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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近日，由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主
办，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上海戏曲艺术中心和上海文广
演艺集团共同承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
经典剧目展演季”正式在沪启动。芭蕾舞剧《白毛女》、交响
乐《红旗颂》、京剧《杜鹃山》……上海 9 家文艺院团齐出
动，献上 12 台红色优秀经典作品，涵盖音乐、舞蹈、戏剧、
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同时，线上与线下共同发力，致敬党
的百年华诞。

上海启动红色经典剧目展演

据新华网报道，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由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组织的网络文学“百年百部”系列
活动在京正式启动。此活动包括网络文学“百年百部”创作
工程、重点网站优秀网络文学作品联展、“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专题培训采风活动、“党在我心中”短文征
集活动四项内容。 今年 2 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向各
省网络作协和重点网络文学平台发出重点选题指南和作

品征集通知，共有 398 部作品申报“百年百部”创作工程。
经过严格审核，共选出 100 个选题建立了“百年百部”网络
文学创作工程作品库，今后将着力抓好这些作品的创作。

（谷雨/文 艺林/图）

网络文学“百年百部”系列活动启动

据人民网报道，近日，为迎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到
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家通用手语方案》启动推广
活动在京举行， 此方案首次以听力残疾人手语使用者为主
体，规范应用国家通用手语“唱”国歌，让听力残疾人切实体
会国歌的真实内涵。 该方案的实施实现了在奏唱国歌场合
规范、统一、严肃使用手语表达国歌的愿望，将使听力残疾
人全面、准确感受国歌表现的民族精神，呼唤内心深处爱国
主义情怀，促进中国残疾人文化、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手语“唱”国歌推广活动在京举行

·一方水土·

“汪满田”家嬉鱼忙
■ 本报记者 潘成

本报通讯员 江夏友

正月十三晚上，伴随着响彻山谷的锣鼓、
鞭炮声， 安徽歙县溪头镇汪满田村的元宵嬉
鱼灯正式拉开了帷幕。 这是当地的一项春节
期间的盛事，来自四邻八乡的人们汇聚于此，
在璀璨的灯光中欢度元宵。

汪满田鱼灯是黄山市民俗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之一 ，至今已有 600 多年历史 ，始于明
朝初期 ，清光绪年间达到最鼎盛时期 ，因其
地理环境和人文历史特征已形成了独特的
流派和风格。 据说汪满田鱼灯与“火”有关。
以前汪满田村时有火灾发生，起因是村西山
上的光滑大岩石———“火镜”所致，所以当地
有风水师指点迷津，“欲克火，先祭鱼。 ”因鱼
以水为生 ，水能克火 ，当地遂以支堂房派为
单位 ，兴起了田街 、里村和柏枝园等共 6 个
鱼会 ，每年正月十三至十六日 ，全村出动舞
着五彩斑斓的鱼灯， 举行浩大的祭祀之礼，
祈求平安祥和。

大年初三一过， 各鱼会经推选产生一名
15 至 28 岁左右的青少年为负责人， 当地称
“鱼头”，开始挨家挨户筹集资金、安排人手准
备扎鱼用的材料，并向村民张贴告示，限期清
除嬉鱼灯沿线的障碍物。 集资时，还有一项规
矩， 当年新婚之家都要自愿另出钱为本祠堂
鱼灯购买蜡烛，并摆宴招待抬鱼灯者，祈愿早

生贵子； 当年添子之家要点亮鱼灯内红烛还
愿。 筹集的资金统一存入各鱼会账户，嬉鱼活
动结束后， 所有集资款和开支项目由各鱼会
张榜公示，资金管理接受本会群众监督。

鱼灯以鲤鱼为型，先用竹片扎架，外层用
棉纸装裱，彩绘鱼头、鱼鳞，头有“王”字，嘴有
双须。 最大的鱼王灯，长约 8 米，高 2 米多，内
点蜡烛百余支，需二十多壮汉才能举起，另有
大小不一的各色鱼灯， 或六七人举， 或一人
举。 正月十三至十六，每晚大约七时左右，各
鱼会敲响锣鼓开始热场， 预示嬉鱼灯即将登
场。 半小时后，各鱼会的鱼灯汇集宗祠门口，
行完祭拜礼后，由祠堂鱼会为首，各鱼会依次
排序， 举起大大小小鱼灯上百盏沿规定的路
线穿梭于大街小巷。 浩浩荡荡的鱼灯队伍以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万民乐业”
旗开路，紧随其后的是狮子灯、“鲤鱼化龙”灯
和百余米的鱼灯长队， 排在最后的是各式各
样的小花灯。 各鱼灯队前面都有一支锣鼓队
擂鼓助威，鱼灯每经过祠堂必行祭拜礼。 正月
十三、十四两天，嬉鱼活动一般持续两个多小
时，十五和十六是最热闹的，也是嬉鱼灯的高
潮，会持续 3 个小时以上，各方鱼灯都要集中

