指的乃是桃花。

村上天皇天德三年（959）“今日曲水宴。御制水映

红桃色”[13]，应和元年（961）“题云花水落桃源”（日

本纪略，1965：82），应和二年（962）“题云仙桃夹岸

开”（日本纪略，1965：85），康保三年（966）“曲水

宴。诗题云春水桃花浪”（日本纪略，1965：97），后

一条天皇宽仁二年（1018）“密宴。题云桃为岸上

霞”（日本纪略，1965：247）。长元四年（1031）“禁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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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密宴。桃源皆寿考。东宫诗会。题云桃花助

醉歌”（日本纪略，1965：279）。由此可见，丧失了宫

廷公宴地位的上巳宴，在政治功能弱化之后，更是

对桃花表示了异常的关注。桃花这一中国文学中

常见但与日本古典文学保持一定距离的景物，作

为外来文化的象征，成为日本上巳节的代名词。

历史物语《今镜》中记载了宽治五年（1091年）

藤原师通举行上巳宴的场景：「三月三日曲水の宴

といふことは、六条殿にてこの殿（師通）せさせ

給ふときこえ侍りき。唐人の水際になみゐて、

あふむの盃浮かべて、桃花の宴とてすることを

東三条院にて、御堂の大臣（藤原道長）せさせ給

ひき。その古き跡をたつねさせ給ふなるべし」[14]。

文中指出三月三日藤原师通开曲水宴是对昔日藤

原道长做法的借鉴，而曲水流觞、设桃花宴皆在效

仿唐人。虽然此条文献中以“桃花宴”来称呼“唐

人”三月三日的曲水宴，但中国的史料典籍中并未

发现此称呼。而日本中世日记记录《后愚昧记》

《看闻日记》等中却有大量“桃花节”“桃花宴”等表

述。日本上巳节或上巳宴与桃花的这种密切关联

也反映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上。北宋陈旸所著《乐

书》卷 158收录的“四夷歌”条目中有如下记载“日

本国，本倭奴国也，自唐以来屡遣贡使。三月三日

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会呈百戏。其乐

有中国、高丽二部”[15]。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

转引了此条文献。这表明日本上巳宴与桃花之间

的关联不仅在古代日本具有广泛的认知基础，甚

至受到了古代中国某种程度的关注。桃花在日本

上巳宴上不仅仅是时节物候的象征，而是能够代

表整个上巳节的关键性景物。

3 日本古代假名文学中的上巳节与桃花

成书于 8世纪中叶的《万叶集》中有关上巳节

的记载一共有两处，涉及5首和歌。第一处见于第

17卷 3973、3976首和歌的歌序中。这两首和歌为

大伴池主与时任越中守的大伴家持的赠答歌中的两

首。这两首和歌均采用了汉诗并序作为歌序，而和

歌本身却与三月三日上巳节并无关联。另一处见于

第 19卷三月三日越中守大伴家持府邸宴歌三首。

以下三首和歌中文为笔者译。

今日のためと思ひて標めしあしひきの峰の

上の櫻かく咲きにけり 4151

（思量今日记风标，山樱花开红似火）

奥山の八つ峰の椿つばらかに今日は暮らさ

ねますらをの伴 4152

（深山众峰椿树生，今日尽兴会宾朋）

漢人も筏浮かべて遊ぶといふ今日そ我が背

子花かずらせよ[16] 4153

（汉人今日浮游船，吾辈簪花带满头）

在上述三首和歌中，第 4151首歌中的“樱花”

和第4152首歌中的“椿树”都是日本和歌中常见的

景物，中国上巳节的相关要素并未成为歌咏的素

材。而 4153首歌中的“汉人”很明显指的是中国，

这一词语的特别指出恰恰说明了上巳节题材的中

国烙印。不过，三首和歌均表达了对三月三日佳

节的期盼和欢喜。这说明在《万叶集》时代，上巳

节相关习俗虽然已经传入日本，并在贵族文人中

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但是，上巳节还是一个纯

粹的外来文化，有关上巳题材的诗歌只能作为对

中国上巳诗的模仿用汉语进行创作，上巳题材尚

未被吸收纳入和歌的歌题。

日本进入平安时代以后，随着上巳节由宫廷

公宴逐渐向民间普及，上巳习俗更深入广泛地融

入日本社会。在和歌、物语、日记和随笔等“假名

文学”中，均可看到上巳节的相关记载。成书于10

世纪后半叶的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中，有两

处详细记载了上巳节的情景。

A （天历十年三月）又过了一年。三月初，

依稀记得家里是装饰了桃花吧。这边特意等

着，而那人（藤原兼家）却没有来。而另一位（藤

原为雅）呢，平日每天都不离姐姐左右，可就是

今天不见踪影。四日早上，两位男人一起来

了。从昨天傍晚就一直等到这时的侍女们说，

还是装饰一下比较好吧。于是，从我那儿、姐姐

那儿拿出了桃花节用的物品。看见本应该是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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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装饰的桃花，心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便随手

