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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半年笔耕，《雷震六合》（包括《火烧
赤壁》《智取威虎山》《凤仪亭》《沙家浜》

《卧薪尝胆》和《王佐断臂》）终于杀青。一
口气写下六本雷州歌本，约有 1000 首雷
歌。虽属粗制滥造，但用心良苦。

我生长在雷州的一个贫穷农村。小
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贫乏。唯一的
精神文化娱乐就是每年春节后的几夜神
诞戏和流传村里的几本汗渍斑驳的雷州
歌本。这些歌本对小孩子是稀缺资源，不
是随便能拿得到。小孩子要唱歌必须从
大人长辈那里借来传抄。我读小学的时
候，曾在月光下、油灯旁抄过不少歌本，在
抄写中背熟很多雷歌，再加上流行传唱的
雷州歌谣，使我满肚子都是雷歌。许多历
史掌故、人物逸事都从雷歌里得来。雷歌
是我的启蒙老师。小时候与雷歌为伴，一
往情深。奇怪的是，长大了特别是大学毕
业后，反而不想唱雷歌了，现在除了哼哼
几首俏皮的歌谣外，对歌本已兴味索然。

2017年，我卸任政协主席后，有时间
认真研究和深入思考雷州文化，特别是雷
歌雷剧。雷州文化是广东四大文化之一，
是 2010 年经省委省政府“验明正身”，登
堂入室。从 1982 年至 1994 年，全国共评
定99个历史文化名城，广东有6个，分别
代表四大文化——广州、佛山、肇庆代表
广府文化，潮州代表潮汕文化，梅州代表
客家文化，雷州即代表雷州文化。可见雷
州文化的定位是有历史根据的。但为什
么雷州文化这么迟才定名，而且时至今
日，省有关部门的文件里、报告中对雷州
文化时隐时现，不和其他三大文化同起同
坐，仍然处于尴尬的地位呢？我认为这主
要是雷州人（雷州半岛人）对雷州文化缺
少自信和创新，使其犹抱琵琶，遮遮掩掩。

雷歌是雷州文化的奇葩和瑰宝。雷
歌分为歌谣和歌本两个部分。雷州歌谣

“自宋至今九百年号”，雷州歌本也有三、
四百年的历史。雷州是雷歌的海洋，一本

《雷歌大全》就收集古今流传的雷歌达两
万多首。我主政湛江政协期间，出版《雷
歌古唱本汇编》已收集五十多本。但广东
之外，甚至是湛江之外，有多少人知道有
雷歌呢？为什么陕北民歌、广西民歌风靡
全国全世界，就是我们毗邻的海南黎、潮
州民歌、客家山歌也很走俏，而雷歌只能
涌动在南渡河沿岸呢？许多人认为雷歌
受语言的障碍，必然跨不出方言区。受这
种观念支配的雷歌文人孤芳自赏，自我安
慰，作茧自缚，严重影响了雷歌的发展和
创新。

所有民歌和地方歌本都带有方言成
分，没有一种是标准的普通话。如海南
黎、潮汕民歌、台湾歌曲和雷歌一样是闽
南方言；粤剧唱的是白话，港台歌曲在全

国、全世界传唱。然而，我们的雷歌本，方
言化泛作粗俗，俚、寮语言充斥，语句韵尾
重重复复，有的重复多次甚至十多次。而
且，很多雷歌文字不能用传统汉字来表
达，要借其他字来代替，在外地人看来就
是一部“天书”，即使是雷州人看也像是流
行在湖南江永一带的“女书”。这种歌本
于民国初期，在雷城有专门的印刷厂，如
道南印书局、雷阳印书局。它们要造字、
借字代替来印刷，印出来的本子叫“印仔
本”。这种“印仔本”是雷州的老歌迷才能
诵唱，现在哪怕是刚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雷
州人都很难全懂。演出这种歌本的戏，人
们称为“包肚戏”。演员不需要背歌词，全
靠“读”歌，即有一人在幕后拿着歌本一句
一句地读给演员唱。演员不懂歌词的意
思，表情何来？如何通过肢体、形体来表
意呢，还有什么音色韵味可言吗？所以，
这种歌本和演出，首先失去的是有文化的
雷州观众。

