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传统戏剧

北海粤剧

——粤剧之乡的文化瑰宝

在我国传统戏曲剧种中，粤剧可以说是最具改革开放品格的。它不仅吸收了

我国北方戏剧文化的精华，也最早接受了西方戏剧文化的熏陶，形成了独特的艺

术风格。粤剧广泛分布于北海市一县三区各个城区与乡镇，也是北海城乡流传最

广、最久远、最受市民群众喜爱的一种地方戏曲。

虽然北海粤剧事业也曾历经沧桑，但由于它维系着一代又一代北海人的粤系

母语情结，延续着北部湾子民独特的礼俗风情及审美情趣，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喜

爱和认同，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成为公园广场、街头巷尾、社区乡村群众文化生

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娱乐形式。

一、粤剧如何从广府传入北海成为本地地方剧种的？

古时，岭南为百粤之地，广西和广东分别为粤西和粤东，亦称两粤。北海直

至清代及民国期间仍属广东管辖，新中国成立后才划归广西。《广西通史》称：“粤

剧流行于广东。明清以来，随着粤商和其他劳动者大量移居广西，加以太平天国

在广西起义，陈开、李文茂率大成军入桂征战，粤剧也日益成为广西人民喜闻乐

见的剧种。”1854 年（咸丰四年），粤剧艺人李文茂反清起义失败，清廷厉禁粤剧，

艺人为逃避迫害四散亡命，北海地处下四府偏隅，成为粤剧艺人的逋逃之薮和曲

艺传习所，在当地种下了深厚的粤剧种子。

据合浦县志办周家干同志和珠乡作家李英敏著文，说粤剧于清康熙年间已由

广东传入珠乡，有二百多年历史。湖南戏曲家杨恩寿于清同治四年（1865 年）在

北流做幕僚时写的《坦园日记·桂游日记》记载：“同治乙丑十一月廿四日……

在廉州募广班来演戏三昼夜，凡三百余金，今夕始开台，演《六国封相》，闻出

场者将及百人，其热闹不减梧州。”由此看来，在清同治四年（1865 年），粤剧在

合浦已很流行，并有相当的规模。

北海既是粤剧最早的传播区之一，又是广东“下四府”的粤剧之乡。因为粤

剧是与当地为敬神而演戏的民俗同步发展的。佛山之所以是粤剧的策源地，是由



于佛山神庙多、神诞多、酬神多、演戏多和戏台多等因素造成。北海地情民俗与

佛山相同，城乡酬神演戏活动殆无虚日，众多戏班的竞争，造就了许多身怀绝技

的当地“佬官”（即名主角），在一年一度的广州“八和会馆”会演，都获“花红”

