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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是我国的文明文艺产物，据史资料起源于汉、唐两

朝，在唐代，既有戏舞的出现，又有“ 参军戏”的形成。这说明

“ 戏剧”，在唐代就有了新的阶段。 据史学家们研究，戏剧的

繁荣时期是宋代。到了元代戏剧的基础就有了发展。明代戏

剧娱乐就成为汉族官民最欢迎的文艺娱乐活动， 长江以南

的戏班就多了起来。 清·嘉庆以后，“ 戏文子弟”的队伍不断

壮大，为后来的戏剧发展奠定了基础。随着清朝皮黄调的兴

起，进一步推动了戏剧的完型、完善、成熟和提高。

清朝初期，饶河调起初是由乐平腔演变的，而乐平腔是

由弋阳腔演变的结果。但是乐平腔并不是后来的饶河调。可

见饶河调并非弋阳腔的直接产物，它受弋阳腔的影响，但不

是弋阳腔的后裔，弋阳腔的直系后裔是青阳腔，所以，戏曲

史家们说“ 赣剧”是综合各种声腔的大型剧种。 为什么鄱阳

县戏称饶河调呢，前者是指地域，活动在饶河一带，后者是

指特色。戏剧理论家们是这样归纳的：“ 歌声的动为腔，乐律

的变动为调。 ”所以饶河调与弋阳腔又叫信河调。 唱音有所

变动，但百分之八十相同，两地唱腔的尾声就有着听法。 譬

如，饶河戏中的生、旦唱腔特色，不啊不咦，就不叫饶河戏的

说法，饶河戏的生、旦在唱腔中常有拖腔，演唱中间或尾声

带有或长或短的拖腔。这种拖腔是在唱完本嗓声后，往往唱

出一种窄声（ 也叫“ 仄声”） 。 其发音特点是本嗓音从喉腔发

出后，紧接着自我把嗓音逼窄，然后让声音从舌尖吐出来，

即成所谓的“ 假嗓子”而发出“ 阿———咦”之间，这种声音的

特色是即“ 高”又“ 尖”、又“ 脆”。饶河戏这调有如雷贯耳的作

用。唱得好，可以“ 压台”，就是台下无论怎样人嘈杂，只要嗓

门唱出，那么，台下马上会鸦雀无声，成千上万的观众就会

众目睽睽，盯着台上的角色。

饶河戏的花脸俗称“ 大花面、二花面”。 大花多扮演文

臣，表演显得比较威严、文雅，二花基本演武将、奸臣，而二

花显得比较刚强火爆较奸诈。大花嗓音用的是喉音，偏重带

鼻音很庄严。二花音偏重于喉转舌尖音，造成威慑和恐吓力

量，产生舞台上的生动气势和效果，所以同样是饶河戏的唱

腔特色。 花脸不发出“ 阙”和“ 叫”的腔调，所以同样的俗话

说：“ 不阙不叫，也不叫饶河调”。

新中国成立以后， 鄱阳赣剧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大力支

持和关心，至此，饶河戏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先后，在

50

年代

成立了县赣剧团，是赣鄱大地的艺术瑰宝。赣剧的饶河戏就

不断壮大。可以说饶河戏渗透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建国后饶河调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进入了

20

世

纪

80

年代，鄱阳县饶河调演出团体如雨后春笋，全县

150

多

个业余团体，

1300

多个串堂班，太子班等，就分布在我县的

各地区、乡、公社基层单位。

赣剧团的发展壮大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演员， 国家二

级演员胡瑞华就是这块热土培养出来的饶河名角， 她继承

和发展了饶河调的唱腔。

2003

年鄱阳县被国家文化部命名

为“ 中国民间艺术（ 戏剧）之乡”。

在

20

世纪（

50

、

60

年代）古县渡区就由老文艺家曾乃光、

蔡景中、蔡荣亮、王宗啟等老一辈文艺者，创建了全县首批

区乡饶河戏赣剧团，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一批批优秀青年

演员相继而出。在上饶地区是一支演技、唱腔较强的文艺团

体，在赣北地区就留有一段谚语“ 皇岗的演员，古县渡的箱，

游城的花脸盖鄱阳”的传说。 附释：“ 古县渡的文戏较强，皇

岗的武戏精彩，游城的花脸，张洪骞的唱腔，功底相当到位，

适应农村”。所以每次上饶市乡镇剧团赴省汇演时基本是古

县渡、皇岗出席。

为此，古县渡的演员直至现在仍涌现许多后辈的名生、

名旦，象朱隆喜、江晓琴、胡文和、钟菊娥、王放英等，此处无

法一一列举，他们分布在整个上饶各县市的各个民营剧团，

为繁荣饶河戏贡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古县渡的后起之秀给古县渡带来了众多精彩纷呈的剧

