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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棵青松》渊节选冤
要要要现代赣南采茶戏 黄日洪

第五场
时 间院当天傍晚
地 点院青松林
场 景院夕阳下袁青松滴翠

[急切的音乐起袁杨磊背着铺盖
脸盆尧姑奶奶挎着一个
小篮子袁分两边急上
两 人院渊唱冤心事重重步步急袁

青松林中快快行遥
[两人相遇袁一惊 ,躲入青松背

后遥 杨磊偷偷从松树探出头
杨 磊院渊唱冤越怕见人越遇人袁

落荒而逃羞死人遥
[两人互相从松树后探看对方

姑奶奶院渊唱冤肩背铺盖无精神袁
往日豪情没半分遥

杨 磊院渊唱冤奶奶哟袁奶奶袁
留点面子行不行,
别让我颜面全扫尽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遮遮掩掩来闪躲袁
当面劝留怕不灵遥

杨 磊院渊唱冤青松林袁青松林袁
借我半刻来藏身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青松林尧青松林袁
定要留住他的心遥

[姑奶奶放下篮子袁开始在青松
底下摆祭品袁 拦住杨磊的路遥 杨磊一
见袁 想走无路走袁 无奈的放下铺盖脸
盆袁躲进青松林
姑奶奶院唉浴 渊姑奶奶围着青松摆着祭
品袁口中念叨冤大叔尧大伯袁爸袁我给你
们上香来啦浴

[姑奶奶庄重祭拜袁杨磊看着袁无
比震撼

杨 磊院渊唱冤青松阵阵,
傲立苍苍遥
白发皓皓
如雪如霜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一顿一扬一声唤袁
一年一月一枝香遥
一人一世一棵树袁
一村一房一念想遥

杨 磊院渊唱冤树早不是树袁
房也不是房遥
那是红色基因袁
我拆的是一生守望遥

两 人院渊唱冤十七棵青松袁
耸立山冈遥
十七双眼睛袁
似铁似钢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看出我心中后悔
杨 磊院渊唱冤看出我心中迷茫
两 人院渊唱冤看得我羞愧难当遥

[姑奶奶看杨磊依然闪躲袁下定
决心向杨磊道歉
姑奶奶院渊边寻边呼唤冤孩子袁孩子

[杨磊仍然不敢见姑奶奶袁躲入
青松林中遥 奶奶寻不着袁深深的叹息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孩子袁我的狗不叫书记呀

你千万把我来原谅袁
不然奶奶愧难当遥
你倾尽心力帮扶贫袁
扶出一群白眼狼遥
可笑我带头阻拆房袁
引出告状风波将你伤遥
今日青松树下来认错袁
明天拆房奶奶带头上遥

[杨磊听见奶奶要带头拆房袁激动
的想上前袁猛然住脚
杨 磊院渊唱冤拆房钥

断红屋八十年念想遥

不拆房钥
难舍红屋致富奔小康遥
左右为难难煞我袁
青松树下无主张遥

[杨磊抚模着青松袁仿佛想在青
松中找到答案

青松啊青松袁
我该怎么办袁
拆浴 不拆浴
一筹莫展意彷徨遥

[无字歌起院啊噎噎两人似乎在徐
徐的清风中听到那穿越时空的声音袁在
各自的时空中急切的寻找着尧聆听着

[青松林中出现红军爸爸的身影袁
看着青姑奶奶和杨磊遥 穿越时空的对
话袁穿越时空的心灵洗礼
红军爸爸院孩子啊孩子袁

别把我看袁
别把我望袁
答案就在心中藏遥
问问你的初心袁
脚下定然有方向遥
[无字歌声中袁青松后闪现出

众多红军英烈的身影袁他
们和红军爸爸一起望着青松

岭下的故乡遥
众红军院渊唱冤啊噎噎

炊烟升起的地方袁
魂牵梦绕的家乡遥
绿意葱葱的土地袁
谁还在劳作奔忙遥
房门盼归的身影袁
是谁家白发老娘遥
孩儿矗立青松冈袁
乡愁的泪水盈盈满眶遥
啊袁亲爸亲娘袁
儿还在炮火纷飞的战场遥

