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劳 动 歌

（汉族，西海歌）

稻 花 香

阿哥把田妹插秧 汗流夹背心也凉；

风雨辛劳不觉苦 但望秋来稻花香！

卖 衣 裳

中午锄田正当阳， 一粒汗珠一粒粮；

谁知秋收交租后， 还要当被卖衣裳！

上二首搜集整理者：庞家佑，男，54 岁，北海市演出公司党支书。

搜集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把 种 播

春来田间把种播①， 牛儿犁行如穿梳：

快行几步跟上舅，又怕种籽落得疏！

搜集整理者：陈乃志，男，64 岁，退休工人。

搜集时间：1987 年 3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注：①指点种坡禾。



唱 条 歌

赶牛出坡唱条歌， 老板骂我吃粥多；

一年三百六十日， 个条狗命得餐摸！

赔 六 箩

赶牛上岭唱条歌， 唱得歌来牛吃禾；

吃了几多对我讲， 吃了三斗赔六箩。

无 为 难

叫我唱歌无为难， 赶牛吃水无得闲；

一日时间无几耐， 日头渐渐落西山。

上三首演唱者：黄二嫂，女，48 岁，高德镇居民。

搜集者：韩家照，男，56 岁，北海市群众艺术馆干部。

搜集时间：1986 年 12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摘 石 榴

小时共妹去看牛， 同上青山摘石榴；

三年两年妹嫁了， 记着青山双泪流！

搜集者：庞家佑（见上）。

搜集时间：1686 年 9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望 鹰 飞

无心机， 解衣垫坐望鹰飞；

望见高山人割木， 哥拉妹扯无分离！

搜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45 年。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叹 鱼

（汉族，外沙“叹家姐”调）

姐：问低①乜②鱼出身为正大，

乜鱼为大乜鱼为强？

妹：家姐，海公出身为正大，

海公为大锯鲨为强。

姐：问低乜鱼出身头尖尾细，

乜鱼头大尾巴齐？

妹：家姐，吹鱼出身头尖尾细，

鳘鱼头大尾巴齐。

姐：问低乜鱼出身鹅蛋粉，

乜鱼起水头戴金鳞？

妹：家姐，牙带出身鹅蛋粉，

头颅起水头带金鳞。

姐：向低乜鱼出身又听板引，

乜鱼起水头戴刀痕？

妹：家姐，归苍出身又听板引，

赤鱼起水兴戴刀痕。

姐：问低乜鱼出身石口做巢，

乜鱼起水死得河流③？

妹：家姐，石斑出身石口做巢，

黄翔起水死得河流。



姐：问低乜鱼出身红彤彤，

乜鱼起水把盐藏？

妹：家姐，红鱼出身红彤彤，

大妈④起水把盐藏。

姐：问低乜鱼出身在海碰，

乜鱼起水喊爹娘?

妹：家姐，马鲛出身在海碰，

叽鲛⑤起水喊爹娘。

姐：问低乜鱼出身身无鳞，

乜鱼起水满身泥洴？

妹：家姐，门鳝出身人话无鳞，

跳鱼起水满身泥洴。

注：①大姐称妹为“低”。

②乜——方言，什么的意思。

③鱼惨死之意。

④大妈——即左口鱼。

⑤一种鱼的谐音。

演唱者：吴益芳，女，48 岁，驳艇工人。

黄亚妹，女，47 岁，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9 月

流行地区：北海外沙、北部湾畔。

附记：这是一首通过姐妹对叹，唱出大海里鱼类的性能和特点的“叹家姐”调。清新甜畅，

别具鱼歌风情。



鱼 满 载

歌声飘扬浪花开， 劳动热情滚滚来；

劈浪飞舟撒银网， 歌伴征帆鱼满载。

浪 悠 悠

日头落水浪悠悠， 妹在港口盼归舟；

远望水天相接处， 几片帆影伴海鸥。

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整理时间：1958——1979 年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揾 世 界

