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月六晒书
阴刘修庆渊合龙初中冤

清人潘奕隽有诗叶六月六晒书曳云院野三
伏乘朝爽袁闲度散旧编遥为游千载上袁与结平
生缘遥 读喜年非耋袁题惊岁又迁遥 呼儿勤俭
点袁家世只青毡遥 冶

六月六日袁俗称天贶节遥贶者袁赠送之意
也遥 这个节日始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渊公
元 1011年冤袁 为真宗借机封禅泰山洗耻澶
渊之盟所定的节日遥宋真宗赵恒于这一年的
六月六日袁声称上天赐给他一部天书袁特钦
定此日为天贶节袁并在泰门脚的岱庙建一大
殿袁称为天贶殿遥

据史料记载袁 晒书日原为七月初七袁后
来袁便被移到六月初六遥 明沈德符叶野获编曳
云院野六月六日袁内府皇史宬渊即藏书室冤曝列
圣实录袁曝晒书帙衣裘袁以杀虫遥冶由此可知袁
这一天袁 皇家图书室要晒皇帝的书籍和衣
裘遥后来袁寺庙和信佛人家晒经卷袁一般人家
也都曝晒衣物遥 人们相信这天出晒物什袁不
会被虫蛀遥俗话说野六月六日龙晒衣冶袁这天袁
甚至龙王也要晒晒衣服哩遥

因此袁客家民间六月六日的习俗是院
一般读书人此日晒书袁以炫耀家里藏书

丰富袁 借机表示自己是书香门第或读书万
卷遥 偏有些人对此看不惯袁叶世说新语曳中记
载袁七月七日人皆晒书袁而郝隆却在这一天
中午仰卧在院中敞开怀晒肚皮袁别人问他作
甚袁他也大言不惭地说野我晒书冶遥言外之意袁
你们的学问在书上袁我的学问都化在肚子里
了遥

大户人家此日晒衣服袁 除了防霉防蛀
外袁也有夸耀富有的含义遥
噎噎

野六月六日晒书冶既是传统之俗袁也有现
实之意遥 人们便沿用至今遥

石城举行第六届旅游文化节
(第二届赣江源节）开幕式

7月 7日袁歌手组合安与骑兵在石城县
曲体育中心演唱歌叶红山果曳遥 当晚袁石城县
举行第六届旅游文化节 (第二届赣江源节冤
开幕式暨星光大道冠军走进石城国际情歌
会袁通过叶红山果曳叶亲爱的人曳叶因为刚好遇
见你曳等一首首情歌尧石城灯彩叶丰收莲香曳
和叶荷韵曳等当地传统民俗舞蹈袁带领大家领
略石城的美丽尧 旅游的魅力和发展的强劲遥

熊益康

于都举办剪纸艺术展
7月 10日袁由于都县文广新局主办袁于

都县老年大学承办的 野夕阳无限好 剪纸更
添彩冶主题剪纸艺术展在该县文化艺术中心
开展遥 此次共展出剪纸作品 28件袁展出时
间截止日期为 8月 20日遥

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中国民间艺术之
一袁至今已有 1500年的历史遥 作为一种镂
空艺术袁 它能给人以视觉上的艺术享受袁深
受老百姓喜爱遥

于都县老年大学剪纸艺术小分队在老
师的指导和带领下袁肩负起古老剪纸艺术的
传承使命遥 学员们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袁精
心构思袁巧用铁剪袁以自己对美好生活的理
解袁创作出了一幅幅精美的剪纸作品袁将于
都的人文历史尧民俗风物尧山水情怀融于其
中袁展示了多姿多彩的于都风貌遥 钟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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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哥哥出门渊嘞冤当红军袁笠婆挂
在背中心渊罗冤袁天天唤起打胜仗袁打
掉土豪有田分渊嘞冤噎噎冶近日袁循着
歌声袁我们找到了瑞金民歌非遗传承
人周含笑遥 当散落瑞金民间的老一辈
歌手渐渐逝去袁年轻的周含笑由于个
人的禀赋和生活的磨炼袁成为少有的
客家山歌热爱者和传唱者之一遥 她以
草根歌手艰难坚守袁让客家民歌回荡
在新时代的生产生活中遥

周含笑袁原名周小华袁1968年生
于瑞金市黄柏乡直坑村一个农村家
庭袁她天生有一副好嗓子袁声音嘹亮袁
穿透力强遥7岁时上山砍柴袁她就迷恋
上在山野中边走边唱的山歌袁当时年
过古稀的山歌手周宗柱敲打禾杠放
声高歌的情景袁深深地烙印在她的脑
海里遥 读初中时袁她就自学学会了识
谱遥 由于家庭贫困袁初中毕业后她回
到家里务农袁 包办了家里繁重的农
活袁白天劳动晚上练声遥

19岁那年袁在瑞金市首届青年歌
手大赛上袁 她初登舞台并获得二等
奖袁瑞金市文化馆山歌收集者钟同荣
赠送了一本叶瑞金民歌集成曳给她遥 于
是袁她开始练起了瑞金民歌遥 在一次
文化活动中袁她用方言演唱了一曲日
东山歌叶牛牯调曳袁声调悠长袁征服了
全场观众遥随后袁她于 1988年参加赣
州首届青年歌手大赛并获得一等奖袁
为此袁她得到赣州市文化馆音乐工作
者袁大位的指点袁周含笑更加坚定了
演唱瑞金民歌的发展方向遥 她用大赛

