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绎瑞金市象湖镇雅味餐

厅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壹张袁
发票代码 :036001800104袁发
票号码:18845991袁特此声明遥

绎李赣茂持有的残疾证
遗 失 袁 证 号 院
36210219570901551244袁特此
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星火燎

原灯饰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73350袁 发 票 号 码 :
00761653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星火燎
原灯饰店遗失增值税普通发
票 壹 张 袁 发 票 代 码 :
3600173350袁 发 票 号 码 :
00761655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瑞林镇水口小
学公章一枚遗失袁特此声明浴

07姻2019年 3月 11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危永华 WEEKLY 客家风荫周 刊

六尧崇节俭
老氏三宝袁俭居一焉遥

又曰院俭者君子之德袁世俗
以为鄙袁非远识也遥盖俭则
足用尧 则寡求尧 则可以成
家袁 可以立身尧 可以传子
孙尧 可以积福延年遥 古人
云院由俭入奢易袁由奢入俭
难袁切宜谨记遥

我族家训崇尚节俭袁
勤俭节约是君子的美德遥
也是成家立业的根本遥野由
俭入奢易袁由奢入俭难袁切
宜谨记浴 冶遥 老祖宗真的是
苦口婆心尧用心良苦遥就物
质生活丰富袁 生活水平普
遍提高的今天来说也很有
教育意义遥 正如习总书记
在 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曳 一文中提出院野要坚
持勤俭办一切事业袁 坚决
反对讲排场比阔气袁 坚决
抵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袁努力使厉行节约尧反对
浪费在全社会蔚然成风遥冶
一古一今袁 令人自豪的是
我的祖训和习主席的思想
遥相呼应遥

七尧戒争讼
争讼之原袁 多以不忍

小忿袁些微财产袁致累年构
讼袁逞其强悍袁不循是非袁
遂至破家荡产袁祸遗子孙袁
其害不浅遥岂若含忍退让袁
使乡里称为善人袁 长者子
孙亦蒙其庇乎遥易卦云院惕
中吉袁终凶袁最宜记诵遥

这则家训也是告诫子
弟袁尽量不要去惹官司袁小
不忍则乱大谋袁要忍得一时之气袁免得百日
之忧遥 退一步海阔天空遥 千万不能因逞强惹
事而引起纷争和诉讼袁俗话说得好袁赢了官
司输了钱遥 因为这样做袁最终对家庭尧家族没
有好处遥 正如易卦的讼卦所言院要警惕戒备袁
虽然中间可能是有小利袁 但最终是凶险尧不
利的遥 我族子弟也严守家训袁遵纪守法袁规矩
办事袁 宁愿自己吃点亏袁 也极少与人诉讼遥
野年深外境皆吾境袁日久他乡即故乡冶唐朝诗
人黄峭的这句诗袁最能体现客家人的随遇而
安袁与人为善袁与人为友的优良品格遥

八尧清公堂
公堂者袁何凡以隆祀典兼公费也袁余族

产业无几袁然头人必由众择袁每年数目限以
清明祀祖之日袁经众清算袁除祭祀公用外袁所
有余存另择下班掌管生息袁 不得霸管侵吞遥
人人效尤吾族子孙袁果能矢公矢慎袁拓大前
业袁不惟先人血食有赖袁则子孙亦可永垂于
弗替也遥 正蒙曰院子孙贤袁族将大袁其斯谓与遥

这则家训也是告诫族人袁公堂的财产是
大家的袁个人不能侵吞霸占袁客家人的公堂
通常指宗祠袁一般都有田亩尧山林收入袁归理
事会掌管袁用于全族人公共开支等使用遥 对
用于清明祭祖时花费了多少袁修桥补路时花
费了多少袁数目要及时算清袁并转交下一年
度负责人掌管遥 族人要野矢公矢慎冶即做事要
有公心尧要慎重袁不要依赖祖宗的产业袁要开
拓进取遥 正如北宋大家张载叶正蒙曳一书所
说院子孙贤良袁家族才能兴旺发达遥 这则家训
也是告诫我们要清清白白做人袁踏踏实实做
事遥

