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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平江的悦唱文学。文中先介沼平江悦唱文学的各科表現形式以及背景等知t只，
然后列挙宅者所牧集整理的一部分 説唱資料 ， 井対其特征遊行筒羊分析。

1. 研究状況
11
. 花灯戎
方世洪(2009)対平江花灯戒介沼 得彼洋知。 据方文介錯， 乎江花灯戎原叫平江灯戒，
由宋 代滑稽戒 和民問視唱表演、 舞踏等鈴、合表演さ求友展 而成。 方文介紹了平江花灯戒的来
厨概況之后， )Á刷目 、音来、表演、 舞台美求的四小方面洋掴介沼了平江花灯戒。但井没有
対具体的曲目遊行介錯。
据方文介招平江灯戎的侍銃刷目先4 8国， 由子主人的改繍与r大， 也有 72国或 120 国
之説。 音玉氏以叱悶腔演変的��腔(或南�腔〉 方基拙， 演交方平江灯戒音示。 按灯戎 72
国的曲調分美方z老花灯戒調、花灯調〈 即 小調〉、 山歌、大成調四笑。
72固灯減所用老花灯成明有: }l(湖、実紗斗火潟、麻城打圭ト湖、修鼓E室、怒湖、 四字湖、神明、近江湖、
比古湖、 謝姉湖、送郎湖、 �調、双J夫湖、治鼓湖、尺戒、 阿板、王錦!ßX亀湖、 花子嫁委湖、 関湖、 主主湖、
四郎反情湖、 制問調、迩字湖、 .'15;牌、佳板楽、張三湖、 李四湖、鶴策調、 十字湖、 突五更、好山湖、 巴陵
調.所用小澗<fm.e灯澗〉有z十四切、放凡毒事、送車日上京、酒湖、送奇姐、十杯酒、 四季相思、十決花鵠、
�余1賞、 朝神潟、 四川下米一条河、 十月朝、 五特、 比古、 十双絵、販紅茶、 悶五更、送老者、販永1授、 賀
新年、 白争1:丹、 十袋、 賞月、三盆瓜子、 老寸うさ、新老杯胎、修岳悶楼、洗莱心、来蓬湖、摘莱苔、十送、
下棋、 茶湖、 鋤棉花、 続双巾、十八撲、采花、挑粉培、 双掠妹等.

方世洪く2009: 24)
山歌与大戒調的内容没有細 説。 “侍統的平江花灯戒行当方生、E、五及点余相“三小半
柱�，" 后来友展泊四小行当。"
線上所述， 花灯戒包括灯戒、 花灯調、 山歌等。
1.2山歌
李園生(2∞8) 牧集整理了三首民歌。分別是“奴鐘�ヘ“相恩償"、“一条金些豊野差耕
蓮"。 宅者也牧集了九曲。

1.3花灯明
箸者自 200 6年牧集整理松町調， 己 整理好特近 80 曲。其中50 多曲比較 完整，筆者特其
i 泊如g20 10p加国iang)里. 阿上有
保存在伶敦大学的一小資料庫( http://elars. oas.釦.叫c/d句ostJ:
景音及歌珂。方世洪(2009)所述灯戎 小調中，筆者己径牧集到的有下列30 曲z放夙響、送
郎上京、 十杯酒、四季相思、 英奈貨、 四川下来一条河、 十月 瓶、 五特、 比古、十双韓、座
主蓋、送老者、監盈盤、 十境、賞月、 三盆昼王、 老十送、逝主怪盤、 修岳悶楼、洗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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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蓮澗、摘菜苔、 十送、 下棋、鋤相花、携双巾、十八摸、
釆花、跳粉培、塁盗盤等。其中
加銭部分 都能在上述資料庫中所到。

