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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习俗的现代转型
□彭恒礼

春节，古称元旦、元日、元正、新年，是以辞旧迎新为主题的传统佳节。“春节”作为正式名称

出现较晚，1913年袁世凯北洋政府率先在公文中用这一概念取代农历元旦，逐渐流行开来。

春节习俗至迟在汉代已出现，东汉崔寔《四民月令》记载，正月初一，人们“躬率妻孥，洁祀祖

祢”。敬罢祖先，家人围坐向长辈敬椒酒，初步形成祭祖和给长辈拜年的习俗。自那时起，春节

伴随华夏儿女度过了两千多年的美好时光，一路走入二十一世纪。

一百年前，如果有人说春节会衰微，春节需要“保卫”，定会被笑掉大牙；一百年后，当学者

们开始呼吁“保卫春节”，越来越多的民众心有戚戚焉。如今，“年味”变淡已是不争的事实，我

们似乎有理由为春节的未来担忧。我们会失去春节吗？过春节对中国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传

统节日如何适应快速转型的现代社会？辛丑春节到来之际，探讨这些问题不是没有理由的。

春节作为中国传统节日的代表，与其所代表的文化传统一样，亟须转型。

（一）黄河流域农耕文明
自然演进的结果

黄河文明是农耕文明。农耕文
明的最大特色是以种植代替渔猎，
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日照、水源和土
壤，掌握农时成为刚需。《尚书·尧
典》记载，尧在位时，“乃命羲和，钦
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
时”，说的就是古人观天文，制历
法。如果说后人对《尚书》记载的真
伪尚存争议，近年来山西襄汾陶寺
遗址古观象台的发现则证明了《尚
书》的记载绝非空穴来风。尧的时
代，黄河文明还处于新石器时代，农
业生产力极度落后，当时的人们居
然还有“闲心”观测天象，目的自然
是为掌握农时。只有制定历法，掌
握农时，粮食生产才能顺利进行，人
类方能获得稳固的食物来源。

传统历法的产生为春节诞生
奠定了基础。春节之所以成为岁
首，与太阳运行规律有关，此时太
阳正返回北回归线，黄河流域天气
转暖，日照时间变长，农作物具备

了播种条件。若以日影变化规律
论，冬至为岁首最合适，然日影最
长之时，黄河流域尚天寒地冻，无
法进行农业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古
人最终将岁首定在春季，“一年之
计在于春”，岁首设定完全符合黄
河流域的农业生产规律。

（二）大一统国家形态的
必然要求

秦汉以降，中国结束了长期分
裂割据的局面，由分裂走向统一。
大一统国家的出现对于春节的形
成至关重要，大一统实现了两个统
一：一是空间上的统一，“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二是时间上的统
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种族，生活
在同一套时间制度下，形成共时状
态。共时性生存对于春节的形成
意义巨大，我国幅员辽阔，南北相
距五千多公里，跨四五个气候带，
当黄河流域春风拂面，长白山正白
雪皑皑，南方的海南岛则烈日炎
炎，气候差异如此巨大，却不妨碍
中国人在同一时间过春节。

（三）中国人在长期社会
实践中所形成的生活节律

人类是有自主意识的高等级
动物。人需要劳动，也需要休息，
休息和娱乐的需要为春节习俗的
产生提供了动力。春秋战国时期，
子贡看到老百姓在春节期间行为
乖张，非常不解，问道于孔子：“一
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
孔子答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
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
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
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孔子的意思是，人类有自己的
生活节律，可以用“张”和“弛”来概
括。劳动是“张”，休闲是“弛”。

“张”与“弛”结合，才是生存之道。
孔夫子的这番话，道出了春节习俗
产生的奥秘。

综上所述，春节习俗不是古代
圣贤的创造发明，也不是帝王的心
血来潮，它是华夏文明历史演进的
必然结果，是亿万民众在征服和改
造自然过程中所形成的生命律动。

历史上曾有过许多节日，最后却退出了
人们的生活，例如寒食、上巳。春节能历经
两千年而不衰，其魅力何在？其价值又体现
在何处？

（一）春节习俗是中华民族的标识
性文化

春节是全体中国人的节日，是中华文明
在节日领域的典型代表。首先，从时间上
说，春节是古往今来所有中国人的节日；其
次，从空间分布上说，春节习俗不仅分布于
祖国版图内部，还广泛分布于中国周边的汉
字文化圈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的国人到海
外工作和生活，春节习俗呈现全球扩张趋
势。在很多国家，春节是外国友人了解中华
文明的窗口，也是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现魅力
的重要契机。春节习俗是带有鲜明中国特
色的标识性文化。

