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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an po region, one of the earliest rice growing places in the world, has started the history of farming in ancient 

times. And, through archaeological sampling and excavation, wild rice and cultivated rice,17,000 years ago and 12000 years ago, 

respectively, have been found by Chinese and American experts in Wannian district of Jiangxi province at the end of last century. 

It shows that the poyang area of Jiangxi province has become the beginning of rice farming in China early in the late paleolithic 

and early neolithic period, also, played an vit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rice farming in the world. The long history of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forms the folk culture of poyang farming, which is fully reflected in dialect vocabulary. Its folk customs reflected in 

the dialect vocabulary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se aspects of spring plowing and sowing, rice field management, rice harvest, 

farmers' sacrifice and agricultural festival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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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远古时代，赣鄱地区就已开始了农耕历史，是现今所知的世界上年代最早的稻作发源地之一。上世纪末，中美

专家联合在赣省万年境内进行考古取样与挖掘，发现了17000年前的野生稻和12000年前的栽培稻。它表明，早在旧石

器晚期和新石器早期，赣鄱地区就已成为中国稻作农业的开端，而且在世界稻作史上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和作用。

悠久的农耕文明史形成了赣鄱农耕民俗文化，这在方言语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其方言语汇反映的民俗事象，集中

地体现在春耕播种、稻田管理、稻禾收获、农家祭祀以及农事节日等方面。 

关键词：赣鄱地区，方言语汇，农耕民俗，文化事象 

 

1．引言 

赣鄱地区农耕文化已有万余年的历史，素有“鱼米之

乡”的美称。《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衡山、九江、江

南、豫章、长江，是南楚也……楚越之地，地广人希（稀），

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上古时期，濒临于长江之滨

的赣鄱地区曾属于楚越之地，其时先民无疑已经过上了

“饭稻羹鱼”的富足生活。文献记载，赣鄱地区从石质农具

到青铜农具在历史上完成得很早，其后便是铁质农具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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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与改进，从而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的发展。[1]（第

332-333页） 

上世纪末，中美农业考古专家联合考察赣鄱万年境内

的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通过出土稻的孢粉与植硅石分

析，发现了距今一万七千年至一万二千年的野生稻和栽培

稻，这不单是上世纪中国农耕考古的一大发现，还是世界

稻作史上的一大奇迹。[2]此外，在赣鄱地区的鄱阳、修水、

奉新、高安、南昌、清江、临川等地，考古专家还发现了

新石器至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也有栽培稻的遗迹及收割

工具。事实业已证明，远古时代赣鄱地区就在这块神秘的

红土地上开始了农业耕作，而且还是中国乃至世界栽培稻

最早的发源地之一。所以，赣鄱人自豪而又自信地说，赣

鄱农业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稻作文化史上均写下了辉

煌的篇章。赣鄱人的这份自信既源自于充分的“文化自

知”，也源自于内省的“自知之明”。[3] 

悠久的农耕稻作史孕育着赣鄱地区深邃厚重的农耕

民俗文化，这在赣鄱方言语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其方

言语汇所反映的民俗文化事象，集中地表现在春耕播种、

稻田管理、稻禾收获、农家祭祀以及农事节日等方面。 

2．春耕播种的方言语汇反映了赣鄱农耕民俗文

化事象 

赣鄱地区，春耕播种等活动是一年农事中的头等大

事，每项农事活动都打上了特定地域的民俗印迹，也自然

而然地产生了独特的方言语汇。通过那些方言语汇，人们

不仅可以了解赣鄱地区的农耕民俗事象，还能领略其特定

的民俗文化景观。 

2.1．方言语汇所反映的春耕农事习俗 

“春耕”活动，赣鄱乡民一般是依据一年四季节气变化

进行的。他们所从事的农耕活动，一般谓之“作田”或“整

田”。如春分节后，乡民开始耕耙稻田，方言俗称“整地”，

播种前整理秧田称为“整秧田”。稻田翻整后，需借助“锸”