2. 何情平江悦唱?
本文的平江洗唱指用平江方言遊行現与唱的さ木形式， 包括灯戒、花灯洞、 山歌、夜歌
失、蓮花落、自活等多科形式。其中， 灯戒有悦有唱， 花灯洞、 山歌、 夜歌失主要先唱， 蓬
花落勾自活主要方説。 以下分 則介紹。
21
. 説唱形式的灯戎
因方世洪(2009) 己対灯戎作辻洋銅介沼， 本文不 再 多説。灯戎指地方戎曲， 有一小 完
整的故事， 中伺会穿描ー些唱曲。使用活吉方平江方吉， 但是其i吾富有角色之 分 ， 所用i吾吉
一般与 本人身紛相配， 比如羽生現t舌比技文雅， ヰさ童悦t舌比絞接近白t舌等。灯戒在 舞台上表
演， 舞台一 般搭在室外的汗陶之地。灯戎表演有女性演員， 也有示臥。衣裳比較正式。一般
演 出吋陶方自天。
2.2以唱方主的花灯調、 山歌与夜歌失
22
. 1
. 花灯洞
花灯洞指要花灯吋在花灯下演唱的i周子。要花灯方正月吋分 在着花灯到各家各戸去表演，
然后荻 得一些賞銭的地方瀞窓形式。
美子詑灯， 迩有 迭仏ーノト故事。日斤悦以前患天庄司病，彼多人患病死亡， 地方上怨鬼復多。
正当人fI'J愁子怠仏打友 迭些怨鬼吋， 有入所見怨鬼イ口在柳天。 一人税， 称忽仏不回家q尼?怨
鬼説， 我要去看花灯。怨鬼イfJ都服着去看花灯了。看着看着着迷了， 就技不到国家的路， 最
后自己就在者人1fJ拐持的花灯去玩了。所以， 毎次要花灯吋必須在神方庖里笈灯〈汗始要花
灯的伏式)， 把呆在神方庖的怨鬼イf]帯走， 花灯要 完以后， 要焼持。規掠的花灯就自白差姶怨鬼
官]。法祥怨鬼イfJ就能紅着花灯自己去玩， 捻不到回家的路， 地方上就平安了。所以花灯也称
清吉灯。
因只有正月 オ有 出場机会，所以没有寺並人員， 一般都均攻民， 正月期間岡肘 オ去 参加
花灯表演。正式演出吋， 真正演唱的均 4人， 三花〈宜角)， 豆〈女角〉各商人。三花方男性
魚色， 旦均女性角色， 但均由男性表演。 演唱主要由 迭四小人 担任， 但其他人都会部腔ロ 要
;æ灯吋化牧及衣裳都比較簡単。花灯表演不需要 男作 舞台， 一 般在各家各戸的堂屋里 即可。
花灯白天不能 出劫， 只有晩阿オ能演出。
一般 最少需要 2030
・ 人オ能要花灯。 如果去タト村， 迩需要一小熱悉i亥村情況的 本村人引
路， 協調。
紅花灯者需要 8・10 人， 多方男抜。 因方花灯臥進 出各家吋， 都会在鞭焔戸中行遊。女
該子官]害，t自鞭姐， 不敢去倣法科危陸的事。
示臥5人， 包括大拶: 1 人， 銅穆: 1 人， 砕: 1人， 琴(二胡): 2人
旦 2人、 三花 2人、 下目前打招呼的人) 1 人、 会廿〈管理犠財的人) 1 人
花灯臥 出劫吋， 首先由下貼人践会t十 出面， 去各家伺候。帖子也被有静究。需要写入一
些信息， 比如某某地，某某松町臥， 恭賀新年。有吋就是単現九句打油i寺， 奉承ー下主家。
比如有ーノト彼有名的故事， ーノト名字叫“さ"的人， 去失了 一決手表， 正在友愁的吋候， 花灯
臥上f1了。子是帯失的人倣了一首名時， 社主家特悲方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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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好笑 真好圏， 質事会俺落手園。
体明格去暗格園， 締之人善i咽。
牧到帖子的各家首先会出ー些賞銭， 金額不定， 但一般会用比較吉利的数字。 出如z 月
月紅(12)、 4季順(4)等等。

花灯臥堆 出各家之吋， 需要用爆竹接送。 一年之 中， 各家友生的好事， 領法的下帖人都
会事先打所清楚， 然后遊行祝賀， 多唱ー曲， 因方法是荻得賞銭的好机会。 作方主人， 能 得
到更多的祝賀， 当然 是高央不辻的。 賞銭也就不断地掌出来。 比如. JL子結婚了， 要賀喜，
迩要悦早日生今鮮娃娃， 女JL上大学了， 也是祝賀的対象。 祝賀肘， 一般由柳白的人倣九句
打油涛， 然后悦“唱ー只"， 迭祥大家就汗始唱起来。 当然毎唱一曲， 都是需要紅包的。 一般
来悦， 在卿一家停留的吋問t乙 就説明卿一家出的銭多。 除了各家的喜事， 剛好在此留宿的
来戚， 都会牧到帖子， 弁需要打友一ノト紅包。 唱的曲子各科各祥， 本文逃有 代表性的ー些避
行解説。 要花灯肘的牧入最高記呆 据説是 2008年正月， 在一戸人家要79 百元。
照村里的規矩， 服喪之家一般不去。 除此之 タト不能嫌貧愛富， 各家各戸都得去奔坊。 如
果漏了嚇家没去， 迭家人就有杖利対花灯臥友�. 即使持苑灯打破， 都不能有怨吉ー
22
. 2
. 山
. 歌
山歌 据説方衣民的倣衣活吋所唱歌謡。 其中以情歌方多。 内容多与自然景色、四季有美。
22
. .3夜
. 歌失
夜歌決方人道世后守第一小晩上所唱。 人近世的当天晩上，由子倣法事的人迩没i青到家，
家里面比較冷清， 但又需要陪着死者辻夜， 方打投寂実， 有情唱歌手唱一夜歌的耳慣。 唱歌
手一般均 本村人。 歌河有現成的i司， 也有 即栄之作。 箸者父来径常被選i青去唱。 据篭者父奈
尚， 唱的内容是ー些奉承死者的家属以及来戚等人的活。 因此， 迭些人会出ー些畑酒或点心
来回抜。 夜歌的形式服蓮花落相同， 需要押前， 都是以泰承主家， 以取 得主家満 意方目的。
23
. 以説先主的蓮花落与自活
“説"有蓮花落与自活等。 蓮花落在各小地方都有， 所老人俳， 辻去平江的蓮花落只有叫
花子演唱。 以前叫花子去i寸吃吋， 磁上各家的紅白喜事， 用筏子敵打寵碗伴奏， 現上一些吉
利活， 荻 得主人汗心， 自己也得到好赴。 迭些吉利活有現成的， 也有根 据各家情況 即兵制作
的打油博。 后来友展成用快板演奏， 也叫“打快板"。
“自活"指用説活的形式辞述ーノト短故事。 一般会押泊。 据老人イ日現在平江活里， 以前静
白活就是俳故事的 意思。

