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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有高峰””写长卷
钱念孙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安徽文
化以自己的卓异风采和如椽巨笔，在江淮大
地的岁月年轮上镌刻了彪炳史册的诗行，也
为中华文化的巨幅长卷书写了可歌可泣的
华章。

安徽既处于南北交汇的

中心地带，又是东部沿海向
西部内陆过渡的桥梁纽带，
独特地理环境和文明积淀，
孕育出安徽文化的多元组

合和绚丽多姿

安徽位处华东腹地，境内长江东去，淮河
奔流，天然地把全省划分为淮河以北、江淮之
间和皖南地区三大区域。作为在这片厚土上繁
衍生息的江淮儿女的伟大创造，安徽文化受地
理环境对区域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三大区
域在中华文明浩荡奔腾的历史长河中，各以自
己的个性风貌卷起耀眼的潮头浪花。

淮河以北地势平坦，辽阔无垠，自古以来
就是重要的粮油棉生产基地， 也是孕育中华
文化茁壮生长的一方沃土。从春秋早期辅佐齐
桓公创五霸之首的管仲，到汉高祖著名谋士及
军事家张良； 从春秋战国时期大思想家兼文
学家老子和庄子， 到名垂千古的无神论倡导
者桓谭；从统一中国北方的一代枭雄曹操，到
闻名遐迩的著名医学家华佗； 从汉末第一长
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到开创魏晋风骨的建
安文学……广袤的淮北大地在中华文明的演
进过程中，创造了震古烁今的丰功伟绩。

江淮之间丘陵舒展，沃野绵延，不仅是我
国有名的鱼米之乡， 还是唐宋以降中华文化
发展的繁盛之地。 从名扬海内外的中国佛教
名山九华山， 到深刻反映人民苦难的唐代大
诗人张籍、杜荀鹤；从执法如山的北宋名臣包
拯，到宋代诗词风气开拓者梅尧臣、张孝祥；
从扫平群雄创立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朱元
璋，到激荡清朝文坛两百余年、名家辈出的桐
城文派； 从驰骋晚清政坛和疆场的名臣李鸿
章及淮军, 到中国讽刺小说代表作家吴敬梓
及其《儒林外史》；从中国现代美学泰斗朱光
潜， 到通俗文学巨匠张恨水……美丽富饶的
江淮之间， 在我们伟大民族跋涉前行的历程
中，演奏了中华文化的华彩乐章。

皖南地区山峦起伏，群峰竞秀，不仅以黄
山为代表的自然风光闻名中外， 独具特色的
徽州文化更彰显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 从驰
骋中国商界数百年、享有“无徽不成镇”之誉
的徽商，到儒风昌盛、被誉为“东南邹鲁”的徽
州一府六县；从新安理学、皖派经学对诸多文

化领域的广泛影响，到新安画派、新安医学、
徽州刻书、徽派建筑、徽州园林、徽州三雕等
全面繁荣； 从白话文倡行者胡适与陈独秀一
起掀起新文化运动，到被誉为“万世师表”的
大教育家陶行知和一代国画大师黄宾虹……
皖南地区壮丽的文化景观， 在熠熠生辉的中
华文化历史长廊中， 留下了多少青史流芳的
动人故事和伟岸身影。

安徽版图仿佛一片手掌形的树叶， 上部
北边的淮北、宿州、亳州、阜阳等市，与中华文
明早期发展的核心区域河南、山东接壤，具有
明显中原齐鲁文化的因素和风情。 中部西边
的六安、安庆与湖北毗邻，东边的滁州、芜湖、
马鞍山与江苏相连， 楚文化和吴文化在这里
不乏遗风和色彩。 下部南边的宣城、黄山、池
州等市与浙江、江西交界，其文化也自然包含
越文化和赣文化的成分及要素。 特有的地理
位置，使安徽既处于南北交汇的中心地带，又
是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过渡的桥梁纽带；不
仅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演变， 东西文明也这
里汇聚交流。独特地理环境和文明积淀，孕育
出安徽文化的多元组合和绚丽多姿， 这与全
国其他省域文化相比，特征尤显突出。

安徽文化在中华文化漫

长演进历程中，峰峦迭出，代
有高峰，与其他省区比较，特
征鲜明，更难能可贵

距今 20 万年前，今天巢湖地区就开始有
古皖人活动， 传说中的有巢氏在此带领远古
先民构木筑巢。 安徽已发现距今一万年至五
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蚌埠双墩遗址、 蒙城
尉迟寺遗址、含山凌家滩遗址、潜山薛家岗遗
址等。 凌家滩遗址考古出土的大量石刀、石
斧、石铲等生产工具，玉鹰、玉龙、玉人、玉猪
等祭祀礼器， 说明当时江淮先民生活不仅已
出现等级明显的社会结构， 步入文明方国的
时代， 而且已形成相当成熟的生产技能和审
美意识， 拥有加工制作生活用品和磨制工艺
祭祀品的技艺。

