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里有个毛泽东

年过六十能劳动

干起活来一身松

不是夸我骨头硬

心里有个毛泽东

这是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在构思上是通过“年过六十能劳动”来说出

力量的源泉，心里有个毛泽东，这是它构思别致的地方。

毛泽东是人民的伟大领袖，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他把个人和全

家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不怕一切艰险，不惜一切牺牲，全家牺牲了六个人，还是

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而奋斗到底，他这个光辉的榜样，是无穷的力量、是鼓动人

心奋发剂，因此他是一切力量的源泉，凡事只要想到他，就干劲冲天，力大无穷，

有着排山倒海之力，上刀山，下火海，都无所畏惧，身上压着九座大山也能推翻。

这首歌歌颂领袖不是喊口号，也不是长篇大论，而是找出表现力最强的细节

来刻划，用年过六十能劳动，干起活来很轻松，特别是“不是夸我骨头硬，心里

有个毛泽东”，收尾这句是异峰突起，出人意料之外，令人拍手叫绝，只这么一

句话，七个字，真的掷地有声，把伟大领袖的伟大形象刻划了出来，产生了巨大

的艺术魅力，因而脍炙人口，广为流传。



永远跟着毛泽东

人民救星毛泽东

及时雨来三伏风

想过幸福好日子

永远跟着毛泽东

“及时雨”：指在农作物需要雨时下的雨，也比喻能在紧急关头解救危难的

人或事物。

“三伏风”：三伏指初伏、中伏、末伏的总称，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初伏

的第一天，立秋后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一般是指一年中天气最热的时期。

歌者为什么不用太阳而用及时雨作比喻物呢？因为太阳是永恒的，今天落了

明天又升起，它的光不会太多也不会太少。而雨就不同，有时下了很多，泡死了

万物，有时又大旱，旱死了万物，因此人们最需要及时雨，需要就下，不需要就

不下，而毛泽东作为人民的救星，有及时雨的情况，当着人民被三座大山压住，

他及时领导人民把三座大山推倒，当着人民需要土地耕种时，他又及时领导人民

进行土改分田地，这比及时雨还要及时呵！

当着三伏天气到来，天气最热时，毛泽东又及时送来凉风，这凉风也就是推

例三座大山分田地，用及时雨和三伏风来比喻毛泽东这个救星，是最确切的了，

把毛泽东同志高大的领袖形象栩栩如生的刻划了出来，虽然只是“及时雨和三伏

风”七个字，却把领袖的伟大形象和功绩，作了高度的概括，因而能脍炙人口，

越传越远越唱越神！



党还亮过红太阳

讲香不过玉兰香

讲长不过水流长

讲亮不过太阳亮

党还亮过红太阳

这歌的表现手法是用排比，前面三句连用三个比喻来证实最后一句的主题，

“玉兰最香”、“水流最长”、“太阳最亮”，听了这三句歌，还不知道最后说些什

么，最后一句“党还亮过红太阳”这是异峰突起，出人意料之外，可又在情理之

中，这是歌者对生活有了独特地感受，对党有着极为深沉的爱，才能由心田里喷

出闪闪发光、掷地有声、入木三分的语言来，一般人形容党的伟大，都只是说：

“党的光辉象太阳”，没有说超过红太阳，只有这位歌手对党爱得深沉，才能说

出激动人心，感染力强的话，才能想出这样独特的构思来。

这歌是从传统山歌里变过来的，如：

讲香不过玉兰香 讲长不过水流长

讲好不过我俩好 比花香来比水长

这是一首赞美爱情坚贞的歌，歌者把它一变，变成歌颂党的伟大的颂歌了，

这么一变，不但思想性强，而艺术性也更高了，一个歌手不但要掌握大量的传统

山歌，更要有高度的政治激情，才能唱出思想性和艺术性强的歌来。



先恋事业后恋人

泉水越流越清新

姑娘越长越精灵

创业年华莫虚度

先恋事业后恋人

这歌开头两句，从内容到文采，都很引入，感到有一股清新的气味，比喻得

好，第三句一转，“创业年华莫虚度”，把问题提出，“先恋事业后恋人”，思想性

和时代感非常强，真是异峰突起，这只有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才会有这

样新的思想觉悟，才能谈到事业，最后这句主题更加鲜明，青年人集中精力学会