3. 平江説唱的背景与現状
据唱者説，平江花灯洞至少有100 年以上的 厨史。調子有 1 50 多曲。但由子没有流侍下来，
能氾住所有歌河的人不多， 箸者花了凡年吋向在牧集。 也只牧集到其中一半，J持近80曲。
現在春市期間， 衣村人的娯示方式増加， 也不要花灯， 没有机会唱花灯澗了。 只有平吋
愛好的人葉集一堂，高失了唱凡曲。 有唱的人服投ニ胡的人， 就能汗唱。 老年人一般都能眼
着二胡唱九句。 但現在 真正会演唱的人己不多。 筆者所在的村里就不到10 人了。具体的歌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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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不太清楚。 最近根少要灯， 所以年 経人都不忽仏熱悉。 7 08
・ 0年代， 一般両年之内会要一
次花灯。后来由子屯視的普及，花灯不受攻迎了， 変成隔5年オ有一次。 再后来就隔
得更久
了。 最近能要灯的人己姪根少了。 仮事村内人己径玩不了了。
山歌也恨少能所到， 白活更没有人説。i寸仮的人也少多了， 蓮花落更是少有机会所到。
現在唯一投有消退的可能要算夜歌。 因均人会辻世， 夜歌失也就会唱下去。

4. 調査状況
筆者一共澗査了3次， 洋情知下。

資料 牧集 肘向:
第一次 2 006年10月30 r:l， 31日、 11月 1日、 6 日晩
第二次 2 ∞ 6年1 1月13 日 晩碗弘歌司
第三次 2 007年 02 月24日晩釆景歌曲、整理歌河

来最歌曲

牧集地点
第一次、 第二次均在平江昼三悶多白磐村筆者家， 第 三次在平江昼原神坊紳琳琳家。
夜歌失歌河方長寿敬老院熊嫡清牧集整理，筆者対j並行了部分 朴充及修改。
唱者
01 際翠隼， 19 32年出生，男性， 三阿多白磐村人，寂民，没念辻.:j:S， 也元タト地長期滞留経
磁。 2 0歩ヲ干始演花灯的旦脚，所有的歌河都是所着学来的。 急共唱了 50曲， 歌河都在
脳子里，但自己写不出来。 只能隻述一部分歌司。
02 弦忠和1 937年出生， 男性， 三悶多白磐村人， ;&民、 小学半� 元外地長期滞留経強
帯筆者写了一部分 歌両。碗も人歌河肘， 対歌両用字姶予了宝貴意見。知道旋律， 包不知
道歌珂的調子彼多。
03 紳琳琳 三間思白人 40多歩
04王励甫 安定大栃人 40多歩
05 李曙光 併洞畑舟人〈与自磐村搭界)
40多歩
06湛妙春 紳洞瑚何人 50多歩
07 港科学 紳洞瑚侃人 40多歩

5曲目
51
. 説唱笑
以下方平江灯戒中比較有 代表性的一小曲目， 白球，官、和整理。
麻姑辻江 地方灯戎
登場z太白金星， 引z 修行墓道， 快尿迫遥， 坐白z

三十三天天タト天， 天天門外有神仙。

神仙本是凡人倣。 只伯凡人心不壁。
白z吾乃太白金星，在西方修行， 常有名弟子P4麻姑姐姐李氏三娘. 仙眼現児李氏三娘有
雄。 唆!不帯弟子免操心， 前去搭救， 渡他ー渡. 牧拾洞中， 茸起五色祥云。

唱z

萄起白云， 白是白如根. 萄起録云， 緑是録菌菌。 笥起紅云， 紅是紅似火。 萄起島云， 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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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烏波紋， 甥起黄云貧似金， 五色祥云ー芥習， 云穿沼沼快見夙。 牧云下， 白， 我iさ小模祥

雄近前， 変成江辿渡子， 一変二変原身不現， 三変四変波子出現.