这种农具平整，俗称“锸田”；耕耙田后，还需整平田面、

敲碎泥土、搅匀肥料，乡民谓之“撰田”或“耖田”；栽禾前，

需用耥耙推平地，这道工序唤作“耥田”或“耥地”；种作物

前，要耕耘板结的泥土或土块，这称之为“耕甲”。[4]《天

工开物》还记载了一种浆田或低洼田（即“土性带冷浆

者”），需要两道工序——“扎田”（又称“转田”）和“徜田”，

但干田则需要四道工序，即“犁田”“耙田”“扎田”“徜田”。 

2.2．方言语汇所反映的播种农事习俗 

“播种”是农业生产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俗语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它关系到这年能否获得丰收，

所以乡民都很重视这一工作。播种前，先要用单犁将稻田

耙平，灌水寸深，乡民称其为“头犁头耙”；接着，便将稻

田搁置数天，让其深埋于田泥里的禾秸、杂草发酵腐烂，

这就是所谓的“后田”；之后，再将稻田耙细耙平，便可准

备播种、插秧了。 

播种，赣鄱地区一般在清明前，经过“选种”“浸种”“撒

谷”等工序来培育秧苗。其说法因地域不同而有所不同，

如有的地方将“选种”称作“下种”、“撒谷”称为“下秧”等。

选种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能否夺取粮食丰收，此是关键

的因素之一。这正如乡民们所说的“种田选好种，不怕风

雨虫”，“好种出好苗，好苗结好粮”。[5]（第88页）至于“浸

种”，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提到“打包浸种”法。其法是：

“先以稻麦稿包浸数日，俟其生芽，撒于田中。”也就是，

先将稻草铺于谷箩中，再把稻种放入扎好，在水中浸两至

三天，提起放在墙边避风处，用草盖住发热。过数天又置

于水中浸湿，反复数次即能发芽，前后约需十天左右。直

到今天，许多地方浸种仍用此法。 

关于浸种、播种等农活，赣鄱地区还流传着不少农谚，

如樟树“懵里懵懂，清明下种”，吉安“懵懵懂懂，清明浸

种”，上饶“二月清明不要慌，三月清明早下秧”，上高“二

月清明箩里青，三月清明田里青”，弋阳“清明浸完种，立

夏下完禾”，赣东地区“寒潮头浸种，寒潮尾撒谷”，赣西

地区“寒潮期间选种浸种，寒潮过后抢晴播种”。这表明，

早稻下种时间一般在清明时节，清明前后就要做好“包禾

种”“撒禾种”的系列工作。 

2.3．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移栽农事习俗 

“移栽”是播种阶段最后一道工序，一般在谷雨时节进

行，有的地方俗称“莳田”或“栽禾”。唐•白居易《孟夏思渭

村旧居寄舍弟》中就有“泥秧水畦稻，灰种畬田粟”诗句，

这说明育秧移栽法历来都是赣鄱稻作农事中的一种习俗。 

移栽是农家最忙的季节，乡民将之形容为“背晒日头

肚遮荫”的四体落地农活，最为辛苦繁重。开始移栽，先

由师傅下田插下第一株秧苗，俗云“牵莳”或“牵边”；然后，

其他人随即跟上，谓之“跟莳”。如今，移栽要求合理密植，

每步七行，有的地方先“莳”框架，俗称“打格子”，目的是

使稻苗能茁壮生长。赣鄱奉新地区，因为冷浆稻田多，秧

苗移栽历来使用“骨灰蘸秧根”法。 

至于秧苗何时移栽，赣鄱各地也有农谚。例如，靖安

“清明播种，谷雨插秧”，宜春“谷雨栽早禾，节气正相当”，

丰城“农民不得闲，谷雨沤完田”。还有如安义“清明浸种，

谷雨分秧”，都昌“清明浸早种，谷雨撒迟秧”，等等。 

3．稻田管理的方言语汇反映了赣鄱农耕民俗事

象 

耕作技术与田间管理方式，是决定农业生产效益的另

一关键因素。不论耕作技术还是田间管理，其方式的不同

所取得的效益也是不同的，这在赣鄱地区方言语汇中也有

所反映。 

3.1．方言语汇所反映的耕作技术方式 

自古以来，赣鄱地区有刀耕火种、火耕水耨及深耕细

作几种技术。所谓刀耕火种，就是烧草木灰作肥料挖坑下

种的一种耕作技术。这种方式直至今天，赣鄱大部分农村

还在沿用，农谚“有钱难买火烧土”就是这方面耕作经验的

总结。上世纪中叶，赣北赣中农村有种红花草的习俗，待

到春耕时再将红花草翻耕至深泥下，使之沤烂作上好的肥

料，乡民常说：“早禾好唔（不）好，要看红花草。”[6](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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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页)诚然，如要将耕作方式划分历史阶段的话，可以这