为党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后，才来慢慢的解决个人问题，它是反映了解放初级青年

人新的精神面貌，与解放前大不相同，解放前的青年都是这样唱：

十七十八正当时 还不风流到几时

只见风吹花落地 哪有风吹花上枝

这首歌虽然文采也很美，可与《先恋事业后恋人》俨然是有新旧思想之分，

虽然只是四句话，却饱含着不同的丰富的内涵，这不能不佩服这位歌手的思想高

度。



错把月亮割半边

梯田开在彩云间

银河两岸笑声喧

姑娘小伙割金稻

错把月亮割半边

“梯田”：把土岭开成田，像楼梯一样一层一层开上蛉顶，叫梯田。

“银河”：晴天夜晚，天空呈现出一条明亮的光带，夹杂着许多闪烁的小星，

看起来像一条银白色的河，叫做银河，亦称天河。

这歌是用夸张的手法来歌颂人民改造大自然的干劲，这个夸张铺垫得很好，

梯田开至彩云里去，是很高很高，跟月亮在一起了，银河两岸笑声喧，描绘了他

们劳动之快乐和干劲之大，由于有这两个铺垫，所以说错把月亮割半边，不但可

信，而且认为很有文采，有丰富的想象力，因而有很大的艺术感染力。

合作化后，人们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下，生产力大大发展，在一段时间，人

们确实是干劲冲天，意气风发，因此造梯田、修水利、造小平原，象春风一样吹

了起来，这首歌是真实地描绘了这段时间出现的情景，可由于种种原因，情况变

化，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从文学作品来说，这首歌错把月亮割半边这个细节非常

巧妙，歌者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联想力非常强，诗意非常浓郁，艺术构思非常巧

妙，是一首好歌。

作者：罗兆良，男，1954 年生，广西象州县人，现任柳州地区二轻工业供销

总公司总经理，中共党员，高中文化，高级经济师，1991 年被广西区党委、区人

民政府授予“全区乡镇企业家”称号，1992 的被选为象州县政协委员，1992 年 6

月被中共象州县委、县人民政府授予“县首批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拔尖人才”称

号，1993 年元月被中共柳州地委、行署授予“柳州地区有突出贡献科技人员”称

号，1993 年被评为象州县“优秀政协委员”，曾在《百花》杂志和《桂中瞭望》

刊物发表过山歌和论文。



哥当劳模妹心乐

哥当劳模妹心乐

边踩田来边唱歌

双手好比龙摆尾

两肢好比扭秧歌

“劳模”：劳动模范的简称，解放后，为了表彰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县、省、

中央都逐级评出劳模。农民当上劳模，周围的人都感到光荣。

“秧歌”：是一种民间舞蹈，用锣鼓作伴，跟小歌舞相似，也叫扭秧歌，主

要流行于北方，解放后解放军带来传给南方。

这歌前面两句，表现出了解放后农民得到了翻身，又找到了个劳模的对象，

精神面貌大大改变，不像过去那样愁眉苦脸了。

后面这两句一方面是情妹心里乐，而劳动也乐了起来，一方面是把劳动美化

了，踩田时双手好比龙摆尾，龙摆尾多美多豪壮呀！两脚好比扭秧歌，扭秧歌是

舞蹈，是优美的艺术，把劳动踩田美化得像舞蹈扭秧歌那样美，使人听后，如见

其形，得到美好的艺术享受。

这首歌不但对情妹的心理进行了细腻的描绘，也给新社会劳动的美化，而更

重要的是有了党领导农民翻了身，才有这种新的精神面貌出现，因此，这首歌是

通过劳动来歌颂党领导的伟大功绩的颂歌。

作者：韦守仪，男(1928-1990)，来宾县正龙乡换蒙屯人，共产党员，广西

山歌学会会员，创作 600 多首歌，《革命不要软绵绵》获《广西文学》81-82 年优

秀作品奖，《广西歌王小传》说他是广西壮汉山歌演唱和创作的全能歌手，《文艺

报》报导他是《歌王》（柳州壮歌汉歌比赛都是第一名）。



梯田里面青蛙鸣

昨夜大雨下不停

天上蚂拐叫沉沉

不是天上蚂拐叫

梯田里面青蛙鸣

“蚂拐”：即青蛙，南方人（特别是广西人）把青蛙叫“蚂拐”。

“梯田”：把土岭开成田，盘着岭一层层开上去，像楼梯等一样，叫梯田。

这歌是解放后山村解放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特别高，修水利、造梯田，

