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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告
根据殡葬改革相关规定袁 以下区域内有祖坟

的袁请于 2019年 5月 30日前袁及时与所在村居联
系搬迁坟墓袁逾期将按无主坟处理遥 请相互转知浴
联系电话 13970716109遥 具体区域如下:东升居(火
车站对面尧鹅岭脑尧搅拌站<沙公下>),瑞明村(教学
园区和龙珠寺周边),南岗村(古城河岸尧奇坑岽尧黄
荆坳屋背岽尧绿环砖厂周边尧狮子岩尧山塘面尧岭下
屋背山面尧邱杨屋背后王屋山子),溪背村(下岗背油
槽下尧禾塘面尧炸药厂附近尧水角下屋背尧下岗背牛
角坑及牛角坑公墓群尧李高屋背后大路栋口尧李屋
山塘面上附近及车子段红栋子),金星村(岗脑红岽
子尧高铁沿线)遥 (象湖镇政府)

声 明
据传说袁社会上无故出现野瑞金市新金都实

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冶的字样袁本公司郑
重声明如下院我公司从未雕刻野瑞金市新金都
实业有限公司项目部专用章冶袁 也未授权任何
单位或个人雕刻使用上述该公章袁敬请社会各
界人士高度注意袁提高识别能力袁凡使用上述
公章从事任何事务均属欺诈行为袁如有人使用
上述公章欺诈给各位公司尧社会其他组织或人
士造成任何损失均与本公司无关遥

特此声明浴
瑞金市新金都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9日

绎黄海平持有的证号为 0114090009 土地使用
证壹本渊土地坐落于象湖镇桔林村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杨南海持有的证号为 02020536土地使用证
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沙洲坝乡沙洲坝村新村小组冤遗
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郭瑞平持有的证号为 011519015土地使用证
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象湖镇瑞明村绵水北路 D区 11
号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绎瑞金市丰源农业生产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第二
农资配送中心遗失营业执照正本 袁 注册号 院
360781120002362袁特此声明遥

绎瑞金市家天下家居有限公司遗失增值税普通
发票贰张袁 发票代码 :036001800104袁 发票号码 :
18783508尧18783509袁特此声明遥

河源和梅州位于广东省东北部袁
都是著名的客家城市袁河源号称野客
家古邑冶袁梅州则被誉为野世界客都冶遥
这两个城市都位于粤赣两省交界处袁
自古以来就是粤赣两地的交通要塞遥
在古代袁这里形成了以龙川佗城为中
心的交通网络和以和平县等地为要
冲的粤赣古道遥 目前袁河源和梅州地
区依然保存着大量古道资源袁这些古
道见证了千百年来客家移民的艰辛
奔波袁 也见证了客家文化的繁盛袁是
客家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遥 如今重走古
道袁依然能感受到往昔历史的厚重风
姿遥

客家人的历史就是一部人口迁
移史遥 历史上因为战乱等原因袁中原
人历经苦难袁 迁徙到闽粤等地区袁因
为在融合和发展的过程中保留了自
己独特的风格而被称为客家人袁以别
于当地原来的居民遥 东江自古为中原
先民南下的通道遥 从赵佗建龙川县至
今袁2200多年来袁 东江上中游地区一
直是岭南北接中原的主要通道之一袁
也是珠江三角洲与韩江流域的连接
之地遥 由于现代交通的发展和新丰江
水库的兴修袁当地许多古道湮灭在崇
山峻岭中遥 不过袁现今仍有许多桥梁尧
关隘尧凉亭尧客家围屋袁与残存的古道
一起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袁成为
河源广大山区靓丽的人文风景线遥

