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铜钵茶歌渊二冤
要要要从铜钵茶歌到客家山歌到茶灯歌子的延伸发展和传承

阴蔡秀柱渊冈面冤

渊接上期冤新中国成立后袁客家山
歌有了新的内容遥 建国初期袁当地客
家人唱起翻身解放的山歌院一粒谷子
两头尖袁解放的日子像蜜甜袁人民翻
身做主人袁幸福生活万万年遥 此后袁有
学习雷锋的山歌院 学习雷锋好榜样袁
阶级斗争不能忘袁 永远忠于毛主席袁
永远跟着共产党遥 改革开放后的山歌
是院改革开放就是好袁农民解决了温
饱袁放开手脚自己干袁逐渐走上致富
道遥 新世纪以后袁虽然唱山歌的人逐
渐少了袁 但是对山歌的要求却更高
了遥 客家人摈弃了过去那些低级下流
的东西袁而把健康向上的山歌唱出了
口院新的世纪新风尚袁客家天地大变
样野五新一好冶新农村袁山青水秀路通
畅噎噎

在铜钵茶歌延伸发展到客家山
歌的同时袁也延伸发展了另一种客家
歌曲要要要茶灯歌子渊灯彩歌曲冤遥 茶灯

歌子是根据一种称为野茶灯冶的灯彩
而诞生的袁而茶灯又是依据野铜钵茶
歌冶中袁人们采摘茶叶的生产尧生活原
型而创作产生的遥 原始铜钵茶歌的演
唱方法和曲调如何袁无从查考袁但后
来延伸发展的当地客家山歌袁却能考
证一二遥 铜钵山地区的山歌曲调与客
家民歌一脉相承袁是赣南采茶曲调之
一遥 它的演唱特点是院以清唱为主袁不
用器乐伴奏袁不受场地局限袁随时随
地袁张口就来曰人少独唱袁人多对唱曰
是当地客家人最喜闻乐见的表演形
式遥 而茶灯歌子的歌曲与山歌不同遥
它需要器乐伴奏袁其歌词绝大部分都
有衬词托腔袁如野正月摘茶渊牡丹花冤
是新年袁摘茶妹子渊永久芳开冤笑连
连遥 冶野一绣芙蓉花一朵渊呵嗟嗟娘叽
罗嗟冤袁二绣鲤鱼漂江河渊哇嗬嗬嗨嗨
哟海棠花留香冤冶遥 这些衬词不像其他
歌曲可要可不要袁 而是非要不可袁否

则就会破坏唱腔的完整性袁甚至无法
演唱遥 其曲体短小精干袁一曲到底的
两句式和四句式曲调遥 伴奏器乐是当
地传统的二胡尧竹笛和野公婆吹冶唢呐
等曰伴奏时以二胡尧竹笛为主袁时而配
以唢呐遥 野公婆吹冶一高一低袁有分有
合袁 有单吹独奏又有双吹二重奏曰根
据情节袁歌曲变化再辅之以鼓尧锣尧钹
等打击器乐袁色彩丰富袁声音悦耳袁气
氛热烈袁有很浓的当地乡土味遥 茶灯
歌子除了在灯彩演出时歌唱外袁其它
时间也可以像山歌尧民歌一样袁随时
随地歌唱遥 因此袁长期以来袁是当地客
家人赖以调解精神生活的一种重要
文化活动遥