现在，雷州农村有几百家“包肚”剧
团，演出的绝大多数是神诞戏，看戏的是
农村老人、妇女、小孩子凑热闹。当然，雷
州的古唱本，是雷州半岛劳动人民的智慧
结晶，是古人留给我们的一笔弥足珍贵的
精神财富。它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功不可没。现在这些古
唱本还有着珍贵的保护和研究价值。然
而，现代人没能在这个基础上创新和发
展，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普通话的推广，
别说是唱雷歌的人，就是讲雷话的人如今
都日益减少。例如，现在雷州的农村小学
生会讲雷话，却已经不会用雷话朗诵课文
了。再者，随着科技发展，各种新兴媒体
的冲击，雷歌如果不来一次革命和创新，
则将很快走向衰亡。

今年，我对雷州歌本做一次大胆的探
索和尝试，连续编著六本歌本，命名为“雷
震六合”。这六本歌本有如下遵循：

一是语言文字规范化。一切文学首
先是语言学。语言文字不规范，读者看不
懂，嚼而无味，不论内容如何好，都留不下
来，传不出去。力求语言规范，语句甜美，
使讲普通话的、白话的以及其他语言的，
只要读懂文字的都可读可唱可诵。

二是歌条形式要工整、韵律要合规，
严格遵守一歌四句，每句七字，平仄严谨，
一本一韵，并力求雷话有韵，普通话有韵，
白话也有韵，让读者琅琅上口，易唱易记，
入心入脑。

三是歌词努力向七绝诗靠拢。雷歌
从哪来？所有诗辞歌赋都是从《诗经》《楚
辞》《唐诗》《宋词》《元曲》中来，雷歌也不
例外。在雷州大地上留得下的雷歌精品，
都可在《唐诗》《宋词》《元曲》中找到蛛丝
马迹，或意境、或语态、或手法、或造句谴

词。作者把其精华巧妙地融汇后，变成精
品留传下来。《雷震六合》在《湛江日报》刊
登后，许多朋友给我发微信说，他们很喜
欢读这种歌词。特别是讲普通话和讲白
话的朋友，他们把歌词当成唐七绝诗来
读，觉得有味；还建议我把雷歌改名为“雷
七绝”。诗化雷歌，才能使雷歌融入中华
文化的大文化之中去，解脱雷歌在文坛中
的孤独和苦闷。

四是雅俗共赏。许多人对雅俗共赏
的理解有偏颇，总认为雅俗共赏是照顾落
后，迁就愚昧，搞得俗里俗气，不堪入目。
雷歌毕竟是文艺作品，不是识字课本。文
艺作品的写作手法离不开赋、比、兴，构思
离不开物象的撷取和意境的深化，语言离
不开典故的引用和成语的运用。雅俗共
赏关键是作品是否来源于劳动人民的生
产和生活，即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
际，是不是歌颂真、善、美。任何传世之
作，都是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中口口相
传出来，经文人的概括综合、加工提炼，变
雅了才能留下来，传出去。没有文人，就
没有文学作品。《诗经》是雅俗共赏的典
范。《诗经》里的字很深，意境更深，有的词
也很生僻，但文人和一般老百姓都喜欢读
她，背她。况且已实行多年的“普九”教
育，农村农民的文化水平已普遍提高。所
以，文艺作品不能写得太粗俗，粗俗了反
而被读者所厌恶。

五是遵循“非奇不传，非烈不撼，非和
不美”的原则要求选择剧目，安排场次和
构思情节。《雷震六合》的六个剧目都是观
众所熟悉的历史题材。《火烧赤壁》《凤仪
亭》是《三国演义》中最精彩的章回，《卧薪
尝胆》是妇孺皆识的典故，《王佐断臂》也
是流传广泛的故事。《智取威虎山》《沙家
浜》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现代革命样
榜戏。我的想法是通过人们熟知的故事
题材和信仰体系，用雷歌来表现，即是旧
瓶装新酒，让人们接受雷歌。四本古题材
的场次和情节乃第一次设计。两本现代
戏的人物、情节不变、场次做了大调整，歌
词全新，使其符合七绝诗和雷歌的语境。
旧瓶易接受，喝下去的是新酒，事半功倍。