（即奖品）和殊荣，为北海人争了面子。

1876 年北海始开埠，一百多年来，北海从原始渔村发展成现代港口城市，是

地缘优势所决定。大西南门户的地缘优势导致外贸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导致

民俗从原始蛋家信鬼神的深厚传统到与珠江三角洲文化融合的变化，具有北海特

点的新民俗的形成，又决定了社会文化以戏（粤剧）曲（广东音乐，包括地方歌

舞“耍花楼”“老杨公”和山歌对唱等）为主，每月中的神诞和岁时节令、春秋

社日、婚丧庆吊等，城乡例行酬神演戏。岸畔村边，社坛神庙，锣鼓喧天，人头

攒动，构成北海渔村的风俗画卷。“看庙堂戏”成为北海人唯一的社会文化活动。

民国建立以后，现代商品意识加强，20世纪 20 年代开始有商业性戏院，引

进省港名班，开创了大戏商业化的历史（当时较有名声的戏班有“德德声”“会

嫦娥”等）。但并不妨碍专演庙堂戏的本地“过山班”的存在，与戏院省班各逞

优势，分占城乡文化地盘，看戏成为北海人的精神食粮，为了看到好戏，竟致渔

船锚港、农民辍耕、市民巷议。北海人爱看戏、会演戏，粤剧几乎成了家喻户晓

的文化。北海市成为下四府的戏剧之乡而省港知名。粤剧也就成了北海市本地群

众最喜爱的地方剧种。

二、北海粤剧的基本内容

北海粤剧的来源是广东粤剧，在行当分类和表演形式上基本沿用广东“生旦

净末丑”和“唱念做打”的套路，改变不多；声腔多用粤剧中最主要的两大声腔

梆子、二黄，统称“梆黄”；唱腔派别则以星腔、红腔、虾腔为主。

早期粤剧所使用的乐器只有二弦、提琴、月琴、箫笛、三弦和锣钹鼓板，声

调比较简单。清朝粤剧解禁后，加入梆子。进入成熟期以后，粤剧所使用的乐器

多达四十几种，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吹管乐器、弹拨乐器、拉弦乐器及敲击乐器。

其中弹拨乐器包括古筝、琵琶和蝴蝶琴；锣鼓则包括卜鱼、板、沙的、双皮鼓、

梆鼓、钹、京锣、钩锣、战鼓、大木鱼、小木鱼、大锣及大堂鼓。粤剧改革后，



更接纳了萨克斯管、小提琴等多种西洋乐器，使音乐效果更臻完善。

值得一提的是，北海粤剧在剧本的创作和剧目的编演上结合本地民俗民风、

传说故事、传统音乐舞蹈等方面做过一些创新的尝试。如在剧目创作上，就曾结

合“合浦珠还”这一神话传说故事，创作了大型神话非遗剧目《珠还合浦》，在

广西、广东各大城市多次演出，并参加戏剧类比赛获得过一等奖；在表演创作上，

将本土传统曲艺“老杨公”、传统舞蹈“耍花楼”等的音乐体裁和舞蹈动作融入

粤剧创作，使表演形式更为丰富。

通过对北海粤剧唱词、唱腔的研究，发现其内容多以清廉吏风、生态环境、

民心呼唤为主题，可从侧面映射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生产的面貌，间接反映北海

粤剧的历史发展。

三、北海市粤剧团的建立

20世纪 30 年代开始，粤剧由庙堂戏转入商品性的戏院戏，直到抗战前，北

海人都经常能看到前来演出的省港名班的“大佬官”的精彩表演，培养和提高了

群众对粤剧曲艺的欣赏水平。

1938 年至 1941 年广州沦陷前夕，广州一带粤剧戏班向粤北、粤西转移。到

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北海商业逐步恢复、发展和繁荣，这一时期来北海演出

的粤剧戏班相继增多。较有名望的演员如梁醒波、蓝菌、张石慧、楚岫云、冯侠

魂、龙飞侠、张翼鹏、小凤女等，均在这个时期来北海演出，几个戏院同时开场，

热闹非常，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仍有几个戏班长驻北海，后分别去钦州、合浦、

灵山等县挂钩。留在北海的戏班，1951 年 5 月 11 日自愿组成“群力”粤剧团，

属短期合作性质，不够稳定。

为了长期稳定地经营和发展，经反复协商，1951 年 8月 16 日正式成立北海

市粤剧团，最初由湘文非、林玉堂、谢剑郎等人组成。林玉堂、谢剑郎分别被推

选为首届团务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1952 年，市委派工作组下团，开展民主

办团的改革。1955 年至 1969 年间由两广享誉盛名的戏曲艺术家湘文非连任北海

市粤剧团团长。正是湘文非、谢剑郎、郭丛云等老一辈艺术家们的努力和坚守，

成就了一方戏剧艺术，为北海人民和北海市粤剧团的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北海市粤剧团在经历了六十一年的风风雨雨、荣辱兴衰后，于 2012 年 6 月

正式转制成为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从保护、传承“粤剧”这一单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上升到抢救、保护全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除北海市粤剧团以外，一县三区也出现过很多民营粤剧团体

或戏班，如海港粤剧团、小海燕粤剧团、和谐粤剧团、还珠粤剧团、青年粤剧团，

等等。1950 年，合浦县也曾成立过国营专业粤剧团，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后，现己

转变为合浦县传统戏曲研究中心。如今北海市现存的粤剧演出专业团体寥寥可

数。

四、北海粤剧的代表剧目和丰硕成果

粤剧植根北海发展的这二百多年来，曾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剧目。单北海市粤

剧团就拥有手本戏 30 多台，历年上演剧目达到 80 多套。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北海市粤剧团每年平均演出 120 场以上，最多可达 140 多场。

苏远志／摄

图 1 2015 年，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携本土非遮剧目《珠还合浦》首次登上香港舞台

图 2 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北海粤剧代表剧目《花王之孙》（北海市非遗中心供图）

