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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霞客（

1587

年

1

月

5

日

－1641

年

3

月

8

日） ，名弘祖，字振之，号霞

客，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 今江苏省江阴市）人，明代地理学家、旅行

家和文学家，他经

30

年考察撰成的

60

万字地理名著《 徐霞客游记》，被

称为“ 千古奇人”。 徐霞客一生志在四方，足迹遍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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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省、市、自

治区，“ 达人所之未达，探人所之未知”，所到之处，探幽寻秘，并记有

游记，记录观察到的各种现象、人文、地理、动植物等状况。

《 徐霞客游记》章节以游历的地点取名，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中

一个章节叫《 江右游记》 。 长江在芜湖、南京间作西南南、东北北流

向， 故自此以下的长江南岸地区称江东。 我国古代习惯从北往南

看，则东在左，西在右。 江西省在江右，故江右即指今江西省。 徐霞

客由浙江常山入江西， 大致游程是玉山———上饶———弋阳———贵

溪———金溪———建昌（ 今南城）———新城（ 今黎川）———南丰，回到

建昌游麻姑山然后西游至宜黄———永丰———吉水抵吉安，游西园，

西进至永新，北行游武功山，西入湖南。

据《 徐霞客游记》所载：“ （ 丙子（ 公元

1636

年）十月十八日）早起，

仍觅其舟至铅山之河口。……过旁罗，南望鹅峰（ 即鹅湖山），峭削天

际，此昔余假道分水关而趋幔亭之处，转盼已二十年矣。 人寿几何，

江山如昨，能不令人有秉烛之思耶！ 又二十里抵铅山河口，日已下

舂，因流平风逆也。 河口有水自东南分水关发源，经铅山县，至此入

大溪（ 即信江），市肆甚众，在大溪之左，盖两溪合而始胜重舟也。 ”

“ 市肆甚众”，“ 肆”，即店铺；说明徐霞客那个时代———约

400

年

前———河口商业的繁荣。 遗憾的是，这位老先生对商业不感兴趣，

只在乎山水之间，乘船经过河口，可能只是打个尖，喝壶茶，吃顿

饭，然后继续他的行程。

据《 徐霞客游记》所载：“ 十九日 晨餐后，觅贵溪舡。 甚隘，待

附舟者，久而后行。是早密云四布，时有零雨。三十里，西至叫岩。濒

溪石崖盘突，下插深潭，澄碧如靛，上开横窦，回亘峰腰，穿穴内彻，

如行廊阁道，窗棂户牖都辨。 崖上悬书‘ 渔翁隐次’四大字，崖右即

有石磴吸波。急呼舟子停舟而上。列石纵横，穿一隙而绕其后，见一

径成蹊，遂溯源入壑。 其后众峰环亘，积翠交加，心知已误，更欲穷

源。 壑转峰回，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 绕麓一山家，庐云巢翠，恍有

幽趣。 亟投而问之，则其地已属兴安（ 今称新安） 。 其前对之山圆亘

而起者，曰团鸡石岭，是为铅山之西界。团鸡之西即叫岩寺也。叫岩

前临大溪，渔隐崖突于左，又一崖对突于右。右崖之前，一圆峰兀立

溪中，正如扬子之金、焦，浔阳之小孤，而此更圆整，所称印山也。寺

后岩石中虚，两旁回突，庋以一轩，即为叫岩。岩为寺蔽，景之佳旷，

在渔隐不在此也。 叫岩西十里为弋阳界，又有山方峙溪右，若列屏

而整，上有梵宇，不知其名，以棹急不及登，盖亦奇境也。 ”

