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袁走进福建土
楼客家民俗文化村袁全
息戏台尧裸眼 3D 光影
秀等沉浸式夜游项目袁
让游客目不暇接遥 自
2021 年以来袁 龙岩市
永定区推进野夜间文旅
提升计划冶袁建设以永
定洪坑土楼群尧高北土
楼群尧初溪土楼群为代
表的夜间经济发展示
范区遥

黄秋萍 邱颂桥
范灿平 摄

赣州经开区院

世客街初现芳容迎游人
阴张春风 李传材

第 32 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将于 2023 年在江西省龙南市和赣
州中心城区举行遥 为喜迎世客盛会袁做大做强赣州市客家文化袁由赣
州龙扬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倾情打造的市重点客家文化项目要要要世
界客家非遗文旅街渊简称野世客街冶冤袁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建设袁已初
现芳容遥 一批客家非遗文化项目将在元旦期间入驻世客街并试营
业袁喜迎八方游人遥

世客街位于赣州经开区金凤路袁是在金凤梅园的基础上打造的
一个野内古外绿冶的世界客家非遗文化主题历史街区遥 街区总长 5.8
千米袁占地 1660 亩袁以客家非遗文化为主题袁按照国家 4A 景区标准
打造遥 整个工程项目完成后袁将拥有客家非遗民宿尧四星级客家酒
店尧国际会议中心尧客家儿郎剧场尧儿童乐园尧夜景漂流尧客家非遗文
化广场尧世界客家书院尧世界客家博物馆尧世界客家家训馆尧客家婚
纱摄影基地尧客家非遗体验研学游培训基地尧文创产业基地尧非遗传
承人产业基地及数百间客家建筑风格的店面等遥 该项目负责人说袁
世客街有望成为赣州文旅新名片尧客家文化新地标遥

记者日前在世客街看到袁工作人员正忙着为元旦期间的试营业
做各项准备遥 该项目数百米长的客家文化街区已经形成袁古色古香
的亭台楼阁长廊与刚刚绽放的梅花相辉映遥 一个梅花飘香尧客家风
情浓郁的文化街区惊艳地呈现在世人眼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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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袁 客家
饮食文化是其中的瑰宝袁 而黄元米果
是赣南客家人独特的食品之一袁 其历
史悠久袁 早在明朝正德年间就被列为
贡品遥 打黄元米果也是赣南客家的一
项重要民俗活动袁 其营造出的和睦共
处尧 团结协作氛围袁 使客家人深深留
恋袁 即使在食品加工机器普遍采用的
今天袁 黄元米果仍保留着传统的手工
制作方式遥

万田野黄元米果冶是精选优质大禾
米尧黄元柴尧槐花或黄栀子茶树油为原
料袁用独特传统的手工工艺袁及现代技
术精制而成袁 色泽金黄袁 香味独特尧纯
正袁口感柔软尧爽滑又富有弹性袁不含有
任何化学原料及防腐剂袁 烹饪方便尧易
保存袁实在是居家尧旅游尧馈赠之精品遥

如今袁野打黄元冶 已经成为赣南客
家一项重要的民俗活动遥 2012 年袁黄
元米果被列入赣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名录遥 黄元米果是赣南人春节的
记忆袁素有野不打米果不过年冶之说遥

钟燕林/文 邓浩亭 /图

茶灯歌子即灯彩歌曲袁它是民间歌曲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其流传
范围主要在以冈面为中心的方圆百十里内的冈面尧瑞林尧宁都县的
对坊等地遥 这三个乡镇虽然所辖县渊市冤不同袁但地域相连袁山水相
依袁同处武夷山脉之西袁铜钵山北边水系的梅江河流域遥 而冈面的上
田蔡屋袁则位于以上三地的中心袁与瑞林镇的元田村和宁都对坊乡
的寺背村接址袁自古以来就是有名的戏剧灯彩之地袁其文化辐射遍
及该地区的几十个村寨袁是茶灯歌子的主要发源地遥