总之，文化必须发展创新才有生命
力。雷州歌本要创新，歌谣的语言也要与
时俱进。幸运的是，雷州市委、市政府决
定创办擎雷书院，并聘我为书院的总策划
和主讲。这就为有识之士挖掘、研究、弘
扬雷州文化提供了硬件平台。未来的擎
雷书院将是文人荟萃，进行的是雷州文献
整理、史料辨析、田野调查、民俗考察、方
言研究。兴绝继微，正本清源，全面发展
雷州文化，让其昂首阔步，走向全国、走向
世界。

这就是我的希望所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已故的陈湘老
师以及有识之士对雷剧唱腔进行改革和
创新，使雷州大班歌上升为剧，成为中国
剧种之一，可喜可贺。

我和陈湘老师是忘年交，得到他改革
创新激情的感染。当时，我还是个在读大
学生，就极力支持他的创新并很快接受他
的新唱腔。作为剧本，必须有自己的唱
腔，不然就不成剧。但唱腔改革只是剧本
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本子要改革创新，
即歌词语言要规范、逻辑要严谨、平仄要
严格、用词要高雅、语句要优美。这样才
能以美来吸引人、感化人、鼓舞人、教育
人。激情所至，担当所励，连续写了六本，
大胆投石问路。

《雷震六合》即将付梓，值此机会，首

先感谢读者，同时感谢《湛江日报》。《湛江
日报》整本全版刊登后，很多读者收藏报
纸，并来电来信息表示祝贺。湛江日报社
社长邓宏森、编辑郑时雨为歌本费了很多
心思，策划、排版、认真校对，以吸引读者
眼球，收到良好的扩大宣传效应。邓宏森
社长不愧是中山大学历史系高材生，他把
我的“勾践复国”改为“卧薪尝胆”。他的
理由是“勾践”这个名字鲜为人知，“复
国”，当时的“越国”也只不过是一个诸侯
小国，而“卧薪尝胆”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典
故。改为“卧薪尝胆”会取得意想不到的
效果。我听了他的分析，犹如醍醐灌顶，
立刻把《勾践复国》改为《卧薪尝胆》。改
这一歌本名，不精通历史的人是提不出
来，堪称“一名”之师。

我的文友陈立人、吴茂信、符培鑫、张
鼎智、柯锦湘、银昌杰先生为《雷震六合》
作了长篇评论。老同学黄李活、方青、汤
其坚、柴洪流，老友陈启明、陈忠瑜、郑日
就、曾成、胡富、汪良波、银昌、邓存波等在
我创作期间，看到部分作品时，就发来微
信评论和鼓励。这就增添了我的创作力
量和激情，使我感到不是孤军作战，背后
还有千军万马。

感谢湛江市实验雷剧团，他们已把我
编著的《智取威虎山》进行排练，准备为新
中国成立七十周年献礼。

湛江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莫忠杰、
擎雷书院院长黄世锐，为《雷震六合》打
印、传递、编辑付出辛苦的劳动，在此一
并感谢！

希望所在
——《雷震六合》自序

■ 邓碧泉《雷震六合》后记

近日，由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
艺发展中心组织研发的“乡音——中华
传统声乐艺术资源库与多屏点唱系统
平台”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传统声乐
艺术资源库初步形成。

据介绍，“乡音”平台，是基于传统
歌唱艺术与互联网科技融合发展的文
化产业试验性项目，2018年入选“国家
文化创意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
展”支持项目，旨在建设一个以“听见乡
音、记住乡愁”为主题，以传唱“家乡的
歌”为核心内容，以KTV、IPTV、移动端
为传播手段，以互联网市场推广为运营
模式的民族音乐推广平台。

“乡音”平台已采集和汇聚全国各
地区各民族传统声乐艺术资源素材化

数据3106首（段），包括民间歌曲1454
首，戏曲、曲艺唱段1652个，初步形成
中国传统声乐艺术资源库。音乐发烧
友只需进入“乡音”平台，就可以通过点
击平台地图很快找到想要的曲目。