徐霞客乘船经过铅山县河口镇，顺流而下大约

4

、

5

公里，即达

一个称为“ 叫岩”的地方，老先生被右岸的风景吸引，“ 急呼舟子停

舟而上”，除了观赏美景，还发现“ 居人多截坞为池种鱼”叫岩属新

滩乡管辖，新滩多丹霞地貌，地狭山多，少平畴沃野，所以当地人广

修池塘，发展养鱼业，明朝如此，今天亦然。 可见，中国的农耕经济

的延续和发展，是历朝历代的农民因地制宜的谋生需要。

5

月

31

日，跟着铅山县文联、作协组织的“ 新滩故事”采风团去

新滩乡“ 打酱油”，游记文章和地方历史故事，由他们去写，我拍摄

一些照片，作为随文图片而已。以下照片大部分摄于

2018

年

5

月，我

从叫岩对面河岸登船拍摄， 因为徐霞客当年就是从信江的船上观

察到叫岩“ 奇境”的。 昨天去叫岩，我们置身其中，“ 不识庐山真面

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上 饶 的 民 俗

——— 饶 信 文 化 研 究 心 得

建 平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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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俊：鄱阳湖给我创作灵感

陈青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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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又有

着与另一方人所不同的风土人情， 形成了

独特的民风民俗。 四省通衢的地理位置，吴

楚文化的交汇碰撞，外地移民的迁入交融，

使上饶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促成了“ 一方民

俗乐一方人”。 其特点有：

第一， 民俗与农村四时节气紧密联系

在一起。 立春之日的教犁，正月十五秧田送

灯，开秧门时敬五谷神，农历八九月演“ 太

戏”，“ 七月打一算，八月有戏看”，“ 十月十”