中华文明演进到春秋战国时期， 迈入构
筑民族思想精神基座的轴心时代。 盛况空前
的诸子百家争鸣及其学术文化发展， 以中原
地区的齐鲁文化为重要源头和核心主干，逐
渐由北向南辐射拓展， 推动华夏文明整体演
递前行。 伴随中华文明发展从黄河流域向长
江流域的逐步南移， 安徽三大区域的文化在
不同时代轮番上演威武雄壮、 绚丽多姿的历

史正剧，成为演绎中华文明的重要舞台。这一
点，只要与全国其他省份略作比较，即可见出
差异。

安徽在久远的先秦涌现管子、老子、庄子
等震古烁今的文化开派大师， 魏晋及唐宋拥
有“三曹”、“竹林七贤”、包拯、朱熹等名垂千
古的历史名人，而且在明清时期，徽商成为全
国十大商帮之首、桐城派执清朝文坛之牛耳，
及至现代， 陈独秀、 胡适等发起了新文化运
动。 安徽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漫长演进的历
程中，常常立时代潮头，领风气之先，可谓峰
峦迭出，代有高峰，这与全国其他省区比较，
既特征鲜明，更难能可贵。

重新审视底蕴深厚的

文化遗产，以新的观念和手
段激活其勃勃生机，塑造品
牌形象，提升安徽文化的整
体影响力

安徽文化是江淮儿女性灵智慧和才情气
概的结晶， 也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和
宝贵财富， 更是我们今天建设美好安徽的珍
贵资源和激励力量。继承、保护、利用、开发这
份文化遗产， 我们先辈几千年积累的丰富知
识和宝贵精神，就会像滚滚江河奔腾而来，灌
溉和滋润我们的心田。 我们对底蕴深厚的文
化遗产重新审视， 以新的观念和手段激活其
勃勃生机，塑造品牌形象，提升安徽文化的整
体影响力。简略说来，似有三个方面尤为值得
注意和着力。

其一，提炼安徽文化特征和精神内涵。底
蕴深厚的安徽文化积淀着江淮儿女的深沉精
神追求，也寓含着江淮儿女的历史文化基因。
多年来， 人们对安徽文化特征既有逐个的总
结提炼，也有整体特性的归纳描述。前者如对
徽商的特点用“贾而好儒，以义谋利”概括，对
桐城派的特征用“崇文重教，经世致用”阐发
等；后者如 1986 年 3 月安徽省人大常委会确
定的 “黄山松精神”：“顶风傲雪的自强精神，
坚忍不拔的拼搏精神，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
众木成林的团结精神，广迎四海的开放精神，
全心全意的奉献精神”。 这里托物言志，以物
的特性象征人的品格， 表达安徽人民在改革
开放时代大潮中的精神风貌， 在当时产生良
好反响。进入新时代，我们要站在新的历史高
度，尊重地域文化的多元与差异，从整体上对
安徽文化的特点和标识进行挖掘与阐释，充
分展示安徽文化的丰厚内涵、 独特魅力和时
代价值， 为加快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提供深
切的文化认同和有力的精神支撑。

其二， 增强文化产品的品牌效应和经济
价值。安徽文化资源丰富，除了有集世界自然
遗产、世界文化遗产、世界地质公园 3 顶桂冠
于一身的黄山等众多名山秀水外， 亳州、寿
县、歙县、安庆等 11 个县市入选国家和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 拥有大量国家和省级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堪称名
副其实的文化资源大省。 提升安徽文化的整
体影响力， 离不开对江淮大地上每个重点历
史遗址和文化项目的精心谋划、悉心打造，使
其发挥更大的品牌效应和经济价值。 如位于
含山县铜闸镇的凌家滩遗址， 决不应将其仅
作为考古遗址看待， 而应深入梳理和发掘凌
家滩考古的文化内涵， 建构富有魅力的远古
文明城邦小镇，形成考古研学和旅游基地。再
如安庆作为中国戏曲之乡， 不仅应重视各专
业剧团对黄梅戏的传承、创作和演出，还应根
据黄梅戏在当地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现实，
在适当城区打造“黄梅戏风情街”，为本市及
外地民间戏剧爱好者提供唱戏、 斗戏和交流
经验的舞台，使戏曲之乡的美名远播四方。

