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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赣州市沃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 司 原 法 人 廖 瑞 兰 渊 身 份 证 号 院
362102197507300023冤 遗失个人印鉴章
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绎赣州市沃达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瑞金分公司原法人廖瑞兰渊身份证
号院362102197507300023冤遗失个人印鉴
章壹枚袁声明作废遥

绎 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2102197209231031 号渊杨平冤身份证
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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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袁学界对客家文化的研
究尧传承和宣传尧推广作出了积极贡
献袁取得了丰硕成果袁而对于保留有
千年汉文化特色的客家服饰要要要蓝
衫袁却研究尧宣传尧传承得相对较少遥

蓝衫是客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和
载体袁承载了客家人节俭尧朴素尧勤劳
又包容的性格特质袁表达了客家人的
民情风俗遥客家蓝衫不仅是一种服饰
的代称袁 更蕴涵客家精神遥

客家人的传统服饰被称为客家
蓝衫袁以朴素而名袁颜色多以黑尧白尧
蓝为主色调袁其布料也大都为蓝色和
黑色袁早期传统的客家服饰的开襟形
式主要有 野大襟冶尧野琵琶襟冶尧野对襟冶
三种遥 蓝衫与汉服一脉相承袁又与岭
南本土服饰相融袁这是客家迁徙文化
的见证遥野大襟冶是衣襟弯曲向右开口
一直延伸至右腋下袁然后顺着肋边与
小襟重叠扣合袁是早年汉族妇女服装
的主要开襟形式遥野对襟冶就像古建筑
的大门两片对开的形式袁通常为一般
男性的外衣或大褂的开襟样式遥 野琵
琶襟冶大多用于背心类的服装或者冬
装袁男尧女尧老尧幼均有使用遥

蓝衫面料大多使用相当耐洗耐
磨材质袁蓝色底象征著客家人朴实勤
俭刻苦的精神袁斜襟滚边的装饰为蓝
衫添加许多风采遥 历经百年袁蓝衫已
转变成象征性的服饰袁客家节庆或客
家表演中都可看见客家人著蓝衫遥 一件蓝衫的制作经
由裁剪尧拼接尧缝纫等手工过程袁传统客家蓝衫特殊之
处在于袖口和领口的边饰袁 会配以不同色彩的布料缝
制袁 增添了一抹亮色遥 而蓝衫的布料需要经过天然染
制袁染料取自土生土长的植物袁多次浸染尧晾晒之后布
料耐洗耐磨袁却因此要消耗大量时间和人力成本袁而逐
渐被工艺化的生产所取代遥

蓝衫在过去是客家人的常服袁 不仅居家休闲的时
候穿着袁走亲访友也是身着蓝衫袁甚至在重大节日袁比
如野墟日冶袁也能看见客家人身穿蓝衫遥与中原服饰相比
较袁 客家蓝衫并没有明显的等级分袁 服饰上比较少纹
饰袁常见的是寿字纹或其他寓意吉祥的图案袁这也表明
了客家人对上天的敬畏与敬仰遥同时袁客家传统服饰并
不像少数民族那样绚丽多彩袁崇尚的是野简洁朴素美冶遥

在客家人的历史中袁蓝衫一直是勤奋的象征袁尤其
在客家人开荒垦地的岁月中袁吸汗不怕脏的蓝衫袁正是
客家人坚毅尧勇敢尧奋发尧吃苦精神的最佳诠释遥 刘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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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谣即儿歌遥曾记否钥自小传
唱的童谣是铭刻在每个人心中永
恒的记忆遥凡是上了点年纪的人袁
现在回想起来袁或多或少袁总能哼
上几句遥

瑞金的客家童谣很多袁 其中
不少已经忘却遥记忆中袁以月光起
头的歌谣不少袁夏夜的月光下袁小
孩依偎在母亲身旁袁 母亲则手摇
棕扇袁教唱一首又一首的儿歌院

月光曈曈袁揩担水桶袁水桶百
多斤袁揩下广东袁广东买管笔袁做
官做下出袁做在捱姐姐门口过袁姐
姐喊捱坐袁捱懒坐袁捱要归去倒柏
树袁柏树叶子翻翻车袁撞到捱家丈
人爹袁野丈人爹袁你去哪钥冶野去捱女
介遥冶野你的女袁有几大钥冶野手也大袁
脚也大袁能能干干做鞋卖冶袁揩上
街袁冇人买袁揩下圳袁冇人问袁泼下
屎缸沤肥粪遥

