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山歌剧
客家山歌剧是建国后新兴的剧种袁 用客家方言演唱袁

流行于梅州尧河源尧惠州尧韶关等客家方言区遥 客家山歌剧
以客家方言为舞台语遥 客家山歌剧是地方戏曲剧种袁已入
编叶中国戏曲志窑广东卷曳遥 客家山歌剧由野线吊戏冶渊提线木
偶剧冤的野丑戏冶发展而成袁具有悠久的历史遥 发轫于清中
叶袁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袁以梅州为主要基地袁流行于粤
东尧闽西尧赣南以及广西贺州等海内尧外广大客家聚居地袁
拥有上亿基本观众袁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戏遥 2018 年袁客家
山歌剧被列入广东省第七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袁项目编号郁-16遥

客家山歌剧的文学剧本用客家语言使用习惯写成遥 唱
词以客家山歌的基本格式渊每首四句袁每句七字袁一尧二尧四
句末尾要字押韵冤为基础又不拘泥于基本格式袁依塑造人
物尧渲染情节的需要袁吸收戏曲唱段的手法发展而成具有
长短句和大段唱腔的格式袁多双关尧比喻佳句遥 台词多为生
活村言俚语袁富有哲理与情趣袁生活气息浓郁遥

客家山歌剧的音乐唱腔袁 以各地原生态山歌为主体袁
适当汲收木偶腔尧竹板歌尧民间小调尧宗教渊佛曲冤音乐等袁
揉和改造而成曰以曲牌联缀为主袁有少量板腔体遥 伴奏乐器
以竹笛尧唢呐尧洋琴尧二胡尧椰胡尧高胡尧板胡等民族管弦乐
器为主袁尚无固定的头弦袁多以二胡尧板胡领奏遥

客家山歌剧的表演袁有汲收戏曲的身段功袁但因剧团尧
剧目尧导表的不同而表演风格呈多姿状态袁有的倾向地方
戏曲袁有的倾向新歌剧袁有的野话剧加唱冶袁有的歌舞并重遥
总的风格是表演生活化遥 古装戏尧现代戏均有叫座剧目袁以
演出现代戏尧生活戏见长遥

客家山歌剧的唱腔尧表演尧化妆尧服装等有某些行当雏
形袁但远未行当化袁可塑性很强袁剧种建设尚在探索中遥 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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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在执行申请人赣州小红
汽车贸易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陈思
寿尧张晓叶尧赣州鼎盛建材贸易有限
公司尧 江西万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 依法拍
卖了被执行人江西万博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名下所有的座落于江西
省瑞金市拔英乡赤沙村南塘山小
组尧黄泥丘小组尧胜屋塅小组红门村
鸥赖山小组尧红门地小组尧洋西坑小
组的林权,2018 年 1 月 25 日由竞买
人刘金涛以最高应价竞得, 本院于
2018 年 4 月 18 日以 (2015)赣开执
字第 815 号之五叶执行裁定书曳将上

述财产权利确定归竞买人刘金涛所
有并向瑞金市林业局送达了 叶协助
执行通知书曳 将上述林权过户给竞
买人刘金涛遥 因上述林权中三本林
权证 (江西省瑞金市拔英乡红门村
洋西坑小组 2014 第 170816004 号尧
拔英乡红门村红门地小组 2014 第
170814006 号尧拔英乡红门村欧赖山
小组 2014 第 170812004 号) 遗失且
无法收回, 现应瑞金市林业局的要
求,特此公告作废遥

赣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0 年 6 月 22 日

公 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20 年 07 月 9 日至 2020 年 07 月 20 日在江

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公
开挂牌出让瑞金经开区创新创业孵化园 B3-03-7 地块尧江西省瑞金台商创
业园 N-05-01 地块尧火车站北侧 GT11-B03 地块尧瑞金市星级酒店国有建
设用地等四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平
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jxgtjy.jxsggzy.
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6 月 19 日

挂 牌 公 告

禁忌源于对自然威力产生的的恐
惧和敬畏袁 早在人类蒙昧时期就有了遥
客家人的禁忌颇多袁涵盖生活的各个领
域遥 为免拾人牙慧袁今天仅谈语言方面
的禁忌及口彩遥

所谓口彩袁通俗地讲袁就是吉利话袁
瑞金俗称 野好话子冶遥 讨口彩之风体现
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向往袁因为得到口
彩就预示着好兆头遥 农历新年伊始袁正
月初的那几天袁人人都得说好话袁忌说
脏话和不吉利的话遥 见面互相问候袁互
道新春大吉袁互祝新年大发遥 故民间有
野要好话子等到过年来冶的说法遥 为了讨
口彩袁刻意为之者常有遥 例如有把大门
上的野福冶字倒贴的袁小孩起床后故意惊
呼院野福倒渊到冤了浴福倒渊到冤了浴 冶大人应
声说院野系哟浴 好喔浴 冶瞧袁多好的新年彩
头啊浴 不过也有弄巧成拙的袁曾经听过
这么一段笑谈院有一家人过年时特意在
米饭中撒了些稻谷袁本意希望小孩说出
野蛮多谷冶 的口彩来袁 不料小孩不明就
里袁反而一顿抱怨院野鬼般多谷袁人都会