铜钵茶歌自形成以来袁历数千年
而经久不衰袁这与当地客家人的代代
相传息息相关遥 正可谓袁铜钵茶歌是
古老的歌袁千人唱来万人和袁铜钵山
人代代唱袁千年万载歌成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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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三下午袁我们去举世闻名
的野红井冶喝红井水遥 至今还立了一块
野吃水不忘挖井人袁时刻想念毛主席冶
的石碑遥 1933年 4月袁临时中央政府
从叶坪迁来沙洲坝以后袁中央政府主
席毛泽东在元太屋办公和居住袁发现
这里的群众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袁但
又由于当地迷信说这里不能打井怕
得罪旱龙爷坏了屋场害了人遥 毛主席
说院野你们信风水袁 怕得罪旱龙王袁我
不怕袁如果旱龙王怪罪下来袁让它来
找我算帐好了浴 冶毛主席带着警卫员
和当地群众共同挖好井袁从此袁沙洲
坝的乡亲喝上了井水袁结束了祖祖辈
辈挑塘水喝的历史遥 因为井是红军来
了以后毛主席亲手挖的袁所以乡亲们
给这井起了个名字叫野红井冶遥 我们边
喝着红井水袁 边聆听着革命故事袁也
是忆苦思甜袁饮水思源袁对于晚辈来
说是一个极好革命传统再教育的出
行渊hang冤活动遥

应该说袁瑞金旅游正当时袁可以
着重观看红色尧绿色尧橙色野三色冶

瑞金袁要积极组织上海十万人来旅
游袁打响新年旅游号角遥 这里有野瑞
金最红冶景区袁瑞金共和国摇篮景
区袁也是国家 AAAAA 级旅游景区袁
由叶坪尧红井尧二苏大尧中华苏维埃
纪念园渊南园和北园冤尧中央苏区军
事文化博览园等景区组成袁既保留
野形体冶 的简朴袁 又展现出内涵的
野身价冶袁旧址群尧纪念园尧博物馆各
具特色遥

这里有野瑞金最绿冶罗汉岩景区袁
属于国家 AAAA景区遥传说掘地得十
八罗汉而得名遥 山下的陈石水库建成
后袁更造就了罗汉岩奇幻万千的晨雾
美景袁浓雾深锁罗汉岩袁远山如黛袁白
雾如雪袁山环雾绕袁朦胧缥缈袁宛如仙
境遥 清代有人盛赞其美野白如雪尧软如
绵尧光如银尧阔如海尧薄如紫尧动如烟尧
静如练冶遥

这里有野瑞金最橙冶景色赣南脐
橙袁是一张重要产业支柱袁曾先后获
得中国驰名商标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尧中华名果尧全国野十佳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冶尧 最受消费者喜爱
的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等称号袁
2018年度中国品牌价值评价区域品
牌(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百强产品价值
评价发布会上袁赣南脐橙以 908的品
牌强度尧601.13亿元的品牌价值进入
十强袁在百强榜上排名第 9袁位居水果
类同类产品之首遥

瑞金袁 巍巍武夷是青山绿水袁千
年古邑亦客家风情袁碧血红土乃红色
故都遥 这里孕育了枝繁叶茂的客家民
系袁这里浸染过革命先烈的热血与生
命遥 我们是客家人袁是野以他乡为故
乡冶的漂泊者袁讲着客家话尧吃着客家
菜尧保留着客家人的生活传统和文化
习俗遥 春节是一个非常好品尝客家
菜尧聆听客家话尧感受客家礼的好时
期袁隆重欢迎亲朋好友来江西瑞金作
客袁体会不一样野客家冶年味袁不一样
野颜色冶的春节浴

渊作者简介院范金成袁瑞金市云石
山人袁现任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
济委员会党组书记 冤

赣州南部龙南
县袁北连信丰袁南接
河源袁西邻全南袁东
界定南袁是野三南冶中
心遥 始建于南唐李
璟 保 大 十 一 年
渊953冤袁有着野客家围
屋之乡冶的美誉遥

龙南县居民多
数是客家人遥 颠沛
流离尧迤逦南奔尧饱
受饥饿战火威胁的
客家先民们大都居
于山区袁有野逢山必
有客尧无客不住山冶
之说遥 他们在山野
之间建起了让他们安放身心的城堡要要要
客家围屋遥