写了一句：“昨日待君不见君，对花独饮桃花

酒。今日再饰昨日花，佳节已逝枉徒劳。”写完

了，心想让他看到了又要惹气生，就打算藏起

来，却被他看见抢了过去。他看完答歌道：“桃

花三千年，年年饮桃酒，我情尤深切，不拘一日

间。”另一位听见了，也和了一首：“若饮桃花酒，

误认好桃色，君子不所为，隔日来做客。”[17]

B 三月三日，准备了节日的用品。但家中

没有客人来，都觉得没趣，我家的侍女们给那人

的侍从们写了信：“桃花节里桃花酒，王母园中

寻嘉宾。”很快，侍从们结伴而来。侍女们拿出

撤下来的供品招待他们，那些侍从们喝着酒在

这里过了一天。 （蜻蛉日記，1995：171.）

上述A、B两段引文详细描述了在平安中期三

月三日的基本形态。引文B中三月三日称为「節

句」，即正式的节日。作为节日的用品要装饰桃花、

准备桃花酒。引文A中道纲母和藤原兼家的和歌

也是围绕三月三日饰桃花和饮桃花酒而展开。在

藤原兼家的答歌中，引用西王母传说中仙桃的典

故。这一典故也出现在资料B中。此外，在藤原兼

家和藤原为雅的和歌中，都出现了「すく」一词，根

据“新全集”的注释，「すく」作为和歌特有的“挂词

（双关之意）”，兼有爱慕（「好く」）和饮用（「飲く」）

之意，既表达了饮用桃花酒之行为，也表达了爱慕

对方之心意。

桃花与西王母传说的关联是平安时期桃花文学

的显著特征。在敕撰和歌集《拾遗和歌集》和《后拾

遗和歌集》中有三首桃花歌以西王母传说为背景。

C 亭子院歌合に

三千年になるてふ桃の今年より花咲く春に

あひにける哉

（亭子院歌会上做歌：桃实三千年，今春花始开。）[18]

（笔者译）

D 三月三日、桃の花をご覧じ

三千代へてなりけるものをなどてかはもも

としもはな名付けそめけん

（三月三日览桃花：桃花三千年，缘何名为百。）[19]

（笔者译）

E 天暦御時屏風に桃の花ある所をよめる

あかざらば千代までかざせ桃の花花も変ら

じ春もたえねば

（天历天皇时咏屏风桃花歌：如若不厌弃，簪花

至千年，桃花不变色，春日永不绝。）

（後拾遺和歌集，1994：49）（笔者译）

上述三首和歌中，C歌为天皇歌会上的作品，

正式场合下的创作性质与上巳宴上的曲水诗具有

相同之处。D歌为三月三日花山院御制歌，这不由

让人联想起上巳宴上以天皇为首君臣唱和共作曲

水诗的创作场景。E歌以屏风上的桃花为题，具有

明显的朝贺性质。从和歌的具体内容来看，三首

和歌都巧妙地融合了中国的西王母传说，从“仙桃

三千年一结果”这一角度出发进行吟咏。特别是D

歌，其歌意为：三千年才结果的桃为何不称为“千”

而要称为“百”呢？通过“桃”与“百”在日语中都发

音为「もも」这一现象，既通过谐音表现了日语特

有的幽默风趣，又恰恰表明源自中国的西王母仙

桃传说与日本本土文化的乖离。

此外，《荣花物语》卷二十一中记载“到了三月

三日，各处节日景象，时髦华丽的装饰，也有折来

西王母桃花的，到处可见风雅之人”[20]。在这里，如

原文中「西王母が桃花」所示，“西王母”甚至失去

了实际意义而发展成了“桃花”的修饰语。

但是，对于日本古典文学而言，桃花绝对不是

一个常见的受到普遍关注的文学意象。根据大岛

富朗的统计，敕撰和歌集中，《古今和歌集》《后撰

和歌集》《词花和歌集》《千载和歌集》《新古今和歌

集》均没有收录桃花歌，只有在《拾遗和歌集》中收

录了两首歌会上的桃花歌和一首物名歌，《后拾遗

和歌集》中四首，《金叶和歌集》中一首，共计八首桃

花歌。桃花在和歌文学史上并未像樱花、梅花等一

样作为春天的代表性景物受到歌人的重视和喜

爱。事实上，除了《枕草子》《蜻蛉日记》和《荣花物

语》外，在日本古代的散文叙事文学中，笔者尚未找

到其他关于桃花的记载。由此可见，在日本上代和

中古的“假名文学”中，桃花是有着鲜明的中国文化

烙印的文学题材，这与日本上巳宴和上巳诗中的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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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意象是一脉相承的。在日本平安时代三月三日已

