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 录

粤剧小戏《珍珠公主》剧本

【宣传口号】

以非遗名录演绎民生故事，

用粤剧形式讴歌人间大爱！

【内容简介】

千百年前，珠母海中珍珠公主眷恋人间，化身渔女与珠民邓海生缔结良缘。

不料，钦差坐镇白龙村，用“以人易珠”的残酷手段逼迫珠民采捕夜明珠，致死

伤无数，殃及童叟。危难关头，公主还原夜明珠真身解救珠民。钦差“割肉藏珠”，

夜过梅岭急赶回京。众珠民与珠灵们奋起追击，挽救珠魂。珍珠公主感应天意民

心，奋发神力冲破血腥禁锁飞回珠母海，与珠民世世代代祸福与共，生死相依。

小戏根据自治区级非遗名录“合浦珠还”民间传说浓缩改编。它通过艺术创

新，紧凑围绕“人珠绝恋，，戏剧主线，揭露控诉苛政酷吏强取豪夺珍珠资源的

罪行，深刻演绎“天道厚民、福佑苍生”的民生大爱主题，纵情讴歌珠乡儿女“向

往美好、追求幸福”的生生不息的“还珠精神”。

【人物简表】

公主、海生、望月、保长；

钦差、县令、校尉、衙役；

众珠民、众珠灵、众兵丁。

时间：古代，某年仲秋。

地点：珠母海，白龙村。

[幕启。光影音效，海浪翻卷。

[衙差画外音，一路鸣锣传令。

衙差：钦差大人有令：凡沿海珠民人等，律行保甲连坐，征采夜明宝珠；有

违令者，格杀勿论！



[音效。风雨凄迷，衙差押珠民乘船上。

[两珠民身系绳篮投海采珠，人去篮空。

[衙差再逼珠民下海，海生阻拦蹈海介。

珠民：（悲呼）海生！海生哥！（下介）

[变光。半月后，夕阳黄昏，白龙村。

[公主携望月乔装上，唱《天上人间》。

望月：蓝天高高，大海深深，渔村铺锦。

公主：（接唱）渔歌欣欣，银波滚滚，银鸥远引。

望月：（接唱）踏着秋曰好风光，

公主：（接唱）跃过滩涂岸林。

望月：（接唱）侍奉公主寻爱伴行，

公主：（接唱）白云苍狗寄赠音讯……

望月：行行已到白龙村。咦？公主你为何唏嘘不前呀？

公主：望月呀！想八月初秋，官府严令催逼珠民以人易珠。海生哥为救乡亲

身负重伤，未知他可曾康复？

望月：公主莫要心焦，你很快就见到海生哥了。

公主：望月，这身打扮，你还叫我做公主？

望月：（老声）侄女！

公主：（施礼）婶娘！（两人偷笑介）

望月：（望介）咦？海生哥来了！（海生上介）

公主：（喜迎）海生哥！

海生：（疑问）你是？（端详介）

望月：海生呀，她是我侄女，她想同你……

公主：婶娘，人家想同海生哥倾下心事嘛。

望月：又系啵？此刻正好月圆之时，你们两个要倾心事，婶娘在此有些碍事，

不如一旁歇息片时，等阵返来再见机行事。失陪了！ （偷笑下）

海生：哎？婶娘……

公主：（触景伤情）海生哥！（引白）曾忆海中凄凉事，珠池血泪摄人魂哪！

（唱《悲秋》）



风悲啸，水添恨，

珠乡灾劫痛苦深。

强逼纳税官威侵，

你为救乡亲险亡魂。

海生：（接唱）水中沉，浪中困，

渔女踏波挽浮沉。

海滩情，泪不禁，

但为我掀衣救回魂……

公主：海生哥，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人家为你宽衣解带，续命疗伤，你叫

人家情何以堪哪？

海生：姑娘言之有理！（掏珠链介）恩人临别之际，曾留下一串三星珠为我

安神健体。此等圣物，纵是海角天涯，海生我也要顶礼奉还，叩谢大恩！

公主：好哇！（接看戴介）海生哥不妨仔细观来，你梦中的人鱼女，她远在

天边，近在眼前。（唱《平湖秋月》）

银桥高架万里海天渺无尘，

天边有玉镜星辉照离人。

