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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民俗有哪些（上）
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袁 而客家风俗绝大部分是从
中原地区带过去的袁 所以形成了客
家民俗与中原民俗相互碰撞与相互
融合的现象遥 本期的民族文化带你
了解客家民俗文化介绍袁 客家民俗
有哪些遥
客家大都是唐宋时期中原地区
移民来的遥 客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中袁 融合和同化了一些土着少数民
族袁同时将其风俗也吸收尧融合于自
己的风俗之中袁又在与其他地区尧其
他民族的交往中袁吸收尧融合了他们
的良风美俗袁加上客家人口众多袁居
住地域广大袁形成了野十里不同风袁
百里不同俗冶袁所以袁客家风俗在传
承和变异中袁显得特别丰富多彩袁包
罗万象遥
客家风俗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尧
服饰尧饮食尧居住尧婚姻尧丧葬尧节庆尧
娱乐尧礼仪尧信仰等物质生活和文化
生活方面广泛流行的尧 经常重复出
的行为方式遥 这种行为方式就是人
们自觉的喜好尧 风气尧 习尚和禁忌
等袁它流行于民间袁为大众所自觉传
承遥 汉族文化历史悠久袁风俗源远流
长袁已有上下 5000 年连绵不绝的历
史遥 这一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无
法比拟的历史优势袁 使得汉族的风
俗袁无论哪一种尧哪一类袁都格外丰
富而迷人遥
客家的风俗具有凝聚力遥 客家
作为汉族的一支民系袁 是如何凝聚
而成的钥 其原因固然很多袁但客家风
俗具有凝聚力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
因遥 尽管客家风俗丰富多彩袁千变万

银定南德盛围始
建于清嘉庆十二年
渊1807 年冤袁系李氏延
仁尧延俊尧辉煌尧焜跃
四兄弟所建遥 该围面
宽 60 米 袁 纵 深 48.6
米袁呈野回冶字形平面
构图袁占地 2916 平方
米袁采用砖木尧石木混
合结构袁 是定南县客
家围屋里极具代表性
的璀璨明珠遥 佚名 摄

化袁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袁但是客家风
俗 的基 本 内涵 具 有一 致 性或 同 一
性遥 例如端午节吃粽子袁中秋节吃月
饼袁元宵节吃汤圆袁这无论是哪一个
省尧哪一个地区袁也无论是在大陆袁
还是在港尧澳尧台的客家人袁甚至到
了海外袁 身处西方民族包围之中的
客家人后裔袁都无一例外遥

客家民俗

聚冶吃东西的时间里袁好友们个个谈
笑风生袁好一派欢乐和谐的气氛遥 好
友们无所不谈袁家事国事天下事袁事
事都谈袁当然袁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
农活和家事遥 野打吊聚冶时吃的东西
有时候也会丰富一些院 还会加上一
点猪肉袁再加上米粉去炒米粉吃遥 有
些时候最简单的就是院 在收获番薯
的季节里袁 拿几条番薯洗干净后放
在铁锅里袁放些水进去野焖番薯冶吃遥

1. 客家农村的野打吊聚冶
客家农村的野打吊聚冶袁意思是
农村人闲暇时间或晚上袁三尧五个好
友相聚在一起袁搞点什么东西吃遥 客
家农村有句俗话院野打吊聚都要有个
牵头人遥 冶意思是说袁在闲暇时间要
聚在一起袁弄点东西吃时袁也要有一
个人出来组织尧 计划安排遥 具体来
说袁牵头人首先要确定好友有几个袁
打吊聚的时间渊在什么时候冤尧地点
渊在谁的家里搞冤尧吃什么东西遥 到了
约定的时间袁三尧五个好友便可聚在
一起野打吊聚冶了遥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袁 客家
农村人的生活是较艰苦的遥 因此在
那个时期袁野打吊聚冶 时吃的东西都
是比较简单的院 在靠近小溪边的乡
村袁白天袁约好了晚上在谁家中野打
吊聚冶的三尧五个好友袁拿着捕鱼虾
的工具在小河中捕鱼尧捉虾遥 到了晚
上袁三尧五个好友相聚在一起袁在约
好了的农户家中野打吊聚冶袁用白天
捕捉来的鱼虾袁 随便炒了以后放些
大米袁煲粥吃遥 虽然用料简单袁但大
伙吃起来还是津津有味遥 在 野打吊

