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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钟金华持有的瑞金市被征地农民证
遗失袁证号院渊2017冤ZD03060036袁特此声明遥

重男轻女是我国普遍现象袁
客家人也不例外遥 男孩出生袁从来
都是一个家庭的大喜事袁 但过去
医疗水平差袁 疾病对于免疫力低
下的婴孩来说袁无异于洪水猛兽袁
婴儿死亡率也是居高不下遥 所以
父母都是修修保保袁 生怕出啥意
外袁 只要有利于小孩消灾除厄的
事情袁父母都会尽力去做遥

小孩出生袁首先会取乳名遥 过
去的农村中袁 经常听到父母这么
称呼男孩院什么野贱生冶尧 野贱发冶尧
野贱狗冶尧野告化佬冶尧野安徽佬冶一
类袁意思是贱人贱命袁好养袁容易
长大成人遥 还有人认为喜添男丁
是上苍的恩赐或神明的庇佑袁于
是像 野观音生冶尧野观音保冶尧野天长
生冶尧野地长生冶尧野三官保冶尧野佛
保冶尧野太阳保冶等带有祈祷性质的
名字大量出现遥

男孩出生后袁 客家地区常见
的庆生仪式主要有三朝尧满月尧百
日尧过周渊一周岁冤尧食添丁酒等
等遥 喜庆期间袁 祭祖是必须的活
动袁目的却是同一个院就是祈求祖
宗保佑小孩的平安健康袁 顺利成
长遥

其中过周的生日礼最为隆
重袁 小孩抓周仪式也在此时进
行遥 期间袁亲戚要送童鞋尧童帽尧
乳围等礼品前来贺喜遥 若是家中
第一个男孩生日袁 外婆还要送来
银项圈或者长命锁袁 以及做工复
杂的虎头帽遥 贵重的银项圈尧长
命锁一般由金银店专业打制袁戴
上它袁 就意味着辟邪消灾袁圈
渊锁冤住生命遥 而虎头帽则是客家
地区的传统女红袁 说它是一项非
物质文化遗产也不为过遥 虎头帽

纯手工缝制袁中间垫棉花袁里外包
黑布袁边缘镶图案袁帽身绣花卉袁
帽顶左右各一虎耳装饰袁 帽子前
沿一般是 野根基稳固冶尧野长命百
岁冶或野长命富贵冶一类的吉语文
字袁文字之外袁有的还另加玉质或
银质帽花遥 虎头帽比较肥大袁两
侧过耳袁帽背齐肩袁后面帽尾上还
吊着几串铜钱以及铃铛遥 戴上虎
头帽袁走起路来袁叮当脆响袁既保
暖又辟邪遥 当年袁 这些儿童配饰
更多承载的是父母尧 长辈对小孩
的殷切期望遥 如今袁 已基本无人
再去制作袁 银项圈尧 长命锁和虎
头帽等东西也离我们的生活日渐
遥远袁 只有在收藏市场或者民俗
馆里还能够偶尔看到遥

对待小孩袁 还不能当面称赞
其长得壮实尧好看袁反而要说野生
里蛮熊冶渊熊袁丑陋冤遥 据说是怕野引
神惹怪冶袁遭到妒忌袁以免带来疾
厄袁及至性命之忧遥 与取贱名的道
理一样袁大人只想让小孩在平安尧
低调的的环境中长大遥

因为缺医少药袁 旧时近乎巫
术的各种民间野偏方冶大行其道遥

有的小孩自幼体质弱尧 事头
多袁 家长就请来巫婆或神汉袁给
小孩画一道符咒袁 缝在一个四方
形的红布袋里袁 用绳子穿在小孩
外套上佩戴袁 俗称 野山水袋冶或
野告化袋冶遥 小孩容易受惊吓袁患
病后袁 白天精神低迷嗜睡袁 夜里
反而睡不安稳袁 频频惊叫哭闹遥
老人以为袁 这是魂不附体袁 需要
野喊魂冶归来遥 隔天晚上袁母亲则
在自家门口点上香袁 一声声悠长
的呼唤响起院野伊伊渊小孩乳名冤袁归
来呦浴 伊伊袁归来呦浴 噎噎冶后来声

音渐喊渐小院野伊伊袁归来里哟浴 冶然
后袁用小孩穿过的衣服包一碗米袁
放在小孩的枕边遥 喊魂的风俗久
远袁 至少可追溯至楚辞的 叶招
魂曳遥 若能弄清惊吓原因袁那就更
好办了袁可以直接去野兜惊冶遥 被
人吓到的袁 就让那个人剪下些手
指甲或者裤带头袁 用红纸包好放
小孩口袋里随身携带遥 玩耍时意
外受惊的袁 母亲就把小孩带回原
地袁扶着小孩唱揖院野呸呸呸浴 冇
惊冇吓哦袁讨转给伊伊吓哦浴 冶再不
然袁也可趁夜深人静之际袁偷偷的
在在村口路头贴一张符文院野天皇
皇袁地皇皇袁我家有个夜叫郎袁过
路君子念一念袁 一眼歇到大天
光遥 冶据悉袁此符文流传甚广袁版
本大同小异遥