打麻糍庆丰收， 等等， 都是农民对风调雨

顺、五谷丰登美好生活的祈望。 在婺源，有

富而不贵精“ 三雕”（ 砖雕、石雕、木雕） ，村

头设置辟邪的“ 石敢当”的建筑习俗。 鄱阳

湖一带的渔俗丰富多彩，禁港、禁湖时不仅

禁捕鱼，也禁采摘莲、藕、菱、芡等水产品。

这些古老的民俗， 反映出当地渔民对生态

保护的最原始愿望， 这与如今建设鄱阳湖

生态保护区的相关要求不谋而合。

第二，民间故事和传说，表达了上饶人

民对正义行为的歌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信州区人民对黄氏兄弟的感恩， 就有了东

岳庙的庙会； 每年农历九月初一至初十举

办的上饶县石人殿庙会更是盛况空前，许

多省内外的民间艺人、 商人到此经商或献

艺，保留了许多民间组织、民间艺术、体育

竞技活动及民间手工艺品的原生形态；婺

源傩舞俗称“ 鬼舞”，是一种祭神跳鬼、驱瘟

避疫、表示安庆的娱神舞蹈。 舞者戴着各种

质朴而夸张的面具，用动作来祈福和祷告。

婺源傩舞，脸谱生动，忠奸贤愚、喜怒哀乐

都是表现主题，动作粗犷而朴实。

第三，各地群众选择不同的方式，祭奠

他们心目中的英雄和神灵。 余干县农历八

月祭奠朱元璋麾下的三十六位将领， 就有

了“ 八月康山祭忠臣”的习俗；鄱阳莲华山

寺的“ 打目莲”庙会，高潮时达两万多人；葛

仙山“ 开山门”节，人山人海，老少同拜，足

见人们对神灵保佑和安康和谐的祈求。 作

为稻作文化发源地， 万年保留着祭稻神的

习俗。

第四，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活动，使上

饶充满了喜庆和欢乐。 上广玉一带的“ 大棚

戏”和“ 游春戏”，很有人气和特色。 新年正

月，连连演戏，一天演到晚，演的都是连台

本戏， 热闹非凡。 弋阳县逢年过节“ 打年

糕”，意味着生活事业步步高。 婺源流行“ 鼓

吹节”，余干盛行莲花落演唱，鄱阳、余干、

万年三县民间的“ 大鼓书”，赣东北流行的

“ 灯舞 ”、龙灯 、狮子灯 、板龙灯等 ，绚丽多

彩，雄伟壮观。 还有“ 串堂班”等演出形式，

群众参与热情很高。 剪纸、草编、竹编等独

特的民间工艺， 集中反映了上饶人民的聪

明智慧和高超技艺。

遗憾的是，上饶绝大多数民俗艺术，基

本上没有文字和图谱记载。 一个老艺人的

故去之日， 常常就是一种民间艺术的失传

之时， 因此民俗文化艺术的抢救和保护非

常迫切。 抢救和保护不是仅仅让它进入博

物馆， 更好的保护办法是让它在新的历史

时期开发利用起来，在开发中保护，使其焕

发出生机和活力。

1995

年，原上饶师专成立

了一个民俗学会，会员大多是在校学生。 在

此基础上，

1999

年成立了上饶民俗学会，旨

在反映各地民风民俗， 保护和传承民俗文

化，还定期出版刊物。 但因为种种原因，尤

其是没有经费来源，刊物停办、民俗学会的

活动也销声匿迹了。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

憾！

但是，挖掘、保护、传承民俗文化的工

作，各地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这些年，婺源、

万年等地都会组织一些民间民俗文化展

演，举办相关的节庆活动，引导市民、游客

认识内涵丰富的民俗文化艺术。 婺源民俗

文化艺术节坚持了数年， 正打造成为上饶

的一个重要文化旅游品牌。

上饶各地的民俗， 集中体现了本地百

姓的自主创新能力，开发保护得好，完全可

以为大美上饶建设增光添彩。 为此，我们立

足“ 发展”二字，提出如下建议：

（ 一）以旅游为依托发展民俗文化。 上

饶背靠长三角、 海西两个三角洲， 四省通

衢，交通发达，区位优势独特，旅游事业兴

旺，开发民俗文化，可以借台唱戏，借势而

上。 万年稻作文化节曾连办多年，逐渐打响

了品牌，但这些年停了下来。 我们认为，应

该继续办下去 ，借题发挥 ，推进“ 稻乡 ”旅

游。 石人殿、葛仙山是道教要地，要重点做

足宗教文章， 大力开展商贸和招商引资活

动， 让板龙灯、 狮子舞等民俗表演穿插其

中，推进宗教旅游。 作为两个三角洲链条中

的重要一环，上饶应吸纳各方民俗资源，进

行有计划的开发利用，借助高铁效应，辐射

更广区域。

（ 二）用“ 集群”的方式发展上饶民俗。

上饶的灯彩资源丰富， 全市

12

个县市区都

有自己的灯彩。 石人殿的板龙灯设计优美，

造型独特，名闻遐迩；婺源的花灯、龙灯美

轮美奂，美妙绝伦，美不胜收，最长的一组

龙灯长达一华里； 玉山临江湖的灯会人潮

如海，水泄不通，川流不息；横峰的皮影戏

独具特色，盛名远播，影响广泛；滨湖地区

的百鸟灯 、鱼灯 、虾灯 、龙灯等 ，也很有气

势。 对此，一方面，完全可以发挥这些民俗

独特的资源优势，把它们包装好、宣传好，

开发成旅游产品；另一方面，把民俗搬进景

区，实行旅游与民俗紧密结合、集群发展，

提升景区、城区的人气商气。

（ 三）开展民俗普查，加大保护力度。 民

俗文化是沟通情感的纽带， 是彼此认同的

标志，是世代锤炼和传承的文化传统。 上饶

灿烂辉煌的铜文化和稻作文化， 独具魅力

的吴楚文明， 铭刻着上饶先民们生生不息

的奋斗历程， 凝结着上饶的光荣历史和优

良传统，见证着上饶人民的勤劳、智慧和勇

敢。 我们建议，开展一次全市民俗文化资源

