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 歌

（汉族，西海歌）

哥 无 心

风来又讲风来冷， 雨来又讲雨来淋；

哥来又讲哥好来， 无来又讲哥无心！

演唱者：李如太，男，68 岁，侨港镇归国难侨。

搜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2 年 5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婆沥。

要 到 尾

古井里头栽竹根， 竹根几高情几深；

有义交哥要到尾， 无爆横枝掠别人！

演唱者：吴润英，女，45 岁，名歌手，泮塘李屋村人。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4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成 双 对

心想共妹讲句话， 剪刀铰硬口难开；

新打锁头未配匙， 不知何日成双对！

演唱者：庞绍荣，男，48 岁，小学校长。

搜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6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口 水 流

看见井中鱼起水， 飞天白鹤口水流：

井中有鱼难得吃， 想来费坏你心头！

演唱者：何德瑜，男，56 岁，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6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成 对 拖

独条灯草放油点， 哥妹连情心无多；

两只勘船齐下网， 有情有义成对拖！

演唱者：地角生，男，67 岁，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2 年 4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十二送情哥

（汉族，外沙“咸水歌”）

粤语演唱

一送情哥到尾棚， 俾①哥引得妹心生；

生得娇娆哥好玩， 怕爹娘怨伶莫多行。

二送情哥到尾坑， 人头凸出无遮拦；

上有棚来下有板， 就将尾坑做房间。

三送情哥到更寮， 俾哥引得妹心焦；

煮熟饭时心懒挠， 相思着病橹难摇。

四送情哥到灶口， 咁好颜容火烟愁；

手上煮食记在心， 风吹日晒搂着包头。

五送情哥到大舱， 膝头跪下手拈香；

膝头跪落对天地讲， 神鬼也知�共郎。



六送情哥到大柜面， 临行之时扯住哥敷盖；

回转眼来睇睇妹个样，问哥良心过得意无？

七送情哥到大桅边， 劝哥莫过别州船；

哥你过船妹不愿， 亏哥共妹无恩缘！

八送情哥到马坑舱， 冚钩踏住水篱旁；

还有细话未对哥讲， 自然有话要包藏。

九送情哥到磨盘心， 长流珠泪湿衣襟；

哥你过船心记紧， 当初共妹拜过良辰。

十送情哥到头舱， 私情话共哥讲到天光；

妹吃过人家茶共礼， 不是单心一条共哥提携！

十一送情哥到金鱼咀，话语讲尽心不开；

路上有花君莫采， 留心等侯情兄台！

十二送情哥恨当初， 亏妹孤单无奈何；

一夜睡落难得过， 犹如宝鸭离天河！

演唱者；冼德耀，男，70 岁，外沙渔民。

杨永基，男，74 岁，外沙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6 年 7 月。

流行地区：外沙、北部湾畔。

附记：这是一首船家姑娘对意中人由船尾送到船头而唱的咸水歌，心意绵绵。饶有海上情

歌韵味。

注：①俾——方言，给。



八月十五看月光

（汉族，涠洲岛“�歌”）

八月十五看月光， 见条鲤鱼跟水上；

鲤鱼不是漂江水， 恋妹不怕路途长！

八月十五看月华， 郎出月饼妹出茶；

吃郎月饼甜到肚， 饮妹细茶心开花！

八月十五月团圆， 粉丝炒面丝（思）对丝；

如今交了有情人， 永久千秋不分离！

演唱者：陈广恩，（见上）。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日期：1980 年 6 月。

流行地区：涠洲岛。

初 会

（汉族，传统“西海歌”）

男：渔舟回港船弯定，

网脚咬铅在（坠）江（纲）口边；

吟诗和韵歌引起，

海啸多日浪声唱（长）!

女：双抢结束农忙过掉，

种苗移植插完了秧；

靛缸停染清（青）闲无事，

鱼虾上桌去攞餐新鲜。

男：车爬斜岭到机①坡上，

哨所站岗望望四向；

牛郎会妻见只（织）女子，

织席撩齐在营坪（平）边。



女：长兄叫妹歌（哥）声响响，

打电接音传到耳边；

罅禾②过田听见惹动（垌），

金银腊味我心也瘾（引）唱（肠）!

男：外甥叫妈见你女仔开口，

机器换片接声唱；

陌路生客我无乜③识你，

三只姐妹是第几姑娘？

女：五人面生与你三无识两，

查究是非何必问短问长：

借埠抛船之（支）④问我也无使（驶），

长兄学戏唱歌（哥）你就唱。

男：棹艇手松你讲也无要（摇）紧，

转头望人以后有相见：

熄掉街灯有时路跟机过往，

入栈寄宿到你家踮踮（店）!