海生：（接唱）不觉撩怀更动心，

偷偷窥看眼前人。

公主：（接唱）往日忘情女今日为情困，

不禁来共你诉衷蕴。

海生：（接唱）应知爱意情无限，

几番梦里追忆潮涌思绪腾？

公主：（接唱）慕你潜龙奋志，

珠女倾爱望云月两相衬。

海生：（接唱）今宵欢欣相见殊庆幸，

缘偕连理解心悃。

公主：（接唱）两家恩爱叙天伦，

轻拨浪琴添曲韵。

愿作珠乡快乐情人永不分！



海生：（接唱）情心，

公主：（接唱）情爱，

两人：（合唱）情韵。

海生：（接唱）一曲唱罢有梦寄此生。

两人：（合唱）情怀暖——

心心相印映月轮……

[歌毕，深情对目勾魂，入定。

[望月上，窥察拨弄“心弦”介。

望月： （白揽）你呢个多情种，多情种，婶娘不在你摆乌龙。搞到我侄女

眼突突，你桫哩胧忪就来博懵。点知系婶娘Ⅱ既关门计，你自投罗网都晤使哄。

等婶娘我，趁热打铁将火拱。一依来成全，你地呢对多情种，多情种！ （白）

海生，婶娘为媒，你意下如何呀？

海生：（喜出望外）多谢婶娘！多谢婶娘！

[望月撮合，伴唱起，二人推磨介。

伴唱：（《新曲》）山盟海誓，山盟海誓呀！

永结同心，永结同心……

望月：（奔告）乡亲们，海生哥结婚啦！（珠民上）一拜天地！二拜众亲！夫

妻对拜！送入洞房！（下介）

保长：乡亲们！海生成亲，是我白龙村的一件大喜事，大家一齐动手搭棚起

灶，集合全村，喜宴三日！

[众珠民喜介。忽闻三声锣响。

[变光。衙差上，围困珠民介。

[钦差率县令、校尉上，起唱。

钦差：（《快中板》）恭奉圣旨白龙坐镇，

以人易珠杀气腾腾。

县令：（接唱）采珠误期拖延令禁，

杀一儆百震慑刁民！

（插白）人来，将刁民保长拿下！（拿介）

（接《滚花》）三天之内采不到夜明宝珠，

立即将全村珠民来命殒……



钦差：将老不死斩首示众，抛尸大海喂鲨鱼！（骚动介）

海生：（内喊）且慢！（上场救介）

县令：（对钦差）大人，此人系采珠能手邓海生。不妨将保长打入死牢，逼

他擒拿宝珠来赎人。

海生：（怒斥）大人！夜明珠乃是神灵之物，我等凡夫俗子，浪急风高难以

采捕！

县令：邓海生，你胆敢为首抗令诸多阻滞？与我打！

[衙差棒打海生，海生被击倒。

县令：有此人来！将珠民团团围住，邓海生采得夜明宝珠，再行释放；采不

到夜明宝珠，统统推入大海，不得超生！（动作介）打道回府！（下介）

[公主疾上，俯身扶起海生。

公主：（悲呼）海郎，海郎夫啊！（唱《双星恨》）

唉我为爱夫抹泪痕，

恰似龙困滩涂乱了心。

夫你只身搏狼群，

惨遭棍棒横抡豺狼苦逼问。

海生：（接唱）我痛恨痛恨气不忿那钦差作恶，

他逼夫跳海去把那宝珠跟寻。

浪底波间赌命运，

未许夫君伴玉人，

但滥杀乡亲教人愤恨。

血海残骸断臂身，

万民涂炭死与生！

公主：（接唱）珠乡浩劫造成祸因，

叹黎民疾痛深。

海生：（接唱）凄风苦雨两相侵，

珠母海淹没了惶惶众生……

公主：唉！万民沉渊，我独偷安。海郎你可曾知道，那官府逼你苦苦跟寻的

夜明珠——正是为妻我啊！



（接唱）妻本是那水族戏浪也，

珍珠变化，珠女变化，

变化这乡村钗裙。

为爱夫君染红尘，

为报乡亲作凡人。

为了珠乡水清人美健，

化珠挽危难来献身，

成全大爱且释真……

海生：（诗白）珠母海边惊梦散，白龙城外断肠哀。（白）公主怀爱苍生，杀

身成仁，为夫我痛不欲生！

公主：海郎啊！昔有精卫填海，死而后生；今有珠女献身，化珠救民；此乃

沧桑正道，你毋庸悲感。

（接唱）将你心，度我心；

捐我躯，为众生。

不畏奸恶敢牺牲，

化珠献出心中爱还原我真身。