渡子唱:仙家知道我太白仙。 凡人明知道波子一般， 措在江地打一望， 一元渡子二元耕。 摘皮荷
叶打一変。 変只渡船水上漂，摘根盲桐打一変， 変只那ノト竹篇水上捧。 逮辿捧到那地去. 那
地那ノト措到迭辿来。 逸j児者麻姑姐姐要来腎l陥.
〈麻姑上〉忽着那ノト変来，智道・行，不着那ノト来到大江上，姑在江辿打一望， 一元渡子二元梼. 姑
在江地高声叫， 叫声波子膏奇快汗船。 白z渡子寄寄， 借佑宝舟泣河。
波子z要英夢合作社有.
麻姑:借件、宝舟泣河.
渡子: ，z.僅来ノト皇帝?
麻姑z 我是有眼有鼻是一小人。
渡子:伯:要干什仏?
麻姑: i育格我渡辺河去。
波子z近来上舶来， 打ノト国特io
要地打今回特， 麻姑依波子打了困特，
渡子白z姑娘打ノト半図特干什，z.?体知道喝?
麻姑白=我不知道.
渡子白z我不税体当然不知道， 我家三代架船， 上船上泣大小便没有?
麻姑白:奴家己姪上辻周所的。
渡子z介、早又不悦， 我静小故事姶体折， 我公公賓館， 来了一女人， 上舶来向上厨所。 捧到河中
向女人城要寓尿， 7](又急， 没有か法， 正在焼水泡茶， 把茶壷匝脱， ー張就是ー壷。 好， ヨj
老守子又架舶， 来了一ノト老太婆， 上船没向上朋所， 捧到急水滞上， 老太婆又"4， 渡子寄膏
我要解小手， 投有亦法， 只好取下�上帽子， 一味又是ー帽子尿。 到我手里架船，倣事老穂，
是ノト規矩.
二人同唱: J願只湘送此条江， 甥鍍辻腔， 境充以略允略充， 弄允以略充。
渡子唱:体今那ノト上了我的船， 今晩来ノト就在我的船上眠， 十世修来同船渡， 百世那ノト修来同只
枕�ft民， 千里那ノト姻嫁似銭運転， 我去年想佑到今年。 拶鍍辻腔， 坊允以R冬充略允， 弄充以略
.......
Jt.。
麻姑唱z我今那小上了体的舶;今晩那ノト就在体的船眠， 十世修来同船渡，百世那ノト修来同只枕
�眠. 千里那ノト姻緯似銭塁手， 糊里糊徐乱耳人。 城元以略充略充， 奔允以略元.
波子唱=体今上了我的船， 今晩就在説的船上眠，毛的帳子吊，民鐘祉下来. 毛的塾子塾， 我
有手巾塾。 毛的枕�枕， 双手挽挽眠. íケ、的位里寝， 我的位覚。 体的位里熱， 我的位冷。 寛
対覚， 窄対窄， 冷対冷， 熱対熱。 人人道我両公婆. 境充以略充略充， 弄充以略充。
麻始唱= 己径上了体的船， 今晩就在体的船上眠， 毛的帳子吊， 夙謹祉下来。 毛的塾子塾， 我有
手巾塾a 毛的枕失枕， 双手挽挽眠。 佑的駐皇熱， 我的批里冷。 体的位里寛， 我的位里窄。
寛対寛， 窄対窄， 冷対冷， 熱対熱。 人人道我伺娘息。 境充以略充時充，弄充以略充。
波子和麻姑合唱z対的好来対的妙。 境元以R冬充略尤， 弄充以略充。
波子P昌z制，�宏鑑2藍}}..何起， 脚上黄泥又}}..何 来. 一莫不是家娘家管打卑称， ニ莫不是丈夫妊体
出1'1， 三莫不是部居欺圧体，四莫不是自己不正経.麻姑姐姐体悦我来所 . 境充以略充時元，
奔允以略充。
麻始唱:決友鐘鐘凡打起， 脚上黄泥妊了路程。 ー又不是家娘家宅打耳我， ニ又不是丈夫妊我出

267

日， 三又不是左部右合欺圧我， 四又不是自己不正経， 要到桃山看娘来。
渡子唱= 体今暁ノト要往桃山去， 要把明ノト桃山章一章， 桃山上面九只庖， 凡只庖里凡尊神。 仏僅
神圭当堂坐. 1，色僅神蚤姑商廟， 麻姑姐姐体説我来所是真不是真。
麻姑唱z位、今要何桃山事， 説説桃山表分明，桃山上面三只庖， 三只届里九尊神， 現音圭母当堂
坐，十八�訳姑商用， 渡子寄寄所真是不真。
波子唱z介、今知道桃山事， 再把桃山盆一章， 桃園山上凡正回， 月丘因来九丘尖，月兵国的栽什
�草， 九丘尖的裁的仏但占，麻姑組組体現我来所.
麻姑唱z佑今再何桃山事， 奴把桃山悦分明， 桃山上面七丘回，四丘国的三丘尖，四丘四的栽嬬
禾， 三秋尖的栽白脚占， 渡子寄寄折是真不是真。
渡子唱= 佑今知道桃山事， 再把桃山盆一章，桃山下面凡条河， 九条河来， 凡多湾， 凡多湾九多
維好多桃樹在中阿。
麻姑唱g体今再伺桃山事， 奴把桃山悦分明，桃源山下三条河， 三条河来九ノト湾， 九小湾九ノト搾，
二九十八根桃樹在中間。
渡子唱:慨然知道桃山事. �僅人犠桃園， 只有何人不伯死， 一小筋斗倫桃子， 何人提桃街前英，
何人突桃何人吃， 何人吃桃成八仙。
麻姑唱z体今要誹天上事， 我把天上悦分明，玉帝殿説一戸， 王母娘娘鎮桃園， 只有悟空不伯死，
ーノト筋斗倫桃子， 洞漠提桃街前芙， 斡愈芙桃湘子吃，湘子吃桃成八仙。
波子唱z体今知道夫上事，要把天上盆ー盆， づえ但星星独自辻，仏僅星星姐妹多，づえ僅星星娘家
去， 会但星星!崇服着， 何人一見心不忍，取下金銀化天河， 何人隔在河志岸， 何人修行皇陵