大调查，建立健全民俗文化档案资料，继而

建设一个多元投资的民俗馆， 鼓励民营资

本投入，政府提供政策和优惠的服务，激发

社会力量参与民俗文化开发保护。

（ 四）加强规划引导。 进一步提炼城市

主题文化目标定位，注重规划引导，抓紧把

上饶民俗馆做成文化项目，推进招商引资，

使丰富的实物资料有足够的展示场所，使

代表性传承人有合适的传承场地， 使人民

群众有理想的参观场馆。 对那些有开发价

值，特别是可以纳入旅游内容的民俗，要优

先发展，做大做强，做旺人气。 民间民俗文

化源于生活，源于基层，源于群众，有着坚

实的发展基础，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理应保

护好，发掘好，开发好，传承好，努力使之成

为聚集人气的特色文化旅游品牌。

������

考古发现，早在第四纪冰期后期，因食

物的短缺， 就一大群勇敢的人类拓荒先民

一路辗转，来到鄱阳湖平原上繁衍生息。 这

些人是中国南方百越民族的祖先。 在漫长

的历史进程中， 百越民族曾经创造了辉煌

灿烂的文化， 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 以今赣东北一带为中心的干越地区，其

先民创造的稻作、陶器、青铜器等文明，是

对人类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

数万年前， 万年仙人洞就有一群穴居

先民。 这里属于古干越地区， 自然条件优

越，山岭多石灰岩溶洞。

20

世纪

90

年代，考

古人员在这里有两项重大发现， 人们在这

里找到了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稻化石以及

世界最早的陶器碎片。

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生活依靠狩猎与采

集，男人们上山打猎，下水捕鱼，女人们从事

野果采集。让我们回溯万余年时光，打开时空

之窗，见证人类历史上伟大发现的历程。

这是个秋高气爽的日子， 仙人洞前的

大源河缓缓流淌，如同唱着一支古老歌谣。

仙人洞一位女人背着兽皮袋去野外采集野

果，然而半天一无所获，饥肠辘辘。 这时她

突然注意到在河边沼泽地带长着一片植

物。 这植物半人高，又细又长的叶片边上带

着锋芒，中间结出一串串谷子，像狗尾草一

样在风中招摇。 那些谷子，嫩的带些浅绿，

成熟的呈现金黄。 在千百年流传下来的祖

祖辈辈的生活经验中， 从没有提及这种植

物。 但这位女人实在是饥不择食，忍不住捋

了一把嫩谷子放到了嘴里咀嚼起来， 发现

这谷子的浆汁有点甜。 她非常高兴，捋了一

把又一把，竟然吃了个半饱。 她像发现了新

大陆一样， 又捋了不少成熟的谷子放进皮

袋中，回到了仙人洞。 这时仙人洞先民已知

道用火。 这女人哇哇的把其他人叫过来，一

边比划， 一边将皮袋中的谷子扔进刚燃尽

的火堆中。 只听得哔哔剥剥一阵响，谷子从

火堆中跳出来，粒粒绽开，散发出香味。 几

位围在边上的男人女人纷纷过来捡拾，放

在嘴中品尝， 感觉这是一种与野兽肉食不

一样的美味。 原来，这植物就是野生稻。

自从发现了野生稻之后， 有时候连续

多天捕猎无获， 仙人洞先民们便用这种稻

谷充饥。 可惜的是，每次吃爆谷子，都要一

粒粒从火堆中捡拾，太不容易。 他们不由得

忽发奇想： 若是有一种可以装盛稻谷在火

上烧烤的器皿，该有多好！ 可是，大自然虽

然很慷慨，但人们若需这种器皿，奇迹只能

靠自己创造。 他们也曾尝试用石刀将树木

加工成木臼，盛装稻粒置于火上，然而木头

不导热，木头还会烧着；他们又曾尝试将大

石敲打成石臼，无奈石体太厚，石体又会烤

裂。 先民们锲而不舍，一代又一代人不断尝

试，终于有一天他们懂得了制造陶器：用软

硬适中的泥土制作出泥器， 然后将这些泥

器置于火上烧烤， 经过火烤的泥器有的竟

然非常坚固。 虽然刚开始，这些陶器个个奇

形怪状，奇丑无比，然而却很实用。 野生稻

谷置于陶器中可炒可煮， 虽然尚无法脱去

秕糠，但也香气扑鼻，足以解饥。

仙人洞先民绝对不会想到， 这是一项

开创人类文明史新纪元的创举！ 发明陶器

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划时代的标志， 因为

这是人类最早通过化学变化将一种物质变

成另一种物质的创造性活动。 恩格斯指出：

“ 人类从野蛮低级阶段向文明阶段的发展，

是以学会制陶术开始的。 ”

可惜的是，野生稻成长有季节，收获量

少。 仙人洞的先民经过不断的观察，慢慢发

现了这种稻子的生长规律： 将稻谷播在土

地中，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会长出更多稻

子。 从此，他们开始有意识地大面积栽培这

种植物。 栽培稻谷，即人工驯化稻的诞生，

极大改善了人类的食物结构， 昭示农业时

代的到来。 因为稻谷的种植相比于采集、狩

猎，收获较稳定，与过去采集时代、狩猎时

代相比，人类食物构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变成以谷物类为主。 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先