岭南古道研究专家尧 广州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元林
告诉记者袁秦始皇在岭南设置郡县袁河源龙川县是今粤
东客家设置的第一个县袁 河源地区成为中央王朝驻军
和中原移民的重镇袁也成为传播中原文化的前哨阵地遥
之后袁中原人就在岭南地区定居袁后设置三郡袁陆续有
中原人迁居至岭南野同越人杂处冶袁这是岭南地区最早
的客家移民遥 汉人同当地居民逐渐融合袁客家族系逐渐
壮大并向四周迁徙遥 据史料记载袁从闽浙进入岭南的路
线主要是沿水路南下袁 也就是赣江到北江和东江的通
道遥 客家先民就是沿着这些主要通道袁分别到达粤东北
和粤西地区遥

不同姓氏的族人所居的不同村落袁 形成了不同的
建筑风格尧文化特色尧习俗尧方言等遥 河源连平县境内目
前还存有多座古建筑袁 这些古建筑大多具有北方传统
建筑的特点袁同时也结合当地的风俗尧自然环境和气候
等因素袁 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建筑形式遥 据王元林介
绍袁在迁徙的过程中袁客家先祖们颠沛流离袁历经千辛
万苦袁这就造成了客家建筑物的封闭性遥 为保护自身安
全袁这些建筑通常具有防御性质遥 同时袁在迁徙的过程
中袁客家人吸收了不同的文化袁兼容并蓄袁所以就产生
了各种风格杂糅的建筑物遥

河源大湖寨围龙屋是典型的客家传统建筑遥 这座
围龙屋是宋朝时袁 曾氏从江西庐陵迁徙到当时惠州府
河源县大湖寨落居的祖屋遥 曾氏从江西迁徙到河源成
为客家人袁至今有将近 800年历史遥 自迁徙到大湖寨之
后袁曾氏实力逐渐扩大遥 现在袁大湖寨的子嗣迁徙遍布
河源市各地区袁甚至韶关尧惠州尧汕尾尧广州等地都有大
湖寨后人的身影遥

著名的夏田古村也是典型的客家古村落遥 据当地
史料和叶谢氏族谱曳记载袁最早在河源市连平县陂头镇
夏田村落居的客家人为谢姓袁南宋著名文学家和爱国诗
人谢枋得的五世孙谢复澈从江西锡州迁居到连平陂头袁
为陂头谢氏开基祖袁至今有 600多年遥 夏田古村所保留
下来的古建筑有复澈公祠尧全公祠尧德兴楼尧松秀围尧谦
吉楼等袁构成了当地别具一格的客家围屋群遥祠堂尧古村
落尧客家民居袁这些独具特色的建筑不仅反映了客家人
的智慧袁更反映了客家移民历经的艰辛和苦难遥 李永杰

衣冠服饰在社会生活中形式
最为外露袁 最易标明一个人的身
份地位袁 因此自古以来都受到统
治者的重视遥 自从夏尧商朝开始袁
衣着已有了一定的规矩袁 到了周
代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冠服礼仪制
度遥 从此袁帝王后妃尧达官贵人以
至黎民百姓袁 衣冠服饰都有一定
区别袁不同场合的衣着袁也有了特
别的讲究遥

中国古代的衣冠礼首要讲究
齐整袁叶弟子规曳中就说院帽子要戴
端正袁衣服扣子要扣好袁袜子要穿
平正袁鞋带要系好袁一切的穿着都
要以严整庄重为仪遥 回家后衣服
鞋袜要放在特定的位置袁 保持清
洁袁 避免脏乱袁 不整齐而失了礼
数遥

关于古代对衣冠的重视袁有
这样一个故事院春秋战国时期袁卫
出公继位后袁 实权都在他表哥孔
悝手中遥 孔子的弟子子路在孔悝
府中为邑宰遥 后来孔悝和卫出公
的父亲蒉聩作乱袁行刺卫出公遥卫
出公逃到鲁国袁蒉聩成为国君袁这
就是卫庄公遥子路在都城外袁听到
这个消息立刻赶去遥 进城后造访
蒉聩袁 蒉聩与孔悝在台上遥 子路
说院野您怎么可以任用孔悝钥 请让
我捉住他杀了遥 冶蒉聩不听袁于是
子路要放火烧台子袁蒉聩很害怕袁
就让人攻击子路袁结果袁子路寡不
敌众袁帽子下的丝缨被戈击断遥子
路看情势已无脱身的可能袁 从容
地捡起帽子袁 说院野君子死而冠不
免遥 冶在从容结缨正冠的瞬间袁子

