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古以来袁梅州客家人心灵手
巧袁勤俭持家遥 在漫长的千年时光
里袁十有七八的家庭比肩叠踵做布
鞋渊纳千层底冤就是佐证之一遥布鞋
具有透气尧轻便的特点袁但加工难
度大尧工艺繁缛尧耗时长遥 所以袁做
布鞋也非容易之事遥 美观与否袁具
有复杂的技艺考量遥

首先是选材备料遥 剪刀尧尺
子尧小钻子尧碎布尧浆糊到木板和
苎麻线等遥 女士们在昔日物资匮
乏的年代冥思苦想地寻找碎布遥
那年月袁碎布也非容易到手袁其时
人们的旧衣没有几处是好旧布袁
只有上衣尧裤子的口袋部位袁或是
从短小的衣服中裁剪遥 鞋面的新
布或帆布就只有到商店采购或求

助于裁缝店家了遥
其次是土法上马遥用沸水搅拌

一碗蕉芋渊凉粉冤羹袁取代商店买来
的浆糊曰找块平整的木板袁对材料
中的碎布进行一张与一张尧一块与
一块的粘贴袁 一层布洒上一层羹曰
农人们称为一进二尧二进四尧四进
八噎噎的铺排袁多层衔接叠起纳制
而成袁 直到符合鞋的厚度才止步遥
在此过程中袁 并非一次能作业完
成袁细心劳作中往往需要多次多时
多天来做渊纳冤袁因为农家没有烘干
机袁既靠手工劳作也靠太阳烈日暴
晒袁找块铁渊铝冤板在焖火上烘干也
是一个不错的办法遥从一定的时空
测算袁做一双布鞋的时长与次数取
决于布料的烘干程度遥

再是组合缝针遥做鞋使用带钩
的特殊小圆钻袁钩住苎麻线遥 这样
针线尧苎麻线相互调位袁组合得恰
到好处遥农人们依照家人双脚量身
的大小尺寸袁 一针一线上下翻飞袁
针针脚脚来回穿梭遥她们大都利用
中午尧晚上尧雨天的时间袁在劳作的
空隙中来做鞋袁在昏黄的油灯下飞
针穿麻锁线袁 获得喜悦的同时袁把
客家女的勤劳与智慧野缝冶进了鞋
里遥

上世纪 70 年代后袁 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发展袁日子好了的人们很
少穿自制的古老布鞋袁更谈不上拜
师学艺袁失传是不争的事实袁客家
农人做布鞋百载情缘的生活情趣
成为遥远的过往遥 陈胜远

梅州井架
井架袁即吊水井架袁是旧时梅州客家地区乡村取

水灌溉的工具袁 用竹竿或木材搭建在打好的水井眼
上袁利用杠杆原理从井底汲水灌溉遥

在天旱时节或水源缺乏的地方袁为解决水田尧旱
地的用水袁各家各户自行挖井袁深的要挖五六米才能
见到地下泉水遥 然后在井沿上方用长长的竹竿搭起
吊水井架袁在近井眼端用直竿挂活动性的大木桶袁在
井架后端竹竿尾部用粗麻绳索绑住遥 吊水时袁需要 2
至 3 人合力才能完成遥先放松粗绳索袁让大木桶下沉
到井下打水袁然后几人共同拉住麻绳往下压住袁使装
满水的木桶吊上井槽袁让水流往田里遥整个过程就如
纤夫拉船缆般手肩并用袁 才能顺利把水从深井里打
上来遥这样一桶又一桶不停地吊水灌入田间袁通常每
亩田要花费 2 至 3 小时才能完全灌湿遥为方便灌溉袁
一般每隔 3 至 4 坵田便挖有一眼井和搭建井架袁一
个村庄往往有百余座井架袁蔚为壮观遥

上了年纪的老人说起井架袁还不免感慨院井架除
了取水灌溉之用外袁 在抗日战争时期还让日军望而
却步袁保住了梅县地区免遭日军侵略遥据相关资料记
载, 抗日战争时期袁 侵华的日寇军用飞机先遣队 16
架飞机轰炸古塘坪军用飞机场 渊20 世纪 30 年代国
民政府所建袁现已停用冤时袁当飞机掠过锭子桥村上
空时袁飞行员俯视到地面井架林立袁误认为是高射炮
阵地而恐慌逃窜遥

随着新中国成立袁 政府重视兴修农田灌溉水利
工程袁加上抽水机等科技产品的不断问世袁广大农村
早已不见井架的身影遥 曾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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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赖春燕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权证渊证号为:

赣渊2020冤瑞金市不动产权第 0200696 号袁房
屋坐落于瑞金经开区梦想家园红都新城
16#603冤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张强持有的房屋不动产权证袁瑞不动产
查 渊2021冤 字第 25596 号袁 不动产权证号
113840-17袁 房屋坐落于江西省瑞金市象湖
镇冯屋岗 601 遗失袁特此声明

历史上袁 相较于陆路交通运输袁水
运具备运输成本低尧运输量大尧快速便
捷等独特性优势袁使得水运对内可以加
强河流沿岸的各府县之间的联络袁对外
更成为沟通临近水系及区域之间最为
重要的交通方式之一遥 依托水运形成的
经济往来袁往往伴随文化的传播袁这可
以从徽州民居文化对赣州城区民居的
影响中得到佐证遥

明代时期赣江及其主要支流袁承载
着其流域片区内的主要水上交通运输遥
到了清代赣江流域的驿道开发延续明
代水运的格局袁加以府县之间驿道的发
展袁各流域内陆运水运交通网络得到进
一步完善遥 除赣江往北直通赣中尧赣北
外袁 赣南内部主要分布着五条水系袁分
别是梅江尧贡江尧章江尧桃江尧东江袁五条
水系哺育着赣南客家人遥