茶灯歌子是随着民间灯彩的出现而产生的遥 可以说袁灯彩的历
史有多久袁茶灯歌曲的历史就有多久遥 其渊源由来大致可分为三种
情况院第一种情况是随当地的客家先民从中原等地迁徙来时和灯彩
一起带来遥 第二种情况是外地传入袁再经加工改革而成遥 第三种情况
是客家人根据本地的农耕文化自己创作的遥 但不管哪一种情况袁总
之都是劳动人民通过生产尧生活创作出来的原汁原味的民间灯彩歌
曲遥

灯彩歌曲的内容涉及很广袁除了客家人自己身边的生产尧生活
外袁还有当地的民间传说故事袁历史故事袁历史人物袁帝王将相和才
子佳人等袁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遥 如祝贺节日的叶祝赞歌曳袁新年伊始给
社会各界人士拜年的叶拜年歌曳袁茶灯的主题歌叶十二月摘茶歌曳和
叶十二月倒茶歌曳袁歌唱乡村爱情的叶花鞋歌曳叶单身歌曳袁唱妇女十月
妊娠辛苦的叶怀胎歌曳袁做生意的叶生意歌曳等等遥 苏区时期还有号召
妇女剪去辫子留短发的叶剪发歌曳等遥 解放后袁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又
创作了叶生产歌曳叶社会主义就是好曳叶我唱台湾要解放曳叶幸福生活从
那来曳等一批新的茶灯歌子遥

灯彩歌曲与其它歌曲不同袁绝大部分都有衬词拖腔袁如野正月摘
茶渊牡丹花冤是新年袁摘茶妹子渊永久芳开冤笑连连冶袁野一绣芙蓉花一
朵 渊呵嗟嗟娘叽罗嗟冤袁 二乡鲤锤漂江河 渊哇嗬嗬嗨嗨哟海棠花留
香冤遥 冶野一皮柳来一皮青渊哪嘞冤一皮青渊啰哪嗬嗨冤袁做了皇帝渊什么
意子啷当袁什么意子啷当唉呀唉子哟喂冤坐南京渊啰哪嗬嗨冤遥 冶这些
衬词不像其它歌曲可要可不要袁而是非要不可袁不要就会破坏唱腔
的完整性袁甚至无法演唱遥 再是茶灯歌子的曲谱多为当地民间小调袁
如野斑鸠调尧牡丹调尧上山调冶等遥 曲体短小精干袁一曲到底的四句式
曲调袁从曲中可以看出起尧承尧转尧合四句体方块形曰曲调旋律平稳又
起伏袁跳跃袁演唱时曲随情转袁情曲相依袁富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遥 而其
伴奏器乐则大都是当地民间传统的二胡尧竹笛和野公婆吹冶唢呐等遥
伴奏时以二胡尧竹笛为主袁时而配以唢呐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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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根据情节变化再辅之以鼓尧锣尧
钹等打击器乐袁音量宏大袁色彩丰富袁气氛热烈袁有很浓的乡土味遥

灯彩歌曲是民间歌曲的一部分袁 客家先民们在创作灯彩的同
时袁也创作了灯彩歌曲袁两者相辅相成袁共同发展袁是客家人自古以
来赖以调节精神生活的重要文化形式遥 因为灯彩歌曲除了在春节期
间的灯彩活动中演唱外袁其它时间也能像民歌一样歌唱遥 在早先没
有现代文化渊电视尧广播尧音响冤的年月袁客家人不管白天夜晚袁都把
唱茶灯歌子当作一种文化生活的享受遥 在劳动时唱能解乏提神袁在
家里唱会使全家人获得快乐遥 那时袁不少家庭妇女还满村满屋聚集
在一起袁一边做针线活袁一边唱茶灯歌子袁自娱自乐袁形成了很浓的
文化氛围遥 在上田蔡屋袁至今还有不少上了年纪的老人尧妇女和年轻
人能唱上十几或几十首民歌及灯彩歌曲遥 正是由于客家人对茶灯歌
子的喜爱袁才使它几百年经久不衰遥 可以说茶灯歌子的文化价值相
当大袁难以估量遥