逃荒来到北海街， 老婆男女一总拐①；

一条竹杠两根索， 码头车站揾②世界。

风吹雨打兼日晒， 肩挑背托顶硬挨③；

平时爱吃“新鲜米”，④ 家里无安隔夜柴。

搜集整理者：陈乃志（见上）

整理时间：1987 年 2 月。

流行地区：北海市。

注：①拐——方言，抛弃。

②揾——方言，寻找之意。

③挨——方言，熬过。

④“新鲜米”——意味过去搬运工人朝做晚食的生活情景。



哪里飞来一座山

（汉族，西海歌）

哪里飞来一座山？ 东北横卧到西南：

身长五百七十尺①， 高插牛尾岭腰间。

大伯担泥顶上倒， 手挽扁挑笑盈盈：

东望青山抱绿水， 宛如一面大明镜！

明镜就是库中水， 一库绿水万库粮；

从此田庄脱灾旱， 幸福如同流水长！

库水不是天生成， 一座新山把它拦：

此山究竟哪里来， 三月苦战在期间！

自古说道天神恶， 天神哪敢来逞能；

还是我们一双手， 勤劳改造旧江山！

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时间：1958 年 4 月。

附记：这是一首歌唱北海市牛尾岭水库大坝建成的民歌，当时受到群众喜爱和传唱。曾刊

载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歌唱大丰收》。

注：①指当时水库大坝全长 570 多公尺。

钻穿海底水晶富

于朵花，万朵花， 比不上北部湾的石油花；

石油花开香万里， 油龙飞舞放光华！

茫茫苍海竖钻塔， 海上油工威力大；

钻穿海底水晶宫， 牵出油龙走天下……

整理者：白仑，男，45 岁，地角镇文化站干部。

时间；1982 年。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摇 橹 歌

（汉族，“姑娌妹”调）

橹尾摇涟， 棹尾起溅，姑娌妹！

拉疏拢橹， 等哥摇前……

新排无鱼， 旧排有，姑娌妹！

拉多拢橹， 擂过排头咧……

演唱者：吴益芳，女，48 岁，驳艇工人。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8 月。

流行地区：北部湾畔。



十二月送人歌

(汉族，外沙“咸水歌”)

（粤语演唱）

正月送人是新年， 春满人间红鲜鲜；

哥你落艇妹荡桨， 问声哥上哪只船？

二月送人艳阳天， 春光明媚百花鲜；

东风鼓起远征帆， 乘风破浪永向前。

三月送人人去远， 海鸥绕船叫声喧；

海鸥啼出七个字： “切莫丢妹心一片！”

四月送人西南起， 风吹浪花白涟涟；

劝哥稳坐妹的艇， 不要脚踏两只船！

五月送人赛龙舟， 龙舟鼓响动心弦；

哥把舵来妹划桨， 同心合力快如箭。

六月送人雨水天， 一朵黑云影天边；

老天下雨不打紧， 张开船篷共哥掩。

七月送人到立秋， 秋风送爽乐翩翩；

水乡景色美如画， 画中生活比蜜甜。

八月送人月团圆， 中秋朗月照中天；

哥妹最好如圆月， 莫做残月各半边！

九月送人重阳节， 菊花美酒摆船舷；

哥把杯来妹把盏， 三杯两盏醉心田。

十月送人是立冬， 寒霜冷露洒襟前；

别人怕冷舱里躲， 我今送哥热情添！



十一月送人波粼粼， 金虾银鱼跃水面；

送哥出海赶潮汛， 满载归来歌声甜！

十二月送人到年边， 爆竹鼓乐闹喧天；

千船万艇汇港里， 喜庆渔家丰收年。

演唱者：杨永基，男，74 岁，外沙渔民。

陈荣禄，男，76 岁，外沙渔民。

搜集整理者：韩家照（见上）。

搜集时间：1980 年 8 月。

流行地区：北海外沙，北部湾畔。

附记；此歌曾刊登于广西《山歌报》第 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