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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珠海之韵
□ 邓诗敏

我和我的日子
□ 冯嘉雯

夏天的珠海，炎热中夹杂着一
丝海水的清凉气息。从鸡山牌坊处
进入，再绕过几条安静的小巷，我们
便看见古朴典雅的松鹤唐公祠在烈
日下庄重地矗立。祠堂外墙悬挂的
鸡山村村史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秋对歌会传承基地的牌匾，无声地
诉说着村庄百年的故事。

“鸡拍”是鸡山村的古称。其因
该村背山面海，坐南朝北，后山奇异
多姿，林木苍翠，一眼望去，俨如展
翅腾飞之雄鸡。鸡山牛歌是鸡山村
的特色民俗，原本是牧牛人在田间
闲时自编自唱的民谣，后受到当地
人的喜爱，逐渐从民谣发展成为一
种小调，并形成了中秋对歌会的传
统。鸡山牛歌从明末传唱至今已
有近四百年的历史，后经过多方努
力成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得
到了多方面的保护和发展。

为了更好地了解鸡山牛歌的前
世今生，我们几人来到珠海市唐家
湾镇鸡山村，拜访鸡山牛歌非遗传
承人唐章雄和鸡山村村史馆馆长唐
燕玲。唐章雄虽然已至耄耋之年，
但仍精神矍铄、对答流利。在交谈
中，唐章雄一直尽量用普通话与我
们交流，遇到不确定的问题才偶尔
用粤语表达，由唐燕玲转述。

唐章雄是目前鸡山牛歌的非遗
传承人，也是已过世的鸡山牛歌重要
推广和保护者唐贻程先生的女婿。
鸡山牛歌在20世纪由于历史原因中
止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唐贻程先生
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鸡山牛歌中秋对
歌会于2006年复办并延续至今。

关于鸡山牛歌的起源和中秋对歌
会的寓意，唐章雄介绍到，过去的人们
在劳动时要抒发心情、娱乐心灵，由此
便产生了牛歌。后来，人们在中秋八
月十五的晚上集中庆贺中秋，举办对
歌会。目的不在于争胜负，只为讨个
吉利，图个兆头。歌会的胜负结果只
为预测第二年是“鱼虾大汛——好江

海”或“五谷丰登——好收成”。
关于鸡山牛歌歌词的记录，唐

燕玲说：“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些牛歌
的歌词都是阿公（唐贻程）靠记忆记
下来的。阿公那时候七八十岁了。
每天四点钟他就起来记录牛歌歌
词。”濒临失传的牛歌就这样被一点
点抢救回来，变成悠扬的旋律，回荡
在鸡山村内。由广东人民出版社于
2015年出版的《鸡山村史》按照内容
分类收录了牛歌歌词，清晰明了。
由珠海高新区（唐家湾镇）文化中心
编印《鸡山牛歌中秋对歌会歌集》则
反映了牛歌的新内容、新发展和新
风尚。这白纸黑字记录着鸡山人民
的美好期待，凝结着多方的辛勤付
出，回荡着鸡山的历史余韵。

翻看鸡山牛歌的歌词记录，我们
发现鸡山牛歌只记录歌词而没有音
乐的调值。那么对于不了解鸡山牛
歌的人，看到这个歌词要怎么演唱
呢？对于我们的这个疑问，唐章雄为
我们表演了一段鸡山牛歌。“八月十
五系中秋，中秋明月照当头；人哋阿
爹有钱吃月饼，我哋阿爹冇钱吃芋头
糕。”歌声余韵悠长，我们都沉浸在鸡
山牛歌的独特韵味中，仿佛回到鸡山
牛歌起源的田间地头，倾听属于人
民、属于生活的最质朴美好的期待和
向往。“只看我们鸡山牛歌的歌词，谁
都不会唱。只有我们会唱这个调，所
以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祖先的文化遗
产保护好。”唐章雄满怀自豪地说。

从2006年中秋节起，在唐贻程
等人的努力下，由唐家湾镇文化中
心和鸡山社区居委会牵头，举办了
大型中秋对歌会。此后中秋对歌会
便延续至今。2009年，中秋对歌会
入选珠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名录。2012年，中秋对歌会入选广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
2016年，珠海高新区在鸡山社区设
立鸡山牛歌中秋对歌会非遗传承基
地。中秋对歌会得到了广大人民群

众的支持和喜爱。
听闻早前的中秋对歌会比较简

单。“以前场地都是长满野草的。我
们要办对歌会，就叫人去割草。”而如
今，鸡山村的文化广场、松鹤唐公祠
（村史馆和中秋对歌会非遗传承基
地）等设施十分完善，资金也更加充
足，中秋对歌会的活动内容也就日益
丰富。除了对歌，中秋对歌会还有醒
狮、舞蹈、太极、咏春等表演活动。