样说，秦汉之前赣鄱地区基本上采用刀耕火种的耕作技

术；秦汉以后，据文献记载，江南的耕作方式已经采用了

火耕水耨技术。一言以蔽之，此时铁犁牛耕技术也已盛行

了。[7](第111-114页)实际上，早在商周时期，赣鄱地区就

已采用养牛与犁耕方法了。其时，北方流行“二牛抬杠”式，

但那种耕作方式不适合赣鄱地区的实际，所以牛耕技术直

到秦汉时期才得以推广。秦汉至六朝，赣鄱地区实行的是

“一人一牛”犁耙方式，与北方的耕作方式是不同的。所谓

深耕细作法，南宋著名理学家陆九渊在教育弟子“论及士

人专事速化不根之文”弊病时便以此为喻，不仅深刻阐释

了此法要义，还将其上升为理论，赋予普遍意义。他说：

“吾家治田，每用长大头，两次锄至二尺许，深一尺半

许外，方容秧一头。久旱时，田肉深，独得不旱。以他处

禾穗数之，每穗谷多不过八、九十粒，少者三、五十粒而

已。以此中禾穗数之，每穗少者尚百二十粒，多者至二百

余粒。每一亩所收，比他处一亩不啻数倍，盖深耕易耨之

法如此。凡事独不然乎，时因论及士人专事速化不根之文，

故及之。”[8](第191页)如果不取喻义，仅以其法专论，显

而易见，这一耕作技术对于推动农业生产、提高稻粮产量

是有重要意义的。 

3.2．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稻田除草方式 

移栽之后，第一要务就是田间管理了。俗话说得好：

“三分在种，七分在管”，“田里多管，仓里谷满”。[5](第

92页)而稻田管理的第一项工作，就是要为禾苗除草，即

所谓“庄稼无巧，勤除杂草”说的也是这个道理。晋•陶渊

明《归去来兮辞》诗云“或植杖而耘耔”，最先出现“足芸

（耘）”法。其后，宋·曾安止《禾谱》对之作了详细阐述：

“足芸，为木杖如拐子，两手倚以用力，以趾塌拔泥上草

秽，壅之苗根之下，则泥沃而苗兴，其功与芸爪相类，亦

各从其便也。”《天工开物》也论及到稻的“耔”法，其俗

名为“挞禾”，至今稻农还会用此农耕法。 

赣鄱地区，乡民把“除草”称作“耘禾”。一季稻要耘三

次禾，这样既能松土，又可除草。一般情况下，禾苗长至

一尺余时耘一次，然后每隔半月后再耘一次。耘禾是人工

活，以手或脚耘，但大多以脚耘为主。脚耘时，两脚跟上

各套一只以稻草自制的箍，俗称“耘禾脚塞”。不论哪种耘

法，都是将草拔起后埋入泥中，让其腐烂，化为肥料。 

3.3．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灌水施肥方式 

田间管理中，少不了要给水稻引水、施肥、灭虫等，

赣鄱乡民想出了许多办法，如乡村遍布水塘，为农耕储水。

水塘内一般设有标界石，俗称“塘注”。还有的乡村于稻田

间开沟挖渠，一到灌水期，只需将稻的田埂铲个缺口，水

便能汩汩地流入，亩亩相连，每亩都可得到灌溉。 

有一种田间管理叫“针水法”。据赣鄱东乡区的“针水

法”所示，在“投种”（一种播种方式，指播种过程中通过

两次投种，最大限度地降低投种高度，并通过相对运动使

种子落地时绝对速度为零）之后，放掉田里的水，晒上三

日，使田泥龟裂成纹后，再引水回槽一次，稻芽即可返青，

长势极好。 

赣南地区至今还有一种“黄豆施肥法”——撒黄豆于

稻田作肥料，这有助于贫瘠稻田的改良。这一技术早在明