女：左邻右里我住在机附近，

利口⑤过线村（穿）对准眼面前；

打谷插签讲你记倒（斗），

借厅待客有时请上我门扇。

男：火烧八角讲出你村（川）乡（香）我记着，

鸿雁带书无识你姓（信）李之姓张：

刀批私戳讲出咪（乜）名字，

卧冰求鲤有时得看（寒）望你姑娘！

女：大舅踮姑有心寻妹，

梦中冷醒我是姓（性）梁（凉）；



脱胎婴儿我未安名字；

天姬送子一般（搬）人都叫我四姑娘。

男：揭红新娘共你有缘见面，

米筒减小识得你小⑥梁（量）；

催魂雀鸟又叫四姐妹，

落乡做戏以后到你村场（唱）。

演唱者：曾邑齐，男，59 岁，名歌手。

蒋日喜，男，60 岁，名歌手。

孙秀安，女，58 岁，名歌手。

何朝先，男，48 岁，砖窑工，民间歌手。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2 年 6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注：①机：方言，这里之意；有时也当这些使用。

②罅禾：方言，指野生稻禾。

③乜：方言，什么。

④之（支）：方言支与之谐音。这里船是以支计的。

⑤利口：方言，即花针。

⑥小：方言，小。

附记；“初会”是从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编印的《海啸多日浪声唱》西海歌本子中选出的

一段歌；北海市广播电台曾录音播放，深受群众欢迎。



隔 天 河

（汉族，咸水歌）

天上有星千万颗，海底有鱼千万条；

哥有情来妹有义，只恨牛郎织女隔天河！

无 知 天

我哥癫，我哥癫，我哥担凳拦门边；

俾（给）妹偷偷贡在凳底过，阿哥睡着无知天！

妹 成 仙

我哥癫，我哥癫，我哥担石俾妹煎；

石头咁硬都煎成籺，阿哥成佛亚妹成仙！

上三首演唱者：周廷荣，男，84 岁，外沙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7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撑 船 调

（汉族，以下五首属“老杨公”曲牌）

撑船，棹船，棹挨东江转，

东江呀，有只大沙洲，你妹呀，

小娘子，雅些，牡丹花又红，

姐妹仙呀！

划 船 调

男：开船解缆出江口，打救你妹上船头；

你妹好似笼中鸟，情因呀……

脱离苦海得自由！

女：上哥渡船头托天， 手执琵琶弹三弦；

拨开琴线清风起， 情因呀……

快快开船过那边！



西江月

西江月，渐渐起， 一照照入妹房里；

见妹梳装甚伶俐， 颜容标致如花枝；

花枝引来蜂和蝶， 日在身边转几次！

东海歌

五更北斗转为西， 唱段情歌送妹归；

十字路头分火把， 你便回东我回西；

妹去南山有人伴， 我归西海入准提①！

注：①佛家术语，仙界之意。

演唱者：黄斌瑞，男，74 岁，民间艺人。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6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大 话 歌

好耐无唱大话歌， 鸡生鸭蛋抱出小鹅；

搬锹上岭挖黄鳝， 放火烧山检洴螺。

乌天暗地一天星， 明星亮月一天云；

白日堂天落大雨， 海断鱼虾天断云！

演唱者：苏玉环，男，64 岁，退休工人。

搜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4 年 5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回 就 回