披， 毎年 九月九日会一展， 至今情和意不和。
麻姑唱2体今要同天上室， 再把天上世分明，泣天星星独自辻， 七子星星姐妹多，さ只女星星娘家
去， 牛郎星行家服着， 王母娘娘一見不心不忍， 取下金銀化天才可， 牛郎隔在河志岸， 会只郷女
修行里陵披， 毎年七月七日会一特， 至今情和意不和.
渡子唱z麻姑姐姐到了， 送我点什�， 送一曲比古。
合唱z正月比古是新年， 唐生取径往西天， 渡子膏寄意多意， 麻姑姐姐謝多謝 ， 意思迩意思，
比古迩比古。 二月比古百草排， 山伯遇却祝英台， 三月比古三月三， 昭君娘子去和藩， 四月
比古四月八， 家家戸戸忙栽描。

以下方紳琳琳、王励舗所唱比古調歌河， 只有三ノト月。
正月比古矧�. 唐生取短往西因，所帯盟人有三小， 七会疎開宙.

二月比古克拍図， 三姐打扮上彩圏， 文武百官千千万， 修析的単打平貴図。

三月比古三月国 ， 昭君娘娘去来骨， 手掌琵琶三仙子， 釦輔泣崖多崖f1因。

5.2唱美
5.2.1花灯澗

《十双韓子》
iさ首曲子協述了一小 姑娘一年之中方情郎作了十双鮭子的故事， 表誌了 姑娘対情郎的一
片真情。 手工{故鮭是一件f良雄的事。特別是打鞍底， 法是最ヌ艮辛的事. 宅者母来経常因方打
鞍底 而把手弄痛， 辱致不能干其他事情。 即使 迭祥， 一年之中也倣 不出全家 七口人的経子。
以遠首曲子可以看出 姑娘対情郎的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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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是新自，姐把鮭子園。 二月是春図，姐把情寄困.
三月是清園，姐把皮匠園。四月立了圏，姐把鮭1唱。
五月是端阿，姐把情寄留. 六月是炎因，姐把笹子園。
七月立了夏，姐制青寄歪.八月是中園，姐把情奇園。
九月是重囲，姐把情唱.十月立了図，姐把情唱。
《四盆花灯》
迭是喪花灯肘恭喜小該渡有好吋所演唱的曲目。 主人家有該子念有念得好的"有望上高
中或者大学的，会用此曲目来祝賀他。 全曲就用了一小前。奇怪的是唱曲的最后一句不押前。
一重花灯ー童図，照見揺1+1父子園.一面照見孔夫子，二面召見渡布図。
二盆隼灯ニ童図，照見羽生去科圏，宗姉傘起文章来，一筆牧点状元図。
三盆花灯三童図，照児状元瀞街国，文武百官都来看，看来看去状咽。
四盆花灯四盆図，照見状元特家図，一面回帰父母，二面回失看勝。
《四季相思》
歌珂自宅者父来*J官、和整理。 四季相思在各地有根多版本，其中以云南小澗有名。 箸者
也所近岡上的四季相思，但其歌河与平江的版本有区別，旋律則完全不問。
迭是表迭一小姑娘対自己外出的恋人相思的歌曲。 通迂一年四季的季市変化，唱出了自
己的相思苦。 一年之后情郎終予回特家因吋的共沓之情也表現得淋滴尽致。
春季肘，万物隻亦，百草友芽，杭牧打扮好了，可是情郎不在身述。 夏季里，荷花出水
香，没有心情椛牧打扮。秋季里，耳好情有投有人都忙梢帯，冬季里，担心情郎受寒而坐立
不安。 一年近去情郎会冬子回特家多，始娘的相思得到了慰労。
一小季令分一段，一段用ーノト前 。
① 春季里相思，絶問因，百草排芽適地生，棚咽，我郎先客常常在タ}園。 枚合元心賞，腫花
搬照容。 可怜奴，杭牧打扮元自咽。 莫不是在タf函，男有女天圃，忘却了奴当初，枕壇上的
園。 奴明奴的郎，心腹上的人ん， 年少人忽仏就把良
② 夏静季里醐相 恩，荷花出水圏，丙瞭震蓬齢松搬慨去 折咽函，熱唱，家人独坐好不 梱
詞 冨。
泊似長江水，点点湿衣圏，可怜奴，独坐空房跡唱，明有暇心去誘霊園，等只等情郎回，
細細説言園。 奴明奴的郎，心腹上的人，君人'樵惇不像人4唱。
③ 秋季里相思，丹桂花)l圏，寒虫叫得細細又圏，好不， ι園 。 半晩三更，凡吹唱。
細雨箇前酒，堆家吹玉圏，苦命人最伯所得凄咽。 我郎ー去，路近山圏。 修封情有，桝
奴帯因。 奴明奴的郎，心腹上的人，奴均体，失上 迩有苔天在。
④ 冬季里相思，膳梅帯雪国，天降鵡毛棚落下因。 我郎先客毛帯寒衣園。 想郎身上冷，奴家
控心園。 到晩来，准人与体鋪剖語。 多情多文是我女裾圏，元情元文是体小奴因。 奴明奴
的郎，心腹土的人，奴赫，人不知暁，元唱。
⑤ 四季皇相恩，害了奴一回，忽所f1タト好像我郎回.奴家喜i咽，経移九歩来到隼堂園。 笑股
来相図，双手搭郎圏. 苦命人，今日恩来明日想，恩来想去我郎国家圃，洗手焚香叩謝苔
因 。 奴明奴的郎，心腹上的人，郎先奴今日迩了奴的相思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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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ふ2.山歌
《十杯酒》
迭是丈夫規劫妻子的内容。丈夫用十杯酒来劫戒妻子，ーて要孝敬父母，二要不嫌丈夫，
三要非子教法，四要普待奈朋，五要勤操家条，六要普管家財，七要妨妙鋲布，八要一因和
主主，九要相交好友，十要重視法相。迭首曲子能看出封建社会対担女的苛刻要求。