海生：（接唱）珍珠女，情爱真；

海生我，泪雨纷。

愁也愁也恨也恨也万千慨愤！

公主：（接唱）珠女心，烈女心；

将此身，换众生。

英勇牺牲救乡亲，

照天照海照青史我情系苍生。

海生：（接唱）珠乡水，荡古今；

千般爱，大海深。

情也情也义也义也望天叩问！（跪介）

公主：（接唱）今番珠女献身我别了君……

[公主车身起驾下介，海生跪追。

海生：（痛绝）公主！公主！贤妻……



[惨烈化珠音效光影，海生抢背，水发介。

[公主幕后唱《苦缠绵》，海生望空凭吊。

公主：猩红鲜血滴向狼吻，

哀我别泪离恨。

海生：（接唱）半死残躯唯寄恨，

公主魂归泣血梦难寻。

公主：（接唱）知我艳骨倩谁收悯？

海生：（接唱）哭煞痛苦郎君。（珠民上介）

公主：（接唱）他日凭谁——

海生：（接唱）歌唱——

合唱：（男）公主恩！（女）珠女心！

珠民：（跪介）公主……恩人……

保长：乡亲们！公主对我珠民情深如海，今日她英勇献身，我们当热血相报，

驰援珠魂！（珠民起）

海生：保长讲得对，我们立即起程！

珠民：走！（摩拳擦掌下介）

[变光，入夜，梅岭。校尉率兵开路。

[钦差县令骑马，两差役扛藏宝箱上。

钦差：（唱《小潮调》）夜沉沉，星昏昏，

加急脚步赶路行。

县令：（接唱）登高坡，潜密林，

押护灵珠多提神。

钦差：（接唱）我心欢欣，行大运，

急赶回京步腾云……

县令：大人！已到梅岭地界。

[众歇息介，忽闻阴风呼啸。

钦差：（惊介）啊？什么动静？

校尉：（慌乱）莫非神珠显灵？快走！

县令且慢！珠乡民间传说：“夜明珠恋海，飞不过梅岭。”当另行妙计，割肉



藏珠。（动作介）

钦差：（疑惑）割肉藏珠？

县令：大人！（唱《板眼》）

呢个珍珠女，傍海而生；

嘀月光一照，就变化通神。

割肉藏珠，方能得稳阵；

藏于股内，佢就甩不了身。

等到割口生成，血污锁禁；

咁就瞒天过海，平安走人……

钦差：嗯！好计。人来，藏珠。（藏珠介）

[忽闻杀声四起，海生率珠民上开打。

[拼战正烈，望月率珠灵上助阵珠民。

[几个回合水淹官兵，钦差一众颓地。

[霎时间夜明珠腾空飞过，珠民欢呼。

[公主率珠灵上，珠民欢天喜地迎接。

海生：（唱《梁祝》）重逢尽扫霾云五衷欢欣，

公主：（接唱）心中有明月印共与梦寻。

海生：（接唱）公主磨难为民延福运，

公主：（接唱）铭记乡亲恩爱鱼水永为盟。

男齐：（接唱）啊！乍起新潮，荡舟天际。

众合：（接唱）海鸥飞舞长歌壮龙腾！

[歌飞潮涌，公主海生擎宝珠光照海天。

[众造型定格。收光。剧终。



北海民间传说《阿斑火》文学脚本

（根据长诗《阿斑火》和黑旦先生原作整理）

引 子

疍家荡家无依傍，随波逐流随水荡；

浪里行船三分命，七分交给海龙王。

朋友，当你听到这首惨怆的咸水歌谣，一定不难想象，在生产工具十分原始

的往昔，水上疍家人的闯海生涯是多么奔波，多么险恶，他们又多么需要生命的

保障和心灵的慰藉啊！

话说在茫茫大海上，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一股强大的台风横扫百里海

面，风雨雷电在漆黑中发出凄厉的鬼哭狼嚎……

出海打鱼的渔船来不及归港，风暴就肆虐起来。失控的渔船瞬间被抛上浪峰，

瞬间又跌下波谷。渔民们无法站立，只有匍匐在船上，哀哀祈求神灵保佑他们挺

过风暴、死里逃生。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海岸线上一座巨大的礁石上，突然升起了一团