路被对手乘机杀死袁 随即被一拥
而上的蒉聩党徒剁为肉酱遥 这是
发生在鲁哀公十五年冬天的一件
悲壮的事遥 当时袁 子路已是一位
63岁的老者遥 可以说子路是为了
儒家的信仰而死袁 临死也要保持
衣冠的整洁袁 更是为了汉冠威仪
而死遥

除了整洁外袁 由于古代的衣
冠服饰之礼在蔽体遮盖方面特别
讲究袁 所以规定不仅外套深衣长
服袁而且服装忌紧身窄小尧单薄袁
必须宽松肥大袁 官方礼制尤其强
调这点遥西汉武帝时袁武安侯田恬
便因穿较短而又是单衣的衣服入
宫袁而被定以野不敬冶之罪削爵遥清
代袁夏日伏天是穿亮纱尧葛纱的季
节袁但官员入宫见皇帝则不许穿袁
因野亮尧葛二纱皆不足蔽体也冶遥如
果裸衣露体袁 则是对对方的轻视
或侮辱行为了遥 三国时曹操令祢
衡更换鼓吏之衣击鼓以示对其羞
辱遥祢衡脱去内衣野裸身而立冶袁反
而羞辱了曹操遥 曹操也只好自嘲
说院野本欲辱衡袁衡反辱孤遥 冶

衣冠服饰之礼还规定在社交
场合要注意衣服的式样尧档次遥在
古人看来衣服破旧尧档次低袁不仅
自己怕被别人看不起袁 而且所拜
谒的主家也觉得不光彩袁 有失颜
面袁尤其是宾朋众多的场合遥所以
外出拜谒袁 又需要备有专门制作
的礼服遥在明代袁据意大利传教士
利玛窦所见院野当大臣或有学位的
人出门拜客时袁 他穿上一件特制
的拜客长袍袁 和他日常穿的长衫

大不相同袁 甚至没有荣誉头衔的
人物出门拜客时袁 也要穿特别设
计的袍服遥如果他穿平时的衣服袁
就会被人见怪噎噎如果偶然碰到
一位朋友没有穿上他最好的礼
袍袁就不按习惯的姿势向他行礼遥
噎噎通常一个人出门时总要带一
个仆人为他拿这身礼服遥冶由此可
见不同的场合袁 穿衣也是很有讲
究的遥

古代社会是等级的社会袁地
位和身份的标志反映在社会对人
们衣食住行的某些规定及礼制习
俗上袁特别是反映在衣冠服饰上袁
衣冠服饰又常代指某一类特定身
份以及职业的人遥 读书人称为衿
士袁地方有地位的人被称为乡绅袁
衿与绅都与服饰有关遥 读书人考
取功名得官后袁 要将庶民百姓常
穿的褐衣脱掉袁改穿官服袁所以科
举考试又称野释褐试冶遥 庶民百姓
不戴冠袁故而俗称平头百姓袁或称
黎民百姓袁黎即黑之义袁指黑发的
众生遥平民虽不戴冠袁也要束发以
巾帻包头袁战国时的野苍头冶袁秦朝
的野黔首冶袁东汉末的野黄巾冶袁都是
指用不同颜色之巾包扎头发袁以
致野苍头冶尧野黔首冶尧野黄巾冶竟成了
这一阶层人的代名词遥

综上所述袁 古代中国的衣冠
服饰及其穿着是有着丰富的文化
内涵的遥自产生之时起袁就不仅仅
是用作蔽体遮盖及装饰的袁 更是
以它来体现仪态风度的遥 由此形
成了礼俗文化的社会性内容袁在
历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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