一杯酒湖歯，父母法上要周園，敬重父母天知暁，槍前滴水不差分，葬大)1.女照祥行。
二杯酒劫咽，丈夫主陥切莫圏，婚姻本是前生園，五百年前所咽，世阿由命不由人。
三杯酒功労椙， )1. 女失上要 周圏 .

葬 子教法 要完要，葬 女計釈教消園， 免的家 娘耳封週。

四杯酒劫嘱，来戚朋友要周圏，来戚朋友常来往，高来低接款イ吃圃，家有賢要人人園。

五杯酒劫楢 三餐概 要 周囲，三餐茶仮宜 浩冷 丈夫 彬制調 ，
組竹筒挑水后喝。
，

六杯酒劫鋪圏，移祉上面要周圏，有借有 迩千百特，借去不迩送前程，皇家有肘也借兵.

七杯酒来効利宣，紡妙鋲布要周園，有一両妨姐銭，有一斤来倣イ咽，寒天不味撒唱。
八杯酒来劫姻，口舌上面要周圏，翁姑連理数照，一因不ロベ幸福増，和睦家庭福緒。
九杯酒糊楢，有心交友不在圏，千両黄金雄官姐，四両黄銅要命圏，見腕え絶唱。
十杯酒来劫嘱 ，郎劫糊椙 ，世阿只有 制園 ，作 団幹地最咽，人有 知明就清画 。
《当家》
遮是由夫妻偶対唱的一小曲子，汗始叙説了当家的雄赴，然后夫妻伺斗嚇， 与上文“丈夫
E閥切莫嫌"相反，妻子 嫌奔自己!1�背的丈夫，井世児丈夫早点死，自己可以改嫁則人，而
丈夫，則堅持自己会長命万年，市吐妻子永返也改不了嫁。内容夙趣，令人友笑。
合:当家雄少当圏，思想当家舌咽，清早起枇イ牛事，油 盆柴米醤酪圏.

妻z 前決定的一咽 ，后面顕著ー現園。
夫 : 前決定的一

帯生，后地腺l姶ー狼婆 。

妻z哨的詑子早些死，好的我蛾妹子好嫁別人。
夫t我聡子不死万万年，看体蛾妹子嫁何人。
ゑ2.3夜歌失
劫減死者家属不要街心， h人死者近世，孝家i青唱歌人来唱到孝堂上唱歌人的対歌，最后
歌頓孝j明父母会有好扱， 不孝敬父母会遭怨男。因本文太長，此赴不再引用，具体清参考附
表的資料。下面所示唐朝十八条好波唱的是唐朝十八位名将的故事，也是夜歌的ー粋形式。
《唐朝十八条好況》