经发展称为一个较普遍的节日，折桃花、饰桃花和饮

桃花酒已经成为主要的节日习俗。而在这一节日习

俗的背后，中国的西王母传说有着深远的影响。

4 西王母传说与桃

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西王母神话传说体系

庞杂且不断随时代而演化。与仙桃相关的故事可

见于《汉武故事》《汉武帝列传》和《博物志》等中。

托名班固所撰的《汉武故事》中记载西王母与桃的

故事如下：东郡进贡的一名侏儒实为西王母使者，

他向汉武帝揭发东方朔偷过三次西王母所种三千

年才结一子的蟠桃，又说再过五年西王母会降临

凡间与汉武帝相会。时至七月七日，西王母来到

长安会见汉武帝。汉武帝向西王母祈求不死之

药。而西王母认为汉武帝尚受凡间欲心牵绊，不

可授之以不死药，便命侍女取出七只桃子，自己吃

了两只把五只给了汉武帝。汉武帝吃后感到味道

鲜美，于是小心地把桃核收藏起来想培植仙桃。

不想西王母知道了却说，此桃非同凡品，三千年才

结一次果实，非凡间土壤能够种植，汉武帝只好作

罢。后来王母又赐汉武帝三枚蟠桃，并说食之可

以得极寿。在这则故事中，桃已经是神仙世界的

神物，具有延年益寿之功效。秦汉以来，随着道教

的兴盛发展，封建帝王普遍具有追求长生不老的

愿望和追求。在此背景下，道士方士们“一方面上

天入地，远赴海外竭尽所能为其求仙方，另一方面

还要为皇帝的求长生编出一些人王与女仙交往的

‘绯闻’来炫惑世人，粉饰业绩”[21]。西王母故事与

仙桃的关联正是这一社会背景下的产物。

在西王母和蟠桃神话传说似乎与数字“三”有

着不解之缘。上述《汉武故事》中记载西王母年三

十许，东方朔三次偷桃。关于蟠桃王充《论衡》引

《山海经》佚文有载：“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有大

桃木，其屈盤三千里”[22]。另外，《山海经・海内北

经》记载西王母身边有为西王母取食的三青鸟。

《穆天子传》曰：“自群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

邦三千里”[23]。《博物志》中记载瑶池有桃树，三千年

一生实。天上天下、三界内外十方，但凡女子得道

登仙者，都隶属西王母管辖。但是，中国古代关于

三月三日的记述中并无西王母长生之桃与上巳节

的关联。如上文所述，在中国的上巳节习俗中，桃

花只是作为时节景物而存在，其在整个节日文化

中的作用微乎其微。西王母神话未能与中国的三

月三叙事相结合，也可以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

笔者的论断。如今中国民间有些地方把三月三日

视为王母娘娘开蟠桃会的日子，也有的地方以三

月三日作为西王母的生日，举办庙会等加以庆

祝。黄景春指出，这是受到了宋元时期传说和戏

剧的影响。中国西王母瑶池蟠桃会的传说形成于

宋元时期，宋金杂剧《蟠桃会》《瑶池会》，元代钟嗣

成《宴瑶池王母蟠桃会》杂剧中，“《汉武故事》中描

写的七月七日汉宫仙桃会改变了时间、地点和人

物，变成了三月三日瑶池蟠桃会，参加者不再有凡

夫俗子，而是各路神仙”[24]。由此可见，西王母传说

与三月三日的结合应该是上巳习俗在中国淡化以

后世人的重新诠释。

反观日本，通过上述和歌与物语作品可知，西

王母传说早在日本平安时期就已经传到了日本，并

且与桃花融合到一起，成为三月三日节日的代表

性文化符号。不过，西王母传说传到日本以后发

生了一定的改变。中国的西王母传说是以食用三

千年一结果的仙桃为主要内容，而在日本古典文

学中，主角变成了桃花。这与当时桃在日本的种

植栽培史不无关联。刘晓峰（2011）指出，在古代

日本相当长时间内桃子是作为观赏植物栽培的，直

到江户时代以后才出现了食用桃的大规模种植，

而今天被世人所知的日本桃品种是明治维新后才

从中国引进的。正是因为桃的缺失，日本古典文

学中才出现了以西王母传说为背景却以桃花为主

角的诸多作品。这可以说正是西王母传说与日本

古代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后产生的合理变异。

5 桃花酒

关于三月三日饮用桃花酒习俗的来源，推测

成书于镰仓时代中期的类书《拾芥抄》（第一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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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记载：“是日、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病益颜色