回就回，问仃（你）回掉几时来，

三日两日来一掉，无系大路上青苔，

左手牵衫抹眼泪，右手指路系妹回！

演唱者：苏国英，女，62 岁，民间歌手。

搜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写 信 寄

（汉族，男女对唱随口歌）

男：无心机， 走出大路问声气；

问了声气不见妹， 急急买纸写信寄！

女：你哥挂妹妹也知， 无需烦脑写信寄；

因我家庭有急事， 等多几日也未迟！

男：日思夜想在心里， 我哥无讲妹无知；

三日无吃过水米， 足足抵了九餐饥！

女：我妹知到哥心事， 保重身体长神气；

放下工夫去探望， 话语通透悦哥意！

男：昨夜梦中看见你， 好似仙女下凡时；

撒醒无见妹个面， 飘飘摇摇难支持！

妹：劝哥不要为情痴， 痴情妨碍长志气：

最怕染成相思病， 纵有仙丹也难医！

演唱、整理者：黄斌瑞（见上）

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为 风 流

（汉族，西海情歌）

撑船棹船拢江洲， 无钱过渡解衣游；

大海中间三口浪， 险些丧命为风流！

火烧岭顶火难救， 深房女子实难逗；

急水下滩放宝鸭， 声声叫娇无转头！

初出日头一点红， 妹在垌中割芋芒；

担头望见伶俐舅， 手儿割断无知痛！

演唱、整理者：庞文辉，男，49 岁，农村医生、民间歌手。

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渡你过去

（汉族，老杨公“东海调”摆渡歌）

撑船棹船到江洲， 江江都有石拦头；

教操立正一企落， 肥肉煮羹水白油油；

鲁班追娜我挨船上舞，起屋头座等侯只仙（先）姑（居）；

远路探亲行来寻我， 八仙使法渡你过去。

演唱者；庞文辉，（见上）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散情民歌 29 酋

交情交到马出角， 分离任凭石山崩；

江水停流情始断， 日月无光才分散！

连就连， 无怕刀剑在眼前；

纵然刀剑雪拱亮， 人头落地也要连！

新买纸扇白莲蓬， 一边蝴蝶一边龙；

蝴蝶归山龙归海， 不知何日得相逢！



见妹生得好颜容， 面如桃花唇又红；

开颜一笑秋波动， 深深映在弟心中！

新起大屋砖垛砖， 怎得共妹一条村；

同村无比同屋住， 朝朝洗面共铜盆！

八月十五是中秋， 有人欢喜有人忧；

有人高楼同吃饼， 有人枕上泪双流！

未嫁舅时舅讲天， 嫁了舅时断火烟；

蜘蛛牵网铝盖顶， 老鼠生儿灶面前！

广东栽竹接广西， 两省地方是你威；

有乜姻缘配倒妹， 你要什么都愿系（给）!

夜睡无着眼青青， 托开瓦路看天星；

尽见天星来伴月， 无见乖娇来伴伝（我）!

早早去到牡丹林， 牡丹滴水上哥襟；

长江流水洗无尽， 个朵鲜花香喷喷！

东边日出一团金， 跌落西山黄竹林；

黄竹多少弟识得， 只有无识妹的心！

天下星多月无明， 地上牛多草无青；

山上藤多树无大， 妹是心多情无真！

日头吊丝又吊丝， 龙眼开花百余枝；

铜盆装水高楼上， 共郎洗面笑微微！

牡丹花开在高枝， 蝴蝶无双日夜飞；

飞去飞来无处企， 借妹花园宿一时。

点火不给火花飞， 交情不给外人知；

路中遇到无讲话， 回眸一笑就有意。



见妹生得真是俏， 眼眉弯弯好娇娆；

入庙烧香引动佛， 落江洗手弄鱼跳！

初三娥眉落得早， 迟行一步无见娇；

米简拿来养宝鸭， 娇娥有义出声（升）叫！

思情思得眼闭闭， 行路不知高共低；

过山无怕山神鬼， 过勒无怕有竹围！

田头禾熟人家米， 交情几好人家妻；

不如归家守本份， 交情几好难过世！

初出娥眉弯又弯， 有颗桂树在中间；

月中丹桂娇又嫩， 哪有高枝到弟攀！

初出娥眉两头弯， 见娇坐在月中间；

美好颜容月里坐， 犹如一座牡丹山！

初出娥眉弯又弯， 有条桂树在中间；

风吹桂树徐徐动， 四边摇动弟心烦！

牡丹花开在高山， 见花容易采花难；

想变蜜蜂飞去采， 又怕蜘蛛牵网拦！

行尽天涯海角山， 手拿琵琶对月弹；

葫芦里头装红豆， 眼见相思入手难！

芥兰开花摆街卖， 贪哥勤俭无贪财（菜）；

讲到钱财我家有， 贪哥伶俐解心开！

昨夜等哥哥无来， 望星望月难入睡；

铁打灯草都烧烬， 石头点火化成灰！

白衫打底蓝衫盖， 风吹衫角四边开；

上山逗得雀儿叫， 落江洗手惹鱼来！



赶鸭落田无凳坐， 企前立后等娇娥；

牛郎织女江河阻， 几时等到七月初！

好耐无到个边天， 见妹莲花朵朵鲜；

问妹莲花赊一朵， 写张红字等来年！

以上二十九首搜集整理者：黄松甫，男，62 岁，退休工人。

搜集时间：1979 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无 分 散

（汉族，传统西海歌）

参商二星相见难， 迷途自鸽何日还：

桃园结义三兄弟， 借遮还笠无系分散！

吐 真 情

十送英台难拾分， 英台步步吐真情；

嘴含黄莲吐落地， 口也讲苦你无听（吞）!

搜集整理者：庞家佑（见上）。

搜集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二 姐 娇

（汉族，数目歌）

男：一姐不如二姐娇， 三寸金莲四寸腰；

买得五六七钱粉， 装成八九十分标①。

女：十九夜月八分光， 七仙宫女渡六郎；

五更四处敲三点， 二人同睡一张床。

搜集整理者：邓家庠，男，59 岁，防疫站干部。

搜集时间：1983 年。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注：①标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