目，以其激情高亢的唱腔，刚柔并济的表演，醉倒了饶河两

岸的世代百姓，成了鄱阳、乐平、景德镇、浮梁、万年、余干、

德兴等地的文艺使者，精神的福音。 尤其在鄱阳，饶河调不

仅丰富了群众的精神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乐趣，更增添了人

们积极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至今民间仍流传“ 一天

不唱饶河戏，心中发闷人无力”的俗谚，可以说饶河戏渗透

到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坚持

文化自信的新时代中， 饶河戏必将散发出更加璀璨夺目的

光芒。

������

前年

7

月

9

日， 在第

41

届世界遗产大会

上， 江西铅山武夷山成功列入了世界文化

与自然双遗产名录！ 这是我市也是江西省

的第一个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地。 铅山武夷

山申遗成功， 是上饶人民的一件大喜事、

大好事， 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民心工程、 德

政工程， 为此， 我们期待：

第一， 对铅山武夷山这个世界“ 双遗

产”， 要有坚定的“ 四不意识”。 虽然铅山

武夷山这个“ 双遗产”， 不是单独申报的，

它是福建武夷山的拓展项目， 但同样是货

真价实的， 其意义与单独申报同样重大。

铅山武夷山同样具有独特的资源价值， 自

然和文化都堪称奇迹。 因此， 铅山武夷山

成为世界“ 双遗产”， 给上饶、 给铅山带

来世界级的影响力和品牌价值都是巨大

的。 对此， 要增强“ 四不意识”： 就是对

铅山武夷山成为世界遗产 ， 不能有任何

迟疑 、 不能有任何怀疑 、 不能有任何杂

音 、 不能有任何观望 。 我们的任务 ， 就

是要在做好保护工作的前提下 ， 集中展

示好铅山武夷山的自然美学价值 、 生态

价值、 生物多样性价值和地域文化价值，

除扩大国内游之外 ， 还要在开拓境外游

上取得新进展。

第二， 设立“ 缓冲区”， 尽快把世界

遗产旅游搞起来。 考虑到铅山武夷山既是

世界遗产， 但同时又是自然保护区， 在保

护区是不便做旅游的。 因此， 有必要借鉴

三清山做法， 设立一个大面积的世界遗产

“ 缓冲区”。 三清山核心区面积

229

平方公

里， 而其“ 缓冲区” 面积近

500

多平方公

里。 铅山武夷山也有必要设立一个“ 缓冲

区”。 在“ 缓冲区” 同样要按照世界标准

做旅游 ， 大到规划 、 景观设计 、 旅游线

路、 资源保护， 小到标识标牌设计、 休息

座椅制作， 都要用“ 绣花” 的功夫来做，

真正体现高标准、 高水平。

第三， 成立铅山武夷山世遗管理委员

会。 先作为副县级， 逐步做成县级、 副厅

级。 有了管委会， 就便于与福建武夷山的

沟通交流， 便于向上争取项目、 资金， 也

便于开展综合协调管理， 处理与方方面面

的关系， 也体现了我们对世界遗产的高度

重视。

第四， 以“ 缓冲区” 为重点， 打“ 世

遗牌”， 做大做强铅山全域旅游。 让铅山

武夷山尽快走向全国、 走向世界， 是我们

要做的重点工作 。 要在加强宣传的前提

下 ， 集中力量做好铅山的万里茶道第一

镇 、 千古一辩鹅湖书院 、 千峰之首黄岗

山、 千载寺观葛仙山、 千年古镇河口镇、

千首词圣辛弃疾、 千古名臣费宏、 千秋剧

人蒋士铨 、 千年纸都石塘镇这 “ 一万八

千” 的文章， 并以武夷山为核心， 开发与

书院、 宗教、 民俗、 秀美乡村等文化自然

元素相融合的旅游线路 ， 开辟采茶 、 制

茶、 品茶、 论茶的特色文化旅游， 创造独

具畲族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韵味， 做大做

强铅山全域旅游。

������

四月飞花，布谷点瓜。 枝上嫩芽，初吐芳华。

4

月

19

日谷雨

时节，恰逢周末，我们头天晚上就赶到老家住，准备谷雨这一

天上山采摘更多的时令谷雨新茶。

谷雨谷雨，“ 雨生百谷”———下雨的雨；稻谷的谷。这个时候，

下雨的次数多，而稻田里的那些小秧苗啊、农作物，最需要雨水

的滋润。 喝饱了春雨之后，这些谷类植物，才能够茁壮成长。

“ 谷雨谷雨，采茶对雨”明代许次纾在《 茶疏》中谈到了采茶时

节：“ 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时适中。 ”谷雨是春季

