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民间故事

满堂围袁又称满堂客家大围袁是位于广东省韶关市始兴县隘子镇的一处客家围村袁始建于清道
光十六年渊1836 年冤袁占地面积 13860 平方米袁投影面积 11682 平方米袁建筑面积 34010 平方米遥

满堂围是始兴县保存良好的 200 座左右的客家围屋中最完整的一座袁也是全广东省最大的一
处客家围村之一遥

满堂客家大围是客家围村建筑中野方围冶系列的杰出代表袁是广东省规模最大的砖瓦结构围
楼袁有野岭南第一围冶之誉袁是客家民居最有特色的建筑之一遥 满堂围建筑布局是北方古代城堡和四
合院住宅的组合袁集古代尧近代客家建筑风格为一体袁有较高的科学和艺术价值袁为研究客家民俗
风情及近代建筑的源流和发展变化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源袁对研究古建筑具有重要价值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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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营业执照正本袁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2360781MA37H1CN95袁特
此声明遥

土坯房袁也称生土建筑袁据考证袁我
国至少在仰韶文化时期就有了遥 在过
去袁客家乡村的普通民居袁一般也多为
土坯房遥 人们就地取材袁因陋就简袁像燕
雀营巢一般袁不辞劳苦袁才构建起一栋
栋的低矮的土坯房遥 而这些土坯房袁不
但节省建造成本袁居处其中袁更是冬暖
夏凉袁干爽舒适遥

就建造方法而言袁土坯房又分为夯
土墙和土砖墙两种遥

夯土墙袁有的地方也叫做干打垒遥 用
墙板夹住袁往里面倒入粘土袁抬着木杵一
下一下把泥巴夯实袁这样一板一板的逐层
往上加升遥 为了使夯土墙更加牢固结实袁
筑墙时还要往墙体中加入一些竹片或木
条袁以起到牵拉作用遥叶孟子曳中有野傅说举
于版筑之间冶的语句袁这个傅说袁是商代武
丁时期的丞相袁在被启用之前袁还在干着
夯土筑墙的苦力活遥 最初袁南方潮热之地
本是流行木质的干栏式建筑的袁大概随着
中原人的不断南迁袁夯土筑墙的技术也随
之带来遥

土砖墙袁砌墙时相对省事袁但做土砖
时比较麻烦遥 做土坯泥砖袁客家人称其为

野放砖冶袁 有客家俗语云院野你做你的官袁捱
渊我冤放捱的砖冶遥放砖时袁一般是在秋收后
的稻田上袁先整出一池泥来袁加入一定比
例的尧铡成几段的稻草袁牵着耕牛反复地
把泥土踩踏柔韧袁沤几天后袁再踩一遍袁就
可以开始放砖了院在一块平整好的开阔地
上袁先摆好放砖的模具要要要砖格袁铲一坨
泥放入袁用脚踩实后再用手抹平袁叉开食
指和中指袁在泥面上斜划两根平行线渊也
见有划个圈的冤袁然后提住两边把手袁拇指
紧压泥面袁把砖格缓缓脱出袁一块成型的
土砖就算完成了遥 等待原地晒干袁削平底
部漏出的泥巴袁就可以堆放起来备用了遥

砌土砖墙的时候袁土砖一律要正面
朝下袁土砖上那两条斜走的平行线和两
个拇指的凹印袁正好增加了接触面和摩
擦力遥 各层之间的砖缝必须交互咬合袁
上下层之间用泥浆黏接袁 而在同一层
中袁并排的砖与砖之间是不需要填充泥
浆的袁 所以土砖房容易留下许多缝隙袁
十分适合藏匿小物件遥 在赣南或闽西袁
苏区时遗留下来许多珍贵的革命文物袁
像钱币尧票据尧信件尧文献等等袁大多是
依赖墙缝的遮掩才得以保存至今遥 过去

建泥砖房时袁也不必像现今一样搭脚手
架袁因为有的人有一手野打砖冶的绝活袁
可以直接把泥砖抛上墙遥 只要墙体已经
高过头顶袁就要开始打砖了袁一块砖袁少
说也有十几斤袁打砖者需要正对墙上的
泥水师傅袁把泥砖垂直往上抛袁大概就
抛到泥水师傅胸前的位置袁无论是高度
的预估尧力道的把控袁都要恰到好处袁当
泥砖即将下落之际袁在墙上蹲着的师傅
伸出两手一托袁就可以轻松地把泥砖接
住遥 随着墙体的升高袁打砖的难度也随
着增加袁但上下两人之间依然能够默契
配合袁出现事故的情况属于凤毛麟角遥

其实土坯房只要保护得当袁 一样可
以坚固耐用袁所以在同一栋土坯房中袁往
往承载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好几代人的
记忆遥 像闽西永定的土楼袁 长汀的店头
街尧 南大街的一些房子袁 也都是夯土建
筑遥而在南大街的一座土坯房中袁其裸露
斑驳的墙体上袁 居然能够看到许多裹夹
在墙土中的袁包括宋尧明尧清等历代碎瓷
片遥 今天袁当我们去瞻仰发生在 1929 年
的红四军瑞金大柏地战斗遗址袁 看到布
满弹孔的野弹洞前村壁冶袁其实就在一栋