刘氏有富族族谱自明末尧乾隆尧道光尧光
绪尧九十年代先后经历五次修谱袁因时间久
远叶家训曳有些语句尧字体有误袁但基本的道
义可解遥 全文字数不多袁言简意赅袁引经据
典袁高屋建瓴袁情真意切袁谆谆告诫族人做人
做事的道理袁 在今天来看也很有教育意义袁
家训激励后人袁求真务实袁开拓进取袁不忘初
心袁砥砺前行遥 不失为瑞金及客家人优秀的
传统文化遥

叶田房定南客家儿童吉祥花
帽是定南县客家民间文化艺术独
有的一朵奇葩袁是当地儿童逢年过
节必戴的吉祥物遥 客家人在孩童时
期有戴花帽的习惯袁一般都由长辈
亲自来绣制袁 通过花帽来祈求平
安尧寄托美好愿望遥 定南客家儿童
吉祥花帽的制作技艺以复杂多样
著称袁 其分布只限于定南县域袁有
虎头帽尧 莲花帽尧 铃帽等 13种类
型袁 该技艺传承至今 600 多年遥
2017年袁定南客家吉祥花帽制作技
艺被列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项目名录遥

定南客家吉祥花帽源于中原
野吉祥虎头棉帽冶遥 早在宋朝末年袁

定南境内瘟疫蔓延袁 尸横遍野袁受
当时文化和医疗条件的限制袁客家
先民们只好祈福于上苍袁希望能过
上吉祥如意尧 风调雨顺的生活袁花
帽中的吉祥文化由此得到发展遥 到
了明朝中叶袁花帽图案由原来的具
象造型慢慢变成抽象符号的模式
化图案遥 定南客家人无论生活再困
难袁都要制作最吉祥的花帽戴在儿
女头上袁因此袁戴丰富多彩的吉祥
花帽就成了客家子孙逢年过节时
不可或缺的独特吉祥物遥 尤其到了
明末清初袁野吉祥花帽制作技艺冶达
到最高峰袁 凡 7岁左右的女孩袁都
要手持针线向母亲学习遥

花帽的制作十分讲究绣工技

巧尧颜色搭配袁图案多采用均衡对
称构图袁内容以各种植物尧动物尧花
草寓意吉祥如意袁采用次要图案服
从主要图案的均衡对称团形图案袁
这些内容与形式对当时的社会和
谐尧家庭和睦起到了重要作用遥 在
定南县老城镇水西村大山下组袁有
一名远近闻名的民间艺人黄运玉袁
她绣出来的花帽图案栩栩如生尧各
具神韵遥

据黄运玉老人介绍袁客家儿童
吉祥花帽绣工精细尧 技法多样尧形
式独特袁 帽上每个图案都讲究吉
祥袁遂称吉祥花帽遥制作工艺分为 6
个步骤院首先是煮浆粘布壳袁晾干曰
其次是将布壳粘上红黑两面纯棉
布壳并晾干曰三是将布壳裁剪成花
帽的各个部分曰四是在每个部分的
黑色面贴上事先准备好的吉祥纹
样剪纸曰五是用红尧绿尧黄尧蓝尧白五
种颜色的真丝线绣好纹样曰最后按
顺序将各部分连接修饰遥

近年来袁为发扬客家儿童吉祥
花帽制作技艺的艺术价值尧文化价
值袁定南县加大了对客家花帽的挖
掘和保护力度袁每年都会安排一定
的资金用于该项目的传承和保护袁
还充分利用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对学员言传身教袁已连续 8年举办
培训班袁 培养客家花帽爱好者共
153人遥 野目前袁我们正在准备材料
申报国家级非遗项目袁有望在 2019
年初入列遥 冶定南县文化馆副馆长
缪军说遥 李红毅

银瑞金传统竹编工艺袁是江西
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遥 竹
编工艺主要流传于瑞金具有丰富
毛竹资源的乡镇袁 艺人将质地坚
韧尧 富有弹性的竹子劈成竹丝袁轻
薄如绢尧纤细如发袁然后巧手编织
成造型多样的工艺品袁 既有实用袁
又供欣赏遥 制作过程有 30多个工
序袁主要包括破蔑尧劈条尧开片尧分
层尧梳丝袁以及漂白尧染色尧上光尧防
霉蛀等袁这些程序都有独特的处理
方法遥 图为传统竹编工艺代表性传
承人杨荣仿在制作竹编工艺品遥

本报记者朱燕摄

吉祥花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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