代就已实施过。《天工开物》云：“豆贱之时，撒黄豆于

田，一粒烂土方三寸，得谷之息倍焉。”农谚亦云：“一粒

烂土方三寸，三粒黄豆肥一兜。”利用人畜粪便、油榨枯

饼（如花生枯饼、芝麻枯饼、油菜籽枯饼等）、草根树皮

等作肥料，对于改良稻田也有很好的效果。 

此外，赣鄱地区还流行着有关田管方面的农谚，这都

是乡民生产经验的总结。例如，萍乡有“禾打苞，水撑腰

（禾孕穗时需要大量水，否则影响幼穗分蘖，减少产量）”，

临川“早禾白一撒，迟稻难估价（如不预防病虫侵害，不

仅早稻会受灾，就是晚稻也会受到损失）”，新建“秋分禾

奔出，霜降禾奔黄（“奔出”即出穗，“奔黄”指成熟）”。这

就是说，无论稻禾的孕穗期还是成熟期，都不能放松田间

管理工作。 

4．农业祭祀的方言语汇反映了赣鄱农耕民俗事

象 

赣鄱地区稻禾耕作的自然环境与气候条件，有时会给

农业生产带来一定的损失。在此情况下，乡民往往祭祀天

地诸神，祈求五谷丰登、消灾降福，因而形成和传承了许

多有关农耕生产信仰与祭祀方面的习俗。当然，农耕祭祀

主要是祭“社稷神”，以求菩萨保佑。例如，安福称“社稷

神”为“禾官”，萍乡称“婆官”，赣州称“土地神”或“社官”。 

4.1．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社稷神祭祀习俗 

乡民祭祀社稷神方面的仪式活动较多，此举数例以观

其俗。例如： 

赣鄱地区一般于禾下泥之日，乡民们就聚餐庆贺，祭

社稷神。修水边陲重镇渣津镇乡民称之“唤土地”，而三都

镇乡民则谓之“唤青”。在赣州、瑞金等地，播种后第三天

为“禾子三朝”日，乡民们要为之插香压纸钱，还要摆祭神

米果等贡品。此外，还有不少忌言讳语，如禁大声说话，

管花生为“班芝麻”，玉米为“辘轴仔”，红薯为“抬藤仔”等。 

赣中吉水乡村，立春时要举行“扬神”仪式。各村设坛

请神，用花炮把画有龙船的图腾从江边或小溪畔接来，置

于祠堂门口之上，以祈五谷丰登。闹神高潮过后，各户端

来四碟素菜，全村男丁围在八仙桌旁，以手抓菜喝酒，俗

称“喫菜酒”。[9]（第20-21页） 

春社，“社”所指社官、社公，是传说中的社稷之神，

有人说就是后稷，为管理谷物生长的土地神，俗称“福主”。

旧时，乡民常于立春后戊申日（即第五个戊日）祭祀，敬

祈“福主”保佑一方风调雨顺、人畜平安。[9]（第54页） 

上元茧卜，“茧卜”这一祭祀活动即为正月上元日夜

晚，乡人磨米粉浆，其汤俗称皮，将其切成细丝，写某句

古语置于其丝上，占卜一年的祸福。 

春社，唐•王贺《社日》这首诗就是赣东北铅山乡民

庆“春社”景象的真实写照。诗云：“鹅湖山下稻梁肥，豚

栅鸡栖半掩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春

社日，乡人呼朋唤友，举酒欢庆，豪饮放歌。其间，有人

载酒吟联，谓之“开社”；有人培土奠祖，称之“蘸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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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祈“福主”祭“社神”，俗言“社祭”。赣鄱有些地方称“春社”