未加粉饰的土砖房中遥土坯房有两怕袁一
是怕水袁为了防止土墙受潮袁房基上要砌
上一米多高的野石脚冶袁一般都是用河卵
石加沙灰砌成袁 只有趸角时才会用到少
量的青砖曰为了防止屋顶漏雨袁客家人不
管是住居尧猪圈尧牛栏还是厕所袁都会尽
力为之盖上青瓦遥土坯房还怕没人气袁一
旦人去屋空袁房子很快就会倒塌遥俗语中
野屋要人撑袁肚箩要饭撑冶就是这个理遥不
过像瑞金市叶坪乡的红军村要要要华屋袁
恐怕又要另当别论了遥在新农村改造时袁
决策者特意在核心地带留下一字排开的
几栋土坯房袁 和旁边的砖混新居形成鲜
明的对比遥住户虽已搬走袁但每栋房子却
依原样陈设袁 每天向络绎前来的游客敞
开袁根本不必担心野人气冶问题遥不能不说
是老土坯房新利用的一项创举了遥

如今袁随着经济的发展尧社会的进
步袁客家乡村也像城里人一样袁大多已
经住上了楼房遥 一些闲置下来的的土坯
房袁因为安全或者观瞻等因素袁在新农
村改造中袁 基本已被当成空心房拆除遥
不久的将来袁或许人们就只能在老照片
里看到它们的容颜了遥

从前袁在客家某地有户乡下人
家袁家主陈老爷跟着乡里人漂洋过
海倒卖商品袁 过上了殷实的日子遥
陈老爷膝下有一女袁虽然不是国色
天香袁但也长得不错袁又有点文墨袁
求婚者络绎不绝遥 但上门求亲的人
都被陈家姑娘拒绝了遥 许多人以为
她是个心气高的姑娘袁 便不再上
门遥 眼看前来求亲的人越来越少
了袁心里没底的陈老爷便问院野女儿
啊袁你到底是什么打算钥 冶女儿回答
说院野我要出联招婿遥 冶原来姑娘想
找个有点文墨的人做丈夫遥 便放出
择婿要求院一不爱高官巨富袁二不

选品貌身材袁 只要能对对子 渊联
语冤袁对得上袁对得巧的袁她就愿意
嫁给他遥 消息一传开袁远近后生们
纷纷登门求对袁但都不合她意遥

一天袁 一个卖猪肉的后生仔
上门求婚袁姑娘说院野不管你是什么
人袁能对得上我出的对子再说话遥 冶
那个后生说院野好袁你就把对子说出
来吧浴 我若对不上袁 一担猪肉送
给你浴 冶 姑娘道院野莫怕猪肉无人
买袁 只怕对子对不出袁 先对对吧浴冶
于是袁她就出了个上联院野才女配才
郎遥 冶那后生马上接口对道院野猪肝
搭粉肠浴 冶 在一旁喝茶的陈老爷听

了差点把刚喝了一口的茶水给喷
了出来袁姑娘一听袁想笑又忍住袁忙
又出了一句上联道院 野才女不配死
乌龟遥 冶有意影射他袁那后生倒也不
在意袁 马上对道院野猪头正好搭猪
尾浴冶这一下姑娘忍不住笑了遥这门
婚事也就这样定了遥 事情传开后袁
人们都在议论院野真是才女配才郎袁
猪肝搭粉肠袁 三句半话袁 不离本
行浴 冶 汪文

望客乡
过去数百年来袁 香港一直是海内外客家人往

来最频密的中转站之一遥 对许多与家乡失去联络
的华侨来说袁通过香港同乡来大陆老家寻根问祖袁
也是常事遥

笔者日前接到泰国朋友转来的求助遥 一位三
十而立尧 年轻有为的律师袁 在了解泰国前总理他
信尧英拉兄妹回梅州老家祭祖的情况后袁想起自己
也应该野回家看看冶遥

但这位泰国律师没有宗族线索袁 没有中文名
字袁且完全不懂中文袁只讲泰语及英文遥 他自称是
华裔的唯一证据袁是爷爷的墓碑上刻着野梅县梅屏
外乡练州人氏冶遥 笔者问遍身边所有的同乡袁竟然
没人听过这个地名遥 我从事客家人物研究二十年袁
悟到一个常识院 一个人从来到这个世界走到人生
终点袁 墓碑上的籍贯及生卒之年袁 是最靠谱的记
录遥 难道今次没谱了钥

无奈之下袁求助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的专家尧
梅州市侨务局尧梅县博物馆的朋友袁才查出原来这
是民国时期的地名遥 梅屏外乡练州就是今天的白
渡镇练洲坝遥 当时梅县有 3 区 3 镇 48 乡 618 保袁
岁月沧桑袁消失的不仅是地名袁还有行政建制和官
职遥 比如巡抚尧总督尧野保冶尧野保长冶袁早已湮灭在历
史烟尘中了遥 但只要墓碑镌刻的原乡还可查考袁其
子孙就不会是断了线的风筝遥

香港一些名人比如饶宗颐是潮州人还是客家
人袁偶有争议袁了解历史可能就恍然大悟了遥 民国
元年渊1912冤袁嘉应州复名梅州遥 民国三年袁广东推
行北洋政府的 叶划一现行各省地方政府官厅组织
令曳袁废府渊州尧厅冤袁实行省尧道尧县三级政权制遥 设
潮循道袁道治设在汕头遥 换言之袁传统的客家地方
梅县尧兴宁尧五华尧丰顺尧大埔尧平远尧蕉岭袁曾经为
野潮循冶辖属遥

笔者曾经到过马来半岛和印度洋上的岛屿袁
当地华人多是西方殖民时代野卖猪仔冶袁从香港登
船而来袁他乡变故乡袁再成为安息地遥 见过许多客
家先民的墓碑袁字迹模糊袁令人慨叹野海枯石烂冶不
仅是海誓山盟袁 墓碑背后的主人曾经是有血有肉
的存在遥

时光飞逝袁世事如棋袁不变的是吾土吾民袁还
有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遥 林文映

客家民居土坯房
阴钟赣州渊九堡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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