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上栗湘东皮影戏
■叶书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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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侦察兵‘夜不收’进出长城的密道在哪
儿？”

“长城上到底藏有多少暗门？”
历时4年多时间，跨越我国10个省区，天津大

学研究团队对明长城全线超九成人工墙体进行分
辨率接近厘米级的连续拍摄，甄别出130多处暗门
实物遗存并首次构建其“家族图谱”。长城的“秘密
通道”得以走出史书记载，呈现在世人面前。

“长城不仅仅是大家观念中的‘一道墙’。”研究
团队负责人、长城防御体系研究专家、天津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张玉坤解释说，暗门是一种矮小门洞，
是根据地势、军事等需求开设在长城隐蔽段落，朝
向关外的“秘密通道”。此前，我国对暗门仅有零星
研究。

这些鲜为人知的“秘道”，曾在历史上发挥过重
要作用。

“听说过古代侦察兵‘夜不收’吗？”研究团队成
员、天津大学建筑学院特聘研究员李哲说，有一些
宽度与高度仅容一人俯身而过的暗门就是供他们
通行之用，不仅设置地点十分隐蔽，而且兵士返回
后还需验准暗号方能进入。

“暗门藏着长城的秘密，更藏着古人的智慧。”
李哲说。

经过细致研究，李哲发现长城暗门的设置十分
灵活。研究人员对130多处暗门实物遗存进行了
图片分析，并实地考察了其中一部分后，发现每一
处暗门都与当地地形高度契合，且其构造根据需求
各不相同。“每处暗门的构造都是独一无二的。”李
哲说。

此次研究还首次发现了“暗门家族”中最为隐
秘的突门实物。

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有类似
突门设施的记载，《墨子·备突》篇中对突门进行了
专门的著述。此后，唐、宋、明、清学者均对突门有
过记述，但现代相关研究论文却寥寥无几，一直没
有发现对应的实物证据。

李哲介绍，突门是暗门中最为秘密的出口，面
向敌方的一面用砖砌伪装，面向己方的一侧实为空
心。敌人从外部根本无法分辨突门位置，但当临近
的主关口受敌袭击或出现其他紧急情况时，士兵可
以如鸡蛋破壳一样从内部击破突门，实施奇兵突
袭。

“清晚期著名学者魏源曾用‘藏于九地之下为
暗，动于九天之上为突’来描写突门提供的军事行
动的突然性。”张玉坤说。

回顾突门发现的过程，李哲仍难掩激动。
2019年，团队首次拍摄到了疑似突门遗迹，外

观像是长城上的一个“破洞”。当年年末，李哲与团
队成员赶往河北省秦皇岛市进行实地考察。“当我们确认首次发现
了突门实物后，大伙激动地围着它团团转。”李哲说。

寻找突门已久的李哲说，他仿佛看到明代士兵在最紧急的时
候，击破薄墙冲杀出去的身影。

此次暗门“家族图谱”的发现，得益于天津大学团队2018年年
底启动的“长城全线实景三维图像”采集工程。该团队对明长城全
线通过无人机超低空飞行厘米级、无盲区拍摄，获取了200余万张
长城图像，成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李哲回忆，最早有研究暗门“家族”的想法，始于同事一次意外
的发现。“当时有团队成员在国外访学，无意中看到一幅清朝乾隆年
间绘制的地图，上面的长城清晰可见，而且还标有暗门等军事设施，
她马上把这个信息发给了我。在长城实景三维数据采集过程中，果
然找到了多个暗门。”李哲说。

从那时起，团队开始接续进行暗门研究。张玉坤介绍，截至目
前，结合古代舆图已确认共计不少于220处暗门，并汇总130多处
实体，发现了明代官方史料中“夫祖制，边墙下多留暗门”的明确记
载，从而以实物和文献双证据明确了关、口之下存在暗门这第三层
级通关设施。

“暗门这一历史遗存，从另一个角度体现出长城的开放性。”张
玉坤说，暗门更多的是两侧交流的通道，证明长城并不是完全封闭
的，而是在有秩序地“开放”。如明代官方记载，政府允许游牧部落
通过暗门往返于青海和河套地区放牧，一些较大的可容两匹马双向
对过的暗门证明了这一点。此外，部分暗门还用于通商往来。

“我们对长城的认知还远远不够，对暗门的研究也还没有画上句
号。”李哲说，基于迄今积累的庞大数据库，研究团队还将利用数字技
术等进一步还原长城“真容”，为当代人呈现一个完整、立体的长城。

重寻应惜白云深
——武功山探幽

■记者 陈娅

距今2.3亿年前的古生界加
里东运动时期，江西湖南大部分
地区还是浩渺无际的泽国，武功
山是茫茫海域中的一个孤岛。

与庐山、三清山等省内其他
名山相比，武功山为江西省最早
露出海面的山系。

距今 6000 万年前，中生代
白垩纪，中国造山史上的燕山运
动至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武
功山趋于稳定。自此，与衡山、
庐山一起被称为江东南三巨
镇。但武功山因其地偏远，不见
经传，没有与衡山、庐山一样闻
名遐迩。直至上世纪 90 年代，
仍然静如处子，寂寂无名。