的最后一个节气，也是采制春茶的最佳时期，此时的谷雨茶，

经过雨露的滋润，发育充分，叶肥汁满，汤浓味厚，远比清明前

的茶耐泡，且营养丰富，香气逼人，喝起来口感醇香绵和，有通

全身不畅之气，传说谷雨这天的茶

,

喝了会清火、辟邪、明目

等。因此，每年谷雨这一天，不管是什么天气，老家的乡亲们都

会上山采摘茶叶，好客的母亲小心储存谷雨茶留着招待客人，

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喝。

我的老家在美丽的三清山下， 一年四季都有看不完的风

景。谷雨时节，因为春雨绵绵，更是春色撩人，丰沛的雨水“ 滴滴

答答”接连不断，奇花异草，欣欣向荣，山上山下处处都是那样

的春意盎然。 昨天白天阳光正好，晚上又稀稀拉拉下了一夜透

雨，天亮了，雨也停了，明媚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的特别惬

意，张大嘴巴深深呼吸，觉得空气都是甜甜的。沿着山间小路登

上老屋后背山，站在高高的山冈上，更觉心旷神怡。春风拂面摇

晃绿树，听到的是漫山遍野绿海泛波声响，我用手抚摸一棵棵

茶树，好像看到嫩绿的茶芽齐刷刷朝我露出鲜活的笑脸。

爱人是采茶能手，她在十七八岁时，是村里有名的采茶姑

娘

,

并和同村的女孩三五成群，相约着前往几百里路外的江西

婺源茶场，远走他乡开始了采茶赚钱的快乐时光。 结婚以后，

她也没有放弃老本行，坚持每年上山采茶自用，赠送亲友。

今年的茶树长势特别旺，此时的茶叶经过一夜的生长，芽

叶肥硕，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再加上晨露的滋润，更显得俏丽

动人。 我虽然看不见，但自家茶园里的茶树长的怎么样？ 我已

经摸了几十年，心里自然清清楚楚。我放下小竹篮，手脚并用，

顺着茶树枝触摸，大拇指与食指不停地采摘茶叶，边采摘边用

后面其他三根指尖将采摘到的茶叶挪到手心， 直到手中的茶

叶抓不住了， 才会顺手将两大把茶叶摸索着放进脚跟边的小

竹篮里。 不到两个小时，小竹篮就装满了鲜嫩的茶叶，兴冲冲

提回家。

85

岁的父亲一看可高兴了，拿来木杆秤一称

,

好家伙，

竟然有

4

斤多嫩叶

,

可以制成

1

斤多成品新茶呢。

谷雨采茶，以独芽或一芽一嫩叶为佳，一芽两嫩叶也可。

独芽茶，外形或扁平或如针，直挺，碧绿，煞是好看

;

一芽一嫩

叶的茶经过冲泡，叶如旗、芽似枪，如古代的猎猎旌旗，被称为

“ 旗枪”

;

一芽两嫩叶的茶泡在水里，则像雀类的舌头，被称为

“ 雀舌”。谷雨茶，以其色泽、香气、口感，与春分茶、清明茶同被

视为茶中珍品。

这些茶叶知识

,

我是从品茶师傅那里得知，更多的是母亲

言传身教。 母亲从小就经常跟我们说，要想茶叶品质好，价钱

高

,

就要从采茶这第一步开始认真做好，我视力障碍，采摘茶

叶完全凭借手感，以前是为了生计，哪怕是下雨刮风也要戴一

顶竹斗笠，披一块塑料布在身上，双手在雨中与茶叶轻轻触摸

采摘，裤腿湿了，衣服湿了，双手也是湿漉漉的，有时冷得直打

哆嗦，但一想到采茶能赚到零花钱

,

可以添置一件渴望已久的

新衣服

,

或者是能买到一双能穿两三个夏天的凉鞋

,

心里暖暖

的，手上也特别来劲。 如今我和爱人一道上山，摸索着采摘茶

叶，完全是寻找田园生活的乐趣。采摘的茶叶因为细致而显得

鲜嫩，少了粗叶

,

多了细腻。 我就是喜欢这种感觉，喜欢用双手

抓起嫩叶的柔软和那淡淡的茶香。

制作茶叶是一个精细活儿，需要好几道工序，待到香喷喷

的茶叶出锅

,

已是晚上十点多。 我迫不及待拿起茶杯，放入几

片谷雨新茶，冲上开水，瞬时屋内茶香宜人，细细品尝，久久不

能入眠，耳畔若隐若现晚唐著名诗僧齐己那首《 闻道林诸友尝

茶因有寄》 ：

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

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

高人梦惜藏岩里，白硾封题寄火前。

应念苦吟耽睡起，不堪无过夕阳天。

“ 三 省 亭 ” ： 一 眼 望 三 省

陈龙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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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 阳光明媚。 我们从广丰城