中秋对歌会的宣传方式也发生
了变化。据二人回忆，过去主要是
由一位村里的老人义务地在村里敲
锣宣传活动。可见村人对村内事务
和鸡山牛歌的热情。而后随着新媒
体的发展，中秋对歌会的宣传也搭
上了互联网的快车，一个微信群就
能通知到村里的人，在网上能看到
中秋对歌会的精彩视频。珠海的主
流媒体也前来报道这一独特民俗。

鸡山牛歌的传承与保护离不
开非遗传承人的带头作用。作为
鸡山牛歌非遗传承人，唐章雄承担
着鸡山牛歌传承与发展的重任。
除了非遗传承人的基本义务，如掌
握保护鸡山牛歌的基本唱法，做好
保密工作等，唐章雄也根据实际情
况尽可能地为牛歌的保护和发展
找路径，扩渠道。每年的中秋对歌
会，唐章雄都会到场。他也登上讲
台，在青年学生群体中播下传承鸡
山牛歌的种子。鸡山村内的唐国
安纪念学校在每周一、三、五的最
后一节课会教学生唱牛歌。唐章
雄不顾年岁渐长，坚持到场教学。
青少年渐渐能独当一面，在近几年
的中秋对歌会上演唱既继承传统
韵调，又彰显时代风采的鸡山牛
歌。随着时代发展，鸡山牛歌也需
要在内容、形式等方面与时俱进。
据唐章雄介绍，他们每年会做新的
歌词来记录和反映时代发展。在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他
就创作了新的牛歌。

通过进一步交流，我们了解到，
尽管鸡山牛歌已被列入广东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受到多方面
的支持和保护，但其传承与发展也
面临着困难与挑战。一方面，部分
牛歌传承人因为年龄和健康原因，
没有办法继续参加牛歌演出、教学
等活动。如今，主要是唐章雄一人
扛起牛歌传承的重任。另一方面，
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节奏的变化，
鸡山牛歌的受众也渐渐收窄。如
今，鸡山村也在尝试推进鸡山牛歌
录制，将鸡山牛歌尽可能完整地保
存下来。村里的很多年轻人也慢慢
加入到牛歌的录制、教学等环节中。

在傍晚的舒适温度里，我们和
唐章雄、唐燕玲作别。在夕阳的温
情注视里，松鹤唐公祠无言矗立，闪
烁着温和的光。一大群孩子在松鹤
唐公祠里嬉戏打闹。热热闹闹的声
音让这古朴低调的村居充满了蓬勃
的朝气，蕴含着无限的希望和憧憬。

牛歌中秋咏不绝，鸡拍桑梓情
悠悠。鸡山牛歌是鸡山人民劳动与
智慧的结晶，是岭南音乐与文化特
色的体现，是联结故乡与游子的精
神纽带。百年鸡山牛歌在前辈的努
力下，在青年的助力下，在少年的接
力中，获得了新的生命，焕发新时代
的光彩。鸡山牛歌的传承与保护彰
显了村民对家乡文化的款款深情，
展现了政府、社会等力量的合力支
持，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
发展提供了示范。

作为自五湖四海来到珠海学习
生活的“外来者”，我们走进鸡山，了
解这传唱百年的牛歌，聆听传承人
的朴素心愿，记录中秋对歌，领悟乡
情绵长。在珠海，我们感受这座美
丽的南方海滨城市里的人间烟火与
车水马龙。珠海生活里的种种如同
海浪，一层层地翻涌，谁也不知会冲
刷出什么来，只是每次翻涌都有清
脆悦耳的海浪声，韵味悠长。

钟凡手绘

我总是感慨时光易逝
任时光游走于恍惚之间
为何昔日朝夕相伴的朋友
如今渐行渐远
想要询问自己一个合理的解释
终究 归咎于成长的无言

我知道每天的朝阳都是新的
日子再平淡也不会重复
我学过许多关于离别的诗
但诗句并未教会我如何面对离别

我从未仔细观察过候鸟往哪飞
也不明白为何诗人离别时
梨花都会落尽
海棠总会失眠
还爱将杨柳折断

终日彷徨于囹圄

浮沉于黄粱美梦
我该如何对我逝去的日子说
我住在你那里，却未曾抚摸过你
我周游了你的疆域，却未曾见过你

我决定去寻求生活的答案
于是 我在某个清晨迈开了脚步
向落花问思念
未曾想
却吹来了春风几度

后来
我明白了候鸟是往南飞的
也理解诗人总爱写眼前的景物
我庆幸自己没有两手空空

我捡起了落花
也抓住了春风

九月秋风起，十月桂花香。每
年，当第一缕桂花香从枝头悠悠传
来，我便会想起家乡的桂花糕。我
的故乡，是有上千年文化传承的古
镇，家乡的那些小屋，屋外总有那么
一两棵桂花树，秋风吹过，那点点桂
花，便从梢间落下，轻轻地、柔柔
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做桂花糕的
传统，而其中最出名的是邻家三婶，
她的桂花糕，晶莹剔透，晒在上面的
桂花，明净可爱，咬上一小口桂花
糕，沁人心脾。据说三婶做桂花糕
特别用心，糯米粉是上好的，而桂
花，必须是用簸箕收集，沾着露水，
没有掉落到地上的。“暗淡轻黄体性
柔，情疏迹远只香留”，三乡五里的
人，都想吃到她的桂花糕。