成绩巨大，有些高岭，一直把梯田开到顶，有田就有青蛙，下雨过后，青蛙狂欢

齐叫，因梯田很高，所以有“天上蚂拐叫沉沉”的描叙。

第三第四句把情况说明：“不是天上蚂拐叫，梯田里面青蛙鸣”，纠正得好，

解释得妙，把农民造梯田造得很高的气氛渲染出来了。

这歌构思巧妙的地方，就是它歌颂山村农民造梯田的伟大成就，不是直裸裸

地说出来，而是通过青蛙在“天上叫”这个很有形象的细节来反映，而青蛙叫的

地点，也不是直说，在人的面前虚晃了一枪后，才说“梯田里面青蛙鸣”，这样

描绘，诗意浓郁，形象生动，色彩鲜明，是一首饱含诗意，趣味浓郁的好歌。

作者：罗天连，来宾县文联会员，中共来宾县委宣传部新闻协会会员，桂中

日报特约通讯员，已退休的党支部书记，在广西日报、桂中日报发表了很多山歌。



见妹学习不敢声

歌圩上面满歌声

声声都是爱和情

兴趣冲冲来找妹

见妹学习不敢声

情哥听见歌声，春心荡漾，便要去找情妹到歌圩唱歌，可他到了情妹窗口，

看见她正在用功学习，怕妨碍她，就不敢作声了。

这歌可贵的地方是唱出了两个人新的精神面貌和新的思想境界，情哥怕影响

情妹的学习，而压制了兴冲冲地来邀她的思想，而情妹虽然是听到歌声悠扬，可

这个唱歌已比不上学习这事能把她吸引，因此描绘出了两人的思想境界都很高，

这是在新社会里，青年们兴趣和爱好已有所改变，学习重于唱歌谈爱，从这里可

以看到民族的觉醒和希望。

《红旗歌谣》里也有这样的一首歌：

十五月亮圆又圆 很想约妹玩一玩

走到妹家窗前看 妹在学习不敢喊

这两首歌，在心理描叙上，都很细腻，而且都是美好的新思想，古诗里也有

“恐惊郎入梦，轻放剪刀声”的诗句，可它只是“恐惊郎入梦”却没有这歌的思

想内涵那么丰富多彩。



四化兰图美过它

出水芙蓉不算美

国色天香美过它

天边彩虹不算美

四化兰图美过它

“芙蓉”：就是荷花，也叫莲花。

“国色天香”：就是牡丹花，人称花王。

“彩虹”：就是虹，天空中的小水珠经日光照射发生折射和反射作用而成的

弧形彩带，由外圈至内圈呈红、橙、黄、绿、蓝、靛、紫七颜，出现在和太阳相

对着的方向，叫彩虹。

“四化”：就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

技现代化，简称“四化”。

“蓝图”：用感光后变成蓝色（或其他颜色）的感光纸，指国家建设计划的

蓝色图纸。

歌者用芙蓉和牡丹的对比，比出最美的花，用最美的彩虹和“四化”蓝图对

比，比出“四化蓝图”是最美的事物，这就是歌颂我国四化建设是世界上最美的

事物，歌者以满腔的政治热情，来歌颂党和国家“四化”建设的辉煌前景，使这

歌不但有高度的思想性，而且有高度的艺术性，它的语言的美、文采的美，都给

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

作者：黄玉萍，女，壮族，1942 年生，象州县中平乡大架村人，共产党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广西山歌学会会员，小学民办教师，县人大

代表，几十年来编唱山歌 1000 多首，在《民间文学》、《三月三》、《羊城晚报》

等刊物发表过山歌数十首，得十多次奖，1992 年三月三歌节，区“健力宝”杯民

间歌王大奖赛儿优秀歌师奖。



我爱高山近太阳

住在高山爱高山

扎根侗乡爱侗乡

人嫌高山离城远

我爱高山近太阳

“住在高山爱高山”，这是对自己胞衣地的热爱，“扎根侗乡爱侗乡”这是对

本民族的热爱。这两句概括得好，第三句一转“人嫌高山离城远”，把问题提出，

为下句铺垫，第四句“我爱高山近太阳”收得很有情趣，很有意义。

“人嫌高山离城远”，一般人认为，离城远了不方便，而歌者不是从方便这

些角度来考虑，他另有一种新的境界，那就是“我爱高山近太阳”。这个境界非

常高，他在《我爱高山近太阳》这本诗集里，头一首诗《两个太阳照侗家》中的

最后一节，“米满仓来油满缸，户户天天打油茶，为何冬日赛春暖，两个太阳照

侗家”，两个太阳一是指真太阳，一是把党和毛主席当作太阳，因此“我爱高山

近太阳”是指近这两个太阳，得到温暖，这个构思非常巧妙，诗意非常浓郁，含

蓄而又不晦涩，鲜明而又耐人寻味，言于此而意于彼，意在言外，言虽尽而意无

穷，因而是一首令人深思的好歌。

作者：杨通山，男，侗族，三江县八江人，原任三江县政协副主席，系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曾任广西文艺家副主席，是广西作协会员，编选了《侗族