2. 客家轿下酒风俗
在客家地区袁 农家的妹子到了
婚嫁年龄袁在与男方确定了婚期后袁
在出嫁的前一日袁 女方家要宴请亲
朋好友袁这一天就叫野轿下酒冶遥
轿下酒这天袁 出嫁妹子家的屋
大门上贴上对联院爱女出阁袁佳婿乘
龙袁横批院喜庆盈门遥 这对联表达了
妹子的父母对出嫁女儿的关爱和呵
护袁对未来女婿的赞赏浴 这天袁亲朋
好友欢聚一堂袁一阵阵欢笑袁一声声
祝福袁非常热闹遥 另外袁参加喜宴的
亲朋好友袁要为出嫁妹子送上红包袁
对出嫁妹子讲吉利话袁 以表示关爱
和祝福遥
轿下酒后的次日 渊一般都是在
轿下酒后的第二天冤袁男方家的迎亲
小汽车来到女方的家门口袁 出嫁妹
子动身出门前袁手里撑着雨伞袁妹子
的父亲先拿一杯茶泼到雨伞上袁口
中念院野茶香酒香袁子孙满堂遥 冶再拿
一杯酒泼到雨伞上袁 口中念院野百年
好合袁五代同堂遥 冶出嫁妹子坐进迎
亲小汽车里遥 迎亲车队向着男方家
进发遥 克林
渊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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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与耕牛
阴林东
每到年三十下午袁 客家地区有这么一个习
俗院各家长辈会催促家中小孩尽早洗澡袁说是洗
澡晚了袁 长大后会变成牛遥 为何有这风俗不清
楚袁 但从中可看出袁 长辈宁愿相信这说法是真
的袁 却不愿让自家孩子长大后像牛一样住肮脏
牛棚过苦累生活遥
牛的苦累主要在年内的春耕和夏种这两个
时段袁拖犁尧拉耙袁晚造还要拖辘轴袁冬季还要犁
霜田翻晒袁忙着水田活的间歇袁还得赶着去犁翻
种经济作物的旱地遥 粗略算来袁一头壮牛每年它
要负责干完 20 多亩水田袁 另加 10 多亩旱地的
活遥 虽说是野千脚头万脚头袁唔当耕牛一伸腰冶袁
但为抢季节赶农活袁 再壮再勤的牛从一个农忙
季节下来袁也是够苦累的了遥 野使牛唔用鞭袁等于
发大癫冶袁使牛人脾气温和些的还好袁遇上性格
暴躁的袁牛累得直喘粗气时身上还得挨竹鞭遥
野有牛唔知牛辛苦袁冇牛正知苦哩牛冶袁难以
想象袁当农户失去牛时袁众多的田地该如何耕种
得下去浴 正因为如此袁养牛人对牛总是爱护有加
的遥 耕牛有黄牛和水牛两种袁农村人较喜欢养水
牛袁它身板高袁力气大且能持久遥 养牛户专门在
屋侧搭建有牛棚袁 有的还将围屋空出房间作牛
栏遥 晚造的稻秆不下田袁晒干后堆在牛栏棚上袁
在漫长的冬季作牛饲料袁 并作耕牛过冬保暖的
床垫遥 农忙时袁 会割来嫩芒草作精饲料给牛加
餐袁 甚至还会煮些米粥给牛吃遥 牛身上长有牛
虻袁会及时清除遥 牛耕田累了袁早晚都会牵进屋
门口的水塘内袁让它尽情地浸泡至透身凉遥 野处
暑定犁耙冶袁秋末冬初袁农事相对较少袁养牛人会
将牛赶到长满青草的浅河床等处放养袁 牛也只
有在这段时间才能恢复体力袁 也还能长些膘遥
野掌牛有坐袁掌马有骑袁掌羊跌烂膝头皮冶袁养牛
人也能利用这段日子清闲上一阵子遥
牛耕田辛苦袁使牛人也累得够呛遥 野使牛第
一苦袁过哩屙痢肚冶袁无论是在田地执犁尧操耙袁
还是翻辘轴袁没一样不是苦力活遥 所以袁使牛人
都是壮年男子袁 且还得是有一定使牛经验的老
手遥
人与牛的关系如此密切袁 故有不少说明事
理的客家俗语尧口头语也扯上了野牛冶字袁如野因
为这头芒袁跌死这头牛冶袁是说因为某一件事情袁
带来另一件事情不好的结果袁 有因小失大的意
思遥 野牛事未了袁马事又来冶袁比喻一件事刚接手
处理袁又遇上另一件急着要处理的事遥 野唔知牛
耳先生袁还是牛角先生冶袁比喻某人长幼不分袁不
懂规矩袁也指不懂孰前孰后袁不守规则遥 野人心
肝袁牛屎肚冶袁比喻人的贪心大袁欲望难满足遥 野黄
牛子袁背弓弓袁不知哪头好做种冶袁比喻家中后辈
不少袁但不知将来哪位是长辈最可依靠的人遥
带野牛冶字的客家俗语尧口头语还有很多袁它
们都是客家语言中的精华袁如野牛冇力拖横耙袁
人冇理讲蛮话冶野好斗牛袁 唔生角冶野牛麻拜 渊牛
虻冤袁 有食冇屙冶野死牛唔晓转颈冶野牛筒都灌唔
入冶野北京城牵呀转也还是牛冶野冇牛着使马冶野老
牛拖车慢慢来冶野牛皮牛身上扯冶野石牛石马都会
叫冶野牛唔挷唔上坎冶野牛头不对马嘴冶野水牛过河
各打各渊角冤冶野水浸牛皮要要
要起落一样重冶野黄牛
头要要
要唔受斧渊补冤冶野生鲁渊癣冤牛要要
要贪磨冶野斗
热了的牛冶野青惊牛冶野过教牛冶野大步牛冶野些渊阔冤
鼻牛冶噎噎这些生动有趣的语言所含的意思袁有
一定年纪的客家人都能道得上来遥
随着 20 世纪后期农村开始广泛用机器代
替牛耕田袁在人们的口头交流中带野牛冶字的话
语也逐渐听不到了袁这着实令人惋惜浴

遗失声明

羊肉煮酒
冬季袁是适宜滋补的季节遥 野药补不如食补袁食补
不如汤补冶遥 对客家人来说袁羊肉煮酒既温补又暖身袁
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煮酒袁必定是温暖过冬的良方遥
羊肉酒甘温袁能温阳散寒袁补益气血袁强壮身体遥 一碗
羊肉酒下肚袁一整天都不冷了浴
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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