但是我并没有能时时的吃到这
桂花糕，因为我们没有时间经常回
家乡。大人们总抱怨泥土的公路坑
坑洼洼，而回到家乡，除了几栋小洋
楼，大部分还是一些朴素的小平
房。河面总是漂浮着一些垃圾袋，
而洗手间，蚊虫盘绕。以至于年少
时的我会取笑爸爸：“您说的‘小桥
流水’呢？”爸爸总是喃喃地说：“会
变好的。”

上一年国庆，爸爸兴冲冲地说
要回故乡，说路修好了。我们驱车
千里，以前的泥土路，现在都变成柏
油公路了。到了村口，广场上停满

了全省各地车牌的小车，我们的小村
庄，竟然成为了旅游胜地，这着实让我
大吃一惊。

我循着桂花香味，赶紧往三婶家
里跑。跑到门口，我却愣住了，三婶家
已经变成了一家古香古色的小吃店，
好几桌客人，品着桂花糕，闻着桂花
香，还轮流和墙面上桂花糕历史介绍
拍照。我们走进去，三婶赶紧端出了
我梦魂牵绕的桂花糕，好一口桂香沁
人心！

爸爸好奇地问三婶怎么开了店，
三婶笑着说：“政府政策好哩，我们村
道路通了，大家来往方便了。村委会
说我们是千年古村，有很多历史文化
可以挖掘。所以，出钱给我们修缮了
旧屋，还根据村里的文化特点，打造了
好几个旅游景点和网红店。你看，我
就是有这个做桂花糕的手艺，他们说
这就是文化传承，开了这家小店，一下
子吸引了很多外地游客。生意一下子
红火起来，我现在都要开班教学徒啦，
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不能丢，我要
把这个手艺传下去”。三婶还说有了
这小店自己收入好了许多，村里组织
建了统一的楼房，自己也搬了新家。

“好多原来去外面打工的年轻人，都回
乡创业呢！”爸爸细细听着，脸上欣慰
的笑容在桂花香中显得格外柔和。

又一阵风吹来，淡淡桂花香，怡人
又温柔，开在“新农村”的桂花别样香。

如果可以，我想在这个盛夏，微
风不燥，邀你一起邂逅珠海的万千
雅韵。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洒落大地，
海上浪潮在不停地翻涌，这里的有
关椰子的故事也不断用情感续写
着。一颗椰子的掉落不会引起我身
体的微微颤抖，可当苏轼用椰子酿
酒，椰壳做帽，椰子不再是普通的椰
子，除了它的清甜，它的可口，还有
诗人阔达恬淡的高雅韵致，这些都
形成一种湾区情怀。

海风下的椰子树在摇曳，优雅
的音韵娓娓而来。路过贩卖风筝的
老人，牵走一只，放飞在蓝蓝的天
上，心也跟着云朵在飘飘然。耳边
传来海浪不断拍打沙滩的声响，这
是大自然的呢喃，也是大自然的问
候，于是声韵万千，有海浪声、海鸥
鸣叫声、戏耍声、心声……闭上眼睛
细听，远方还有朗朗读书声，演绎着
中国风情，这座城的独特韵味便是
在这样的环境中源远流长。

在氤氲潮湿的空气里，在海边

可以做尽人间浪漫事，像是一首写不
完的情诗，可以是捧一束花向倾慕已
久的她告白，可以是一家三口手拉手
漫步，可以是白发老人在读报品茶，可
以是三两朋友把酒当歌，可以是独自
一人记录生活……这里有诗意花酒
茶，也有柴米油盐醋。你可以看见匆
匆而过的送报人眼里对每一天炙热的
光芒，可以闻到不远巷口处传来串烧
烟火味，可以听见广场中央的歌舞声
荡漾，这座城市如此将人间的动与静
相融。

在星空斑斓的夜里，向大海许愿，
将心事糅碎在海风里。我许愿更多
的、如你一般的知己友人会在明天到
来，在四面环海的岛上，眼看水波温
柔，吟诗化做海鸥，飞掠在青春之城。

在慢生活的珠海，迎着风可以走
得再慢一点点，面朝大海，雅趣从来不
是我，而是你。光着脚丫拾遍百岛的
贝壳，轻抚每一块海石，任凭海水冲走
海滩上青春的足迹，留下美好回忆，在
夜深人静时独自回味，这都可以是你
我与这个城市的独特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