（二）春节习俗在中国人的精神生
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西方学者很早就发现，中国人虽然也有
宗教生活，但并不会为某一宗教教义所束
缚。儒、释、道三教混元，彼此之间既不排
斥，也不冲突，毫无违和感。之所以如此，是
因为宗教信仰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一种工
具理性，真正作为中华民族价值理性基础的
是深厚的民俗文化土壤，日本学者渡边欣雄
称之为“民俗宗教”。春节习俗就是中国人
的民俗宗教。春节期间的节俗活动围绕一
系列祭祀展开，人们祭天，祭地，祭祖先，拜
灶君，接财神，游火神，迎天官，忙得不亦乐
乎。春节由此具有了神圣性，充满了仪式
感。中国人不需要像西方人那样定期去教
堂。因为中国人的神圣空间不在别人家的
院子里，而在自家房内，一年一度的春节带

给中国人心理慰藉和精神升华。

（三）春节习俗帮助中国人实现周
期性的社会动员

春节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物资供应到人口流动，
从生产到生活，再到旅游休闲、文化娱乐，涉
及面广，工作量大，放在任何一个国家，都足
以压垮其公共服务体系。唯独在中国，一切
都井然有序，仿佛有一台超级计算机让所有
的准备工作自动化、程序化。毋庸讳言，一
年一度的春节也给我们添了一些烦恼：“春
运”，被挤爆的商场和景区，质次价高的年夜
饭和永远无法令人满意的“春晚”。但从总
体上看，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员利大于弊，
它让国家和民族总是保持适当的张力，增强
了随时应对危机和挑战的能力。

（四）春节习俗刺激消费，拉动内需

春节是全民消费季，连“杨白劳”都要给女
儿买根红头绳。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喜欢储蓄
的人群，储蓄率高的反面是消费意愿不强，在
外向型经济时代，高储蓄率不仅不是问题，反
而是美德。一旦经济转向内循环，如何刺激消
费，就成为令经济学家头疼的问题。春节为
刺激消费提供了契机，为提高节日生活品质，
人们毫不吝惜地大把花钱，形成消费高峰。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物质消费逐年增加以外，
人们在节日期间精神消费方面的投入也不断
增大，这对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意义重大。

春节的长盛不衰不完全是文化惯性使
然，而是因为其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
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
用。无论是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还是中国经
济的良性发展，春节都有着非凡的意义。

春节习俗之所以遇到挑战，是因为民俗
文化的止步不前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脱
节。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要通过实现
节日习俗自身的转型。这种转型概而言之，
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传统民俗节日向国家节庆
文化体系转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春节文化建设
就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每届春节，国
家领导人发表新春贺词，政府举办春节团
拜、联谊会、联欢会等，企事业单位也组织了
各种各样的节庆活动，起到了活跃广大人民
群众节日生活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新
中国成立的前四十年，似乎并不存在“年味”
变淡的问题，也没有人担心春节会消失。所
谓“年味”变淡，主要发生在中国经济从计划
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随着中国开启大
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现代化进程，关于“年
味”淡化的议题才开始流行起来。究其原
因，是因为实现经济转轨之后，原先有国家
和单位承担的文化职能开始推向市场，而市
场又无法提供令人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这
一现象背后折射出的问题是，无论国家还是
个人，都将春节简单视为文化传统，而非文
化资源。传统虽然得到了延续，却没有充分
地开发利用。就春节在群众中的深厚基础
而言，只要加以开发利用，就会取得事半功
倍的奇效。这比花大力气去打造新节日，更
容易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

（二）从民间自发的辞旧迎新向文
化产业和文化事业过渡

传统乡土社会，春节期间的公共文化服
务主要由会社和宗族来承担，以祈求农业丰
收和自娱自乐为目的。无论是从节日主题，
还是从内容上看，都与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
相脱节。现代民众的节日需求呈现多元化
的特点，春节也应当变成一个主题多元化的
节日，除了原有主题外，还可以根据现代社
会需要，衍生出新的主题。春节还可以是购
物节、戏剧节、音乐节、体育节、健康节、孝顺

节、爱情节。主题的多元化，有助于春节赢
得最广泛的民众支持和参与，每一个人都能
够从中找到爱好，获得乐趣，收获喜悦和满
足。过春节的形式也应该多种多样，逛庙
会，洗温泉，登山，滑雪，远足，一切有利于身
心健康，有利于家庭和睦的过节形式都应该
得到提倡，提升节日的幸福感与获得感。