到一起，或快速盘旋，或左右摇摆，或上下跳
跃，摆起各种舞姿，同时，烟花爆竹一浪高过
一浪，场面十分壮观，称之为 “鲤鱼滩花 ”，也
称“鲤鱼打子”，寓意保佑村族人丁兴旺。 到
正月十六晚，所有鱼灯都要游到村后的小山
墩虎头宅 ，将鱼头朝着西山方向的 “火镜 ”，

摇头摆尾一番 ，面对 “火镜 ”鞠躬 ，祈求来年
“平平安安、年年有余”。此番仪式结束后，各
路鱼灯返回分祠堂等候蜡烛燃尽，嬉鱼队伍
方可离去。 至此，整个元宵的嬉鱼活动才落下
帷幕。

汪满田是革命老区，曾被授予“安徽省森
林村庄”“第五批中国传统古村落” 等称号，
2020 年被列入省级“美丽乡村”建设村。 800
多年的历史孕育了得天独厚的村族文化、宗
祠文化、红色文化和民俗文化，而继承了 600
多年的民俗传统文化“汪满田鱼灯”，更是名
扬海外，是一张独特的地方“名片”。

··特别报道··

据人民网报道，日前，2020 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初评结果揭晓，包括安徽长丰埠里宋代家族墓地、贵州贵
安新区招果洞遗址等 20 个项目从 31 个项目中脱颖而出
进入终评。从地域分布、年代分布等不同角度来看，此次入
围初评的 20 个项目一个明显特点是， 入围项目分布省份
广且地域分布比较均匀， 这 20 项考古发现来自 15 个省
份，其中陕西与河南均有 3 项入围，山西省有 2 项入围，新
疆与青海、西藏等西部省份各有 1 项入围。

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揭晓

■ 本报记者 许根宏

据统计，今年春节七天假日期间，千年
古镇长临河景区累计接待 14 个 “过年留合
肥，免费游合肥”游客团体 ，老街接待游客
4.91 万人次， 全镇累计接待游客近 9 万人
次，旅游收入约为 537 万元。

“枕河”人家渔歌畅

阳春三月，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从省城
合肥包河大道高架南下， 直抵巢湖北岸，再
沿着环巢湖大堤向东约 15 公里后， 便看到
上书“长临河古镇”的标牌醒目地矗立于巢
湖岸边。 “长临河是环湖第一镇。 ”长临河镇
宣传办主任陈振介绍。

长临河镇位于合肥东南角， 濒临巢湖，
东北与撮镇、桥头集镇接壤，东南与巢湖市
相连。 作为环湖首镇，长临河镇总面积 160
平方公里（含巢湖水域 60 平方公里），辖 11
个社区，人口 5.2 万。 镇域内山、水、湖、田、
林、圩、滩自然资源丰富，四顶山、白马山、青
阳山等群山环抱，南淝河、长临河、玉带河等
河网密布，既是鱼米之乡，也是安徽省第一
侨乡。

“长临河镇因青阳山北麓之水经长宁寺
注入巢湖，谓之长宁河，地因河得名，又濒巢
湖，遂更名为长临河。 ”肥东县地方志编委会
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 新石器时期，先人耕
作于长临河，始有人居住；战国时，长临河属
楚巢邑管辖，已形成集市；三国时期属于吴、
魏争锋之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湖口戍，是
巢湖北岸紧邻南淝河入湖口的一个军事聚
落；隋初设置庐州，自此长临河到清代皆属
庐州（合肥）。1956 年 8 月撤乡建镇，2006 年
11 月，六家畈镇并入长临河镇。

拥有二百多年历史的长临河老街，是典
型的江淮水运码头。 走进老街，踩着青青的
石板路，让人不禁遥想起当年老街的繁华盛

景。 长临河老街在鼎盛时期有行馆、庄、铺、
房、坊、摊点等各类商业近百家，以米行、布
庄、药店、酱园、酒馆、百货为主体。一艘艘货
船停靠码头，经巢湖达长江，货物源源不断
被送往外面的世界，街道上商铺林立，人流
穿梭不息。 “听老人们说过，以前这里可热闹
了， 南来北往的客人都想在这里歇上一脚，
尝尝美味。 ”长临河沿巢湖北岸而立的一位
饭店老板一边招待客人一边自豪地说，长临
河古镇曾有“小上海”的美誉。

“走过不少地方 ， 还是觉得长临河
好。 ”街角处一位做古琴的手艺人说。走进
老街的老邮局旧址和老报馆 ，那些老物件
将人们带到了另一个时空 。 长廊宣传栏
上介绍了各时期各领域的长临河名人 ，
引得游人驻足 ，让人肃然起敬 。 如今随着
京福线开通 ，长临河设了高铁站 ，让千年
古镇的历史烟云与现代风采 ， 一起随高
铁驰骋全国 。

“千百年来 ， 这里走出了无数英雄豪
杰。 ”陈振介绍，从革命英雄和将军，到知名
学者专家，再到文化名人和海外华侨，作为
淮军故里，长临河有着“一村一名人、九里十
三将”的美誉。 近年来，长临河镇先后荣获
“全国发展改革试点镇”、“全国重点镇”、“全
国建制镇示范试点镇”、第五批“千年古镇”
和安徽省唯一镇级侨乡等国字号荣誉称号。