为“起社”或“做社”。 

新春里，赣鄱地区有迎春接福的习俗。例如，吉水等

地称之为“接春”，兴国叫“交春”。有些地方还有“打春送

春”“打春牛”之类的习俗。这些习俗，表达了赣鄱乡民期

盼丰收的美好愿望。据了解，粤西南江流域也流行类似于

赣鄱祭稻神、“舞春牛”之类的农耕习俗。[10] 

4.2．方言语汇所反映的耕种祭祀习俗 

新春首次用牛耕田，乡民称之“开犁”，也常称之为“发

始”“起春”或“牛出行”等语。民国《万载县志》载：灯节后，

香烛花爆择吉日犁田，名“起春”。清•同治年间《万安县

志》载：正月二十日，俗谓之“天聋地哑”，佣工者是日上

工，畜子牛者是日犁田。分宜习俗为农人初四犁田，俗曰

“发试”又名“起春”。浮梁等地，与“开犁”相似的习俗称之

“役牛”（俗称“使牛”），而赣州等地则俗称“起牛工”，这

些皆谓新年第一次驾牛开犁。 

瑞金乡村，人们将一把浸泡的稻种撒到秧田里，俗称

“禾子下泥”。到了第三天，还要为撒到秧田里的稻种做“禾

子三朝”呢。 

古人云：“甲不开仓，财物耗完；乙不栽植，千株不良。”

想必这是赣鄱乡民遵循的古训吧。在祭土地神后十天左右，

乡民开始浸稻播种，认为祭拜了土地神，谷禾发芽就会正常，

生长才茂盛。乡民将浸种俗称为“秧子落缸”；在其上往往放

张红纸、一把镰刀，名其曰“催芽”，并以之镇邪。 

播种之后，就是秧谷生长的“返青”期了。赣鄱乡民举

行隆重的“开秧门”仪式，大多设酒、焚香、唱赞，以昭示

农耕开始，并将开始下田拔秧之日称作“开秧门”，临川等

地叫“春插”，樟树将“开秧门”的过程谓之“起秧”。与之对

应的，有“关秧门”仪式。据考察，鄂东地区也存有这一农

耕习俗。[11] 

“开秧门”仪式举行过后，乡民便“插秧”了。武宁称之“种

禾”，清•乾隆年间《武宁县志》载：“农民种禾，联里为伍，

最相狎。”在赣州请人“插秧”，需备酒肉款待客人，俗称“莳

田酒”。“莳田”能手第一个下田，称之“牵莳”，旧称“扯示”。

“莳田”过程中，前者被后者超越了，称之“笼住”；居中但

慢于两侧者，则称之“背门框”；“莳田”居后者，称之“关进

猪仔笼”，如南丰。“莳田”行距为两头尖中间鼓者，称之“牛

卵禾”；一头大一头小者，称之“棺材禾”。遇此情况，“莳

田”者则要视情况添减禾苗，人们称之“打岔行”。插秧技艺

还有“黄牛挨身”“单线穿针”“猴子弄棍”等称谓。“莳田”时请

帮工，瑞金称之为“打伴”。为帮工奉送餐菜茶饭，都昌谓

之“送点心”，靖安谓之“过昼”或“打点”。[4]《修水县志》

还记载了一些乡村举行插秧比赛的盛况，胜者尊为“栽禾

手”，输者贬为“拖倒筒”或“穿背心”，煞是热闹有趣。 

《临川县志》记载，“春插”时每天上午十点左右，主

妇要送糯米团、米酒等食物至田间，以供“栽禾客”享用，

此谓之“打豺狗”。 

“种禾”前后，赣鄱地区会进行如“春鼓”“禾鼓”“田

鼓”“耘鼓”等活动，以鼓励乡人种禾劳作。武宁将“种禾”