民歌选》、《侗族民间故事选》、《侗乡风情录》、《侗族爱情故事选》、《养鹅小姑娘》

（以上与人合作）。自己著有诗集《我爱高山近太阳》等。



政策装在羊卵包

政策装在羊卵包

忽左忽右两边摇

想抓羊尾叫羊定

不挨羊踢也挨膻

歌者在十年浩劫里，对当时忽左忽右的政策，作了十分大胆、十分泼辣的讽

刺，给予了十分形象、十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唱出了人民的心声，使人听了拍

手叫好。歌者能唱出这样的好歌，首先他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敢于针贬时弊，正

视现实，把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其次是歌者有生活体验，据说歌者是个放羊老

人，他赶羊时，看见公羊走路，卵包左右摇摆不停，使他联想起当时政策的左右

摇摆，因而激发了他的歌情，唱出了评击假丑恶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极强的歌。

1979 年，笔者与黄勇刹同志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诗人座谈会时，在

会上唱出这首歌后，全场鼓掌叫好，周扬和贾芝同志都说：“这首歌不但思想性

强，在艺术构思上更为绝妙，歌者没有生活、没有政治热情，是绝对唱不出来的。”

歌者不但有深刻的生活体验，还有饱满的政治热情，才能唱出这样“人人心

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的歌来。歌者找出了这些生活气息很浓的细节，使歌“境

界全出”，王国维在谈到境界时说：“诗人中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

风月，又必须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轻视外物，就是能站

在高处观察生活，取舍生活，重视外物就是要求进入生活，感受和融化生活，《政

策放在羊卵包》的歌者，他是牧羊老人，他赶羊时进入生活发现了羊卵包的摇摆，

他又站在高处去取舍生活，根据当时政策摇摆不定，感受和融化生活，因而唱出

了思想性和艺术性水乳交融的好歌来，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坟上建起升官楼

想起过去眼泪流

亩产万斤假丰收

肩膀当作天梯踩

坟上建起升官楼

这是对浮夸者颠倒黑白，弄虚作假危害人民无情的揭露，那些浮夸的、弄虚

作假的“英雄”们，他们越弄虚作假，越得到升官，可他们升了官了，却死了很

多人，所以说“坟上建起升官楼”就是这个意思，当时有人敢顶这股风可却不敢

写歌，因此这首歌是人人心中所有，却是人人笔下所无，非常可贵！

在传统山歌里，有这样唱的歌：如：“起个花楼在沙州，根根都是硬木头……”，

又如：“海上建起望花楼，实心铁木头对头……”海上建起望花楼，一变就可变

为“坟上建起升官楼”了。

作者不但有政治热情，还非常精通山歌，不但山歌底子很厚，对古体诗（近

体诗）的底子也很厚，他在《歌海龙潭》里搜集和创作了很多山歌，在各地大小

刊物上也发表了很多山歌，对近体诗也很有研究，关于类似的歌很多，而类似的

诗也很多，如曹松的《已亥岁》“凭君莫话封候事，一将成功万骨枯”，意思是说，

你一个人获得王侯之封，原是建立在无数百姓的枯骨之上的呵！又如杜荀鹤的《再

经胡城县》：

去岁曾经此县城 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 便是生灵血染成

后两句是说：“今年来到此县，看到当年的县官‘立功’提升了，得意洋洋

地穿上了朱红色的官服，要知道，这朱红的官服，原是人民的鲜血染成的呵！”

这两首诗和《坟上建起升官楼》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1979 年笔者和黄勇刹同志到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时，