一条好波李元園，他的武捌咽，手鍋種八百因，打高天下対姻.
二条好況字文都，手中傘起留重鍾，他是雷公下凡坐，要与元箱定輸車。
三条好況袈元圏，青春年少好本園，銅種也有六百圏，描出元覇三銅園。
四条好訳雄飼圏，一生住鶴喝一天行到太行回，双拳打虎不平囚.
五条好双伍云固，他在南陪浩司留，后列瓦関東火固，同伐拐f保事唱。
六条好訳伍天賜，両背也有千斤カ，他在抄陀方察国，后到乱肉把名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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歩成腕第咽，久学一身好唱，祖代姉伶回弓圏，忠心歌歌保唱。
八条好況栃材圏，原先順随咽，鎮守登1・1・1与両国，朝村他築山国。
九条好況説文圏，持大力在手回，他今鎮守備図，一身武宮不咽.
尚姉徒来第 士図，三件宝貝好喝，手中傘起提炉圏，呼雷豹耳把入園。
十一条好況新文理，両管也有子斤カ，身穿線開唱，他是陪朝一秘密.
十二条好訳文IJ柑，北風吹劫岡春図，招兵芙弓又l咽，山海美前自制�.
十三条好訳王伯圏，算他是小猷圏，学得百歩好穿圏，靖投李密把身回.
十四条好況史太圏，前来投奔瓦向函，実柳庖 中結文因，三十六路好英極.
十五条好双舎明月，也有一身好武玄，扶助岐金事娃図，許南放火反山因。
十六条好訳秦叔園，実弓販欄納骨重装双粁虎台圏，忠心歌歌保唱。
十七条好波数敬圏，当泣元帥州圏，老王封他打君圏，后来鞭断命H調。
十八条好僻咽，二階上制咽，也与公主錯場不投康王命!咽。
周不周来全耳包，前人留姶后入園.
5.3説英
5ふ1蓮花落
蓬花落既有以前流侍下来的曲目 ， 也有 即兵制作的資料 。 宅者牧集了凡小 即共的資料 ，
但由子篇幅美系， 留待下次介紹。在此伎介招待続的曲目 ・十杯酒。 迭是祝賀小按将来長大成
人 之后能移考上状元的-.1ト曲目 ， 多在イ咳倣三朝 酒吋用。 一 杯酒ーノト前， 十杯酒共用了十
小前， 用十杯酒来道尽祝賀 之情。
①
②
③

④
⑤
@
⑦
@
@
⑮

一杯酒酒味圏，燕子双双伏梱，馴此燕何方去，千里街花奔唱。
ニ杯酒酒味圏，男有春光女有国，男有制定四圏，女有賢良掌家図。
三杯酒満車圏，喜鵠槍前叫喧画。 喜鵠槍前述声回，状元失上描金因。
四杯酒壷 里圏， 状元打職金園。 金霊殿上招鮒弓， 皇宮内 院侃成因。
五杯酒満咽， 董縛心点 唱。普心感劫天和地， 天差娯女結 良圏。

六杯酒嘉子園，刻各家具去招園。 招了三富井六院，腹戸阿斗一帽。
七杯酒満童図，味公百忍失ー園，允駒宝弓朝廷献，皇上封他一品臣.
八杯酒壷里圏，王母炭寿把咽，八洞神仙来炊園，加賜隅九千函.
九杯酒酒 又圏， 天官送子双唱。蹴必生朕麟子， 朱騨点状喝.
十杯酒酒 咽， 賀腕蛾富又楽園. 臥我建都立了身， 老板人兵財 也封 。

人制定生貴子，財糊定斗量画。 嬰就嬰了休獄図，太公就把約対園。
太公牧了鋭圏，貧子牧了蓮梱.伊只腕要了図ii，下次三朝喜事又再因。
5.3.2自活
《三十晩上》
迭小自活排述了大年三十晩上友生的一系列的不可思波的事情， 大年三十的晩上， 本来
是各家享受一 家図困之吋， 却有賊去倫茄子的神子， 市本来看不見的膳子能移看見， 所不見
的葺子也能所見，腿脚不便的肢子更能去追妊， 和尚有鱒子，播種〈洗衣糧〉能西溺喝等等，
所有的描述都引人友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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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夜俸俸月光，減倫茄枠，眼子(陪子〉看見z輩子所見:
肢子府条冒ナL府担，祉起一越，妊到着三水田里，I友生只筆:
起到石板上，脚尖採小董大略眼:妊到十字街上，碓小董大ノト刺窪，
Z主条冒勾腐担，祉起一描，抱ノト鱒子出来一看， 迩是小和尚.
前日進不的，后n遊不的，走ノト猫眼里，一抱就遊舵，
大鍋五亙昼〈煮不下) ，細鍋文不尽，傘只鼎健文l拡迩浅略多則.
上屋女子来洗衣，ì:寸瓢溺吃肱，傘ノト雷纏(洗衣糧〉函瓢揚地吃略，
点滴細主主側在側上，長ノト藍盆大的泡脳〈泡泡〉。
《自活三花自》
迭也是一小逗笑材料，:ìさノト笑t舌俳述了一小想学玄而又不慮、意吃苦的人，所了人家的活，
去学倫潟，11命潟吋被事J\住，挨了昼太智一頓痛打，却反来浩伺昼太守方何不能学愉潟的故事。
曽t己得那年子，撞今的毛主神，他活帯我下山学手国 ，
我活是学重唱，毛弓カ，学経略，毛本銭。
他活不要我略物和本銭，只蛾一拍好白米，帯我下山去す叉圃 ，
渦明快来吃竹ぺ凡手九手抹拡凡只潟，随手掛在跨唱 ，
毛吋鬼看見世， 把我送到太街旦，太街坐馳堂，坐的急， 坐堂就粛我略扱潟賊，
‘
吐吐吐単打王八 鬼子差京西， 駒子好古体不学， 要学駄来扱圏 ，
我活是挟璃是手Z，看酌子(均イ十仏〉学不的，
太街就友砿�，商寿一声叫捻来，祉娃我略樟，打:陸我略楢，中伺現ノト吊弓装，
解大手用瓜瓢，解小手用竹栓，
我后里澗心下山学正経。
学倣紳点雄鈷掴 ，洞心学拡来咽 ，
去様傘腕斗圏 ，調心学肱去看国 ，
去看圭卜就耀i咽 ，我澗心学拡去聾圏 ，
去撞神糊圏 ，我澗心学肱剖1圃 ，
去剃脳就ヌ住修髭，我調心去学肱去沖帯，
沖帯又ヌ咽 ， 我鴻心学岐去要花子園 .
花子公， 正月伺要花灯，二月向放凡等，三月阿賀市鵠，
四月間摘禾秩， 五月間散包公， 六月阿扇花蔚，七月向打涼粉，
八月向販焼併，九冬十月接毛栗，依哨暁哨依q牙哨咳，学倣芝多就不非身。
6. 分析