火光，一团五彩斑斓的火光。火光隐隐约约，随风而飘，越来越近，越飘越高，

越闪越亮，把整个海面照得通明透亮。

说来也怪，火光出现后，风雨雷电渐渐止住了咆哮，渔船也渐渐停止了颠簸。

船上的渔民冲着火光激动地高喊着：“阿斑火，阿斑火！是阿斑救我们来了！阿

斑女啊，我们的救命恩人！”

阿斑，一个美丽的渔娘；阿斑女，一段动人的故事；阿斑火，一团神奇的渔

火。《阿斑火》的故事，一个由人而化为神的美丽传说，在百里海域千古流传，

在疍家人的心灵中闪烁着神圣之光。

千百年来，疍家人传唱着那一首赞美阿斑火的咸水歌——

天苍苍，海茫茫，阿斑神火送吉祥。

保佑渔家去闯海，风狂雨暴不迷航！



一、降生

海宽宽，浪飞飞，水鸟唱歌人心醉；

阿斑女，阿斑女，阿斑是我疍家妹。

阿斑的出生地，就在美丽的北部湾，那里生息着一群以舟为家、傍海为生的

疍家人。他们的舟船就像蛋壳随水飘荡，所以被称为蛋家、荡家；新中国成立后，

国务院将之定名为“疍”家。

据说疍家先祖原来居住在南海东部，为了生计，受到南海观音的指引，才迁

徙到美丽富饶的南海北部——北部湾。北部湾这片海产丰富的水域，为他们提供

了休养生息、安家立业的优良环境，同时也孕育了疍家人风流闯荡、“随处漂流

随处家”的天性。

话说在北部湾畔一个美丽的渔港里，生活着一户六口之家：阿爸、阿妈、三

个哥哥和一个天真活泼、美若天仙的小妹妹阿斑。

阿斑出生的那一天，一朵五彩斑斓的祥云从天而降，围绕着疍家棚，那个由

木头支地、木板竹篱围成的“疍家窝”，并把祥光洒满海天。虔诚的阿爸、阿妈

跪地焚香，感谢神恩：“三婆婆（天后）啊，感谢您给女儿吉人天相！五彩云啊，

是五福临门的喜兆，是鱼虾满仓、生活美满的好兆头；阿斑降生了，好日子就要

来临了！”

阿爸为了让女儿幸福快乐，为了人间留住五彩祥云的美丽斑斓，就给女儿起

了个动听而又吉祥的名字——“阿斑”。

阿斑从小聪灵可爱，简直就像充盈着天地日月灵气的南海明珠。随着光阴流

水，阿斑长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唱歌跳舞、女红针黹、撑船撒网无不精

通。渔民们个个称颂——

“渔港有个阿斑女，扪胸飞飞衫脚晃；

马尾辫后拖秀发，疍家帽下藏月亮。”

美丽多情的阿斑女，笑起来如仙女，干起活来如燕子，赶起海来如飞鱼，织

起网来如银梭，并渐渐驰名远近。这可乐坏了阿爸、阿妈，乐坏了乡里乡亲，更

乐煞了渔港里的后生哥。他们窃窃私语一



“谁人娶了阿斑女，快活神仙也难比！”

也许是阿斑的名字带有吉祥运程，顺着天意民心；渔船出海每每鱼虾满舱，

渔民生活一年比一年好，渔港呈现出吉庆祥和的景象。渔民们唱起了西海歌，表

达了丰收的喜悦和对阿斑的感激之情。

“月儿圆圆照大海，顺风顺水船靠岸；

鱼虾蟹蚝满箩筐，又吃又卖把家养。”