梗死浴 冶明显是说错话袁犯大忌了遥 大人
听了虽然生气袁也不便发作袁还得慌忙
不迭的接过话头院野唔会哟浴 唔会哟浴 坐
河渊番冤背人哦浴 冶据说袁犯忌的言语袁只
要有人及时点破袁就没事了遥 就是不知
道此时又有多少 野河背人冶或者野番背
人冶躺着中枪遥

新年以外袁 平时受人恩惠和帮助袁
受惠者也要回赠野好话子冶以表感谢遥 比
如客家地区有敬老的传统袁在外打拼的
年轻人一年难得回来袁回来后一般都要
去看望亲族中的长辈袁 长辈若是女性袁
临别时袁她就会拉着你的手袁出口成章
的送你一串的 野好话子冶院野祝你赚千赚
万袁做官做员哦浴 脚踏四方袁方方得利曰
大大方方袁产满祠堂哦浴 冶年轻人笑着回
答院野好喔浴 好喔浴 照您的金口哦浴 您老
人家食渊用冤里斯加增福寿哈浴 冶结果双
方都得到口彩袁皆大欢喜袁恰似野心中开
把锁冶遥 其实野好话子冶人人喜欢袁 就是
野叫化唔会话冶袁也得 野天光饿到夜冶遥

客家人主动讨口彩的场合很多袁最

典型的当属红白喜事的祝赞袁 仪式中袁
需要礼仪先生或者行业师傅礼唱赞歌遥
而且旧时祝赞种类繁多袁比如新居落成
前后袁根据工期进展袁包括什么开土神尧
放万年石脚尧放水尧行墙尧安门尧上梁尧发
粮米尧入宅等等步骤袁祝赞就有二十次
之多遥 这些祝赞歌词都是吉利语言袁音
韵齐整袁雅俗共赏袁还有文本在业内流
传袁当是客家本地文人创作遥 祝赞之时袁
家族男丁一旁肃立袁 赞歌唱至相关处袁
还要喝彩应和遥 比如建新房时的野上梁
赞冶袁 泥水师傅吟唱院野噎噎万载兴隆丁
财旺袁千秋鼎盛富贵长遥 冶场内家族马上
齐声应和院野好喔! 好喔浴 冶 野噎噎喜看房
房皆富贵袁家家户户发丁粮遥 冶应和之声
又起院野系哟浴 系哟浴 冶一唱一和之间袁迎
吉纳祥的幸福愿景给予客家人莫大的
心灵慰籍遥

生活中有些东西尧有些事情无法回
避袁可又语音犯忌袁那咋办呢钥 人们往往
用改变读音或改换词汇的方法袁反过来
说或委婉的说遥 例如称猪舌头为野猪利

子冶尧猪耳朵为野顺风冶尧猪血为野猪旺
子冶遥 平日忌说野药冶字袁去药店买药一般
说成野捡茶冶或野作茶冶遥 更忌讳野死冶袁老
人去世袁称为野老了冶尧野过身冶或野归仙冶袁
小孩死亡说野走了冶或野丢了冶遥 看见别人
的小孩袁 不能直接称赞其长得好看袁反
而要说 野生里蛮熊冶渊熊袁 丑陋冤遥 为避
野饭冶与野犯冶同音袁请客人盛饭叫野载
米冶遥 松树的野松冶在客家话中与野穷冶同
音袁如果松木用来做家具袁那就要说成
野富贵木冶或者野富贵板冶了遥 因野西冶和
野死冶 音近袁 老一辈瑞金人还将县城的
野西门口冶改称野生门口冶遥 新年打碎碗
盘袁说是野岁岁平安冶袁出门踩到狗屎袁要
说野时高运大冶遥 这类忌讳袁即使同属客
家地区袁也还存在地域差异遥 囿于见识
和阅历袁这里主要以家乡瑞金话为例遥

当然袁以上种种禁忌与彩头袁不过
是客家人趋吉避凶的一种心理预期而
已袁不见得有何科学依据遥 但客家人却
乐于接受袁自觉遵循袁不少习俗还延续
至今遥

客家人的语言禁忌与口彩
阴钟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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