的“打鼓歌”称为“禾鼓”，“耘禾”的“打鼓歌”称为“耘禾鼓”，

管锄山或挖地的“打鼓歌”称为“锄山鼓”。 

4.3．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秧稻管理祭祀习俗 

旧时，上饶等地有“安苗”的习俗，将艾叶果送至秧田

边，以祈“社神”护秧。新余等地，有“燃天蚁”的习俗以求

秧田无害虫。 

赣鄱都昌地区，乡人遇旱年，相互架水车灌溉农田，

俗称之“大漭水”。婺源乡民以前每遇秋旱，水稻病虫害严

重，无力抗灾，就举行迎神接仙的求雨灭虫活动。每当此

时，家家户户洗净家具，禁屠食素，请道土到深山岩洞(俗

称“龙洞”或“龙井”)取清泉(俗称“仙水”)，或访名山寺庙迎

菩萨(俗称“神仙”)。当“仙水”或“菩萨”迎来时，户户摆香

案，男丁捧香盘，一班人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举“长

枪”，演“地戏”，游行迎接。赣鄱乡村还有“祭神求雨”“求

龙降雨”等习俗。 

赣州端午时节，乡民在田地插红纸条竹片以求神灵灭

虫，俗称“散禾花纸”，竹片则称“禾花竹”。 

还有些地方以寻神灵帮助，驱除自然灾害，有所谓的

“打香火龙”习俗。[7]惊蛰时“炒虫”，四月八“送毛娘子”，

这都是向神灵祈祷灭虫防灾的活动仪式。 

瑞金乡村，如遇虫害，则有游神的习俗。乡人抬出仙

太娘娘(俗称“禾苗仙”)的金身，巡游房屋周围以及田间地

段，美其名为“让仙太察看虫情”。 

为了驱除农作物病虫害，祈祷丰收，过去瑞昌村民多

在稻禾抽穗时请道士念经做法事，俗谓“傩苗”。县城东北

山区一带农户，旧时还习惯于每年中元节到田间焚香烧

纸，并供献灰汁馃，谓之“保苗”或“安苗”，以祈神灵保丰

收，田鼠不咬青苗，野猪不毁庄稼。 

4.4．方言语汇所反映的秋收祭祀习俗 

上世纪初中叶，赣鄱地区重视早、中季稻，较少有晚

季稻，故其祭祀活动或习俗虽有一些，但为数不多。例如： 

待稻谷快要成熟时，乡人在“割禾”前后要举行一些祭

祀活动，这一习俗谓之“秋社”。 

乡民收割前有“开镰”仪式，即“吃新日”（农历六月第

一个卵日）举行“尝新”或“食新”活动。这天，主人会邀请

村民来品尝第一次下地所割稻谷做出来的美食。 

秋收后，乡民一般有欢庆丰收的活动，俗称“洗禾镰”

或“洗禾桶”。如南康“四月插禾毕，邻里欢聚饮酒，谓之‘脱

秧根’；及获毕又如之，谓之‘洗禾镰’。”有些地方还请帮

工来“吃酒（喝酒）”，俗称“圆禾酒”或“做禾了”，临川称

作“卖散”。赣州地区，收割后乡人堆稻草，也要打麻糍粑

果吃，俗谓之“做满仓”。 

晚稻收割后，乡人要在当年冬天把土地翻整一遍，俗

称“犁禾稿”或“倒稿”。赣鄱俗谚云“隔年不倒稿，禾苗长不

好”，“隔年倒稿，顶过捡窑”，这还是有科学依据的。 

5．农耕作物的方言语汇反映了赣鄱农耕民俗事

象 

赣鄱农耕历史悠久绵长，其农耕作物也丰富多样。从

其所具共性看，赣鄱农耕作物主要分为三类：粮食作物类、

经济作物类和其他作物类。粮食作物类有：水稻(早、中、

晚)、大麦、小麦、红薯、玉米(包栗)、小粟(狗尾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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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高梁栗)、养麦(花麦)、芋头、早大豆、晚大豆、芒种