其三， 谋划文化项目的整体布局和联动
发展。 不论是文化遗址、文保单位，还是文化
场馆、文旅项目等，都星罗棋布地散落在具体
市县范围内， 因而以往文化产业的规划、立
项、实施和运营等多半在各行政区域内进行。
伴随科技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以及人们文化
审美水平的提高， 增强和提升安徽文化的整
体影响力，亟待立足更高站位，从大的片区乃
至安徽文旅发展一盘棋的视角， 打破现有行
政区划的限制和框框， 加快整合和打造跨区
域的文化旅游拳头产品。 如长江横贯安徽南
部 400 多公里，串联安庆、池州、铜陵、芜湖、
马鞍山等诸多城市文明和风景名胜， 串点成
线整合现有各市各类规划及品牌， 营建长江
文化休闲最美旅游路线， 对于促进文化旅游
的高质量发展无疑可发挥积极作用。

安徽人杰地灵，文化灿烂，类似这样可以
从更高层面重新整合、 升级和创意的各类文
化产品不胜枚举。只要我们善动脑筋，不懈努
力，安徽文化一定能够更好内聚人心、外树形
象，绽放更加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
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编者按：
生于华夏，家在安徽，汩汩文脉、悠悠乡情，滋养精

神生活、凝聚精神动力、塑造奔跑姿态。为提升安徽文化
认同感和影响力，本报今起推出“提升安徽文化整体影
响力”大家谈，梳理地域文化的现实风景、历史底蕴、价
值内涵，探讨如何擦亮文化建设品牌，提升安徽文化整
体影响力。

用方言“地气”助文化传播
白云生处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方言最具
地方特色。 安徽亦如此。

2006 年问世的古装情景喜剧 《武林外
传》在普通话之外插入了十几种方言，喜剧
效应更足。 电视剧《山海情》有普通话和方
言两个版本，方言版更受欢迎。 带方言元素
的优秀影视剧由于更“接地气”，助推了地
域文化的精彩呈现。

安徽方言大致分为官话 （中原官话 、
江淮官话 ）、赣语 、吴语 、徽语等类别 。 官
话区包括中原官话和江淮官话，官话区基
本可以互相通话，赣语和吴语内部也基本
可以互通 ，徽语内部差异较大 ，互通有一
定难度。 江淮官话的代表为合肥话，中原

官话的代表为阜阳话，赣语的代表为怀宁
话 ，吴语的代表为泾县话 ，徽语的代表为
歙县话。

安徽方言丰富多彩，东西南北不同音，
对于培育文化认同而言，是一个短板。 但发
挥特色语言的陌生性， 可以创造新奇的体
验感。 方言土语的精心呈现，能助力精彩的
安徽故事的生成与传播。 比如安徽的文化
品牌黄梅戏，用安庆方言歌唱和念白，并没
有妨碍它在线上线下广泛传播， 反而更有
韵味， 带动粉丝们聚焦黄梅戏背后的文化
因素。 文化传播中，尝试运用特色语言不失
为一种有益的探索。

（作者系安庆网友）

“宜居合肥”，要重
视发掘“居文化”

许从长

合肥，我们的省会，具有历史渊源、当代价值的文化符号有
什么？ 三国、庐剧、淮军、包公，悉数道来，均有道理。 不过，我认
为，合肥还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居”文化。

巢湖流域先后生活着和县猿人、银山智人和华龙洞古老型
智人。 他们都生活在天然洞穴中。 “穴居”是抵御外界威胁的最
大依靠。自然的“赐予”是有限的，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经历无数
代寻求、探索，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途径：“巢居”，“构木为巢”。

这一步的迈出意义太大了！ 人类脱离洞穴，开创出属于自
身最初的生活栖息空间。

首创巢居的人是谁？后人皆说是“有巢氏”。韩非子《五蠹》
篇中说：“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 有
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 ，使王天下 ，号之曰有
巢氏。 ”

历史学家吕振羽在《中国历史讲稿》中指出：“到了有巢氏，
我们的祖先才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此就开始了人类历
史。”有巢氏族群在追求“宜居”的道路上一直做领头人。氏族迅
速增长和发展，其子孙沿长江江岸或东延西迁，或渡江南下、跨
淮北上，这就是“南巢”究竟在哪人们难以弄清的原因所在———
说“南巢”在今桐城市南、六安市北、巢湖市都没错，这些地方都
是南巢国的统治区域，都曾建立过一个个“居”所。

长期的生活积累让人们发现，用树枝搭起的窝棚，辅之以
藤、茅、草、叶等盖起的居所，比巢居的条件又有了巨大的改善。
人类又从树上走到了地上，进入了“庐”居时代。

“庐”的繁体字写作“廬”，形声字。 从“广”，表示与房屋有
关。 本义指田中看守庄稼的小屋，在古庐江地区更多泛指简陋
居室。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廬”是会意字。“广”表示与房屋有
关，而“盧”下半部的“田”和“皿”指田里的高地，组合在一起，就
是“土台上的简陋茅屋”。印证这一说法的还有一个字———“村”
的异体字“邨”。 左边“屯”就是一个简陋的、用几根木杆支撑的
茅屋，右边的“阝”与土地、田地、人群聚居地有关。 巢湖流域还
有一个表地名的字值得留意，这就是“墩”字，意思为“土堆”。在
古庐江地区，用“墩”来做地名的很多，如“刘墩”“金墩”等。一个
人或一家人的居住环境就叫“廬”；群居的居住环境则叫“邨”；
“墩”是今天人的叫法，因为“邨”被“村”替代掉了。