民就此宣告饥则求食、 饱则弃余、 茹毛饮

血、游荡生食生活的结束，从此向着人类文

明大踏步迈进！

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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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90

年代， 由著名考古学家

马尼士 、严文明率领的中美考古队 ，于万

年“ 仙人洞 ”及“ 吊桶环 ”遗址出土大量原

始先民遗物，从中找到距今

1.2

万年前的人

工栽培稻植硅石标本，该发现震惊了世界

农业考古学界。 后来，在遗址上又发现人

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陶器碎片。 北京大学

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和张弛教授等

于

2012

年

6

月

28

日在美国《 科学》杂志上发

表了关于 《 中国仙人洞遗址两万年陶器》

的文章， 宣布世界最早的陶器

2

万年前出

现在仙人洞，此成果入选了

2012

年度世界

十大考古发现。

先有野生稻的发现，再有陶器的创造，

后有栽培稻的出现。 有稻作文化，方有陶文

化。 世界稻作文化发源地，出现世界最早之

陶器，亦在情理之中。 稻作与陶器，是照耀

世界的干越文化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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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西部边陲，群山绵延，溪谷纵横。 大

油山、汪山尖、杨桃尖、横龙冈等山峰此起彼

伏，筑起婺西的严密屏障。长溪村就隐卧在这

方青峰翠谷之间， 仿佛沉静了千年的农家少

女，保持着亘古不变的淳朴与热情。

如果从空中鸟瞰， 长溪分为上村和下

村， 依傍在长溪河岸，“ 择水而居， 傍山而

生”。 蜿蜒环绕的河水，四面起伏的群山，鳞

次栉比的房舍，共同构成长溪经典的“ 太极

阴阳鱼”，在岁月长河中不停旋转。

长溪古称“ 马源”，是个以戴姓为主的徽

州古村落，另有鄷、翁、王、何、查、詹等姓和

谐共居，共同谱写长溪的世事传奇。 明清时

期， 长溪村属婺西游汀乡杭溪里四十五都

四图，离城一百一十里。 民国后期，属信义

乡第七保。 现为赋春镇长溪村委会管辖，包

括上村和下村共有

590

余户

2200

余人。

长溪之地，最早的建居者是鄷姓。 据史

料记载，鄷氏十八世祖鄷思，于后梁开平年

间（

907－910

）自枫山迁婺邑，见马源山川秀

丽，遂居焉，是为马源鄷氏始祖。 宋真宗咸

平至景德年间（

998－1007

） ，戴氏从乐平涌

山凰柏源迁居长溪，历经数百年发展，逐渐

人丁兴盛，成为长溪的“ 主姓”。 但戴氏与鄷

姓历来就有姻亲世谊， 故戴姓自雪寿公开

始，立下严格族规：“ 永不欺鄷”。

长溪戴氏自六世祖匡德公迁居后，人

丁日渐繁衍，不断发展壮大。 清代康熙至乾

隆的百余年间，长溪戴氏发展达到顶峰，其

代表性人物也主要在这一时期涌现： 德化

训导戴祚、武科乡榜戴大昂、直隶海州州判

戴炳、布政司理问戴道亨、陕西保安县知县

戴锡光、宁海州知州戴世篆、拣选知县戴沛

霖……一串串闪光的名字， 见证了长溪历

史上的文运兴盛和荣耀繁华。

昔日， 长溪村的主要祠堂有戴广支祠

“ 树德堂 ”、戴平支祠“ 肇庆堂 ”、雪寿公祠

“ 永和堂”、令陈公祠“ 著存堂”、登贤里八家

支祠“ 永锡堂”等；著名建筑则有文昌阁、玉

麟书屋、求己居、养正斋、浴德斋、观音亭、

馀庆亭 、节孝坊 、环翠桥 、西竺庵 、毓秀庵

等。 但随着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世事变迁，

这些祠堂和建筑都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

中，只留给后人追忆和怀想。

长溪周边，群峰耸翠，竹木蓊郁，茶果

茂盛。 独特的地理环境，丰富的自然资源，

世世代代滋养着长溪的子民， 也是长溪人

主要的经济支柱。 自宋元明清以至民国时

期，长溪人贩运竹木茶果，经商致富，涌现

出的各类富商大贾数不胜数。

长溪绿茶以汤清味醇蜚声遐迩， 清代

道光年间，大批长溪人在广东与“ 洋人”做

茶叶贸易，“ 一担茶，一筐银”，足见当时长