区出发， 分乘三辆轿车首先到达有名的风

景区———嵩峰乡六石岩。 六石岩处于当地

人称为“ 六石坑” 的峡谷口。 在峡谷一里

许， 车被迫停下。 前方修路， 四十天内禁

止车辆同行。 我们决定步行。

暖阳照身轻风拂面， 我们一行人说说

笑笑， 尽情欣赏山景享受野趣。 走了约五

里， 一个小村出现在眼前， 近十户人家分

布于路旁溪畔。 如此偏远的村庄可算是世

外桃源了。 与如今大多数农村情况一样，

村民寥寥无几。 天气较热， 我们每人都脱

了一些衣服存放在农家， 便继续赶路。

出了小村， 过了小桥不久， 不再是被

水泥硬化的道路与溪涧交替着走路。 继续

沿着又陡又宽的山路向上走了几里， 终于

登上了一个山垭口。 左边是更高的山峰，

前面已属浙江省江山市地界。 眼前是一条

下山的水泥路， 路边停着几辆轿车。

山垭口右边是一条较为平缓的山脊，

也是浙赣两省的分界线。 我们时而走在山

脊上， 时而走在山脊下山坡上。 山路一般

仅容单人通过， 但无陡坡， 有的路段还较

为平坦。 林木是南方常见的松、 竹、 油茶

树之类。 我们只走了一会儿， 就见到一群

江山人从三省交界点返回。 与他们攀谈得

知， 如果从山垭口沿水泥路到达山下平野

中的村庄， 距离约为四里； 再走四里， 即

到浙江省历史文化名镇———江山市廿八都

镇。

再走了约二里山路， 看到路边悬崖上

建起了一个观景台， 视野开阔。 我们欣赏

着， 一览无余。 天际连绵高耸的山脉， 好

似一抹遥远的海岸线。 我们被山川美景陶

醉， 精神大振， 加快脚步赶路。 走了约一

里， 我们到了“ 三省亭”。

“ 三省亭” 是一座由六根红柱支撑的

六角形亭子。 亭内水泥地面的中心， 直立

着一块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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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高的白色石碑 。 碑有三

面 ， 北面刻着 “ 江西 ” ， 东面刻着 “ 浙

江 ”， 南面刻着 “ 福建 ”， 三个面都刻着

“ 国务院” “

1996

年”， 红漆为底色。 碑顶

正中间有一个小红点， 这就是赣、 浙、 闽

三省交界点！

我们在 “ 三省亭 ” 内外拍了很多照

片， 休息了一会儿， 即踏上归途。

前往赣浙闽三省交界点的山路， 在交

通落后的古代， 是勤劳的广丰先人“ 挑浦

城担” 常走的路。 但现代交通的发展， 使

这条山路渐被冷落。 如今， 赣、 浙、 闽三

省交界点犹如一个“ 养在深闺人未识” 的

美丽少女， 少有人去撩开她的面纱。 “ 三

省亭 ” 既是地理上的赣浙闽的交汇点之

一， 也是三省人民生活和文化的交汇点。

饶 河 戏

蔡其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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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口早在宋代就被称作沙湾市（ 当为乡村集市） ，这应该

很多人都知道了。然它后来还一度叫过狮江镇，恐怕就鲜为人

知，没有几个人晓得。

究其原因，是它存在的时间很短，就如同一只蜻蜓，在千

年古镇的历史长河中只那么轻轻地点了一下。

据《 河口镇志（ 初稿）》记载，河口改狮江镇的时间为民国

19

年（

1930

） ，到了民国

22

年（

1933

） ，就又改了回来，算起来还

不足三个年头。

河口名称改狮江，原因当然是镇子北面的那条狮江（ 信江

河口段别称） 。 沿古镇老城北面蜿蜒而过的狮江，临江一溜排

开九座形似狮子的狮山，以及妇孺皆知的九狮过江故事，江名

便由此而来。

由于狮江的名气很大，从某种意义上它即代表了河口。如

清代诗人程鸿益在他写的《 河口竹枝词》中，就有

:

“ 狮江妇女

趁新茶，鬓影衣香笑语哗。 ”的诗句。

这里的狮江妇女，指得便是河口妇女。 即新茶上市了，河

口街上那些拣茶的妇女们，鬓角插花，一边挑拣茶叶，一边说

笑着家长里短的那些趣闻。

大概河口改名狮江镇的时间太过于短暂， 人们在习惯上

仍然叫它河口。 不仅口头如此，就是有关那几年的文献资料，

也多记载它为河口，如红军三打河口。

我想，既然大家都习惯了这样称呼，那就约定俗成，还是让

它这样叫和写吧！至于我撰写此文的目的，乃是告诉读者一个史

实，即河口曾经有那么几年改名狮江镇而已。

河口曾叫狮江镇

杨必源

谷雨采新茶

陈新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