二、盟情

阿斑的芳名香遍了整个渔港乃至南海。隔港对望的一个渔村里，有个本领出

众、英俊多才的打鱼郎名叫海生。海生耳闻目睹，暗暗思恋了七七四十九天，终

于在一天星辉月朗的晚上，驾着渔舟来到了阿斑的屋前，唱起了东海歌——

“岸边有个靓渔港，好天好地好风光：

渔郎来会阿斑妹，哥想妹来心若狂。”

阿斑这时候也到了如花似玉、情怀含春的青春妙龄，忽然听到这穿透夜空的

撩人歌声，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意，随口对了起来——

“一湾碧水绕渔港，波光粼粼汇海洋；

阿斑未见郎身影，耳闻郎意心头暖。”

哥妹对唱情意深，曲曲歌儿醉海疆！就这样一来一去，海生和阿斑足足对唱

了三天三夜，整个渔港也在歌声中足足醉了三天三夜。最后，渔港里一位德高望

重的老渔翁，一边唱着咸水歌，一边摇着驳艇把阿斑送到海上，在融融月光下撮

合了这对天作之合的恋人——

“三日三夜海不眠，情话讲醉半边天：

哥也愿来妹也肯，不如同撑一条船。”

顿时，渔港家家户户都打开窗户，齐声唱和，歌声压过海浪声——

“浪花朵朵表心花，哥妹天生配亲家；

等到明朝颠婚船，妹随阿哥走天涯。”

三、夺爱

海潮一般的祝福歌声，惊动了渔港里的渔霸。渔霸早就对阿斑女口水流了三



尺长，闻得歌声一肚子闷气，生怕这样一个美女被渔郎海生抢去了，就暗暗翻起

肠肚里的坏水，盘算着阴谋诡计。这真是——

渔霸见妹歹心起，心想捞妹到身边。

好花开放香又鲜，狂蜂浪蝶团团转。

终于有一天，天寒地冻冷死了几条海鱼，渔霸就收买了一个远方来的道士，

拎着冷死鱼，带着狗腿子来到阿斑家，说阿斑是一颗灾星，扬言要阿斑嫁给他才

能“以星克星”，否则全港人就大祸临头。

阿斑的爸妈不答应，全港人也不答应。家家户户都站出来夸赞阿斑是福星。

渔霸见众怒难犯，就假称出钱道歉帮办婚礼，要阿斑爸妈派海生到镇上去买办物

品。阿斑爸妈不知是计，转忧为喜。

海生和几个后生哥进城不久，渔霸摸黑来到阿斑的家门口，学着海生的声音，

咿呀鬼叫唱起歌来，想让阿斑也中计——

“斑女盼郎到二更，鸳鸯离伴多凄凉；

今晚郎归来慰问，帐帏里头共娇眠。”

阿斑女忽闻“情郎”的歌声，心里美滋滋的，就打开房门欢喜地迎上前。烛

光一闪，阿斑看清来人不是海生哥，竟是渔霸，猛然怔住了。渔霸恬不知耻地开

口唱道——

“今夜渔郎不在屋，你我共枕来同眠。”

阿斑毫不客气地回击渔霸——

“屙尿照下你个样，凤凰怎与乌鸦恋？

蛤蟆想吃天鹅肉，除非日头出西天。”

渔霸拿出一大袋的银圆“咣”的一声扔到阿斑面前——

“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斑女心不羡？”

阿斑把银圆愤怒地掷在渔霸的脸上，义正词严地——

“斑女不是贪财鬼，别隔门缝看人扁！”

渔霸碰了一脸灰，暴跳如雷，直冲阿斑身上扑去——

“渔船渔民归我管，你也在我指掌间。”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海生到镇上后三更天才回到渔村，高高兴兴地来到阿

斑家，正好看到渔霸扑向阿斑，阿斑泪流满面，顿时怒火冲天，抄起扁担劈头就

打。渔霸见势不妙，仓忙跳窗逃窜。

赶走了海霸，衣衫不整的阿斑诉说被渔霸欺负的情形。海生才知中了调虎离

山之计。脸红得像关公，咬牙切齿，紧握拳头，准备找渔霸拼命，被阿斑拦住—

—

“石大可以压死蟹，鸡蛋何必碰石头？

渔霸狗腿早防备，有朝一日再报仇！”