溪茶之名气与珍贵。

曾经是物产富饶的长溪， 从上世纪五

十年代开始陷入沉寂，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

又重新声名鹊起。 长溪山多林密，尤以红枫

闻名天下，是婺源经典的红枫之乡。 每到深

秋，漫山遍野的枫叶红了，像一簇簇在风中

燃烧的火炬，十分壮观，吸引数以万计的游

客冲着这“ 红于二月花”的枫叶而来，拍下

美图与全世界分享。

������5

月

16

日，电影故事片《 家徽》开机仪式暨新闻发布会在“ 天堂

之城”的杭州举行。 编剧余干作家史俊深情地说：是鄱阳湖给了我

创作的灵感。

“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史俊

从小生活在鄱阳湖畔，对母亲湖有着深深的爱恋。

1984

年

11

月，度

过

5

年军旅生活后史俊复员回到家乡，长期供职于宣传文化部门。

“ 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

,2018

年以来，正是脱贫攻坚战在余

干进入最后决战的阶段，史俊作为县直单位负责人，受县委委派来

到梅港乡青山村担任了扶贫工作队第一队长， 在与群众开展“ 同

吃、同住、同心、同劳动、同学习”活动中，他学会了如何进一步拉近

干群感情距离。在此期间，他被一大批深入到一线担任驻村第一书

记的机关干部体现出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为民情怀而感动。 工作之

余，他一气呵成创作了六场达

4

万字的话剧剧本《 春晓》 。 该剧在全

县农村演出

300

余场，观众达

70

余万人次，有力地促进了余干县的

脱贫工作。 去年

4

月，余干县成功地退出了国定贫困县的行列。 后

来，史俊又把《 春晓》改成电影文字剧本《 水乡春晓》 ，获得国家电影

局立项批准，并获江西省国家电影事业发展资助剧本立项扶助，如

今这部电影正在紧张筹拍中。

史俊深深意识到， 作为剧作者要紧跟伟大时代， 为人民鼓与

呼。

1

月

24

日，余干县开始打响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阻击战和保

卫战。疫情就是命令，疫情就是战斗。在国难面前，史俊决定要利用

手中的笔创作一部优秀的抗击灾难题材的电影文学剧本。 万事开

头难，开始他不知如何下笔，为此，他深入生活寻找灵感。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每个人每件事都让他收获了许多感动。从防疫英

雄的走访， 到普通群众的情感故事， 让史俊无数次感动得热泪盈

眶， 他从许多鲜活事例中看到了人们在国难面前展示的人性的光

辉。 为有源头活水来，由于获取了大量的素材，史俊创作电影剧本

《 疫去花开》时文思泉涌。

“ 好作品是千锤百炼改出来的”。对于史俊来说，一部高质量的

影视作品只有不断地打磨，才能出精品。他取材于真实生活故事的

视角独特、主题厚重、折射家国情怀，契约精神和守信传统美德题

材的原创剧本《 金色的家徽》 ，在由国家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 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共同举办的

2015

“ 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征集证书颁授仪式中入选夏衍杯优秀电影

剧本，荣获

2015

“ 夏衍杯”优秀电影剧本潜力电影剧本奖。作为是当

年江西省唯一获得入围夏洐抔优秀电影剧本殊荣的作品， 在省内

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如今史俊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饶

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 发表中长篇小说 、影视戏剧剧本等

文学作品

1000

余万字， 剧本曾获夏衍电影文学奖、 中国戏剧文化

奖、田汉戏剧文学奖、首届汤显祖戏剧奖等殊荣。

深 山 古 村 长 溪 的 鼎 沸 与 沉 寂

汪发林

稻 作 与 陶 器

——— 干 越 文 化 之 光

卢新民

徐霞客与铅山叫岩

刘治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