“结庐人境”心自宁

三月的合肥，万物复苏，环巢湖大堤蜿
蜒于碧波之畔。 作为“环湖首镇”，长临河拥
有 19.8 公里黄金湖岸线。 沿岸寻景， 红石
咀、黑石咀等景点映入眼帘。 登上“石咀”，
眺望巢湖，烟波浩渺，蔚为壮观。 宽阔的湖
滩、葱郁的山峦在此交相辉映，而视线内的
古庐阳八景之一的“四顶朝霞”更是绚丽多
彩、唯美浪漫。

“周末和节假日，这里的车子都停满了

。 ”在红石咀公园上班的环卫工人说。 近年
来， 长临河借助合肥市和肥东县快速发展
的时机，立足生态 、文化特色 ，以文旅融合
为主题，挖掘文化资源，大力引入培育旅游
投资和运营主体，以重点核心项目为主体，
以民宿产业为发展引擎， 提升旅游发展层
次，推进镇域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探索发
展商业旅游业态， 因地制宜构建多维度乡
村旅游体系。

走进长临河，青砖黛瓦间充盈着人间烟
火气息。 正月十三做粑粑是这里的传统，在
正月里，古镇老街上随处可见的野菜粑粑摊
点，让游客们大饱口福。除了野菜粑粑，泥鳅
挂面、虾酱、罗家疃小萝卜、侨乡富贵鸭等美
食也构成了长临河镇独特的舌尖印象 ，此
外，剪纸、根雕、泥塑等独特的手工艺品在小
镇上也多处可见。 “置身古镇，青山绿水间厚
重的地方文化能够让人忘却喧嚣、 心归宁
静。 ”一位来过长临河的游客在自己朋友圈
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目前，长临河镇修缮江淮特色建筑风貌
并融入新元素， 形成国家 4A 级景区———长
临河老街等 5.1 公里特色文化街区。 免费开
放老报馆、“1952”粮仓文创园、百年邮政等
公共文化场馆 12 处。弘扬侨乡文化、红色文
化和农耕文化，建成茶壶山烈士陵园等两处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定期举办 “农耕文化
节”。 继承和保护传统文化遗产， 镇里现有
“振湖塔”等 6 处文保单位，“牛门洪拳”等 5
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科创文化写新篇

沿环湖北路往东穿过店忠路，向前约 1
公里，便来到长临河科创小镇。 这里的科创
文化，正在为千年古镇注入新的活力。

走进科创小镇刚开馆不久的展示馆，处
处显示出科创文化的风采。 “近年来，为促使
千年古镇再添发展动力，长临河镇紧抓科创

机遇，筑巢引凤。 ”长临河镇党委书记王翠芬
介绍，科创小镇充分依托合肥市国家综合大
科学中心及长三角副中心城市定位，积极融
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承接 G60 科创长廊建
设，努力打造科创成果转化基地。

据王翠芬介绍， 科创小镇项目总规划
范围约 12 平方公里，建设用地约 4 平方公
里。 去年 6 月 10 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合肥）揭牌仪
式在科创小镇举行， 也是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在安徽首次授牌。 目
前，科创小镇启动区展览招商中心已启用，
在建的科研办公楼、路演中心、人才公寓等
共 17 个单体，预计今年 10 月可交付。 随着
建设的加速 ，去年 10 月 ，中科大大光栅项
目组与肥东县、合肥市签署三方协议，标志
着中科大“大口径高阈值光栅”项目正式落
户科创小镇。 “我们一直在大力推动高校、
科学家和科研团队在此设立研发基地。 ”长
临河镇镇长吴瑞宇介绍，“大口径高阈值光
栅 ”项目总投资 7000 多万元 ，将建设一条
高性能脉冲压缩光栅和合束光栅生产线 ，
完成中试熟化，组织光栅性能提升攻关，形
成高性能商业光栅生产能力， 建立高性能
光栅研发基地。

“科创文化是激发古镇焕发生机和蝶变
的第一要素。 ”肥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许高
彬说。 据介绍，长临河科创小镇正在结合现
有的田园、村落及水系等特点，瞄准“绿色发
展样板区”“国际生物医药聚集地”“科技创
新策源地”等，一次规划、整体布局，在建设
一个具有山、水、田、园风光的科技创新特色
诗意小镇的基础上， 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
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研发中心。

春天里的千年古镇长临河， 面朝波涛
涌动的八百里巢湖， 正在绘就新时代的多
彩画卷。

题图：省级美丽乡村重点示范村———长临河

镇罗店社区俯瞰图。 陈振 摄

春节期间，，位于合肥市巢湖岸边的长临河文旅小镇热闹非凡，，游客
们络绎不绝，，品尝特色美食、、体会不一样的老街风采——————

水光潋滟晴方好

荩 村民正在给鱼灯上色。
本报记者 潘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