22日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拉开
帷幕的2019中国原生民歌节上，现场
表演了8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国家级民
歌类非遗项目和7个楚雄当地的民族
歌舞节目。其中，彝族歌手非明荣演唱
成名曲《一路唱到天安门》的实况录像
被现场上传至“乡音”平台云端。

“乡音”平台还在线上打造“中国原
生民歌节”板块，通过KTV、IPTV、移动
客户端等渠道，对“中国原生民歌节”展
演节目进行推广。 新华

中国传统声乐艺术资源库初步形成

2019戏曲百戏(昆山)盛典近日在
“昆曲之乡”江苏昆山启幕，来自全国20
个省(区、市)112个剧种的118个代表性
经典剧目将在此间集中献演。旨在展
示全国348个戏曲剧种特色的中国戏
曲百戏博物馆同日奠基。

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江苏省
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昆山市人民
政府、苏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承办
的本届百戏盛典为期38天。参演剧目
中,既有黄梅戏、川剧、秦腔等流行范
围较广、在全国有较大知名度的剧种，
也有扬剧、闽剧、山东梆子等只在一个
省份流行的剧种；既有四股弦、嗨子
戏、罗卷戏等平常比较少见的剧种，也
有苗剧、安多藏戏、嘉绒藏戏等少数民
族戏曲剧种;唐剧、柳腔、怀调等40多

个仅有一个国办团体的戏曲剧种亦将
揭开神秘面纱。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李群说，集中
展示全国112个剧种的代表性经典作
品，展现戏曲人扎根基层传薪火、矢志
不渝攀高峰的奋斗精神，将为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营造良好的艺术氛围。

中国戏曲百戏博物馆同日在昆山
奠基。博物馆将采用“1”个主馆加“N”
个散布于古镇老街上的各类戏曲小馆
和戏曲传习所理念,建设“无边界”戏
曲博物馆群落，兼具展示、互动、研究、
演出等功能。戏曲百戏博物馆建成
后，将成为全国唯一收集齐全348个
剧种资料的戏曲博物馆，为中国戏曲
史留下丰富宝藏，传承戏曲之美、艺术
之美。 新华

“昆曲之乡”打造中国戏曲百戏博物馆

2019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
周将于8月登场，全国500多家出版社、
16万余种精品图书将汇书成“海”，开启
一年一度的书香盛宴。据悉，今年上海
书展主宾省为四川省。上海书展还将
借力钟书阁等全国性品牌连锁实体书
店，首次走出上海，在长三角城市和国
内其他城市开设约50余个分会场。

《战上海》《初心之地——上海红色
革命纪念地全记录》《可爱的共和国人》
《初心力量》《大国坚守》以及《格萨尔文
库》《秦汉六朝字形谱（15卷）》等一批重
磅图书将在上海书展上亮相。书展期
间还将举办中国实体书店创新发展年
会，聚焦“资本融合与技术创新驱动下
的书店变革”，探讨互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等要素给图书出版业带

来的变革。
今年迎来第九届的上海国际文学

周以“家园”为主题，将举办论坛、文学
对谈、讲座和“诗歌之夜”等50余场活
动，探讨人类如何寻找可供护佑的精神
居所。包括英国作家林德尔·戈登，日
本作家角田光代，挪威作家罗伊·雅各
布森、中国作家叶兆言、宁肯、马原等在
内的海内外名家都将受邀参与。

上海新华发行集团旗下明珠美术
馆携手巴黎博物馆联盟（雨果故居博物
馆），将为上海书展带来大型展览“维克
多·雨果：天才的内心”，展出雨果作品
逾200件，包括手稿、绘画、雕塑、雕刻、
书籍、室内装饰、日常用品等，首次向中
国观众较为全面地呈现这位巨匠波澜
壮阔的文学人生。 新华

2019上海书展8月登场
首设50余个全国分会场

随着暑期
旅游高峰的到
来，上海一批文
物建筑向公众
免费开放。此
举旨在展现上
海的历史文化，
让人们走进上
海、读懂上海。
左图为游客在
上海外滩中山
东一路16号大
楼内游览。