客家文化（赣南）生态保护
实验区建设成果丰硕

日前袁客家文化渊赣南冤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成果巡展首
场展示在赣州郁孤台历史文化街区展出遥 展览以图文形式袁生
动展示近年来赣州市全力推进客家文化渊赣南冤生态保护实验
区建设举措与成果袁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观看遥

2013 年 1 月袁国家级客家文化渊赣南冤生态保护实验区获
批设立袁 是第 2 个获批设立的国家级客家文化生态保护实验
区袁也是第 15 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遥 自此袁赣州市全面启
动保护区规划编制及建设袁 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传
统客家文化进行深入调研尧挖掘整理袁开展抢救性保护袁并创
作编排出大批优秀的文艺精品袁让客家文化大放异彩遥

2017 年 1 月袁叶客家文化 渊赣南冤 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
划曳获批实施后袁赣州市坚持以规划为总纲袁牢固树立野见人见
物见生活冶的活态传承理念袁客家文化保护工作实现由以单个
项目尧局部保护尧个体参与为主袁向整体统筹尧全面保护尧全民
参与转变袁构建了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袁建设
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和传习所袁形成了一批区域性
整体保护先行区袁 壮大了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建设管理和保
护传承队伍噎噎丰硕的成果促进了赣南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可
持续发展袁惠及更多的人民群众袁赣南人民共有的精神家园日
益繁华遥

据悉袁此次成果巡展由赣州市文广新旅局主办袁赣州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和赣州市图书馆承办袁将依次在南
康家居小镇尧赣州经开区金凤梅园尧赣州蓉江新区温馨家园和
赣州市图书馆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巡展袁每站展出一周遥 刘燕凤

一座古老的祠堂袁安详地坐落在瑞
金叶坪革命旧址群遥 自明末清初由叶坪
村谢氏家族建造起来的谢氏祠堂袁距今
已有近 400 年的历史了遥 青砖尧灰瓦尧木
门尧圆柱尧马头墙袁布局四方周正袁和散
落在赣南乡村的诸多客家宗祠建筑并
无二致遥 然而袁那最显眼处镶嵌的两颗
耀眼的五角星袁那门楣正中镌刻的一行
字要要要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
府冶袁 又如此醒目地彰显着这座祠堂的
与众不同遥

是的袁就在这座面积仅 500 多平方
米的谢氏祠堂袁就在这世代以农耕为主
的叶坪村袁 就在这当年仅 24 万人口的
瑞金县袁 诞生了一个全新的人民政
权要要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袁书写下一段
翻天覆地的辉煌历史遥

从瑞金城区往东行约 5 公里袁一颗
巨大的红五星横跨在公路上方袁便到了
叶坪革命旧址群遥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
瑞金人袁我曾无数次进入景区袁重温那
段激荡人心的岁月袁以及当年红军和百
姓留下的动人故事遥

此刻袁绵江河依着叶坪村静静地流
淌袁 成群的古樟树撑起巨大的荫翳袁青
青的草地上一条青砖铺就的道路笔直
地伸向祠堂的大门遥

跨过实木的门槛袁 进入祠堂内部袁
长方形的天井接纳了天空的光亮遥 祠堂
挂满三角彩旗袁还保留着当年召开中华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场景遥

主席台背景悬挂着马克思尧 列宁画像袁
画像中间挂着鲜红的镰刀锤头遥 当年照
亮会场的汽灯袁仍高悬在屋顶上袁那还
是从敌人手中缴获的遥 唯一不同的是袁
当时为了容下 610 名代表袁将天井铺上
了木板袁而现在袁天井已然恢复原貌遥

祠堂里一台老座钟记下了大会正
式开幕的时刻遥

下午 3 时袁谢氏祠堂的条凳上坐满
了与会代表袁 人人面露庄严端肃之色袁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
里召开遥 这一天袁是 1931 年 11 月 7 日遥

