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隴右地區位於青藏高原、內蒙古高原和黃土高原的結合部，獨特的地理、歷史原因，使其

成為中西文化交流、融合、傳播的橋樑和多民族的棲息地。自遠古迄今，氐、羌、鮮卑、党項、

藏、吐谷渾、回、漢、裕固、保安、東鄉族等眾多民族棲息於此。東西文化、游牧文明、農業

文明乃至伊斯蘭、基督教文明都在這裡交匯撞擊，原生態的地方文獻異常豐富。

本書將隴右地方文學置於中國文學發展的大文化背景下加以考察觀照，縱橫交叉，進行學

術研究和理論闡釋，首次考察了隴右地區異常豐富的雅文學與俗文學、書面文學與口傳文學、

中原文學與各少數民族文學相激相蕩所產生的獨一的文學基因、文學生態、文學內容。中華民

族在長期融合的過程中，中原文學的巨大凝聚力和輻射力影響深遠；各邊地民族文學以質樸性

孕育開放性、以獨特性展示原創性、以民族性呈現無比絢麗的多樣性，不但彌補了中原文學的

結構缺陷，而且提供了中原文學所未見的審美形式。本書不以精貶雜、以雅貶俗、以漢貶胡，

重新發現隴右地區豐富多彩的文學、文化遺存對形成多元一體的中國文學的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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