其中，深受广大民众喜爱的剧目有：《珠还合浦》《洛神》《花王之孙》《海门

珠潮》《文武状元争驸马》《马福龙卖箭》《六国大封相》《胡不归》《潮涨潮落》《新

倩女幽魂》《红楼梦》《柳毅传书》《罗通扫北》，等等。古装粤剧《洛神》被广西

音像出版社制成影碟，向社会公开发行销售。



《潮涨潮落》荣获广西首届剧展最高“铜鼓奖”和“最佳导演奖”等 8项大

奖；《海门珠潮》荣获广西第三届剧展“优秀剧目奖”等 4 项大奖；《珠还合浦》

荣获广西第五届剧展“桂花剧目一等奖”和 11 项单项奖；改编升级过的《珠还

合浦》荣获广西第八届剧展“桂花银奖”和 5项单项奖。

图 3 大型古装粤剧《劈陵救母》剧照李君光／摄

此外，北海粤剧团还多次应邀赴香港、澳门演出，风光一时。闻名海内外的

“红派”艺术创始人、我国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老师曾多次亲临北海粤剧

的演出现场观看并给予指导和高度评价。

五、北海粤剧的主要特征

1．艺术特征。北海粤剧在借鉴和继承广东粤剧的基础上，剧目多以生旦戏

为主，重唱轻做，文戏多于武戏，但也从生活中提炼、创造了一些新的表演程式，

并从电影、话剧中借鉴和吸收表演技巧，形成自由灵活、通俗而细腻、偏重写实

的表演风格。

2．唱腔特征。在“梆黄”唱腔中穿插民歌小调，唱法上改“假声”为“平

喉（真声）”。在声音演绎方面，男声唱得比较平稳、低沉，有时略带沙哑；女声

唱得非常细腻而又圆润。

3．唱词特征。用粤语演唱，偶尔穿插官话，唱词通俗易懂，雅俗共赏。

六、北海粤剧的重要价值



1．历史价值。通过研究由史实、历史人物改编而成的北海粤剧，可从侧面

映射出不同历史时期当地社会生产生活的面貌；唱腔、唱词特点的变化也可以间

接地反映北海粤剧的历史发展。

2．艺术价值。北海粤剧吸收了话剧、歌剧和电影的部分艺术营养，反映社

会生活，使表演更富于生活气息等方面都颇有改进。布景简单，剧中规定情境主

要靠虚拟的表演程式来显示，舞台美术风格近乎写意。

3．文化价值。粤剧创作大多在史实、历史人物基础上进行改编，让观众在

欣赏的同时，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与历史文化故事等。

4．教育意义。北海粤剧内容多数以清廉吏风、生态环境、民心呼唤为主题，

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不仅体会到粤剧的演绎精髓，同时传播正直、积极、乐观等

正能量。

七、北海粤剧的濒危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影视艺术获得长足发展，迅速成为广大民众文化消费的主流，

北海粤剧被边缘化，不再引起新闻媒体乃至大众的关注，被迫走乡镇之路，远离

文化中心。有影响力的特别是青年一代当家名角或创作人员不多，让人有后继无

人的忧虑。

在北海粤剧的创新发展上也是情况堪忧，主要表现在剧本创作非常弱，一直

沿用以前的老剧本，创新少，原创剧目少；对传统剧目挖掘不够、创作不足，没

有充分利用优质的戏剧资源加以发挥，重新创作和改造；不能贴合新时代观众的

欣赏诉求。

最后，对北海粤剧存续影响最为直接的就是受众减少的危机。北海粤剧的观

众较多集中在本地老年人群体，很少中年人，几乎没有年轻人。如果将来粤剧的

主流观众群体不复存在，没有观众的粤剧该如何发展？

八、北海粤剧的保护与发展

粤剧作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2009 年更被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北海粤剧作为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活体