豆、豇豆、绿豆、蚕豆、豌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类有：

甘蔗、烟叶、棉花、茶、黄麻、黑麻、梨瓜、香瓜、西瓜、

苎麻、席草、棕莲子、油菜、芝麻、花生以及药材如紫苏、

荆芥、白芍、白韭、枳壳、黄栀子、黄拍、杜仲、厚朴、

车前等。其他作物类有：蔬菜如青菜、白菜、芥菜、辣椒、

大蒜、萝卜、番茄、韭黄、冬瓜、南瓜、丝瓜、黄瓜、凉

薯、菠菜、芹菜、莴苣、苋菜、豆角、田藕、生菜、香葱

以及作绿肥用的，如紫方菜、肥田萝卜、细绿萍等。 

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分为粳稻和籼稻。赣鄱地区万

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野生稻（17000年前）和之后的栽培

稻（12000年前）都是粳稻，赣江岸边新干界埠乡袁家村

发掘的两座春秋战国时的粮仓遗址，其米粒也属粳米；而

南昌南郊出土的东汉墓葬中的粳稻和籼稻，则是这方面的

标本。宋•曾安止《禾谱》所载赣鄱地区所种稻种就达五、

六十种之多。这表明，还在宋代赣鄱地区的农耕经济已经

得到了飞速发展。到了明清时期，《天工开物》所载赣鄱

地区稻种，高达90余种，如早稻28种，中稻26种，晚稻5

种，糯稻28种，旱谷3种。早稻约七十天即可收获，粳稻

有“救公饥”“喉下急”之誉，糯稻的“金包银”“香稻”等品种

也享有盛名。有的品种称名有明确的地名标记，如“云南

早”“湖广糯”“陕西糯”“池州占”“淮禾”等，显然那属于引进

稻种。 

《天工开物》还将水稻分为不粘者与粘者两类：“不

粘者，禾曰秔，米曰粳；粘者，禾曰稌，米曰糯（俗名‘婺

源光’之类）。”本属粳稻但晚熟而带粘性的米，称之“婺源

光”，它不能用来酿酒，仅可煮粥。以稻谷外形命名的，

长芒稻称“浏阳早”，短芒稻叫“吉安早”。此外，地方志也

记载了许多稻品名，如明•正德年间的《袁州府志》卷二

《土产》载：“占谷，以得种于占城而名，红白两种，有

五十日占，名救公饥。熟最早；有六十日占，有八十日占、

百日占，又有大占、须占、赣州旱、团谷旱；糯谷，稻之

黏者即秫，可为酒，制酿饵闻用之，早糯以七月熟，晚糯

以十月熟，晚糯为佳，其名有白壳糯、矮脚糯、鸭婆糯、

重阳糯、子江糯。”清•同治年间的《建昌府志》卷一《地

理志•风俗》载：“早稻春种夏收，晚稻夏种秋末收，早稻

获后再下秧，十月收，谓之两番。谷差小而力薄，腴日多

有之。其类有五十日占、六十日占、八十日占、百日占、

白沙占、大谷占、细谷占、救公饥、粳米、青丝粳。糯，

稻之粘者，一名秫，可为酒，其类有重阳糯、清流糯、老

人糯、红壳糯、石册糯、五十日糯、三友糯、光头糯。”

近代，赣鄱地区还引进了早熟高产稻籼谷，如“二夏白”“三

百穗”“宁都稻”“广东迟”等品种。而耐洪涝的“铁脚撑”“八

月白”“晚白”“迟红”等晚稻种，皆为晚清时期引进的。

[12][第128页] 

东汉晚期，赣鄱地区单一的稻种结构就开始有了变

化。汉桓帝时，“陈蕃尝为豫章太守，以礼请（徐稚）署

功曹。稚为之起，既谒而退，蕃馈之粟，受而分诸邻里。”