牢记使命袁
为天下苍生追求梦想遥
让青松代儿尽孝袁
愿故乡幸福安康袁
原谅我们北上无音信袁
我的亲爸亲娘浴

[音乐中袁众红军隐去
[杨磊尧姑奶奶在两个空间中袁

心潮澎湃中醒悟
两 人院渊唱冤看先烈无私无畏血洒疆场袁

为天下幸福不惧埋骨他乡遥
想自己只为一己私心杂念袁
不顾红屋永远的幸福安康遥
红色信念尧红色理想袁
红色基因刻在心上遥
红色先烈尧红色使命袁
红色初心怎能遗忘遥

姑奶奶院渊唱冤抛私心尧理杂念袁
为脱贫我带头拆房遥

杨 磊院渊唱冤定决心尧不彷徨袁
用情用心找准方向遥

两 人院渊唱冤青松苍苍袁
浩气荡荡遥
先烈渴望的目光袁
炽热滚烫遥
让美丽老家慰藉忠魂袁
悠悠乡愁不再沧桑遥

幕 内院渊合唱冤哎呀嘞袁
我的红土地浴

[杨磊将铺盖细心的放在青松
树下袁跑下遥姑奶奶欲追袁发现青松底下
的铺盖袁抱起袁含泪看着杨磊跑下的方
向
姑奶奶院渊高喊冤回来吧袁孩子浴 回来吧袁
狗不叫书记噎噎

[青松林回荡着姑奶奶的喊声

入行梨园袁并非爱好遥 十几岁
时袁父亲早逝袁为了不浪费补员名
额袁母亲只得牵着我的手袁把我送
到剧团遥 记得当时是一脸茫然袁领
导也是一脸无奈遥幸运的是在父亲
老同事们的帮助下袁剧团送我到艺
校进修戏曲司鼓袁开始了一段科班
学习经历遥 回团后袁安排在乐队打
锣尧10 年浪迹全国各地演歌舞打
架子鼓尧4年广东庙会演大戏做司
鼓袁直至担任剧团团长遥 回忆起这
段近二十年经历袁戏是什么钥 只不
过是一个工作遥

真正与野戏冶结缘袁是担任团长
的第三年遥接手后的剧团袁没编剧袁
没导演袁没作曲袁创作排练表演类
剧目袁只能请外面的编剧帮忙遥 花
钱小事袁有时写出来不适合团里演
出袁相当麻烦遥偶然一次袁把以前演
过的一个小品改成了赣南采茶小
戏袁效果不错袁还获了个小奖遥从此
团长兼编剧这个岗位一直做到现
在遥十年了袁胆越写越大袁从小戏写
到了大戏袁 也从本地写到了外地遥
赣南山歌剧叶杜鹃花开曳尧赣南采茶
戏叶寻路曳两部大戏已经舞台上演曰
将近二十个小戏尧小品尧情景剧尧小
话剧也在不同的演出中呈现遥剧团
参加各级专业剧团调演的剧目袁基
本也由我创作剧本遥也在各种调演
活动中获得了一些奖项遥总结过后
发现袁正是写戏这十年袁真正与戏
结下了不解的缘分袁真正的爱上了
戏遥

什么是戏钥 有戏剧和戏曲之
分遥通俗一点说袁戏剧包括戏曲尧话

剧尧歌剧尧舞剧尧音乐剧等一切在舞
台上讲故事的艺术形式遥 而戏曲
呢袁专指中国戏曲袁也就是我所说
的戏遥 戏曲是中国特有的文化元
素袁而戏剧则是全世界的遥 戏曲包
涵野唱尧做尧念尧打冶袁也有诗词尧音
乐尧书法尧绘画尧服饰等众多中国传
统文化元素遥 有一种观点认为袁中
国戏曲是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遥
我与中国人最后的审美家园有着
这样的一段缘分袁感到荣幸遥