的艺术博物馆，不断充实展品，把保护与研究结合起来，提高对它的保护和创新，



是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的。

“三步走”让北海粤剧重回时代旋律主舞台：

走上来——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开展报道，加大对北海

粤剧的宣传力度，使其重返社会生活的主流位置。

走进去——积极主动走进校园，进行演出、培训活动，使青少年学生获得对

粤剧的感性认识和审美享受，培养年轻观众。

走出去——充分发挥北部湾沿海地带的地理优势，发挥粤剧国际性优势，抓

住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政治、经济形势转变的契机，让北海粤剧走出中国，走

向世界，进行艺术以及文化的跨国交流。

图 4 2012 年，著名粤剧艺术家红线女老师（右一）在后台与北海市文化局副局长兼北海市粤剧团团长胡

钟生先生（左二）交流，并指导剧团演员演出技巧（北海市非遗中心供图）

图 5 北海市粤剧团做春班演出时在简陋的后台化妆农春录／摄



图 6 北海粤剧演员在后台化妆苏远志／摄

图 7 群众在等待北海市粤剧团剧目的开演王海鹰／摄



山口杖头木偶戏

——人偶合一的戏剧艺术

中国木偶艺术是中国艺苑中一枝独秀的奇葩，可以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品种繁多、技艺精湛”来形容。提到泉州提线木偶、漳州布袋戏、广东杖头、潮