海生听了阿斑劝说，心想有理，强压心头怒火。正可谓——

渔霸生了乌贼胆，一片黑心欺渔娘；

海生暂且忍冤气，十年报仇未为晚。

四、奸谋

话说渔霸妄想辣手摧花，被斑女骂得狗血淋头，又被海生愤怒追打，哪肯就

此罢休？再说这边斑女和海生拜了天地菩萨，小夫妻日夜厮守，渔霸无机可乘，

只好天天吞口水，搜肠刮肚思想着诡计奸谋。转眼间，又到了“八月秋、鱼流油”

的打鱼季节。

八月天，秋汛传，鱼虾蟹蚝出水面；

扬帆出海追鱼汛，一网抛落捞两船。

这八月天，虽是打鱼的黄金季节，但也是“海鸥低飞、鱼虾乱跳”“打风暴”

（刮台风）的季节。渔民们要安全出海打鱼，真要做足准备啊。柴米油盐不可少，

船坚网韧更是头等大事。

修船当然是男人们的活，海生身强体健，自然是这个活儿的头。他带领着后

生哥们日夜赶工，一边干活一边唱起了“老杨公”曲调的“撑船调”，歌声响彻

北部湾海面——

“撑船、棹船，摇挨海边转，

海边呵，有只大沙洲呀。

沙洲呵，雅些！有只威威疍家女，



雅些！牡丹花又开，红了海边天……”

渔村里的女人们也没有闲着，阿斑自然也是渔娘中的头儿。她带领着渔娘们

织网、绞缆、编渔箩，只见金梭银线在她们手上如飞鱼穿波一般飞来舞去。心灵

手巧的渔娘们听到了渔郎们的歌声，也按捺不住心中的火热，喉咙发痒，也唱起

了“情恩呃”——

“开船解缆出海口，跟着阿哥上船头；

哥你好比云中龙呀，情思呃，呃儿呀，呃儿啊！

带妹飞过大沙洲呀……”

这场面，真是好一场欢快劳动，好一派诗情画意！

到了出海那一天，更是热闹非凡。只见疍家人敲锣打鼓，抬着菩萨“游神”。

游到码头就贡上金黄色的烧猪，烧香“祭海”，祈求三婆婆和龙王爷保佑他们顺

风顺水、无灾无病、满载而归。

渔娘们送别渔郎，情妹们送别情哥，一派既欢喜又有点凄婉的景象。渔娘们

心中明白，大海茫茫，风浪无情，每一次出海都可能是一次生离死别呀！阿斑舍

不得海生哥，就女扮男装跟着海生上了船。她哪里知道，渔霸早就看在眼里，暗

中盘算着害人的奸谋。

果然船到海面没多久，“老天突然翻了脸，乌云黑得似锅底”。海面上刮起了

大风。有风必起浪，一些小渔船已经覆没在海中。

渔霸吓得脸青脸蓝，慌忙叫道：“快拿秤来快撒米”。疍家人相信秤砣定风，

撒米能引诱海里兴风作浪的妖怪绕道而行。但那只是偶然碰巧才有的事，风浪哪

会懂得领人情昵？

渔霸见风浪不息，便借题发威，恶狠狠地说——

“船上一定有污秽，罪过全因阿斑女；

触犯天条龙王怒，必须把她来处死。”

海生知道那是渔霸贪色不成就毁人的奸谋，怒吼着——

“见到好花你摧残，半夜梳头暗计施；

见到好女你糟蹋，兽欲不遂逼人死。”



渔霸一听海生的话，像疯狗一样左跳右跳，嘶声说——

“阿斑惹起风和浪，害到船翻海底葬；

死她一个不要紧，否则大家见阎王。”