赣南采茶戏是赣南客家人特
有的地方戏曲之一袁它有着中国戏
曲共性袁也有自己的个性遥如院中国
戏曲讲究的野唱尧做尧念尧打冶袁到了
赣南采茶戏袁就成了野唱尧做尧念尧
舞冶袁 这个舞就是赣南采茶戏的个
性之一遥 瑞金剧团 1958年建团就
称为瑞金县采茶剧团袁表演采茶戏
就成了主要职能职责遥 后来袁剧团
在不同年代分别改称为文工团尧毛
泽东思想宣传队尧歌舞团袁直到现
在改为演艺公司遥 60年来袁赣南采
茶戏一直都是剧团的根袁即使现在
变成所谓的演艺公司遥原谅我一直
称演艺公司为剧团袁因为心中还有
一点小傲娇袁 我们不是搞婚庆的袁
也不是街头搞促销的袁也不是夜总
会搞热舞的遥我们还有自己心中的
坚守袁那就是戏遥不论活动再多尧任
务再重袁保护尧传承尧弘扬赣南采茶
戏是瑞金剧团人无法舍弃的梦想遥
这些年来袁剧团复排了一批传统赣
南采茶小戏袁也新排了一些赣南采
茶小戏袁也尽可能在各种场合演出
赣南采茶戏遥 虽然现在排一出戏袁

上演一段时间后袁由于演员流失这
出戏就再也无法上演袁也想尽一切
办法调整演员进行复排或新排其
他剧目来丰富剧目库遥 演职员如
此袁做为负责人的我袁更应坚守遥创
作出更多尧更好的戏曲剧本袁为自
己心中的这份戏缘做一个交代遥

既然与戏有缘分袁就该为这缘
分找准方向遥瑞金红色文化底蕴深
厚袁戏曲与红色文化的结合自苏区
时期就融合在一起遥回顾自己所写
的一些剧目袁大部分红色有关遥 赣
南山歌剧叶杜鹃花开曳就是典型的
红色题材袁它除了是一个舞台剧目
外袁更大的意义是挖掘整理了一批
瑞金客家山歌和红色歌谣袁让叶牛
牯调曳尧叶日头落岭曳尧叶红军最光荣曳
等瑞金本土红色歌谣在舞台上重
新唱响遥还有叶老彭借米曳尧叶子弹曳尧
叶红井曳等小剧目袁也是红色主题遥
此外袁正在创作当中的大型赣南采
茶戏叶十七棵松曳袁也是红色基因传
承和精准扶贫相结合的这样一个
作品遥 保持赣南采茶戏的共性袁发
扬瑞金红色题材为主的个性袁将是
我今后写作的主要方向遥

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袁是我们坚
定文化自信的核心遥 礼敬优秀传统
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关键遥 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基
石遥 冶渊摘自中国文明网冤做为一个
基层文化从业者袁必须要守住中国
传统文化这块沃土遥 守土有责袁无
论前面有挫折袁有失败袁即使还在
守望袁也不忘初心袁为自己的心中
野戏冶缘袁创造那份独特的美丽遥

黄日洪袁编剧袁江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尧赣州市
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遥已上演戏剧作品有院大型赣南
山歌剧叶杜鹃花开曳尧大型赣南采茶戏叶寻路曳曰赣南采
茶小戏叶查家坊曳尧叶斗礼曳尧叶试夫曳尧叶自食其果曳遥其他
舞台作品有院小话剧叶老彭办米曳尧叶子弹曳曰情景剧叶两
张收据曳尧叶红井曳尧叶扩红曳尧叶选举曳等遥

黄日洪主要戏剧作品创作年表
名称 形式 上演时间
扩红 小型情景剧 2007年
选举 小型情景剧 2007年
两张收据 小型音乐剧 2007年
查家坊 小型赣南采茶戏 2008年
斗礼 小型赣南采茶戏 2012年
哇好事 小品 2012年
越来越 小型歌舞剧 2013年
杜鹃花 大型赣南山歌 2013年
时间去哪了 小话剧 2015年
老彭办米 小话剧 2015年
子弹 小话剧 2015年
红井水 小情景剧 2015年
试夫 小型赣南采茶戏 2015年
寻路 大型赣南采茶戏 2016年
自食其果 小型赣南采茶戏 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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