衡山位列五岳之一，在海内
有“南岳”之尊号；庐山如名士，
成为人文圣山。

“三巨镇”惟余武功山，千万
年隐于云烟，少人问津，遗世而
独立。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作为
贯脉绵亘、根盘八百余里的武功
山，山高水沛，倒也本自具足。

武功山处于中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北部亚地带和中亚热带
常绿阔叶林南部亚地带的分界
线，银杏、红豆杉、铁杉、黄山松
等诸多野生珍稀濒危植物在武
功山率性生长，或村前屋后，或
深山峭壁。古生代石炭纪线囊
蕨属之亲缘属的后裔莲座蕨，中
生代侏罗纪前后出现的桫椤科、
蚌壳蕨科以及各种针阔叶林，令
武功山的森林覆盖率达 88.1%，
高于中国乃至世界平均水平。
武功山海拔 1600 米以上，绵延

数十公里的10万亩高山草甸如
云中草原。在江南腹地，见此情
景，总是令人惊喜。

这里也是云豹、华南虎、黑
鸢、红隼、白痫和大鲵等动物的家
园。武功山降水量丰沛，数百条
大大小小的瀑布终年飞花碎玉，
碧湖、深潭、幽泉映照天光云影。

武功山沉默地偏安于萍乡，
大有“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
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的深长
意味。在以亿年、千万年为单位
的漫长时光里，武功山独与天地
精神往来。

白云深处闲人少。
但 武 功 山 还 是 有 人 来

过。葛玄、葛洪、武氏夫妇、徐
霞客……

明代张程纂修、清代张光勋
增修的《武功山志》，是江西现存
最早的山志之一。这本书几乎
是唯一留下武功山历史的书。
在萍乡市图书馆查阅有关武功
山的书，现代人编写的不多的几
本书中，所引用的相关文史资料
基本上均来自这本成书于 1581
年的《武功山志》。

《武功山志》卷之一为山水
志，“汉葛玄、葛洪二仙，先后修
炼山中，因名‘葛仙峰’。又传武
氏夫妇，远来修炼。夫止庐萧，
妇止西昌，遂以武公名山。及陈
武帝阴助王师，平侯景之乱，更
名‘武功’。”

《武功山志》卷之二为坛宇
志，在时间上说得更具体一点，
其中记载：“吴大帝赤乌元年

（238），葛玄、葛洪二仙先后入山

炼丹成真。”
其卷之七为诗文志，元末明

初，赵仪可在《葛仙坛记》一文中
写道：“独武功之水出于其顶，愤
激瀑瀑，池面如芙蕖。闻人语，
则愈出。池旁有石臼人迹，相传
为葛仙炼丹池。葛仙名洪，晋勾
漏令，学仙于此。丹成往阁皂山
去，此其遗迹也。”

这些是关于武功山最早的
人文故事。在齐梁时期陶弘景
所 编 的 中 国 第 一 部 神 仙 谱
系 ——《真灵位业图》里，葛玄、
葛洪分别是享有第三神阶神位
和第四神阶神位的神仙。葛玄、
葛洪为金丹派代表性人物，亦为
隋唐重要道派之灵宝派祖师。
葛玄、葛洪与武氏夫妇均是为炼
丹修仙而来到武功山。《武功山
志》里关于道家仙人的记载赋予
了武功山以道家仙山的形象。

山中曾有神仙？武功山沉
默不语。但是后人言之凿凿，

《武功山志》里留下的诗文令人
读之觉得武功山确是羽衣翩跹、
仙人悠游处。元代学者虞集的

《题刘长吾诗后》“何时从君登鹤
峰、跨绝顶、周游雷岩、风洞，浩
歌漫赋，庶几与抱朴子、白鹤仙
一邂逅哉！”此外如“峰摩碧汉明
庚近，池长丹砂太乙余”“重访元
宫二十年，药炉丹井尚依然”“遥
知绝顶丹书在，欲倩仙师细语
论”……似乎一登临武功山，便
入了仙境。

尽管山中终年云雾飘渺，但
终究没有人真的遇见神仙。而
颇具道家遗风的四座古祭坛实

实在在地在武功山山顶处：葛仙
坛、冲应坛、汪仙坛、求嗣坛。在
武功山最高峰金顶，四座石头垒
成的古祭坛显得古老、神秘。本
地作家叶书麟先生说：“古祭坛
始建于三国东晋期间，是块石拱
顶结构，俗称‘无梁殿’。国内现
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好的‘无梁
殿’。”作家叶赛夫在他所著的

《武功山古祭坛揭秘》一书中道：
“古祭坛群是中国道教史上目前
仍保存完好的唯一的中国道教
创立时期的祭天祭炉炼丹的露
天遗坛。”据说四祭坛原为葛玄
及徒郑隐、徒孙葛洪三人先后炼
丹祭天之炉，后来成为武功山地
区官民供奉、祭祀雷神及祛灾祈
福之坛。如今，古祭坛既无炼丹
人，也不再做祭祀之用。武功山
春草年年绿，每到春天，生机勃
发，焕然一新，令古祭坛看上去
显得比武功山更原始、更沧桑。
有人说祭坛所在的方位对应天
上的星宿，有人说祭坛分布的位
置暗合易经中的四个卦象。祭
坛无言，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
给这座山留下神秘感和历史感。