新华社 发

走进海派建筑 读懂上海历史

■ 邓碧泉

单位证件
●湛江市赤坎区秀香美食坊宋光秀遗失湛江市赤
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5年3月2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38610，声明
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北桥市场三鸟行2排4号宋仁伟遗
失湛江市赤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2017年6月14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 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802600127973，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建设路19号内19档周贵英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7年6月15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03MA4WP8WL7R，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士博电动自行车商行柯赖遗失湛
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 2014年 12月 15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注 册 号 ：
440802600230105，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老弄堂餐饮店余慧莹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开发区分局2018年8月17日核发的
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0MA525D14XL，声明作废。
●湛江市东海岛东山镇海天路谢荣华遗失湛江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东海分局2009年1月19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06600015380，
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海景路 196号皇家公寓首层金地肉
菜市场A区49号黄艳遗失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发区分局 2017年 7月 11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40800MA4WT⁃
PRE6P，声明作废。
●湛江市霞山区联移手机配件经营部黄贵文遗失
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霞山分局2013年8月30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本 ， 注 册 号 ：
440803600359411，声明作废。
●湛江市赤坎区满景早餐馆符斌遗失湛江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5年5月27日核发的营业
执照副本，注册号：440802600204233，声明作废
●湛江开发区耀辉食品商行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4408010022043，声明作
废。
●湛江市赤坎区惠二食品店程文翔遗失湛江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赤坎分局2018年9月21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副 本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440802MA52A9NY1N，声明作废。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硇洲镇北港村后角经济合
作社遗失湛江市东海岛经济开发试验区农村信用
合作联社硇洲信用社银行开户许可证正本，核准
号：J5910003627702，声明作废。

个人证件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文章村一巷 32号 101房陈
晓文遗失赤坎公安分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
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军民路 8号金沙湾新城愉
馨苑门幢 5单元 201房何泉烨遗失赤坎公安分局

2014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广东省湛江市赤坎区寸金三横路 5号（寸金社
区居委会）黄成文遗失户口簿一本，声明作废。
●吴国良遗失湛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
年 6月 12日签发的初级技能职业资格证书 （五
级 ： 汽 车 修 理 工 ） ， 证 书 编 号 ：
1619221002513818，声明作废。
●陈俊帆遗失湛江开发区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开具的收据，编号：NO.0018869
（金额：128394元），声明作废。
●陈俊帆遗失湛江开发区万达广场投资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日开具的收据，编号：NO.0018870
（金额：21606元），声明作废。
●廉江市优的电器维修店关有富遗失广东通用机
打空白发票 （两联平推式） 三张，发票代码：
144001901420， 发 票 号 码 ： 01417094—
01417096，声明作废。
●王国华遗失遂溪渔政大队于2000年2月17日核
发的《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一本，编号：
Z09—82800042，声明作废。
●招伟红遗失粤GQ1343号车的道路运输证（待
理证）纸质证，证号：粤交运管湛字 002803449
号，声明作废。
●广西省河池市大化县大化镇城内村三京屯36号
韦乐妹遗失县公安局2017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
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农林路 8号（二） 78方广庆遗失

县公安局2016年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遂城镇边塘管区边塘村14号袁田梅遗失
县公安局2019年5月签发的身份证，声明作废。
●遂溪县乌塘镇扫手塘村18号许卫贵遗失2016年
9 月 1 日 核 发 的 残 疾 证 ， 编 号 ：
44082319870717333244，声明作废。
●罗晨堃遗失 2012年 4月 9日核发的残疾证，编
号：44082319880718731X44，声明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东岭村民委员会东岭村民小组遗
失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证明书正本，证号：
粤农集字第088202000033，声明作废。
●雷州市白沙镇东岭村东岭经济合作社遗失刻有

“雷州市白沙镇东岭村东岭经济合作社”字样的公
章一枚，声明作废。
●雷州市家家乐家居用品商场（黄小漫）遗失雷
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2014年2月19日签发的营业
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40882600255861，声明
作废。
●雷州市商业城文商房地产信息咨询服务部（吴
智东）遗失雷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8年 1月 10
日签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440882MA5184GL5C，声明作废。
●雷州市雷城镇西湖新村 210号罗刚遗失就业失
业登记证一本，证号：1301030011000015，声明
作废。
●蔡忠文 (父)、唐凤朝 （母） 遗失蔡淋嘉 （女
婴）出生证一本，证号：S440501007，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