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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属客家县袁 先民从中原
迁栖而来袁溯江而上袁择地而居袁
在蛮荒之地袁 开山造田袁 繁衍生
息遥在人与自然尧人与社会的抗争
中袁为了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袁也就
衍生出许多实用的相互帮扶形
式遥邀会便是其中一种遥邀会即邀
约组会袁经济互助的一种形式袁也
是客家人常见的一种帮扶方式遥
邀会通常建立在亲友尧 乡邻等血
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之上袁 通常
以钱尧粮入会袁入会者认真履约袁
按期交款尧纳粮袁分期轮流做庄袁
无论丰年灾年不增减尧不计息袁按
会单约定收付遥邀会周期多以月尧
年计算袁 类似现在银行的零存整
取遥 黎民兴造置业尧红白喜事尧自
然灾祸等袁急需钱粮度过难关袁邀
会便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决方法袁
这也是一种最原始的民间融资形
式遥瑞金民间自古通行的是野七贤
一会冶袁即七个人参与袁每七年一
个轮回遥

笔者见过一张清末光绪二年
(1876年冤 瑞金云龙桥下街纸品
店的 野杨锦茂号冶 印发的邀会单
(见图 1冤袁很好的见证了瑞金清末
光绪年间的邀会情况遥 立会人钟
光锷邀请亲族六人组成七贤一
会遥立会单一式七张袁七人渊会冤各
执一张为照袁 共筹集资金铜钱
100吊渊每吊也称每贯计 1000枚
方孔铜钱,相当于纹银一两冤遥 其
中本年首会钟光锷领钱 100吊遥
二会出钱 20吊尧三会出钱 18吊尧
四会出钱 17吊尧五会出钱 16吊尧
六会出钱 15吊尧七会出钱 14吊袁
合计 100吊遥时满二年后袁第三年
二会领钱 100 吊遥 一会出钱 20

吊尧后几会依次递减袁后续几年也
类似袁但是按一年轮一次收付遥到
第八年七会领钱 100吊遥 一尧二尧
三会各出 20吊尧 四会出 14.335
吊尧 五会出 13.335 吊尧 六会出
12.330吊袁合计 100吊遥 经过八
年的周期袁邀会完成遥一般来说七
会中各人次序以协商确定袁 通常
发起人为首会袁一般是由德高望
重的人担任袁他要负责后续的各
会成员的催收钱粮袁履行协议事
宜遥 因为参与人多为亲朋好友或
街坊乡邻袁大家沾亲带故袁都知
根知底袁所以都信守协定袁风险
较低遥 这是一款筹资的邀会单遥
光绪二年开始至光绪九年结束袁
参会人员应该都履行了协定袁也
不知是那位参会先生很好的保
存下来这份凭证袁让我们有幸见
证了这张瑞金清代光绪年间的
邀会单遥
笔者也收藏了一张民国时期

瑞金筹粮的邀会单(见图 2冤遥民国
三十四年(1945 年冤瑞金县通荡
街野赖同茂号冶纸品店印发的邀会
单袁 立会人陈炳坤邀请亲族六位
组成七贤一会袁 七人共集稻谷二
十担遥 第一年首会陈炳坤领谷二
十担计 2000斤遥 其中二会出谷
400斤尧 三会 360斤尧 四会 340
斤尧五会 320斤尧六会 300斤尧七
会 280斤袁合计 2000斤遥 第二年
二会领谷二十担遥 首会出谷 400
斤袁其它 3-7会依次递减遥后续的
几年也类似遥 第七年七会领谷
2000斤袁首尧二会出谷 400斤袁三
会 350斤尧四会 310斤尧五会 290
斤尧六会 270斤遥通过七年一个周
期计算遥 各会成员均收谷 2000

斤袁但出谷不同遥 一会尧二会各出
谷 2400斤尧 三会出谷 2250斤尧
四会出谷 2120尧五会出谷 1940尧
六会出谷 1630尧七会出谷 1260遥
从瑞金民间邀会筹粮情况来看袁
最后一年的受益人在收到同等粮
食的情况下袁 个人所支出是最少
的袁他第七年收谷 2000斤袁七年
累计出谷仅 1260斤遥但作为末会
者也要有一定积蓄和实力的家庭
才能承担遥

解放后从 50年代初到 80年
代初袁 瑞金的民间邀会仍普遍存
在袁无论是城镇还是广大的农村袁
很多家庭都参与过邀会活动遥 邀
会的标的一般都是现金和粮食遥
现金支出从几元到几十元不等袁
粮食也从稻谷几十斤到上百斤不
等遥因为是属于计划经济年代袁人
民日常所需的生活用品很多也凭
票供应袁 便也催生了用粮票尧布
票尧油票等为会标的邀会活动遥邀
会的人数通常是从几人到十几人
不等袁 但时限一般以二年至三年
时间为一轮记遥 比解放前通常的
七年时间为一轮回周期大为缩
短袁通常参会者也都是亲朋好友袁
大家彼此熟悉的袁 一般也不需签
订会单袁各方以口头协定为主袁按
时履约就是袁也不会出现违约尧骗
会事件遥进入八十年代末以来袁随
着改革开放袁 人民的生活水平逐
渐提高袁社会保障也驱于完善袁人
们的理财方式也多种多样袁 银行
信贷也方便快捷袁 这种民间邀会
方式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遥 邀会
仅存在于人民温暖而又温馨的记
忆中遥