获得的 80元奖金袁 购买了山歌表演
的民族服装袁报名参加了东方歌舞团
的函授学习遥 其间袁在上海中外乡村
歌曲大赛上袁她以一曲客家山歌叶打
只山歌过横排曳 从 1000余名选手中
脱颖而出袁最后杀入 20强决赛遥虽然
工作繁忙袁周含笑还参加了瑞金本地
的红都之春艺术节尧叶长征组歌曳民间
合唱团遥

野有了山歌袁我从来不觉得辛苦袁
不觉得累遥 冶天生的嗓音袁后天的勤
奋袁成就了她传唱瑞金民歌的专业水
准遥 2008年袁她参加了广东河源举办
的全国首届客家山歌大赛袁以对唱形
式表演袁获得了三等奖遥 2012年袁野心
连心冶 艺术团来到瑞金市慰问演出袁
她与著名歌手李玲玉同台演出袁她山
歌手的名气更加远播遥 2013年袁瑞金
市旅游局聘请她到罗汉岩景区演唱
山歌袁深受游客喜爱遥 2017年袁她到
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非遗汇演比赛袁
一举获得银奖遥

客家山歌袁最适宜的空间就是天
地之间遥 生活的磨难袁没有打退周含
笑对瑞金民歌传唱的热爱遥 山水名胜
成了山歌的新舞台袁她终于找到山歌
边走边唱的原始感觉遥 在山岭袁在树
荫袁在湖畔袁她从叶拉拉家常话曳起首袁
叶映山红曳叶十送红军曳叶哥哥出门当红
军曳叶白军没我红军好曳噎噎一曲曲山
歌随兴而起袁随山风传播袁回荡在山
崖之间袁高亢嘹亮的歌声吸引着大批
游客循声而行遥 来瑞金旅游的游客被

原生态的客家山歌吸引袁不时围在她
身边听歌录音遥

作为瑞金民歌传承人袁周含笑一
直在思考如何让瑞金民歌在新时代
发扬光大钥 周含笑认为袁与时俱进尧不
断创新是瑞金民歌保持生命力的一
大特点遥 瑞金民歌需要紧跟时代步
伐袁才能保持生命力遥 周含笑让一曲
曲山歌从歌谱里复活袁并把瑞金民歌
融入自己的生活袁 推向广大民众袁开
拓传唱空间袁壮大传唱人群遥 她发起
成立了瑞金市客家歌咏队袁至今已有
百余名成员遥

在景区演唱时袁有游客建议她建
一个山歌微信群袁把喜欢山歌的游客
拉进群里袁把自己演唱的山歌作品发
到群里袁供大家欣赏和练习遥现在袁这
个群越来越大袁成员超过 300人袁遍
布全国各地遥周含笑还把外地一些名
家拉进群里袁丰富山歌交流遥 线上交
流袁线下合作袁周含笑同时在群里挑
选了十几个当地的姐妹袁组建了客家
山歌队袁到企业社区演唱袁慢慢成为
当地知名的演艺节目遥
客家山歌传四方遥 周含笑非常珍

惜传承人的身份袁她表示袁自己做得
还不够袁还需要继续努力遥 希望政府
能多组织客家山歌比赛袁激发年轻人
听客家山歌尧 唱客家山歌的兴趣袁让
更多人了解客家传统文化袁让瑞金民
歌得到更好的传承袁让客家山歌在这
片红色土地上一直传唱遥

朱俊 范建明 温居林

要要要记瑞金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含笑

鸡炒酒
鸡炒酒又叫姜酒鸡袁 是产妇月

内必食的营养补品袁 产妇从分娩后
的第一餐开始袁至满月的三十天内袁
必须以姜酒鸡作为主食遥 鸡炒酒用
雄渊阉冤鸡炒姜袁配以糯米黄酒共煮袁
营养丰富袁有去风尧活血之功效遥 初
生子必以姜酒送外家袁飨同宗袁名曰

野送姜酒冶遥 问怀孕之信息袁俗称野姜
酒香否冶 陈白沙老先生有诗句云院
野隔舍风吹姜酒香冶袁即指此俗遥鸡炒
酒的用料要求严格尧制作方法简易袁
对产妇的功效非同一般遥

鸡炒酒做法
备料院大公鸡一只袁姜袁老酒
调料院油渊花生油最佳冤炊具院

大锅尧砂锅
步骤院员尧姜切片渊或者大块的

拍碎了也行冤尧 大公鸡洗净尧 切块
渊可以稍微大块一点袁咬着舒畅冤

圆尧烧热大锅袁放油袁把姜片炸
香袁放入鸡块爆炒袁切记不要放盐遥
把鸡块炒至金黄 渊如果鸡比较肥袁
炒至过程中可能会油冤把多出来的
油铲出渊算是鸡油袁炒青菜很香冤袁
放入老酒 渊比鸡肉面稍高即可袁如
果喜欢喝酒可以稍微多放点冤遥

猿尧在大锅中煮沸袁漂去上面的
油面袁装入砂锅渊一般放上一晚上袁
让酒味进入鸡肉袁以后要吃多少就
加热多少冤遥 如果立刻要吃袁只需把
鸡肉煮熟就行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