州铁枝、陕西合阳线戏、四川大木偶等这些国内著名的木偶戏种，许多人都耳熟

能详。而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在广西北海市合浦县、铁山港区、银海区等地，

木偶戏也己流传了几百年。可喜的是，传统戏剧“山口杖头木偶戏”于 2015 年 7

月被列入北海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极大地丰富了当地

的戏曲剧种和艺术表演形式，深化了城市的文化内涵。

一、木偶戏在北海的流传

中国木偶戏历史悠久，普遍的观点是：“源于汉，兴于唐”。三国时已有偶人

可进行杂技表演，隋代开始用偶人表演故事。据《合浦县志》载：“木偶戏于明

代从福建传入。”木偶戏在北海山口、白沙、沙田、公馆、南康、福成等乡镇均

有分布，尤以山口、白沙两地为盛。最初是单人在田间或树下卖艺演唱，后演变

为多人演唱。清初，民间演木偶戏，用正字唱，后改用白话演唱。新中国成立前，

木偶剧团在农闲时或在春节期间到各村演出。新中国成立后，木偶戏队伍不断壮

大。1984 年，山口镇举办全镇木偶戏会演，参加的有 11个队。

每逢春节、诞期及冬至等传统民俗节庆，木偶戏都会在广场、宗祠或者寺庙

等公众场所进行演出。在这些民俗节庆期间的表演，即便是无人观看，也必须出

演，以达取悦神灵之效。

二、山口杖头木偶戏的表演形式与特征

中国木偶真正成为艺术，还在于它的戏剧特征：人以木偶为媒介，“以歌舞

演故事”。根据木偶形体和操纵技术的不同，分为布袋木偶、提线木偶、杖头木

偶、铁枝木偶等。山口杖头木偶戏主要是杖头木偶表演。

杖头木偶又称托棍木偶，在木偶头部及双手部位各装操纵杆，头部为主杆，

双手为侧杆，演员一般操纵时左手持主杆，右手持侧杆，举起木偶操纵其动作，

依手杆位置有内、外操纵之分。头以木雕，内藏机关，使嘴、眼可动；命杆为木、



竹制，各派长短不同，手杆与手、肘相接。

山口杖头木偶戏由表演者右手操纵一根命杆（与头相连），左手操纵两根手

杆（与手相连）进行表演。演出前不需彩排，也没有固定的剧本，只有提纲，又

叫作“爆肚戏”。配音者用粤剧的唱腔，按照小说的内容即兴发挥；木偶操作者

根据配音者即兴演说的内容操控木偶，配音者和木偶操作者也可为同一人。旧时

演出所用的木偶均为艺人自己雕刻制作，现今所用木偶多为祖辈流传下来的 1日

木偶或从广东采购。木偶眼睛能开能闭，眼珠能转动，嘴舌也能活动。角色共分

为旦、生、净、末、丑、杂六大类，其中旦又细分为花旦、夫旦、老旦，生分为

文生、武生，各种角色形象不一，生动逼真，且不同角色所用的唱腔、音调不一。

全队音乐只一人掌板和演奏，手、脚、口并用，左手打锣，右手打双皮鼓、沙的、

扣锣，脚打锣，口吹唢呐。

传统木偶戏的舞台，很长时间承袭戏曲舞美特征，甚至演出场所亦与戏曲合

一。山口杖头木偶戏的舞台，多数是露天舞台，前后设有遮挡操纵者的帷幕，两

边设有“出将”“入相”的木偶上下场门，演员立于幕后操纵木偶表演，观众可

从三面欣赏。

杖头木偶遍布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各地木偶高差很大，从 8寸至人高不等。

山口杖头木偶戏所使用的人偶以 70～80 厘米和 1 米左右为多，大的达到 110 厘

米，也有一部分古老、存放年代比较久远的 40～50 厘米高的小木偶。杖头木偶

因手杆在外，身体塑形自由，整体感增强，突破了传统造型的局限，更符合人物

与时代需要。

三、山口杖头木偶戏的重要价值

山口杖头木偶戏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世代传承的特点，具有突出的历史和

文化价值，独特的民族性、地域性以及多样性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

1．是古代杖头木偶在广西地区的遗存，山口杖头木偶均系祖传或师传，最

真实地保留了杖头木偶这一融雕刻艺术和操纵艺术于一体的综合艺术的“文物道

具”。

2．始终保持传入时期的表演技巧、演出风格和演出形式，独具历史文化底



蕴，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

3．是研究合浦廉州方言在民间戏曲中运用的活例证，也是研究闽南和两广

地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例证之一。

4．通过对山口杖头木偶戏的表演方式、身段、场合、习俗等方面的研究，

有助于中国木偶艺术的发展。

四、山口杖头木偶戏的传承现状

山口杖头木偶戏的表演剧目超过 300 个，主要的演出剧目有《穆桂英挂帅》

《赵双阳追夫》等，其中《赵双阳追夫》曾荣获合浦县委、县政府举办的合浦县

民间传统文艺会演二等奖。

陈耀文是北海市合浦县山口镇现在最大的木偶戏剧团——鸿运木偶剧团的

团长兼木偶戏主要角色的操纵者。他在 15岁时偶然观看了木偶戏班的演出，从

此就喜欢上了木偶戏。由于兴趣浓厚，在其 15 岁这年便拜师学习木偶戏，花费

三年时间学成技艺，就开始登台表演了。在熟练地掌握木偶戏表演技艺、积攒了

十多年的登台表演经验后，陈耀文开始自立门户，创立梁兴木偶剧团，开班传授

木偶戏。他曾带领梁兴木偶剧团参加第一届北海国际珍珠节的演出，所领导的木

偶剧团每年大大小小演出超过 300 场次。

山口杖头木偶戏虽仍在个别乡镇活跃着，但在当今文化娱乐方式五花八门的

社会潮流下，也不可避免地走到濒危的状况。一是人才缺失，后继无人。由于当

地年轻人外出务工者占大部分，且他们认为学习表演木偶戏不赚钱，导致没有年

轻一代人学习木偶戏，木偶戏的传承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二是缺乏经济支撑。

木偶戏演出收入低薄，很多从艺者都是靠着满腔热情和对木偶戏的热爱在坚持，

长此以往，木偶剧团将难以维持运营。三是观众危机。受时尚的流行歌舞冲击和

娱乐多元化的影响，木偶戏陷入无人欣赏的困境，急需抢救保护。

传统的木偶戏蕴藏着各地各民族人民的思想、道德和审美意识。2006 年 5

月 20 日，木偶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2015 年，北海市也将山口杖头木偶戏列入了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名录，并积极采取措施开展项目调研，进行各项资料的收集整理，争取尽