这说明至少在汉代就已经有了粟米。六朝时期，赣鄱境内

已广泛种植水稻、麦、粟、菽、桑、麻等粮食与经济作物

了。南朝政府曾多次诏令各州郡长管督种，至迟晋代，粟

已成为赣鄱地区重要粮食品种之一。 

南宋时，小麦已在赣鄱流域大面积种植，这在杨万里

的《过杨村》、《过南荡》和陆游的《小憩前平院戏书触

目》等诗中都有所反映。如《小憩前平院戏书触目》诗云：

“稻秧正青白鹭下，桑椹烂紫黄鹂鸣。村虚卖茶已成市，

林薄打麦惟闻声。泥行扶犁叱新犊，野饁烧笋炊香粳。”

说明其时赣鄱流域早已种植桑树、茶树，并使用了铁犁牛

耕的农作方法。宋代已种植了粟米、黄豆、棉花等作物，

明清时期如赣南种植了烟草、蓝靛、甘蔗等作物，同时还

引进了玉米、番薯、土豆等品种。另外，九江县神墩商周

遗址中还出土过炭化的菱角、葫芦等作物。 

6．农事节日的方言语汇反映了赣鄱农耕民俗事

象 

赣鄱地区，有关农事节日也有一些特殊的方言语汇，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地域农耕民俗文化特色。例如， 

每年农历“六月六”，古代称之为“天贶节”。这本是皇

帝晒龙袍的吉日，但民间传说它是土地菩萨的生日。赣鄱

铜鼓乡人，这天定会把洒了猪血的花纸夹在小竹片上，然

后插到田头，祭祀土神，此也称为“婆官烛”。[9](第54页) 

农历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大约六月初八这天，乡人

称之为“分龙日”。这天，因为要水溉田，农家禁忌骂街或

挑便桶等，以免冲撞龙王，断了雨脚。久而久之，这便成

了乡人日常农事活动中的一个节日。[9](第55页) 

农历七月第一个卯日，正处于小暑与大暑之间，赣鄱

各地乡人举行丰收庆祝活动，他们选取田间新谷，煮成新

米饭，合家享用，这就是俗称的“喫新节”。不过，由于地

域不同，其做法也略有不同。 

秋收之后，大约十月初一或十五，赣鄱地区有些地方，

打麻糍，炸大薯，做油馃，以这些美食表达庆丰收的喜悦

心情，这就是乡人们所说的“十月朝”节日。 

这些农事节日所产生的民俗文化，表达了赣鄱乡人庆

贺丰收、希冀幸福生活的快乐心情和美好愿望。 

7．结语 

有人说，中国“具有五千多年农耕文明史”。[13]实际

上，从考古发掘的文物看，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在万多年前

就开始了农业耕作，创造了农耕文明。仅以赣鄱地区而言，

就有十分悠久的农耕史。从赣鄱境内考古发现的野生稻和

栽培稻来看，专家们认为这不仅是人类最早食用野生稻的

证据，而且还是目前世界范围内已知最早的人工栽培稻起

源的证据。也就是说，赣鄱地区的人工植稻农业至少在新

石器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也说明，赣鄱农耕稻作史在中

国乃至世界农业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悠久的农耕历史，必然会产生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

而深厚的农耕民俗文化，又是由其特定地域的农耕民俗事

象所决定的。因此，赣鄱地区那深厚农耕民俗文化的形成，

也正是由其古老而独具特色的地域农耕民俗事象所决定

的。 

一般而言，任何语言都是一定文化的载体，而一定文

化又是语言承载的内容，二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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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特定的方言语汇与特定的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也

不会例外。这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的，语言中民俗语汇的出

现，既表现了语言的发展变化，又反映了社会民俗的丰富

多彩。[14](第12页)正因为这样，赣鄱地域诸如稻作播种、

稻田管理、稻禾收割、农家祭祀及农节喜庆等丰富多彩的

农耕方言语汇，毫无疑问是其地农耕民俗文化事象的本能

反映。 

所以说，赣鄱地区悠久的农耕文明史，产生了其独具

特色的农耕民俗文化，而其独具特色的农耕民俗文化又使

大量反映农耕民俗事象方面的方言语汇最终得以形成，它

们之间始终处于一个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发

展变化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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