会上把这首歌唱了以后，全场鼓掌叫好，周扬和贾芝同志都说这个作者不但有政

治热情，还很有艺术才能，不然唱不出这样的歌来。



赵淦：笔名天水，男，汉族，1924 年生，广西武宣县人，原任象州县文化局

党组书记，广西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诗词学会会员，广西南国诗会会员，南宁

葵花诗社社员，柳州罗池诗社社员，象州小谷诗社社长，主编、名誉社长，《当

代千家诗词丛书》编委，入编《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和《中华人物辞海》（当

代文化卷），大型权威辞书，主编《歌海龙潭》、《象州歌遥》、《长风》。在全国省

（区）市（地区）县各级报刊发表过诗歌等作品近 100 篇（首），有十多篇（首）

获奖。



五尺竹鞭收蛇魂

敢咬鸡脚不怕硬

敢吃黄蜂不怕针

哪怕毒蛇来挡路

五尺竹鞭收蛇魂

这首歌战斗性非常强，“敢咬鸡脚不怕硬”，这象炸药包一样，把导火线接上

了，“敢吃黄蜂不怕针”，这是把导火线点燃了，“哪怕毒蛇来挡路，五尺竹鞭收

蛇魂”这两句就象炸药包已爆炸了把对方炸倒在熊熊的烈火之中，歌者把对方当

作鸡脚、当作黄蜂、当作蛇，情绪一步步推进，主题一步步升华，越唱越愤恨、

越唱越激昂，表现出了人物顽强的斗争性格，敢于跟恶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

精神，塑造出了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形象。

这是柳城县歌手黄三弟唱的歌，那是黄日高侄儿办喜事，请黄三弟和张长脚

官僚地霸张官太去对歌祝贺，张官太过去被黄三弟唱败扫脸，这次便想借机报复，

用红纸写出一首歌贴在东山桥头，他坐在那里等黄三弟到来：

三月鹧鸪分地界 西山莫飞东山来

桥头鸟套装钩子 又钩翅膀又钩腮

黄三弟见后唱：

赶羊来到东泉街 脚踩石头变尘埃

你今不是鹧鸪鸟 独霸山头为何来

黄三弟和张官太对唱了几十个回合，最后黄三弟在众人簇拥下，大踏步地踩

着红纸边走边唱《五尺竹鞭收蛇魂》这首歌过桥，张官太想动武，又怕群众帮他，

只有侧身让路。

这首歌是从黄勇刹、杨钦华、方寿德著的《歌王传》中录出的，《歌王传》

是创作小说，因此这首歌的作者应是他们三人，虽然传统山歌也有，可他们经过

变词变意，也算他们创作了。

作者：黄勇刹，男，1929 年生，卒于 1985 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



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全国文联委员，著有《采风的脚印》、《歌海漫记》、《歌王传》

（与人合作）是彩调剧《刘三姐》执笔者之一。

杨钦华，男，1918 年生，壮族，1951 年开始文学创作，柳城县文化馆馆长，

已出版和发表的剧本有《丰收乐》、《爱牛》、《李二叔》、《抢修大堤》、《歌王传》

（与人合作）。

方寿德，男，壮族，1936 年 7月生，柳城县人，柳城县文化馆退休干部，广

西山歌学会理事，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首届广西健力宝杯民间歌王的光荣

称号，他创作有近 1000 首山歌，在《宜山农民的》、《广西文艺》，《中国民间文

学》、上海的《战犹酣》，《三月三》、《广西日报》发表过多首山歌，与黄勇刹等

写《歌王传》等小说。



翠竹顶起半边天

旧社会妇女苦连连

好比石板压笋尖

毛主席撬开黑石板

翠竹顶起半边天

前面两句说的石板又大又硬，笋尖又嫩又脆，怎能顶得起来，比喻非常形象。

后面两句特别指出毛主席撬开黑石板，把黑石板撬开了，笋尖变成翠竹，翠

竹顶起半边天，这是双关的语言，翠竹比喻的是妇女，更加形象，只少少的二十

八个字，把妇女受压和得到翻身的形象，栩栩如生的表现了出来。

黄勇刹和包玉堂同志到北京，把这首歌唱给李季同志听后，他赞扬说：“真

了不起，把最概括的半边天唱活了。”后被收进《中国歌谣选》中。

1981 年，我和黄勇刹同志陪中国民间文艺家副主席贾芝同志到鹿寨，黄勇刹

同志把这首歌唱给贾芝同志听后，贾芝同志很欣赏这首歌的形象、意境富于新鲜

感，他说，“翠竹顶起半边天”与“好比石板压笋尖”，形成十分鲜明的对比，后

来贾芝同志问：“陶爱英离县城多远？”黄勇刹同志说：“六十公里”，黄勇刹介

绍：“这首歌是黎耘同志第一个搜集整理的。”贾芝热烈地与黎耘同志握手说：“希

望鹿寨继续拿出和“翠竹顶起半边天”比美的艺术珍品”。贾芝同志把这首歌当

作“艺术珍品”，非常难得。

这首歌的作者陶爱英，是鹿寨县的妇女干部，她是壮族中年的女歌手，在工

作中经常用山歌来发动教育妇女，由于她的妇女工作做得很出色，曾被选为中共

鹿寨县委委员，这是她写的《跟党革命万万年》（全歌三首 12行）中的一首，陶

爱英她本身受过很深的苦，而且是妇女干部，很同情妇女受压受苦的情况，特别

是她又是个歌手，脑子里装着很多传统山歌，如传统山歌里有：

黑石板下压嫩笋 不知哪年得见天

有日春来雨水足 石板再硬要顶穿

她可能是从这些传统歌幻化过来的。



解放后唱妇女翻身的歌很多，如：

有了花开才有香 有了太阳才有光

有了中国共产党 妇女才有新天堂

歌者刘奇荣，也是受苦受压的妇女干部女歌手，解放后得到翻了身，心情激

动，也唱出了激动人心的歌（后来这歌被收进《英华集》出版），由此可见，一

个歌手，要具有饱满的政治激情，又要有深厚的传统山歌的底子，才能唱出思想

性和艺术性强的歌来。



出嫁姑娘哭是笑

人生百味酸甜苦

喜怒哀乐常混糊

出嫁姑娘哭是笑

落榜秀才笑是哭

“秀才”：明清两代生员的通称，泛指读书人，读书人在州府里考中了才叫

“秀才”