在一些老房子的门页上袁还
看得见有白灰写成的野虎冶字遥 这
又是什么缘由呢钥 原来腮腺炎是
一种农村常见病袁 容易在小孩中
间交叉感染袁据传袁人们只要在自
家门上写上个野虎冶字袁此病就可
消除遥 此习俗曾经困惑我多年袁后
来才想明白院腮腺炎患者袁两腮肿
得像个猪头袁 故乡间俗称患腮腺
炎为野病猪头肥冶遥 虎会吃猪袁那虎
岂不是野猪头肥冶的克星钥 虎不好
画袁就写个野虎冶字替代袁还有用毛
笔把野虎冶字直接写到患者两腮上
的遥

如今袁 这些育儿习俗也许只
有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回顾人
生的时候还能偶尔想起遥 但不管
任何时候袁为把儿女抚养大袁父母
都可谓是含辛茹苦袁食不甘味遥 所
以袁后辈赡养尧孝敬长辈袁那也是
天经地义的遥

客家育儿习俗
阴钟赣州渊九堡冤

斑驳的高墙记载着昔
日的豪华气派袁也凸现了风
雨沧桑袁墙上稀疏的小草摇
曳出曾经的辉煌袁大小不一
的枪眼诉说着峥嵘岁月袁厚
实而坚固的大门见证了一
个时代噎噎客家江古山围
楼袁 让游人从这里走入历
史袁探窥其厚实尧丰盈的底
蕴遥

江古山处于英德市横
石水镇境内袁是一个村委的
名称袁 村民几乎清一色姓
林遥这里有英德地区数量最
多尧基本状貌保存最完好的
围楼遥 说是围楼袁叫作围屋
可能更准确袁在宽大的围墙
之内袁全部是整齐划一的泥
砖瓦房遥林姓祖先就这样围
屋而居袁享一隅之太平遥 江
古山围楼建筑规模宏大袁至
今仍保存完好的群楼主要
有九牧楼尧双桂楼尧新生楼尧
九龙楼等遥

九龙楼坐北朝南袁气势
非凡遥 围墙用灰沙尧石头混
砌袁 据说为增加粘性和硬
度袁当时建房子的人用了黄
糖浆来搅拌灰沙浆袁怪不得
坚硬无比遥 围楼的围墙高
15 米左右尧厚约 90 厘米尧长
64 米尧宽 63 米袁粗略估算整
座围楼占地 4000 多平 方
米袁这在山区农村当时算是
大户了遥

据介绍袁该围墙的特点
有三院一是凸现防御功能遥
在大墙的四个角落里高出
围墙的碉堡楼袁 墙上均匀
布设的枪孔袁 已充分证明
了这一点遥 除了一个正门袁
再无其它门出入袁 更印证
了这一点遥 大门两边各有
十一个杯口粗的孔袁 关上
大门后袁 用十一个铁棍作
门闩遥 可惜那十一根铁棍
在大跃进时期被拿去炼钢了遥 正门框架极
有气势袁用麻石条作门楣尧门边尧门槛袁门楣
上的麻石条上刻着野九龙楼冶三个大字袁门
两边阴刻着野世衍九龙堂开双桂袁门环万里
坐拥三台冶的对联遥 虽年代日久袁仍清晰如
初遥 二是布局严整遥 从大门进去袁便是一个
大院子袁里面有四栋砖木瓦结构的平房袁每
栋有七八间房子曰 墙上写着的毛主席语录
仍依稀可见遥 两旁是一排厢房袁各有几间房
子袁木门尧木窗尧木桁的做工精巧袁有些还雕
花遥 虽经风雨侵蚀袁颜色剥落袁但仍能想象
昔日的野风韵冶遥 围墙内两旁各建造了一排
低矮不大的泥砖瓦房袁有 10 多间袁据说是
当年林家雇佣的长工住的袁现在成了猪圈尧
牛圈遥 偌大一个院子袁天井尧檐下全部用鹅
卵石砌成袁沟渠纵横秩序井然遥 第三个特点
是坚固耐用遥 听村里 70 多岁的林上滋老人
说袁他祖祖辈辈住在这里袁到他这一代足有
180 多年历史了遥 林上滋老人告诉笔者袁这
里排水尧采光尧通风等都很不错袁现在还有
好几户人家舍不得搬出去住遥 江古山人引
以为豪的是该村出了一个叫林名勋 (1982
年去世)的名人袁在解放后担任英德首任县
委书记袁后任韶关地委书记尧广东省第五届
人大常委会委员尧副秘书长袁他就是在这里
出生和成长的遥

长期从事客家围楼研究的香港大学宗
教系副教授谭伟伦先生指出袁 围楼如此集
中袁保存如此完好的袁在华南地区并不多袁其
中包含的建筑学尧美术学尧易学等都值得研
究袁有很好的吸引力袁也可作为开展围楼旅
游文化的亮点和卖点遥 刘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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