月光光袁秀才郎袁骑白马袁过
莲塘袁莲塘背袁割韭菜袁韭菜黄袁好
赶塘袁赶只鲩袁走上山袁山冇路袁走
上树袁树冇柯袁跌下下来做铵井袁
铵井漏袁装酥豆袁酥豆蓬袁食里公
公奶奶会跳觋噎噎

月光光袁须化化袁问下娇娇哪
久嫁袁嫁在哪钥 嫁在竹头背袁鸡公
砻谷狗踏碓袁猴子烧火鸭炒菜袁螃
蟹过河割韭菜遥 茶一杯袁酒一杯袁
猎背姐姐归遥

多么温馨的画面啊浴 在家乡
人眼中袁 月光不但为人们照亮夜
行的道路袁 还是个骑着白马的秀
才郎袁 当然也适合充当传递爱情
的信使遥

牙牙学语尧 蹒跚学步的小孩
最有情趣袁好玩袁好多儿歌都是针
对这个时期产生遥比如袁两手牵着
小孩的两手袁一拉一推袁叫砻谷院

砻谷窸缩袁破米煮粥袁煮的粥袁佛
佛香袁食里鸡子掐砻糠遥 两人同时
抓起小孩两臂和两腿左右摇晃袁叫
扫水院扫水哔叭袁赶只鱼子供黄杂
渊蟑螂冤袁黄杂生的蛋袁拿给妹妹邦
冷饭遥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遥

儿童嬉戏素来充满童真尧童
趣遥比如有小孩带来零食袁那是一
定要与伙伴分享的袁假若吃独食袁
有人会咒你院有食冇分俵袁屎物眼
上生黄泡遥 如果刚吃过人家的东
西袁又把人家给得罪了袁此时袁他
就反过来数落你院有食交老庚袁冇
食索命根遥儿童翻脸闹不愉快袁哭
鼻子也是常有的事袁 但禁不住大
家的劝解袁 马上破涕为笑也是稀
松平常遥因为矛盾已经化解袁众人
又不免齐声揶揄院又叫又笑袁波波
奶奶杀只猫袁上一碗袁下一碗袁某
某某某渊对方名字袁连念两次冤食
猫卵遥弄得人家更是哭笑不得遥还
有缺门牙的小孩袁 也常要把嘴巴
抿起袁一不小心袁便遭到嘲笑院缺
牙耙袁耙狗屎袁耙一箩袁送外婆袁耙
一筒袁送外公遥

儿童中还流行一种观察指纹
的游戏袁指纹中的漩涡形袁为脶曰
指纹中的箕形袁为筻遥确认过指纹
之后袁还须根据童谣袁一一对号入
座袁说的是院

一脶穷袁 二脶富袁 三脶猎猪
牯袁四脶磨豆腐袁五脶满咚咚袁六
脶做相公袁七脶骑白马袁八脶凉伞
遮袁九脶平平过袁十脶撑大货遥

像谶语一样袁 儿歌把脶纹的
多少同各人的职业尧 命运联系起
来遥 最尴尬的是袁 本人只有三个
脶袁就是个猎猪牯的命遥猎猪牯是
过去赶着公猪走村串户袁 专门去
给母猪配种的一种职业袁 比较低

贱袁没人肯干遥为此不但常遭伙伴
嘲笑袁自己还耿耿于怀十几年遥其
实袁这种儿歌各地都有袁但说法都
不一样袁仅是一项游戏而已袁绝不
能当真遥

客家人重视教育袁 对于不爱
学习尧不爱劳动的儿童袁也常用儿
歌的形式进行讽喻遥 比如院 人之
初袁墨墨乌袁冇粿子袁懒读书遥 再
如院读书怕考袁作田怕草袁当兵怕
打倒遥又如院繷毛繷毛袁歇到半朝袁
听到碗响袁放来乱抢袁抢只缺碗袁
食掉八碗袁八碗冇饱噎噎

过去的农村袁皮肤病人多袁癞
痢子常见遥癞痢子因为自身疾病袁
甚至一辈子都娶不上媳妇袁 所以
自暴自弃的也多袁 常常成为被人
嘲弄尧嫌弃的对象遥 印象中袁关于
癞痢子的儿歌不少袁 记得其中一
首是这样的院

癞痢子袁 学剃脑袁 剃脑剃出
血袁学打铁袁打铁难牵炉袁学打砻袁
打砻难破篾袁 学做贼袁 做贼难挖
窿袁 学打铳袁 打铳难扣火袁 学挣
渊修冤锁袁挣锁难挣须袁学赶墟袁赶
墟难行路袁学倒树袁倒树难削柯袁
学做瓦袁做瓦难搬泥袁学装犁袁装
犁难凿眼袁学斗伞袁斗伞难斗把袁
癞痢做告化遥

