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门匾
阴刘修庆

在赣江上游袁 赣州西部袁 有一个始建于南
唐袁拥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承的古邑袁山清
水秀袁物产丰饶袁这就是民间享有野旅游之乡冶盛
誉的赣南明珠要要要上犹县遥

上犹有野客家摇篮冶之誉袁是赣州市管辖的
一个纯客县袁蕴藏着丰富的客家文化资源遥 其中
独具特色的野客家门匾冶袁就是当地人在长期生
产尧 生活过程中传承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民
俗文化现象遥 走进上犹乡村袁你不必问路人袁只
要看村里的门匾就知道村里有几姓人袁 各自是
从哪里迁徙来的袁是什么人的后裔遥

客家人重视谱牒的撰修袁 不论生活如何艰
辛袁如何迁徙袁都会把本家族姓氏的源流记录保
存下来遥 野客家门匾冶就是客家人用以记述家族
渊源的一种重要文化形式遥 野客家门匾冶的渊源袁
形式上源于民间姓氏野堂匾冶和野牌匾冶袁内容上
源于汉魏时期官宦人家的门阀制度要要要野阀阅
功状冶渊官宦世家为标榜家族功勋袁 将功业张扬
于门前冤遥 野门匾冶没有野阀阅冶那么庄重袁但却比
野阀阅冶简单尧美观尧实用遥 正是这个原因袁野门匾冶
替代古代官宦人家的野阀阅功状冶袁进入了平常
百姓家袁演变成这种相对固定尧千家万户喜闻乐
见的用于记录家族姓氏源流的门匾形式遥

在上犹县袁野客家门匾冶随处可见遥 这种门匾
就是在民居大门的门额上袁 制作一块长方形匾
框袁选取与自家姓氏相关的成语尧典故或体现房
主理念的一个词语镌刻其上袁 有的还配上吉祥
图案袁融书法尧绘画艺术于一体遥 上犹野客家门
匾冶的主要内容渊题词冤由野堂号冶野郡望冶和野功
状冶构成袁或展示客家人迁徙发展的历史袁或叙
述先辈的嘉德懿行袁 或表达房屋主人的行为处
事准则袁意在褒扬先辈功绩袁垂训后人创业遥 上
犹野客家门匾冶作为客家人崇尚祖训尧铭记历史尧
注重家教尧爱惜名节的文化传统袁往往记载着一
段历史袁叙述着一个故事袁表达着房主的一种理
念袁在造就一代又一代客家人的优秀品德中袁发
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袁 突出体现了客家人热爱
民族尧不忘祖先尧牢记历史和热爱文化的人文特
征袁随着家族的繁衍而世代相传袁一直保留延续
至今天遥

上犹野客家门匾冶的内容渊题词冤大致可分成
五类院一是姓氏来源袁二是姓氏先辈的祖居地尧
迁徙经过地尧郡望等袁三是姓氏堂号袁四是姓氏
先辈尧公头尧名人等袁五是各姓通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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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蔡海明持有的
残疾证遗失袁 证号院
360781198404096374
14袁特此声明遥

绎江西省瑞金市
象湖镇聚鑫演艺中心
遗失增值税专用发票
壹张 袁 发 票代码 :
3600164160袁 发票号
码 :0145537袁 特此声
明遥

绎刘婷持有的残
疾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0781199511184286
11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象湖镇
心诚市场策划咨询中
心遗失通用手工发票
贰张 袁 发票代码 院
136071815331袁 发票
号 码 院01445940 和
01445949袁特此声明遥

为进一步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
故袁全面提高道路交通安全管控能力袁保障
道路交通秩序有序尧安全尧畅通,依据叶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曳尧叶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曳 等相关法律
法规规定袁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在
辖区内新增和调整了一部份电子监控取证
设备袁 现将新增和调整的设备设置地点公
告如下院

一尧新增电子警察路口院抓拍机动车违
反信号灯渊违法代码院1625袁记 6 分罚 100
元冤尧逆向行驶渊违法代码院1301袁记 3分罚
150元冤尧不按导向行驶渊违法代码:1208袁记
2分罚 100元冤尧 通过路口遇停止信号时袁
停在停止线以内或路口内的 渊违法代码院
1211袁记 2分罚 100元冤等违法行为遥

1尧瑞金大道南与五龙交叉路口(五龙
路口)

2尧瑞金大道南与瑞金大道西交叉路口
渊胡岭背路口冤

3尧瑞金大道西与青年路交叉路口渊龙
珠寺路口冤

4尧壬田大道与凤凰路交叉路口渊壬田
镇圩三叉路口冤

5尧壬田大道与壬达路交叉路口渊壬田
镇圩十字路口冤

二尧新增禁止弯道超车抓拍设备院抓拍
机动车违反禁止标令违法行为渊违法代码院
1344袁记 3分罚 200元冤尧逆向行驶渊违法代

码 1301袁记 3分罚 150元冤
1尧 武阳龙江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907KM+500M冤
三尧 新增禁止过境大货车驶入抓拍设

备院抓拍机动车违反禁止标令违法行为渊违
法代码院1344袁记 3分罚 200元冤

1尧长征大道卡口渊靠近高速公路冤
四尧新增区间测速路段院渊限速值 60㎞

辕 h 冤袁对机动车超速行驶尧驾乘人员未系安
全带违法行为进行抓拍

1尧 瑞临线 323 国道 8KM +600M 至
13KM+600M渊云石山乡超田村坳脑小组至
田心村盐帐下小组路段冤

五尧新增卡口院渊限速值 60㎞ 辕 h 冤对机
动车超速行驶尧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