这是一首反映当时社会人生哲理的歌。

“人生百味酸甜苦，喜怒哀乐常混糊”，在人的一生中，喜怒哀乐有些时候

却不能得到正常的、直裸裸地表现出来，有些感情必须经过伪装，现象和本质表

面上不能统一，因此有时真假难分，常混糊起来。

“出嫁姑娘哭是笑”，在旧社会，有两种情况，少数姑娘被迫出嫁，出嫁时

是真哭，而大多数姑娘婚姻美满，出嫁结婚是大喜事，应该欢笑，可是在旧社会

“母系时代”还有些残余味儿，不愿离开娘家，而另一方面还有封建思想约束，

认为姑娘喜欢出嫁是淫荡的表现，因此表面上都要表现不愿结婚，要伪装着哭，

而这哭，实际上是笑。

“落榜秀才笑是哭”，在旧社会科举时代，读书人要到州府去考秀才，考中

秀才后才有资格到省去考举人，考上举人，才能进京去考进士，读书人去考秀才，

都希望考中，落榜了不但不能享受富贵荣华，不能考举人、进士，还要给人指笑，

可落了榜又不能表现出垂头丧气，更不能哭，而是要强装笑脸，这个笑，实际上

是哭。

这首歌最可贵的是反映当时社会的人生哲理，把这两种人的心里状态准确而

细腻地刻划了出来，耐人寻味，令人深思。

这首歌是 1995 年中国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聘请覃桂清和郑光松以及笔者为

大型电视连续剧《刘三姐》编剧，覃桂清同志写最后一集，这集是写刘三姐和秀

才张伟望赛歌，赛时两人水平相当，不分胜负，后由京城歌官出歌题给二人回答，



以决定胜负，歌官唱道：

人生百味酸甜苦 喜怒哀乐常混糊

什么样人哭是笑 什么样人笑是哭

刘三姐和张伟望两人你望我，我望你，都没有马上回答，因为刘三姐只知道

答第一个问题，而不知道答第二个问题，而张伟望对第一个问题也不知如何回答，

最后还是刘三姐先答：

“出嫁姑娘哭是笑……”

而张伟望便迅速答第二个问题：

“落榜秀才笑是哭”

歌官见到他们两人各答对一题，两人水平又相当，仍不分胜负，于是歌官把

两人评为山歌状元。

由于这首歌是当时社会的人生哲理，刘三姐作为山村姑娘，懂得姑娘出嫁时

唱哭嫁歌的俗习，所以答上了，而她不懂秀才落榜后的心理状态，所以答不上，

而张伟望不知道姑娘哭嫁的情况，而懂得落榜秀才的心情，所以答上了，由此可

知生活是山歌创作的源泉。

作者：覃桂清，男，壮族，1928 年生，武宣县大琳乡人，地下打游击时曾当

过连长，原柳州地区民族歌舞剧团专业编剧，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

文艺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协会员，职称：二级编剧，著有《哈迈》、《友蓉伴依》、