时间久远，史料有限，对于
武功山的史海钩沉，除了葛氏、
武氏道家仙人的传说，余者寥
寥。为何近千年来，人们会笃信
和口口相传武功山曾有这几位
道家仙人到访？或许是在众山
之中，武功山如“无何有之乡”的
自在隐逸气质与道家相近吧，所
以古人相信此山宜神仙。

1637年，宗师级驴友徐霞客
来到武功山，这一年，是他游历

锦绣山河的第 24 年，阅尽人间
山色，来到武功山，仍发出“不几
谓武功无奇胜也”的赞叹。

“千峰嵯峨碧玉簪，五岭堪
比武功山。观日景如金在冶，游
人履步彩云间。”在武功山的彩
云间漫步，大概是凡人与神仙最
为接近的情境吧。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武功山渐
渐为世人所知。伏久者，飞必
高。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地质公园候选地、山岳型国
家 重 点 风 景 名 胜 区 、国 家
AAAAA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
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国家
地质公园、国家自然遗产、中国
风景名胜区自驾游示范地、中国
青少年户外体育运动营地、中国
天然氧吧、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
地等桂冠纷至沓来。山上山下
的武功山越野赛、全国登山邀请
赛、大学生户外挑战赛等活动充
满朝气。武功山独具的少年感
特质，吸引着人们前来。

武功山的千峰万仞、翠微烟
霞一如远古。

“落日萧萧，归云满山，故人
何在？”

回望武功山，云卷云舒，和
岁月一样古老，又和岁月一样年
轻。明明已经千万年，却又恍如
新生。它没有留下太多的碑文
史料，无需试图去挖掘它的深
度、厚度。到武功山去行走、去
感受，或许在清清澈澈的白云深
处，能遇见生命深处清清澈澈的
自己。

皮影戏，旧称“影子戏”或“灯影
戏”，是一种用灯光照射兽皮或纸板
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
间戏剧。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
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元朝时
期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
久、源远流长。皮影戏表演时，艺
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操纵戏
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
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
乐，有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上栗皮影戏
上栗皮影戏，最早在元朝时就

有演出。据《上栗县志》记载：上栗
风俗习惯，初二起到十五日，皮影
戏到各地居民聚集区演出。清初
至民末，上栗皮影戏进入鼎盛时
期，很多皮影艺人子承父业、数代
相传。据《当代萍乡文艺名人录》
记载：肖云圣，1911 年出生于赤山
幕冲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精通
书、画、雕、刻、吹、弹、歌、唱多种技
艺。1932年，三代从事皮影戏演出
的何立泉、何立斌兄弟请肖云圣拉
琴和帮唱，他仅花一年多时间就学
会了 40 多折戏。1935 年后，肖云
圣自建皮影戏班演出，并将皮影戏
全部技艺原汁原味传授给了其长
孙肖雪萍。

目前，上栗皮影戏主要有 3 个
戏班：赤山镇的肖氏皮影戏班、上

栗镇的陈氏皮影戏班、金山镇的崔
氏皮影戏班。

2012年，上栗皮影戏入选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陈富贵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肖雪萍入选市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湘东皮影戏
湘东皮影戏于清同治年间，从

湖南省攸县高枧乡传入。据《丁氏
族谱》记载及相关调查，东桥镇界头
村人丁富如（1863年生，湘东皮影戏
第一代传人）师从湖南攸县高枧乡
皮影表演大师张富。学成后组团游
走赣湘两省，其唱腔风格与韵律广
泛吸收花鼓戏、采茶戏、京剧、民歌
小调等戏剧的精华，以当地方言东
桥话演唱，语言具有浓郁的地方特
色，念白风格独特，形成了湘东皮影
戏“赣西高腔”的艺术风格。

2015年4月，湘东皮影戏第五
代传承人丁永发率领第六代传承
人丁武等组团演出的剧目《杨宗保
破阵》荣获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银奖。

2017 年 11 月，湘东皮影戏入
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
目名录。

丁永发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丁武入选市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23年1月22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李桂东 责任编辑/陈薇薇 责任校对/陈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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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讲人简介：叶书麟，经开区硖石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
员、中国民俗学会会员、中国傩戏学研究会会员、中国傩文化传承保护基地研究员，已创作出
版文学和地方文化著作多部。

湘东皮影戏第六代传承人丁武在传授技艺

天津黄崖关长城一处暗门天津黄崖关长城一处暗门

重管理 增效益 强安全 优服务 创品牌

内强素质 外树形象 争创燃气一流企业

萍乡市燃气有限公司
恭祝全市人民新春快乐！阖家欢乐！

萍乡燃气24小时抢险热线：68326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