1尧长征大道卡口渊靠近高速公路冤
2尧 沙九路卡口 渊沙九路 2KM+600M

处冤
3尧 武阳龙江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907KM+500M冤
4尧瑞金大道瑞鼎公馆路段卡口
5尧瑞金大道火车站路段卡口
6尧红军大道黄柏职校门口路段卡口
7尧黄沙中队门口卡口渊厦成线 319 国

道 380KM+800M冤黄沙交警中队
六尧改建卡口院渊限速值 60㎞ 辕 h 冤对机

动车超速行驶尧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

1尧云石山卡口
原地点 院 渊瑞临线 323 国道 5KM +

500M冤沙洲坝镇梅岗村路段
新地点 院 渊瑞临线 323 国道 7KM +

800M冤云石山乡超田村路段
七尧原有卡口院渊限速值 60㎞ 辕 h 冤对机

动车超速行驶尧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违法
行为进行抓拍

1尧黄柏卡口渊厦成线 319国道 403KM+
100冤黄柏乡柏村村路段

2尧长汀卡口渊厦成线 319国道 387KM+
600M冤叶坪乡马山村路段

3尧 会昌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892KM+700M冤泽潭乡石水村小舟坊路段

4尧 叶坪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877KM+300M冤叶坪乡叶坪卫生院门口路
段

5尧 壬田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862KM+520M冤壬田镇大龙村委门口路段

七尧 以上全部设备对驾驶人不系安全
带渊违法代码院6011袁罚 20元冤尧乘坐人员不
系安全带渊违法代码院3019袁罚 10元冤尧摩托
车超员渊违法代码院7016袁罚 100 元冤尧驾驶
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的 渊违法代码:1223,
记 2分罚 50元冤等违法行为抓拍取证遥

八尧启用时间:2019年 4月 18日 0时
瑞金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 4月 15日

瑞金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关于新增和调整电子监控设备的公告

十几年前袁 一位颇有名气的闽西客家
作家温金海先生写过一篇文章 叶文化连
城曳袁把连城的文化夸了一番遥 作为既是长
汀人又是连城人的我袁 自然是很把这当作
一回事的遥因为袁曾有人对连城和连城人的
评价袁似乎是说连城人野蛮冶渊不讲道理袁容
易上火冤尧好斗渊爱打架冤尧不团结等等袁和
野文化冶似乎离得较远遥 温金海先生为连城
人野纠正冶了一下袁我应该感谢他遥

其实袁任何地方都有野蛮和文明的人袁
连城也一样遥少数连城人的确不太讲理袁动
不动就上火曰打架的事的确也时有发生曰连
城人不如其他客家人那样野团结冶袁好像也
是事实遥但是袁这并不代表整个连城人都这
样遥而有一些连城人很野有文化冶袁就是一个
解释连城人并不都是野蛮冶的例子遥 如连城
不少人字写得很好袁最出名的当然是罗丹袁
我知道的连城书法家还有好几个曰 连城有
好几支野笔杆子冶袁龙岩市有名袁福建省也有
名曰 连城还有一个全国有名的提线木偶写
书法的艺术家噎噎

不久前袁我到了连城袁参观了连城博物
馆内的野明清牌匾陈列馆冶袁看到了馆内收
藏的琳琅满目的各种牌匾袁深深地觉得袁连
城是很有文化底蕴的地方袁 收藏这些牌匾
的是很有文化尧很有眼光尧很知道珍惜传统
文化的人浴

连城县博物馆设文字书画尧明清牌匾尧

历史陈列和客家民俗等四个展区遥 博物馆
占地 9000平米袁 展厅面积达 5000 平米遥
野明清牌匾陈列馆冶 已经正式开馆展出袁其
他展区还在施工中遥

牌匾袁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遥
记得小时候袁老家很多人家大门口尧大厅
上都还挂牌匾袁象征他们家曾经是野文化
人冶和野受过表彰的冶人家袁不是粗野的野蛮
夷冶遥 可是袁到了野文化大革命冶尧野破四旧冶
期间袁牌匾成了野封建残余冶袁甚至是挨整
的野证物冶遥 于是袁大量记载珍贵历史文化
的牌匾被劈了当柴烧尧被用做猪栏厕所的
围板袁我有一次在一个乡村袁就看到一家
人把一块雍正年间的牌匾用来做杀猪的
垫板噎噎

现在袁 牌匾成了稀罕物袁 要找也难找
了浴因此袁连城县野明清牌匾陈列馆冶展示的
牌匾是难得的珍品遥 牌匾陈列馆也的确为
保护传统文化做出了贡献遥

连城牌匾陈列馆的牌匾原由谢树忠尧
杨芳夫妇的野树芳斋冶收藏袁谢树忠尧杨芳夫
妇多年来孜孜不倦地收集尧 整理和研究牌
匾袁取得了丰硕成果遥其收集的牌匾数量之
多尧 范围之广和他们对牌匾的研究之深在
八闽大地也应该算是首屈一指遥 我看过杨
芳女士介绍牌匾的厚厚的一本书袁 图文并
茂袁印刷精美遥杨芳女士还是福建省作家协
会会员遥 吴念民

参
观
连
城
客
家
牌
匾
陈
列
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