《瑶山之春》等几个大型剧本，还著有《婚俗的奥秘》、《刘三姐纵横》等作品。



你敢伸头我敢锥

你会唱歌我也会

你会腾云我会飞

黄蜂歇在乌龟背

你敢伸头我敢锥

这是柳州市彩调剧《刘三姐》里，刘三姐与三个秀才比歌多的歌，一般比歌

多的歌，都唱：

你歌哪有我歌多 我有十万八千锣

因为那年涨大水 歌书塞断九条河

而这首歌构思却比较巧妙，刘三姐把自己比做黄蜂，把秀才比作乌龟，“黄

蜂歇在乌龟背，你敢伸头我敢锥”，这样就非常绝妙，是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

理之中，既比歌多，又比人的高强，令人拍手叫绝。

这首歌塑造了刘三姐倔强的斗争性格和高度的斗争艺术，这样的细节描绘，

形象非常突出，画面非常清新，诗意非常浓郁，言简意赅，收到了言虽尽意无穷

的良好的艺术效果。

这首歌是从传统山歌幻化过来的，据《刘三姐》创作组成员龚帮榕同志对笔

者说，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搜集得这样的传统山歌：

你会唱歌我也会 你会腾云我会飞

蚊虫歇在乌龟背 你敢伸头我敢锥

创作组经过讨论，认为这首歌很能刻划出刘三姐的性格，可有两个问题要解

决，一是蚊子和乌龟是天敌，乌龟的骨头烧成灰，能治死蚊子，而蚊子叮了乌龟

的头，便马上肿大，不能伸缩，最后霉烂，乌龟就会死亡，现在把刘三姐比喻作

蚊虫，不但有贬意，也不美，最后决定把蚊子改为“黄蜂”，这样形象又好，又

切合双方的身份。

他们虽然只改了两个字，可这是重要的修改，起到了提高歌的思想性和艺术

性的作用。因此算是他们的创作，这在诗歌史上就有惯例，如大诗人李白《静夜



思》，他也只修改了最后一句，把原歌的“费思量”改为“思故乡”，这样便是他

的名著，评价很高，而《刘三姐》创作组虽也只改了两个字，也是关键的重要的

修改，演出后舞台效果非常好，变成剧里的名歌，脍炙人口，因此也算是他们的

佳作。

作者：柳州市彩调团《刘三姐》创作组，成员是：

曾昭文，男，(1922-1995)，汉族，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会员，广西戏剧

协会会员，广西作协会员，柳州市戏剧研究室创作员，二级编剧，《刘三姐》执

笔者之一。

龚帮榕，男，1924 年生，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广西作协会员，原柳州市戏

剧研究室主任，二级编剧，《刘三姐》执笔者之一，导演。

邓凡平，男，1922 年生，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原广西影厂党委副书记，

系《刘三姐》的组织者和执笔者之一。

牛秀，男，1926 年生，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原柳州市文化局长、《刘三姐》

的组织者和执笔者之一。

黄勇刹：男，1929 年生，卒于 1985 年，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会员，全国文联委员，著有《采风的脚印》、《歌海漫记》等，是该剧执笔者之

一。

包玉堂，男，1934 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原广西作协驻会副主席，著有《虹》、