海生怒火满腔，冲上前跟渔霸拼命。渔霸哪是海生的对手，没两下就被打翻

在地。“猪帮猪、狗帮狗，契弟帮贼佬。”一群狗腿子扑上来抓住海生。渔霸绕到

海生背后，拿起舵手柄对准海生的头猛然一击，把海生打晕在地，并命令狗腿子

把海生捆起来抛进海里。

再说渔霸污蔑阿斑“女人闯海、触怒龙王”，就指挥狗腿子把阿斑装进水柜

子，抛入大海喂鱼虾，说是向龙王谢罪。这真是——

风狂浪急云水怒，电光闪闪响霹雳；

渔霸毒过吹风蛇，偷色不成置人死。

五、复仇

斑女是活还是死？大海处处是深渊。

斑女是死还是活？浪涛睁眼快找还。

话说海生被打晕抛进大海，阿斑也被渔霸装进水柜里丢进大海。黑暗的水柜

里，没有空气、没有食物，有的只是仇恨。

阿斑在水柜里翻来覆去，她摸到了船上工友偷偷放进水柜里的饭菜、斧头和

铁凿子，有了一股生存的勇气。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活着替海生和自己报仇，不

能“千古奇冤沉海底”。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阿斑命不该绝。“浪涛同情阿斑女，簇拥斑女到天渊”。

一个早上，水柜子被海水推到了一个大礁石上，柜底被撞得隆隆响。阿斑用尽最

后一点力气，凿开水柜，奋力攀到了礁石的顶峰，放眼一望，原来是一片礁石丛

——

风息浪平阳光照，海鸥做伴舞东风，

彩霞满空知何向，海天茫茫无影踪。

阿斑拿出了平日练就的好本领，在礁丛周围捉鱼捞虾，坚强地撑过了三天三

夜。一天，阿斑忽然看到礁石旁水面上漂着一堆东西，好奇地走上前看了看：啊！



是渔霸。原来那天阿斑被抛下海后，船便翻了，渔霸也跌落海里，抓着一块船板

漂荡到了这里。

看见仇人，斑女怒火万丈，可谓“不是冤家不相逢，仇人相见眼更红”。阿

斑怒视道——

“当初你要害死我，迫我葬送鱼腹中。

乌勒公蛇不如你，杀我情郎罪难容。

多亏苍天尚有眼，偏叫窄路来相逢；

旧恨新仇今清算，除掉你这害人虫。”

阿斑把满腔愤怒化为力量，搬起一块巨大的礁石向着渔霸投去。只见千斤礁

石往下滚，“轰”的一声砸在渔霸身上，渔霸被砸成了一堆烂泥，一命呜呼，污

血冒出了海面。

阿斑的深仇大恨终于报了，但还有一件事她放心不下，就是想办法逃出这个

礁石丛，去寻找她的情郎海生哥。这真是——

阿斑被困水柜中，含冤怀恨到礁丛。

报了仇恨心欢畅，何日与郎再相逢？

六、化火

欲想飞天无羽翼，欲想登岸浪汹涌；

粮尽水断能几时，唯盼船救离礁丛。

阿斑又在礁丛中守候了七天七夜。她拼命地打鱼充饥，延续生命，但毕竟是

大海茫茫，渺无人迹。阿斑的心情就像那浩渺烟波——

日出盼到日西落，不见帆影现碧空；

月落盼到月复起，唯见夜海灰蒙蒙。

但是阿斑还是打起精神唱起了歌，以歌声来支撑着生命，想起了她和渔郎唱

过的歌，她血液里流淌着生机。用尽全身的力气清了清嗓子唱起了“撑船调”—

—

“撑船、棹船，摇挨海边转，

海边呵，有只大沙洲呀。



沙洲呵，雅些！有只威威疍家女，

雅些！牡丹花又开，红了海边天……”

唱完了“撑船调”，阿斑又唱起“情恩呃”——

“开船解缆出海口，跟着阿哥上船头；

哥你好比云中龙呀，情恩呃，呃儿呀，呃儿啊！

带妹飞过大沙洲呀……”

一夜又一夜，每当月亮从海面升起，阿斑就爬上礁石顶，对着大海唱歌。阿

斑不停地歌唱，可声音却越来越小、越来越弱……

终于有一夜，月亮又升起来了，却没有听见阿斑的歌声，只见礁石丛里亮出

了一个火球。火球化作了五彩斑斓的火团。火团随风而飘，越来越近，越飘越高，

越闪越亮，把整个海面照得通明透亮。

从此以后，凡是月黑风高，那团五彩斑斓的火光就会冉冉升起，照亮大海，

为渔民们引路导航；渔民们仿佛听见海风中有个声音在呼唤：“海生哥啊，打鱼

郎啊！走吧走吧，一路平安！”