“巢居”到“庐居”，正是这一地区从群居时代到部落时代的
形成阶段。“庐居地”范围越大，部落势力越强。相邻的各部落联
合起来形成部落联盟，国家的雏形便出现了。 凌家滩遗址是一
个大的“庐居地”。这个“城市”沿河而建，在这座城的四周，一条
大型围壕形成了城市与外界相隔离的“护城河”，用来防御外界
的侵袭。

同时进化的还有个人居住环境———“庐” 还是一个遮雨挡
风的“墙”，是没完全建起来的“居所”，“广”即“堂无四壁”或者
“壁”不全。 “舍”已经接近于平房、木屋。 这才是真正的“居所”。
与“舍”相关联的是“舒”，“人”在“舍”外自由舞动，舒适惬意，这
样的居住环境当然令人羡慕向往！

“舍居”的代表时代是“群舒时代”，代表地域是巢湖流域
西、西南地区。从东边过来的东夷人内迁江淮，惊艳于此地人的
居住环境，纷纷以“舒”命名自己的部落，就有了“舒鸠”“舒蓼”
等“群舒”之名。“庐居”应该在夏朝之前就流行，夏初，“舍居”已
是常态了。

秦统一天下分土为郡，此地属于“九江郡”。汉朝建立后，选
择了交通便利的古群舒之地重建郡国，取名“庐江”，治所选在
“舒县”。再后来，“舒县”又析分出“舒城县”，都在巢湖流域这片
土地上。

“南巢”国早已不复存在，但从“巢”到“庐”再到“舒”的地
名遗留，仿佛是一个文字博物馆，陈列着中华文明早期的灿烂
曙光，也昭示这块土地的居民一直在为建设“宜居”环境不懈
努力。

我们为什么不把巢湖地区这个独一无二的文化符号招牌
擦亮、打响呢？

合肥人意识到了这点。 巢城三瓜公社建有“古巢国印象”，
巢父山有“巢父生态园”，滨湖湿地公园设计了“巢居”景点等，
合肥人有意突出这一独特“文化符号”。

上世纪在全国率先开展“环城翡翠项链”建设，本世纪以
金斗公园、环巢湖生态湿地围起的更大 “翡翠项链 ”，大手笔
建设以十五里河和中央公园为“碧玉腰带”的城区新貌，一步
步建设国家级 “巢湖旅游度假区”， 无不彰显了合肥把建设
“宜居”城市作为优先目标之一。 我们现在还欠缺的是把“庐”
和“舒（舍）”文化挖掘出来，把“居住文化发展史博物馆”建造
出来。

合肥已经是一座“宜居”城市，应当在万古“居文化”的滋润
陶冶下，向着营造“更宜居”、更“舒心”的新的文明生活而努力！

（作者系合肥市一六八中学教师）

注重提炼安徽文化元素
谷 雨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与冬残奥会奖牌设
计灵感来源于中国古代同心圆玉璧。 其中，
奖牌背面设计融入了安徽含山凌家滩玉璧

元素。
凌家滩遗址的文化价值因其自身的独

特性和代表性，成为长江流域一支相对独立
的考古学文化，2012 年被命名为 “凌家滩文
化”，与辽宁“红山文化”、浙江“良渚文化”并
称为“中国史前三大玉文化”。 凌家滩文化是
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峰，在中华
文明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具有标志性地位，为
研究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提供了实物例证。 从
玉璧到各种精美玉器，凌家滩的玉何尝不是
安徽的一块金字招牌 、一块熠熠闪光的 “金

牌”呢？
上世纪 80 年代，“黄山松”从黄山上的标

志性景观成为安徽乃至中国的亮丽名片。 作
为 “岁寒三友 ”之首 ，松树象征着高洁的品
质。 黄山松“托物言志”，也成为大众皆知的
安徽文化符号和精神象征。

因此，我认为，将重要文化元素提炼成文
化符号，再将文化符号进行有效传播，对于提
升当地的文化影响力来说意义十分重要。 我
们还应当突破自我视角， 从他人的体验感切
入，进行个性化、特色化呈现、解读，以“文化
符号”触发兴趣点，引导更多人来深度感知安
徽文化、聆听安徽故事。

（作者系马鞍山网友）

·众说纷纭·

·网言网语·

黄山云海。 本报通讯员 水从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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