6.li吾音特征
唱曲中， 文法音多見。 比如下列迭些字， 白i実与文様音不同，唱吋多使用文i実音。
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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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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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唐朝十八条好汉》
三


条


好
汉
裴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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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春
年
少
好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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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语法特征
“把”的特殊用法。
下列歌词中的“把”字句，现代平江话里找不到，普通话里也没有这种说法。现代平江
话用这样的把字句时，动词后面需要带补语。这是以前的平江话的说法，还是由于是歌词的
原因而出现的用法，今后尚须更进一步研究。
歌词
现代平江话
姐把鞋子连。
情姐把鞋连整。
姐把情哥留。

普通话
情姐把鞋子做好。

情姐把情哥留下。

情姐把情哥留下。

“哒”的用法
在平江话里，
“哒”一般表示动作的完成，如下面的①、②、③。但④、⑤中的“哒”的用
法却不明了。
①

几手几手抹哒（抓了）几只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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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肘鬼看見拡〈看児了)，把我送到太衛星，
太街坐拡堂〈坐了堂)，坐的急，
④ 看卦就ヌ住i膏神，要学肱来抑毎〈要学{糾)，
⑤ 学倣併点ヌ住鈷眼，調心学拡来謹縄〈千脆去学接縄子)，
②

③

6.3. 其他特征
特征之ー

愛情的活題多
共子男女愛情的活題恨多。忌数的一半以上都以男女愛情方活題。比如， <<看花》、《阿
花》、《賞月》、《摘菜苔》、《思情活》 等等。 男タト描写婚タト情的曲目 也不少， 比如《鋤棉花》。

特征之ニ

利用数字、 季哲、 月扮等展汗曲子
《四季相恩》 就利用了一 年之中四小季常的自然現象， 分別描述了自己的相思 之情与季
哲変化的美咲.
春季肘， 万物隻亦， 百草友芽， 姑娘相恩情 郎， 夏季皇， 荷花出水香， 倣得統牧打扮。
秋季里， 情有写好元人帯， 冬季里， 担心情 郎受寒坐立不安。
利用毎ノト月的常笥造就一首曲子，比如， <(十双鞍子》 就利用“正月是新 年，二月是春分 ，
三月是清明， 四月立了夏， 五月是端阿， 六月是炎天， 七月立了秋， 八月是中秋， 九月是重
岡， 十月立了冬" 一年的変化。 男タト《看花》、《放羊》、《当兵歌》、《収古》、《向花》 也利用
了一 年之中的十小月。

結i吾
本文対平江的悦唱文学作了一ノト初歩介紹。現険段 能看到的特征有: l吾音方面表現方唱
曲中使用文i葉音多， 培法特征有特殊的“把字句"， 完成杏助河 “地"的有些用法不甚明了。
迭只是現附段 能看到的特征， 而且資料也有限。 今后篭者特継接牧集平江的地方文化資料，
最終結集出版。 本文介沼的曲目 中， 比古調、 十双軽子、 四蓋花灯、 四季相思、 当家、 十杯
酒〈蓮花落〉 等曲目能在同上(htゆ:l/eJar.soas.ac.北Ide positJ:泣lang 2010pin国iang )所到景音，
看到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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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ー倒 。
‘表示方押前的字.
白 “ 要完了" 的意思 。
w “ 果子" 的JL 童用 i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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