癞痢子因为不务正业袁 做事
没有恒心袁 最后只能沦落为沿街
乞讨的告化遥对广大儿童来说袁也
不失为一个鲜活的反面教材遥

客家童谣的表现形式主要有
比兴尧顶针和押韵等袁内容则通俗
易懂袁 大多与人们日常的生产和
生活相关遥 因此传唱起来朗朗上
口袁易于儿童接受遥 感念童谣袁它
让唱着童谣长大的一代代人曾经
有过快乐充实的童年遥

在客家人居住的地方袁 山里
山外袁村道路尾袁屋前屋后随处可
见一种四季常青的灌木袁 其味道
独特袁生命力极强袁任火烧泥埋袁
采伐蹂躏依旧茁壮成长遥 因其有
布散风惊袁治头痛风湿袁被客家人
称为布惊草曰又因其能驱赶蚊子袁
亦被称为蚊惊树遥

端午节前的一个星期左右袁
心灵手巧的客家女都会砍一大把
布惊草袁然后将其晒成八尧九成干
后袁把其烧成野地灰冶渊草木灰冤袁再

把这些布惊灰收集起来袁 用布滤
成干净的黄橙色的布惊灰水袁加
之于糯米上袁 蒸粽子时布惊的独
特香味和粽子叶尧糯米混合一起袁
顿时香味四溢袁让人胃口大开遥
灰水粽的野灰水冶就是布荆草木灰
溶解沉淀澄清的液体袁 用这种灰
水泡的糯米做的粽子袁 因为灰水
呈碱性袁 所以做出来的粽子颜色
微黄袁而且非常软糯遥人们常把灰
水粽蘸蜂蜜吃袁 没有蜂蜜就用白
糖代替遥 现在城市里不具备做灰

水粽的条件袁 虽然也有人用食用
碱代替传统的草木灰袁 但颜色和
味道相差甚远遥

用布荆制作灰水粽袁 当地有
一个俗语院一升灰一升米遥 也就是
说袁用一升布荆的灰袁就可以浸泡
一升糯米来制作灰水粽遥 要烧一
升的布荆灰袁约需 30 公斤的布荆遥
把野布荆冶烧成灰后袁还要把这些灰
都收集起来装进过滤袋袁放到水里
重复煮沸几次袁 将灰渣过滤掉袁再
把灰水静置袁待灰水中的杂物沉淀
下来袁剩下的灰水就可以用来泡糯
米了遥 糯米淘洗干净沥去水分袁米
粽叶或竹叶洗净备用遥 苇叶及棕
榈叶软化尧消毒处理遥 把一定比例
的纯天然灰水倒进盛糯米的盆中
一起浸泡一个晚上沥干水遥

这时可以包灰水凉粽了袁一
般一两米可包 2-3 个凉粽袁包好
用棕榈叶绑好袁放锅里煮 4-5 小
时即可遥 粽子煮好后是有点金黄
色的袁 吃粽子的时候再沾蜜蜂或
白糖袁淋于去叶的凉粽上袁或直接
拿凉粽蘸糖油吃遥 凉粽渗着米粽
叶或竹叶特有的清香袁 和着糖油
入嘴丝毫没有腻口感觉袁 糯米软
而香甜袁滑而不腻袁带有淡淡的植
物芳香遥 赣可

瑞金客家童谣
阴钟赣州

客家人端午节必吃的美食要要要灰水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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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立木销售招标公告
渊圆园圆园 第员 期冤

一尧销售标的物院拾字石工区 35-1袁36-1袁47-1袁
48-1 四个小班共 617 亩杉树活立木袁参考价 135 万
元遥

二尧报名方式院电话:0797-2335918袁18296709280
或邮箱院1102478383@qq.com. 报名及保证金缴纳截
止时间:2020 年 7 月 5 日 17 点遥

三尧看样时间院7 月 2 至 4 日
四尧交易地点和时间院江西省瑞金市泽覃乡铁炉

下本公司袁2020 年 7 月 6 日 10 点袁 投标人当场递交
报价袁招标人当场唱价袁价高者得遥

五尧保证金院20 万元袁请汇入如下账户袁户名院王
秋萍袁账号院6228 4834 7877 5951 176袁开户行院农行
瑞金支行遥

瑞金市绵江林业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9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