《回音壁》、《我爱我的民族》、《乡情集》、《红水河畔三月三》等十多本诗集。



妹开汽车回瑶寨

妹开汽车回瑶寨

车声突突引哥来

不是汽车没见过

只为汽车是妹开

这是歌颂瑶寨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出现新面貌的歌，表现手法是赋，直说妹

开汽车回瑶寨的事，歌词浅显，平白如话，没有什么深奥的字眼，可它却表现出

极为丰富的内容，歌者是经过精心的艺术构思的，大家都知道，瑶寨过去都是建

造在深山老林，山高路陡，巨石挡道，人走都非常困难，解放后在党关怀下，下

决心给瑶家修通公路，修一条进高山老林的公路要多少的钱呀！数百万甚至上千

万的巨款，如果不是党和政府的关怀，能拿得出来吗？修通公路，这是瑶寨巨大

变化之一。

歌者要反映这个新面貌，不是直裸裸地干巴巴地说教，而是经过艺术构思，

通过一对情人的爱情关系和情哥的心理活动来表达，因为他的情妹是开汽车的，

车声一响，他就知道他的情人回来了，于是急冲冲跑出来，听见车声跑出来，不

是来看汽车，是因为汽车是妹开，这样也把解放后瑶家姑娘翻身解放作主人，能

够当上开汽车的技术工人反映出来了，经过精心构思，只少少的二十八个字，说

出了这么多的内容，这就是这首构思别致的地方。

作者：韦松英，壮族，1930 年生，金秀县人，教师，创作和发表了很多山歌，

这首原载《广西日报》1981 年 8月 6 日（花山版）。



河水流少泪流多

想起我仔痛心多

我仔埋在柳江河

去到河边见坟墓

河水流少泪流多

这首歌是在《吴家连诉苦歌》中摘录出来的一首，这是笔者 1951 年到来宾

城厢区二沟村搞土改试点时写的，吴家连是个非常穷苦的贫雇农，一世跟地主打

长工，有个独生子，被迫顶替地主的儿子去征兵，到半路想逃跑被打死，埋在柳

江河边，他去到河边见坟墓时，哭得死去活来，他在土改诉苦会上诉苦时，也哭

得几乎不省人事，笔者受到感动，便编写出一首长歌叫《吴家连诉苦歌》，在报

上发表时，却署名是“吴家连唱，蒙光朝记”，过伟同志选编《柳州宜山山歌选》

时，把它当作农民唱的歌，收进去出版，很多歌手借鉴了，后来跟过伟同志讲清

后，再版时就把这歌删去了。

《河水流少泪流多》这首歌，黄勇刹同志在他的《歌海漫记》里作了这样的

评价，“河水流少泪流多”这样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语言，似乎要比“问君能有几

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语言更为深刻，直到现在，它还唤起我们对这位

歌手的深切同情和对国民党的残暴产生无比的愤恨，这是对旧社会，对国民党罪

恶累累的控诉之歌，作者的悲惨遭遇在解放前有着十分深刻的典型性……以歌手

自己的遭遇为生活深度的一首歌，以白描手法表现其技巧精度的这一首歌，虽只

廖廖二十八个字，但其感人之效果，实在超出我们的意想之外，这又证明了思想

高度、生活深度，技巧精度有机结合和运用，是每一首广为传唱的好歌，必须具

备的“三要素”。

当时写这首歌，写到吴家连去到河边见儿子的坟墓时，一时找不到能够表达

出他那悲痛的心情的语言，只得停了下来，后来想起柳江滔滔的河水，顿时得到

“河水流少泪流多”这句歌，自己感到比较满意，可没有想到它会有这么巨大的

艺术高度。



哪个帮拢做一壶

树上斑鸩咕咕叫

说哥无嫂妹无夫

两个都是半壶酒

哪个帮拢做一壶

妹到河边去挑水

哥在码头洗衣服

树上斑鸠咕咕叫

说哥无嫂妹无夫

阿哥听了流眼泪

阿妹听了抱头哭

两个都是半壶酒

哪个帮拢做一壶

这首勒脚歌，头一首原是汉族传统情歌，作者拿过来把第一句“斑鸠树上叫

咕咕”的最后一个“咕”字，由平声改为仄声，变成“树上斑鸠咕咕叫”，为下

面三首连环勒的平仄创造了条件，不然是唱不出来的，还有，这样改，把原来与

下句没有联系的“兴”改为有联系的“兴”了，第二句原来的“情哥无嫂妹无夫”

改为“说哥无嫂妹无夫”，只改一“说”字，便把形象翻新了，把斑鸠变成善解

人意，把班鸠和人的感情勾通了。

原歌第三句没有改动，第四句改为“哪个帮拢做一壶”，把原歌平淡的说法，

变成了强烈的要求，为下一步抒发感情，深化主题作了很好的铺垫。

勒脚歌的第二首的前两句“妹到河边去挑水，哥到码头洗衣服”这挑水和洗

衣服，一是把劳动画面勾画了出来，二是把两人都是半壶酒形象化了，广西的俗

习，是单身汉才去码头洗衣服的，挑水和洗衣服，两人有了相见的机会，触景生

情，浮想联翩，把两人的感情勾通起来了。



第三首的前两句“阿哥听了抹眼泪，阿妹听了抱头哭”，两人听了鸟叫后，

触景生情，心情激动，飞禽也知单身苦，此情此景，如果有个红娘来撮合该多好

呀！可目前又有哪个来帮拢做一壶呢？抒发出了强烈而浓郁的感情。

这首歌改成勒脚歌，令人听后，感到比原来四句歌的人物形象更加突出，情

绪得到了进一步推进，意境得到了升华，主题得到了深化，体现出了勒脚歌的艺

术魅力。汉族的“律诗”，是汉族诗里比较高级的文学形式，律诗的音韵、平仄、

对仗，都有严格的要求，因此写律诗比一般诗难度较大，而壮族的勒脚歌却是壮

族山歌中的“律歌”，因为勒脚歌的四句连环韵和三首连环勒的要求也非常严格，

四句连环韵就是要求要押腰韵、脚韵，所谓腰韵如：“树上斑鸠咕咕叫”的“叫”

字和“说哥无嫂妹无夫”的“嫂”字押韵，第三句“两个都是半壶酒”的“都”

字，与第二句末尾的“夫”字押韵，第三句末尾的“酒”字与第四句“哪个帮拢

做一壶”的“做”字押韵，这叫“腰韵”。脚韵与一般歌一样，就容易懂了，勒

脚欢还要求内韵，即第二句的末尾一字和第三句的末尾一字押韵，这叫内韵，勒

脚歌就省去了这个内韵了。

三首连环勒要求更严，要求三首连起来连成一个整体，叙说了一件事，而分

开单首也要求能独立成为一首歌，而连环勒不是原地踏步，要求注重形象的翻新，

情绪的推进，意境的升华，主题的深化，这些要求，在艺术技巧上没有驾轻就熟

之功，是写不出来的。

勒脚歌原来是壮族的勒脚欢，主要流传在红水河两岸一带，这个形式在壮族

人民日常生活中被广为运用，因为勒脚欢这个形式适合抒发感情，歌手们要抒发

比较深厚的感情时四句欢总觉得不尽表达，于是便发展成为勒脚欢这个形式，后

来一些歌手，为了与汉族兄弟联络感情，互相交流，便又把壮族的勒脚欢变为汉

语的勒脚歌，因此从壮族的四句欢变成勒脚欢，由勒脚欢到勒脚歌，这个形式的

创造和发展，是壮族人民文化发达的标志之一哩！

作者：蒙光迁，男，壮族，1930 年生，来宾县南泗乡高岭村人，在地下打游

击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桂中支队第十七团的政治部副主任，原柳州地委党史办主

任，广西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著有《来宾水利山歌选》、《勒脚情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