会议历时 14 天袁 通过了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尧土地法尧劳动法及
红军决议案尧经济政策尧工农检察问题尧
少数民族问题等决议案曰 选举了毛泽
东尧项英尧周恩来尧朱德等 63 人为中央
执行委员会委员袁 组成中央执行委员
会袁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遥

大会向全国全世界庄严宣告院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袁
定都瑞金遥

如果将时间回溯到曙光乍现的黎
明前夜袁我们会发现袁野一苏大会冶召开
的背后充满了惊心动魄遥

由于斗争形势时有变化袁中华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经历了多次选
址和延期袁最终才确定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在瑞金叶坪村召开遥

历史选择了瑞金袁不仅因其优越的

地理位置袁 还因其具备良好的群众基
础遥 就在大会筹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之
时袁消息被国民党情报机关获悉袁一场
疯狂的阻挠与破坏不可避免遥 需要一个
万全之策袁方可确保大会的安全召开遥

毛泽东沉吟良久袁提议在长汀县建
造一个假会场袁以假乱真遥 时任长汀县
委书记的李坚真经反复考察袁在长汀近
郊选择了一处几近倒塌的荒屋遥 他们劈
开灌木和茅草袁在荒屋正中用松枝扎了
一个高大的彩牌楼袁正中悬挂一条宽大
的横幅袁上面贴着野中华苏维埃第一次
全国代表大会冶会标袁广场四周布置了
野苏维埃万岁冶野中国工农红军万岁冶等
标语袁还插上了招展的彩旗袁俨然一个
像模像样的真会场遥

当天上午袁 十几架敌机呼啸而来袁
在会场上空投下数十颗重型炸弹袁然后
轮番向地面疯狂扫射遥 瞬间袁会场内外
尘土飞扬尧面目全非袁敌机得意地扬长
而去遥

而在几十公里外的瑞金叶坪村袁来
自赣东北尧湘赣尧湘鄂西尧琼崖尧中央苏
区等根据地以及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
国总工会尧全国海员总工会的 610 名代
表早已提前悄悄抵达叶坪真会场遥

如今袁游客们可以像当年的会议代
表那样袁 在大厅的长板凳上坐下来袁虔
诚地聆听讲解员讲述那场会议的情景遥

那一天袁刚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
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袁站在

谢氏祠堂的主席台上袁 挥动着大手袁发
表了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对外宣言曳遥

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于 1931 年 11 月 7 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
节于江西正式成立了噎噎冶一份以湘潭
口音喊出的铿锵宣言袁 震惊了中华大
地浴

时至今日袁人们仍时常追忆着那一
场治国安民的伟大预演遥 徜徉在祠堂
里袁可见两侧用木板隔出了十多个小房
间遥 那时候袁这里就是外交尧军事尧土地尧
内务尧财政尧教育尧司法尧劳动尧工农检察
9 个部委和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办公室遥
一座小小的祠堂袁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
埃共和国袁可谓麻雀虽小袁五脏俱全遥 一
个十来平方米的小房间袁就是当年国家
的一个部委机构袁室内陈设简单袁一张
木桌尧一把木椅尧一张小床尧一盏油灯
噎噎部长们就在如此简陋的居室里袁构
建起了一个共和国的框架袁创造了苏区
第一等的工作遥 从这里发出的所有法令
和政策袁无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
国家的伟大探索和尝试遥

由于这座建筑是家族宗祠袁中央红
军主力长征后袁敌人并没有将之破坏和
拆毁袁一直完好地保留至今遥 1961 年 3
月 4 日袁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遥

时间将一座祠堂定格于历史深处袁
并获得了意义的永恒遥

谢家祠堂的红色记忆 冈面茶灯歌
阴蔡秀柱

万田黄元米果香

阴朝 颜

福建土楼客家民俗文化村院

夜游项目袁让游客目不暇接

窑图说民俗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