（三）从以小家庭为单位过节向邻
里、社区、社会集体过节转型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城镇
化趋势越发明显，城镇化在提升社区居民生
活品质的同时，不可避免带来人际关系的疏
离。一方面，楼上楼下，老死不相往来，这不
是一种良性的社区人际关系。另一方面，人
口老龄化和少子化也对我们的社会构成了
挑战，万家团圆时刻，鳏寡孤独的老年人如
何过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只有打破以
小家庭为单位的传统过节方式才能解决上
述问题。应当鼓励和扶持街道办事处、居民
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等社会组织，开展丰富
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让春节不再是“这里
的黎明静悄悄”，让久违的温情与热闹重返
人们的节日生活。

春节不是过时的文化包袱，而是一笔高
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先辈留给世界的一抹
灿烂笑容，走在民族复兴的大路上，中华儿
女应当带着这抹笑容去拥抱世界，拥抱
春天。⑩5

（作者系河南大学口头与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河南大
学-河南日报黄河文化智库
专家）

春节习俗形成的原因

春节习俗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春节习俗应该如何转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

开启了转型之路。社会转型主要
体现在两大方面：一是从传统农业
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型；二是从封建
帝制向民主共和体制转型。社会
转型对于春节的冲击无疑是巨大
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春节的岁首地位遭
遇挑战

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西
方列强优势地位的威逼下发生的，
最初的转型就是学习西方，向西方
看齐。为尽快实现工业化，中国放
弃了使用两千多年的农历，改用西
历，改历的初衷便是为“进于世界
大同”。民国改历后的一个多世纪
里，尽管民间仍视春节为岁首，但

春节的岁首地位失去了
合法性支撑。民国政府

为推行西历，规定春
节不放假，甚
至禁止民间售

卖农历。行政力量对农历的干预，
削弱了春节的传承基础。

（二）固步自封的节日传
统

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
天翻地覆的变化，春节习俗却没有
跟上时代的脚步。一方面春节习
俗在社会发生转型后几乎没有改
进，以过节方式来说，在传统农业
社会，春节主要以家庭为单位，以
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这种做法
与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由于
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所以
人们更加重视家庭、血缘和亲缘关
系。工业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社
会协作早已超出了血缘和亲缘关
系范畴，春节期间的年俗活动并未
跟上时代发展，仍局限于家庭和家
族内部，于是就出现了一家人围坐
在一起，各自埋头发朋友圈的情
况。再比如鞭炮、春联等节日用
品，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任
何改进，甚至连春联上的吉祥语都
很少发生变化。春节存在的社会
基础已然发生变化，旧习俗如果不
能跟上新时代，脱节和不适应就变
得越发显明。

（三）现代生
活方式的冲击

在传统社会里，
日子缓慢而悠

长，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准备春节
的各项庆祝活动。有的地方从腊
月就开始筹备过节，所谓“腊八祭
灶，年下来到”是也；有的地方要到
整个正月过完，庆新年活动才算结
束。如果从腊月算起至正月底结
束，筹备和庆贺新年的时间长达两
月之久！这种缓慢节奏岂是惜时
如金的现代社会所能承受！如今，
中国人通常能接受的春节时间已
经缩短至7-8天，随着生活节奏加
速，节日时间还会缩短，程序也将
进一步趋于简化。现代生活方式
的变化还体现在居住方式上，大家
庭越来越少，家庭规模小型化成为
趋势；聚族而居越来越少，分散居
住成为常态，这些变化无疑都会对
传统春节习俗造成冲击。

（四）全球化带来的文化
冲击

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同质化现
象日益加深。外来节日新奇、浪
漫、时尚，对中国的年青一代有很
强的吸引力。西方节日具有排他
性，会对本民族的传统节日造成冲
击。外来节日对民众的影响主要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变民众传
统的行为习惯，一部分民众会放弃
自己传统的节日；二是借传统节日
之名，推外来节日之实，与传统文
化争夺受众。

春节作为“节之大者”，其地位
和影响力目前仍然不可撼动，但是
遭受冲击，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也
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关于“年
味”变淡、春节可能“消失”的话题
即由此而起，我们不必过于悲观，
同时也应正视春节习俗遇到的问
题，从尊重文化发展演变的规律出
发，积极寻求对策。

春节习俗面临的挑战

制图/张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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