渔民们都知道，这是阿斑升天后化成的一团火。有了它，渔船一帆风顺，渔

民的生命也有了保障。渔民们为了纪念这个美丽多情、勤劳大方，生前为渔港带

来光彩，死后还为渔民造福的疍家女，就把这团火叫作“阿斑火”，这是渔民们

对阿斑最好的纪念。

那渔郎海生被渔霸推下海之后，就变成了一棵木麻黄，站在海边等着阿斑归

来。可恨的渔霸被阿斑用大石砸下海后，就变成了一块丑陋的礁石，永远被镇在

海中，日日夜夜被风浪刮着耳光。而美丽的阿斑女，化作了吉祥的神火，永永远

远活在疍家人的心中。

年复一年，千秋万代，疍家人总唱着那首咸水歌——

天红红，地红红，阿斑神火出苍穹。

礁石拦路不打紧，斑火照耀航道通。

保佑渔家去闯海，鱼虾满舱乐融融。

红红绿绿放异彩，瑰丽多姿耀夜空！



北海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类 别 序号 项目名称 保护单位 获得批次

一、民间文学

1 合浦珠还民间传说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一批

2 美人鱼传说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四批

二、传统音乐 3 北海咸水歌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三批

三、曲艺

4 老杨公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
第三批

5 合浦公馆木鱼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四批

四、传统戏剧

6 北海粤剧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六批

7 山口杖头木偶戏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六批

五、传统技艺

8 北海贝雕技艺
北海恒兴珠宝公司宝有限

责任公司
第三批

9 北海疍家服饰制作技艺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四批

10 合浦角雕技艺 合浦金蝠角雕厂 第六批

六、民俗

11 疍家婚礼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二批扩展

12 外沙龙母庙会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三批

13 三婆信俗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六批

七、传统舞蹈

14 北海耍花楼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四批

15 北海五方舞（道公舞）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心
第五批

八、传统体育、游
艺与杂技

16 李家拳及南蛇过垌 合浦县文化馆 第四批

注：项目名录更新至 2017 年 12 月



北海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类 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地区或单位

一、民间歌舞类 l 《耍花楼》 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二、民间曲艺类
2 《老杨公》 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3 《公馆木鱼》 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三、人生礼俗类 4 《疍家婚礼》 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四、民间信仰类 5 《开海拜庙》 市群众艺术馆

五、民间舞蹈类 6 宗教信仰舞蹈《道公舞》 市群众艺术馆

六、民间音乐类

7 《咸水歌》 市群众艺术馆

8 《东海歌》 市群众艺术馆

9 《西海歌》 市群众艺术馆

七、民间文学类

10 《珠还合浦》 市文艺创作研究所

11 民间传说《美人鱼》 市群众艺术馆

12 民间传说《阿斑火》 市群众艺术馆

13 神话传说《六湖垌传奇》 市群众艺术馆

14 口头文学《新渡古圩传奇故事》 合浦县文体局

15 合浦方言口头传说《文昌塔的传说》 合浦县文体局

八、民间美术类 16 《壁画、雕塑》 合浦县文体局

九、戏曲类 17 民间小戏剧种《廉州山歌剧》 合浦县文体局

十、消费习俗类 18 疍家服饰 合浦县文体局

十一、传统体育类
19 合浦县廉州镇区《赛龙舟》 合浦县文体局

20 杂技与竞技《上刀梯过火山》 合浦县文体局

十二、其他 21 客家文化空间：璋嘉客家文化生态博物馆 合浦县文体局



北海市第二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地区或单位

传统技艺 1 北海贝雕技艺
北海市二轻联社

北海恒兴珠宝有限责任公司

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 2 李家拳及南蛇过垌 合浦县文体局

北海市第三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申请地区或单位

传统戏剧
1 北海粤剧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2 山口木偶戏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传统技艺

3 赤江陶制作技艺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营赤江华侨陶器厂

4 合浦角雕技艺 合浦金蝠角雕厂

5 沙蟹汁制作技艺 北海市君梦食品有限公司

曲艺 6 南康卖鸡调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民俗 7 三婆信仰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传统体育、游艺与
杂技

8 无形掌与反手剑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9 三棋 北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传统美术 10 门神绘画技艺 北海市海城区文化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