年夜饭遥 除夕晚上的家宴俗称年夜饭袁也叫团
圆饭遥 这时家庭成员要尽可能地齐全袁许多远在外
地的家庭成员也总要在年夜饭之前赶回家中袁因此
这顿年夜饭又称野团年冶遥

我国早在汉代就有除夕吃团圆饭的习俗遥在古
代袁人们认为年夜饭还有逐疫尧驱邪尧健身的作用遥
因此袁年夜饭的特点是全家大团圆的宴会袁无论男
女老幼都要参加袁为了这个团圆袁外出的家人或子
女都要赶在除夕前返回家里袁 如果没能及时赶回
来袁餐桌上要给未归人留一个空位袁摆一双筷子袁表
示全家团圆遥

吃年夜饭是一家人最热闹尧最开心的时候遥 大
年夜袁丰盛的美食摆满一桌袁合家团聚袁围坐桌旁袁
共吃团圆饭袁共叙团圆情遥 人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
肴美馔袁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气氛袁桌上有大菜尧冷
盆尧热炒尧点心噎噎但一般少不了火锅和鱼遥火锅沸
煮袁 热气腾腾袁 温馨撩人袁 寓意红红火火曰野鱼冶和
野余冶谐音袁是象征野吉庆有余冶袁也暗示野年年有余冶遥
有的地方最后是一道甜食袁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
蜜遥

守岁遥 除夕之夜袁阖家点灯熬夜袁辞旧岁袁迎新
年袁俗称守岁遥守岁有许多活动袁如吃饭尧做游戏尧如
今看春节联欢晚会等遥

野一夜连双岁袁五更分二年冶袁除夕之夜袁全家团
聚在一起袁吃过年夜饭袁点起蜡烛或油灯袁围坐炉旁
闲聊袁等着辞旧迎新的时刻袁通宵守夜袁象征着把一
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袁 期待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遥
这种习俗后来逐渐盛行袁到唐初袁唐皇李世民写有
野守岁冶诗院野寒辞去冬雪袁暖带入春风遥 冶直到今天袁
人们还习惯在除夕之夜守岁迎新遥

古时守岁有两种含义院 年长者守岁为 野辞旧
岁冶袁有珍爱光阴的意思曰年轻人守岁袁是为延长父
母寿命遥

放爆竹遥 中国民间有野开门爆竹冶一说袁即在新
的一年到来之际袁家家户户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洗
手净面袁燃放爆竹袁以噼噼啪啪的爆竹声辞旧迎新遥

春节放爆竹的习俗由来已久袁我国最早关于爆
竹的记载中袁爆竹是人们用来避邪驱鬼的袁早在先
秦时期袁人们就以野庭燎冶的方式辟除不祥遥

如今袁春节燃放烟花爆竹袁仍是农村过年的重
要习俗袁其最初的驱邪意义早已隐退袁成为辞旧岁袁
迎新年袁渲染节日气氛的民俗活动遥

拜年遥拜年袁是春节期间的重要活动袁它与除夕
夜的团圆饭一样袁是最能体现野年味冶的春节习俗遥
在过去家庭拜年顺序为袁一拜天地袁二拜祖宗袁三拜
高堂遥 一般大年初一晚辈给长辈拜年袁祝愿长辈福
如东海尧寿比南山遥新年后给亲戚拜年袁一般的规矩
是初一拜本家袁初二拜岳家袁初三拜亲戚遥亲朋好友
和邻里之间也要相互拜年遥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
习俗袁是人们辞旧迎新尧恭贺新年的一种方式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拜年的习俗亦在不断增添新
的内容和形式遥现在人们除了沿袭以往的拜年方式
外袁 又兴起了礼仪电报拜年和电话短信微信拜年
等遥

破五送穷遥 正月初五俗称破五遥 初一到初五民
间有许多禁忌袁如不得用生米做饭尧妇女不能动针
线尧不能倒垃圾尧不能打碎东西等遥在过了初五之后
这些禁忌都可以解除袁所以民间把这一天称为野破
五冶遥人们黎明即起袁燃放鞭炮袁打扫卫生遥鞭炮从每
间房屋里往外头放袁边放边往门外走遥 这样就能将
一切不吉利的东西尧一切妖魔鬼怪都轰出去遥

正月初五野送穷冶袁是我国古代民间一种很有特
色的风俗遥各地做法大同小异袁客家人尤为重视遥民
间广泛流行的送穷习俗袁反映了我国人民普遍希望
辞旧迎新袁送走旧日贫穷困苦袁迎接新一年的美好
生活的传统心理遥

祭财神遥 民间传说正月初五是财神的生日袁所
以过了年初一袁 接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接财神遥
在财神生日到来的前一天晚上袁 各家置办酒席袁为
财神贺辰遥

到了是日零时零分袁 民间都打开大门和窗户袁
燃香放炮袁点烟花袁向财神表示欢迎遥 接过财神袁大
家还要吃路头酒袁往往吃到天亮遥 大家满怀发财的
希望袁但愿财神爷能把金银财宝带来家里袁在新的
一年里大发大富遥

野十里不同风袁百里不同俗遥 冶我国各地过年也
因地而异袁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袁有着不同的民俗风
情遥但表达的却是共同的美好愿望院团圆喜庆袁辞旧
迎新遥

年 俗渊二冤
阴刘修庆渊作协冤

瑞金的邀会
阴刘 强渊卫生监督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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