赣南水运作用在各流域民居的特
征上袁也各不相同袁呈现出五大区域赣
南民居建筑风貌的分布规律与特征差
异遥 依据流域的分布情况袁赣南全域大
致上可形成五流域的格局院

宁都州袁 梅江流域院 包括宁都尧石
城尧瑞金三地袁传统建筑风貌特征可概
括为院堂高多重檐袁砖青常叠涩曰脊缓马
头墙袁精雕阔门楼遥 该片区客家宗族文

化较为浓厚袁现存传统民居尧祠堂数量
较多袁在建筑选址尧建造上尤其注重风
水讲究遥 片区内建筑空间普遍较其他县
高大袁建筑建造工艺水平较高袁民居正
门入口多见门楼形式袁完整的砖木结构
建筑较其他流域更多袁屋脊中墩常见瑞
兽等高级式样曰马头墙多见五叠翘脊形
式袁但翘脊起翘幅度不大袁在宁都可见
陡高翘角袁 翘角一般多平或稍出墙端袁
瑞金马头墙端下沿常见斜面收口做法曰
天井较赣南其他流域稍为宽大袁偶见赣
中地区典型的野天窗冶形式曰木雕尧石雕尧
砖雕尧灰塑均较为讲究袁尤以木雕工艺
最为精湛袁雕刻样式较多曰该流域梁枋尧
窗扇多有雕花袁造型繁复袁也与彩绘工
艺一道袁共同造就了其藻井尧卷棚顶的
精美遥

赣州府袁 贡江流域院 包括兴国尧于
都尧赣县尧章贡区渊老城区除外冤四县区袁
传统建筑风貌特征可概括为院青砖灰塑
红砂岩袁镂窗影壁罩门庭遥 该片区水运
交通相对发达袁匠人尧材料的流动性较
灵活袁使得该片区的传统建筑在形制规
模尧建筑选材上都十分相似遥 对砖石的
运用袁 使得该流域的建筑独具风貌袁兴
国红砂岩广泛应用于建筑外墙袁 如墙
裙尧门框尧外墙转角处尧石砌花窗等袁于

都卵块石常作墙体袁赣县青砖袁其质地
细腻袁墙体砌筑水平较他县为高遥 屋脊
中墩造型多样袁常见瑞兽尧镂空拼瓦等曰
马头墙翘脊翘幅大袁 山墙随脊翘起袁翘
角一般平墙端或稍伸出袁兴国可常见翘
角飞扬袁伸出墙端亦多遥 该流域窗花样
式丰富袁 用料较其他流域也更为多元袁
木材尧红砂岩尧拼砖尧拼瓦均可见遥 梁枋
多有雕花袁祠堂常见藻井尧卷棚顶袁工艺
较好遥 该流域灰塑造型较为精美袁常见
门罩尧门廊尧脊翘等处袁其中以赣县灰塑
最盛遥

赣州府袁 东江流域院 包括会昌尧寻
乌尧安远三县袁传统建筑风貌特征可概
括为院围屋围拢紧炮楼袁砖雕砖土垒厅
房遥 该区域民居以厅屋组合式为主袁安
远现存少量方围屋袁寻乌现存少量围拢
屋和炮台民居袁且建筑分布较集中遥 屋
脊中墩常见野兽尧葫芦等曰马头墙多见
五叠翘脊形式袁翘脊平缓袁山墙随脊翘袁
翘角多平墙端袁翘起小曰窗花石雕尧门楼
砖雕图案多样袁常见人物故事尧花卉虫
鸟曰 梁枋多无装饰袁 少量精美木雕曰藻
井尧卷棚顶多见于祠堂袁形制朴素袁百鸟
木雕和百兽天棚甚为独特遥

赣州府袁 桃江流域院 包括龙南尧定
南尧全南尧信丰四县袁传统建筑风貌特征

可概括为院楼高孔密望硬山袁门少罩小
入围方遥 该片区传统民居以方围屋最为
典型袁现存少量围拢屋遥 厅屋民居于近
代出现较多袁 层高空间较其他流域低
矮袁 单独的祠堂建筑也较其他流域少
见遥 野三南冶地区常见硬山屋顶尧人字山
墙袁多硬山叠涩袁马头山墙仅信丰稍多袁
整体上数量较其他流域为少遥 该片区建
筑墙体常见野金包银冶做法袁外墙防御性
枪眼尧 炮孔尧 望孔为该片区围屋特有曰
野三南冶 地区和信丰北部地区外门尧窗
花尧梁枋等部位装饰较少袁少见藻井尧卷
棚顶遥 信丰北部风貌多同赣县尧南康等
地遥

南安府袁 章江流域院 包括大余尧上
犹尧南康尧崇义四县区袁传统建筑风貌特
征可概括为院门楣门簪门榜盛袁石柱石
础石雕兴遥 该片区保留了较多的传统民
居和祠堂建筑袁盛行野门榜冶文化袁以上
犹最为典型袁外门处门楣尧门簪相当讲
究袁常用整料石材袁并作石雕遥 该片区现
存传统建筑装饰较多袁砖雕尧灰塑工艺
普遍较好袁常见石窗尧石门框尧柱础雕花
精美者遥 该流域多见土木尧砖木结构厅
屋曰马头墙常见三叠尧五叠平脊形式袁多
数脊端加厚微翘袁平墙端曰梁枋少雕刻袁
少见藻井尧卷棚顶遥 赣资

赣南客家传统民居的“五大区域”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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