快将该项目上报自治区级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这标志着木

偶戏已经正式进入到北海市非遗保护的行列。

图 1 山口杖头木偶戏所使用的杖头木偶农春录／摄



图 2 山口杖头木偶戏在合浦县民间传统文化汇演中亮相（山口文化站供图）

图 3 山口杖头木偶戏平时的演出场面 农春录／摄



廉州山歌剧

——马留话演绎的民间小戏剧种

廉州山歌剧是主要流传于北海合浦（廉州话）地区的一种地方戏曲表演形式，

使用廉州方言演唱，是北海目前尚存的民间传统剧种之一。

一、廉州山歌剧的历史渊源

合浦古为“百越”之地。秦汉以前，廉州一带是我国南方古越民族聚居繁衍

之摇篮。据《新唐书·南蛮传下·环王》中说：“又有西屠夷，盖援还，留不去

者，才十户，隋末孳衍至三百，皆姓马，俗以其寓，故号‘马留人’，与林邑分

唐南境。”记载的是东汉光武帝时候，伏波大将军马援奉命率兵南平交趾国（即

岭南的南越王国）叛乱，马援还师时，部分将士留居合浦而不去，由 10 户渐增

至 300 户，因皆姓马，故称为“马留人”，说“马留话”（即廉州方言）。后合浦

人口日渐增加，“马留人”便成了廉州城的开山老祖，而“马留话”则演变成了

合浦地区的主要语言。

早期的地方民间传统文化，较少纳入史册记载，特别是比较偏门、受众较少

的技艺，主要是靠民间艺人一代一代地留传下来。据常乐镇已故民间老艺人卢统

称，廉州山歌剧起源于西汉时代的合浦古郡，为常乐圩（今常乐镇）一对程姓（男）

及吕姓（女）夫妇根据当时的廉州山歌所创，在原有的廉州山歌调的基础上做了

改革和创新，并加以传承发扬，深受当地百姓的欢迎。廉州山歌剧的诞生，为当

时沉闷枯燥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活力，弥补了群众看戏难的空白。从此，廉州山歌

剧唱响珠乡，成为当地备受欢迎的民间艺术。

二、廉州山歌剧的基本内容

廉州山歌剧用廉州话演唱。廉州话（当地又称“马留话”“麻佬话”）是北海

市合浦县的主要方言，通行于廉州、环城、党江、沙岗、西场、乌家、石湾、石

康等乡镇和常乐镇、闸口乡、福成乡的部分地区。北海市区周边以及钦州市浦北

县、灵山县、犀牛脚镇，防城港市港口区的企沙、光坡等镇，玉林市博白县等地

区也有人讲廉州话，使用人口约 120 万。

廉州话是粤语钦廉片的代表方言之一，与主流粤语相比，差异明显，独具特



色。现代廉州话共有 22 个声母，34 个韵母，8 个声调，继承自古代岭南方言，

保留着不少古汉语的语音和词汇。

廉州山歌剧讲究平仄与押韵，即所唱的歌词必须符合辙韵。其唱词所用的韵

脚有 22种之多，通常惯用的有“人心”“关拦”“圈联”“秋流”“支离”“边连”

以及“衰来”等辙韵。它以廉州山歌为基础和表演媒介，有着与众不同的格式和

特点，其唱腔及曲牌主要有“西海歌”“东海歌”“棹船调”“开船歌”“顺口流”

“快板”“三爷调”“西江月”“搬家当”“龙头凤尾调”等十多种，传统规范，妙

趣横生，通俗易懂，便于传诵。

合浦人喜欢看山歌剧，因为它歌词简单易懂，充满了诙谐感、亲切感和人情

味，容易引起观众共鸣，时而令人捧腹，忍俊不禁；时而感人心肺，催人泪下。

山歌剧以它那神奇的意象和独特的民族魅力，令人注目，引人入胜。其有相夫、

劝恶、教子、划船等排场，无不使人争睹为快，回味无穷。

三、廉州山歌剧的现代意义与传承

廉州山歌剧从过去单调的山歌对唱形式中脱颖而出，曲牌与唱腔独具特色，

具有较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历史研究价值和实用价值。研究廉州山歌剧，可增进

对合浦民俗、文化、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和了解，有教科书般的作用。同时其欢

快的表演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家喻户晓、老幼皆宜。重拾该项艺术，使其跃入

群众视野，可以活跃群众文化，促进社会和谐气氛的营造。

据现存的第五代廉州山歌剧传承人容均传讲述，清代的山歌剧传承人为冯笑

天，民国时期传于常乐圩的“唱歌二”，而“唱歌二”又传于容均传恩师卢统，

20世纪 70 年代才传于容均传。容均传在其长达 40多年的业余群众文化的通俗山

歌创作演出中，先后创作和主演的节目超过 500 场，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演出经验。

2002 年曾创办“常乐山歌剧团”，后因经济问题而难以维持。

2015 年 12 月 10 日，由合浦县委宣传部、合浦县文化体育与旅游局组织牵头，

合浦县传统山歌文化传承人容均传发起的“合浦民间山歌研究会”正式成立，容

均传担任会长。他介绍说，合浦的山歌文化已经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但随着时

代的发展，加上许多民间老艺人相继离世，保护民间山歌文化迫在眉睫。合浦民



间山歌研究会将致力于保护、挖掘、传承合浦民间山歌文化，并将其发扬光大。

容均传现在正积极物色好苗子作为接班人，但愿能将合浦县的本土民间山歌

文化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