客家围屋的规格有大有小袁 大的有
九厅十八井袁内有几百间房屋袁都依山地
大小格局而建遥 建造时间从几年到十几
年不等遥

客家围屋具有坚固尧 封闭的外围和
严密的防御体系袁对于天灾尧人祸有着非
常周密且精细的应对之道和防备手段遥
城堡外墙四周设有炮楼尧 枪眼等防御设
施袁内墙由红薯粉制成的砖块砌成袁将食
物粉碎刷在墙上袁一旦围屋被困袁将这些
特殊储备的粮食取来应急也可以维持相
当时日的生存遥 一个庞大围屋就是一个
自给自足的小社会袁 不仅保证了他们的
生存和发展袁而且因其具有封闭性尧独立
性袁因此虽历经沧桑巨变袁仍保留了原有
的生产生活习俗遥

围屋是客家民居的主要建筑形式之
一袁它集家尧祠尧堡于一体袁墙体用青砖或
花岗岩砌成袁非常坚固袁造型多以方形为
主遥其数量之多尧规模之大尧风格之独特尧
保存之完好袁为全国之最遥它与北京的四
合院尧陕北的窑洞尧闽西的土围楼并称为
野中国四大古民居冶遥 围屋中拥有大量精
美的木雕尧石刻尧绘画尧楹联袁是客家文化
的集中展现遥

今天的龙南袁 还保存着 376座形态
各异尧建筑独特的客家围屋袁2007年龙南
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授予 野拥有客
家围屋最多的县冶的称号遥

客家围屋之美在于围屋房梁蕴含的
文化之美遥围屋内的房梁雕饰别具一格袁
大致利用谐音造型和形象寓意手法袁表
达多子尧多福尧富贵尧如意尧繁衍昌盛之类
的内容袁主要造型有蝙蝠渊蝠与福谐音冤尧
龙尧凤尧石榴渊寓意多子冤尧牡丹渊寓意富
贵冤尧桃子渊寓意长寿冤曰另有一些房梁上
直接写上文字配以纹样袁如院百子千孙尧
平安富贵尧丁财兴旺等遥 色彩多以红色尧
赭石色尧 黄色为主袁 给人以富贵堂皇之
感遥 从每一装饰的立意取向和造型结构
概括中显示出继承中原传统文化的同
时袁又对本土文化及异域文化兼容并蓄袁
其高雅精美袁堪称民居建筑的奇观遥

客家围屋之美也在于围屋的空间之
美遥 围屋内袁层层叠叠的院落尧大大小小
的天井形成内部空间丰富的变化袁 构成
不同的私密性单元袁 形成多层次的内部
空间遥一跨进围屋大门袁里面一个个房间
紧密相连袁有些天井地面铺上鹅卵石袁整
齐而有规律地排列遥 有些大的五六围的
围屋袁 从空中俯视犹如音乐的五线谱一
样袁一垄垄黑色的瓦片尧瓦片上的绿苔和
白色的墙壁袁形成强烈的对比遥

客家围屋之美还在于围屋与周边环
境的和谐之美遥 围屋的建筑材料多以木
石为主袁 与周边的山水林木有一种互相
呼应的共融之美遥 围屋的大门前多有晒
坪供晾晒和活动之用袁 池塘蓄水以供防
旱尧防火尧洗涤尧饮用以及净化污水袁形成
自然生态的小循环袁 充分体现了建筑与
自然的和谐之美遥

在龙南的围屋中袁 有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野关西新围冶和杨村野燕翼围冶尧
野乌石围冶等遥都极其精美袁体现着客家先
民的智慧袁见证着客家建筑文化的辉煌遥

4月 3日袁在
龙南虔心小镇景
区有机茶园内 袁
百余名茶农趁着
野采摘黄金季冶采
摘虔茶遥 时下正
值清明节前袁当
地茶农抢抓 野采
摘黄金季冶袁采摘
明前茶供应市
场遥 近年来袁龙南
虔心小镇以丰富
的山水茶竹资源
为主导袁 不断挖
掘茶文化底蕴 袁
推进茶产业和旅
游产业的有机融
合袁 将小镇打造
成茶旅结合的生
态旅游特色小
镇遥 廖翠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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