（本草）”[25]。这里提到的本草应该指的是《神农本

草经》。而根据《初学记》《太平御览》和《本草纲

目》的记载，“酒渍桃花饮之除百病益颜色”应该是

出自《太清诸卉木方》。但是，对于这一条药方，李

时珍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其谎谬之处：“桃花性走泄

下降，利大肠甚快，用以治气实人病水饮肿满积

滞、大小便闭塞者，则有功无害。若久服，即耗人

阴血，损元气，岂能悦泽颜色耶”[26]。

1544年成书的《世谚问答》中记载：“问：三月

三日饮桃花酒是何故哉？答：据传在他国，太康年

间，有山民至武陵，饮桃花河水，气力焕发，延寿至

三百余岁。是故今人饮桃花酒尔。饮酒则源自周

曲水宴之流觞”[27]（笔者译）。从这里可以看出，上

巳节饮桃花酒在日本具有较为悠久的历史，以至

于到了后世人们对于其源起已经有点模糊不清。

而对于三月三日饮桃花酒的缘起，《世谚问答》从

神仙传说的角度出发认为饮桃花酒具有长寿之功

效。但其中认为三月三日饮酒习俗起源于周朝的

曲水宴显然是一种谬误。不过，《世谚问答》中指

出三月三日饮桃花酒与曲水宴有一定关联，从中

国的上巳节在日本的传播过程来看，不得不说有

一定的合理性。

在中国古代的三月三日文化中，并不见桃花

酒的记载。这可能与《本草纲目》中反映的中国古

代对于桃花酒药用价值的认知有一定联系。反倒

是“桃汤”在文献中屡有记载。桃汤并非桃花酒，

而以桃叶、枝、茎三物或以荆桃、冬桃、概桃三桃煮

汤，或饮用或用枝条挥洒，以驱鬼避疫。《荆楚岁时

记》云：“是日(正月一日)进椒柏酒，饮桃汤，服却鬼

元，敷于散，次第从小起”[28]。宋・李昉《太平御览》

卷九百六十七·果部四中记载了王肃《丧服要记》

中的一则故事：“昔者鲁哀公祖载其父，孔子问曰

‘宁设三桃汤乎’答曰‘不也。桃者，起於卫灵公。

有女嫁梦，乳母送新妇就夫家。道闻夫死，乳母欲

将新妇返。新妇曰：女有三从，今属於人，死当咒

哀。因驾素车白马，进到夫家，治三桃汤，以沐死

者。出东北隅，礼三终，使死者不恨。吾父无所

恨，何用三桃汤焉’”[29]。可见，桃汤主要用于驱鬼

或避免亡灵困扰报复活人，除掉不祥等。这很明

显是桃木辟邪功能的扩展演化，因此与中国的三

月三日文化无缘。

6 结 语

在中国，上巳节开始是作为祓除污秽与不祥

的巫术民俗发生的，而后逐渐发展升华为宫廷宴

会和文人诗宴。日本的上巳节则不同，是在以天

皇为首的政治集团积极学习吸收中国文化的背景

下作为宫廷贵族文化被引入，并逐步演化为全民

性的节日习俗。在中国的上巳文化中，桃花只是

作为时令背景而存在，桃木辟邪等的桃文化并未

与上巳产生密切的关联。在古代以观赏性桃木种

植为主的日本，桃花是有明显中国文学烙印的景

物。在上巳节的传入及演化过程中，日本宫廷上

巳宴对桃花这一景物的关注以及中国西王母蟠桃

故事的传入，使得桃花与日本的三月三日习俗结

合在一起，以长寿等美好寓意成为日本上巳节的

代表性景物，并延发了饰桃花、饮桃花酒等独特的

节日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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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nvestigation of Peach Blossom Images from the Shangsi Festival in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customs of March 3rd in ancient Japan is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peach blossom, not only by decorating the

peach blossom, but also by drinking peach blossom wine. Most previous research has suggested this originated from the idea

that peach wood could drive away evil spirits in ancient China. But throughout the ancient records of China and Japan, seldom

can documents be found to show that there is any relationship between peach wood and the traditions of Shangsi Festival.

Through the author's investigation of peach blossom imagery from Shangsi Festival in Japanese classical literature, this paper

come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ttention to peach blossoms on Shangsi banquet and the spread of the story of Xiwangmu led

to the connection of peach blossoms and Shangsi Festival, and customs such as decorating with peach blossoms and drinking

peach blossom wine as well in ancient Japan.

Keywords: Shangsi banquet; Shangsi poetry; peach blossom; the story of Xiwang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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