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堂号是指客家姓氏祠堂尧 堂家大屋祖
公堂的不同的专有名号遥

堂号有两种类型袁一是地望堂号袁即以
姓氏的发祥地郡号为堂号曰二是掌故堂号袁
即以祖先的功名尧道德文章为堂号遥

以地望为堂号者袁 由于多个姓氏同出
于一个郡地袁故有多个姓氏同一堂号袁如广
东梅州地区李尧董尧彭氏为陇西堂曰陈尧钟尧
冯尧赖尧韩氏为颍川堂曰吴尧甘尧高尧童尧欧阳
氏为渤海堂等遥

与此同时袁一个姓氏亦有多个堂号袁如
杨氏有弘农堂尧天水堂尧栖霞堂尧四知堂尧关
西堂尧绍德堂等遥 弘农是杨氏的总堂号袁其
余为支系的地望堂号或掌故堂号遥 也有少
数以吉祥物象为堂号者遥 堂号是该姓氏迁
徙尧繁衍发展的记录遥
客家人由于注重崇先报恩袁尊祖敬宗袁所以
特别重视修谱牒尧建祠堂尧祭祖先袁而祠堂
的堂号尧 堂联最好地表达了客家人思念祖
先袁弘扬祖德的情感遥

堂号作为祠堂的名号袁是某姓的标志袁
取名一般有两种情况院 一种取自祖先的发
祥地尧望出地曰还有一种是为纪念祖先的官
衔尧勋绩尧德行遥 由此可以看出袁
堂号代表着族源和血统尧历史和荣誉遥 堂联采用中国的
对联形式袁对仗工整袁特点鲜明袁一般都有野家声冶袁野世
泽冶等专用语袁而且大部分强调祖先功业和祖居地名遥

中原地区袁 特别是河洛一带是历次南迁的大多数
客家先民的祖居之地袁史不绝书的记载和诸多的遗迹袁
从不同角度几乎都能证明这一点袁 而堂号和堂联则是
最为有力尧最为直接的证据遥

客家学学者邓迅之先生在叶客家源流研究曳一书中
指出院野客家每姓必有堂号袁此种又称为郡号尧地望的袁
多半是河南地方之名噎噎这表示客家人纵使飘萍万
里袁仍然数典记祖袁不忘中原故乡遥 冶

事实的确如此袁客家堂号尧堂联清楚地指出了客家
的来源袁证明客家确实源于中原遥 望祖

本公司江西省联宇建设有
限公司袁 就与瑞金市融鑫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袁 签订瑞金市
豪门天玺项目劳务分包合同袁
作出以下声明院 项目部项目章
渊仅用于签订用工劳务合同袁不

作其他用途冤遥项目部用此章签
署其他任何文件袁 本公司均不
认可袁特此声明!

江西省联宇建设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6 日

声
明

07姻2021 年 9 月 6 日 星期一 姻责编院温云高 校对院温庆本 WEEKLY 客家风荫周 刊

遗失声明
钟福山持有的证号 021401021 号土

地使用证一本 渊坐落在瑞金市沙洲坝镇
金龙村鸟石垅小组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第二届客家杯设计
大赛在赣州市举办

8 月 12 日袁由九三学社赣州市委员会尧江西省土木
建筑学会主办袁 赣州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承办的
野第二届客家杯设计大赛要要要走进阳明湖零碳民宿小
镇设计夏令营冶在赣州市开幕遥

据悉袁为切实巩固疫情防控成果袁根据实际防控要
求袁大赛以野线上冶方式进行袁通过网上互动进行线上夏
令营袁采取视频会议等网络形式开展活动袁导师组通过
网络教学的形式对学生组进行指导遥

在此次设计大赛中袁 来自海外 8 所高校和国内 27
所高校的参赛选手将分成 16 个设计小组进入夏令营袁
由 8 组导师分别进行指导袁 他们将围绕如何保护尧传
承尧重塑具有历史或特定意义的老建筑尧老街区袁让其
产生新的生命力而开展创作设计袁并通过线上讲座尧直
播答疑尧线上指导尧中期评图尧提交成果尧线上评审等环
节袁历时 15 天袁最终评选出优秀设计成果遥

此次大赛邀请了清华大学尧 浙江大学等知名院校
的教授专家作为夏令营选手导师袁 将全程参与设计指
导袁邀请了国内头部民宿品牌创始人袁对大赛设计作品
进行中期评选支持遥 开幕式上开展了野大树之下要要要关
于两个乡建项目的讨论冶等线上专题讲座袁就规划尧建
筑尧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知识作了专业精彩的分享遥

据了解袁 此次客家杯设计大赛旨在充分发挥民主
党派特色优势和职能作用袁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袁将充分
利用阳明湖现有自然禀赋和工业遗产袁 通过对景观的
设计和老旧建筑物的再设计袁 为民宿小镇的升级再造
呈现一场专业性尧实操性的设计盛宴遥 并通过赛事成果
的有效转化袁打造一个以野生态和谐尧地域文化尧乡村振
兴尧零碳绿色尧产业激活冶为核心袁以特色民宿尧低碳节
能尧 历史文化为吸引物的特色小镇和旅游目的地要要要
阳明湖零碳民宿小镇袁 探索以开展乡村设计大赛的形
式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业态尧新途径遥 梁茜 刘水莲

作为汉民族的一脉袁 被称为
野东方犹太人冶的客家人在教育上
比起野书本上的民族冶的犹太民族
可以说是毫不逊色遥 在客家社会
里袁崇尚文化袁重视教育袁以兴学
为乐袁以读书为本袁以文章为贵袁
以知识为荣袁成为一种社会风气遥

一个多世纪以来客家人一直
受到世人的关注袁 其中一个重要
的原因就是客家人对教育的特殊
崇尚袁 以及在这一背景下客家地
区教育的普及和发达遥 谢重光在
叶客家文化论述曳中认为院野一个地
区或一个族群对文化教育的重
视袁 主要指这个地区或这个族群
普遍存在的重视文化教育的价值
取向袁 因而形成的对文化以及文
化传播者教师的特别尊重的社会
风气遥 冶

客家先民来自中原袁多是世家
贵胄袁书香门第袁有着较高的文化
素养遥 野他们带走的是中原文化的
精髓袁 其中能使他们开拓创新尧民
系发达的就是重视教育尧 发展教
育遥冶对故地的文化犹存不忘袁依然
存在儒家所谓的 野万般皆下品袁惟
有读书高冶尧野书中自有黄金屋袁书
中自有颜如玉冶等传统观念遥叶江西
通志窑舆地略窑风俗曳中记载院野自永
嘉东迁袁衣冠避地袁风气渐开冶袁野衣
冠所萃袁文气儒术为盛袁闾阎力役袁
吟咏不辍遥冶可见袁客家地区父教子
习尧兄弟相长尧崇文重教的风尚袁与
南来的中原士族带来的文化传统
是一脉相承的遥

土地和书香是客家人亘古不
变的两大梦想遥 他们聚居在交通
不便的偏僻山区袁山多地少尧人口
众多遥受到地理条件的制约袁客家
人向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袁并
且在重农抑商尧 商品经济欠发达
的农业社会中袁 客家人为了改变
自身的命运袁便把野耕读传家冶作
为搏取功名尧 向外发展的一个出

路遥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对于农
耕社会来说也为农家子弟跻身上
层社会提供了机会遥非耕即读袁耕
读传家袁 靠读书谋发展的观念使
客家地区崇文重教风气成为现实
的可能遥读书入仕袁是客家子弟梦
寐以求的理想袁 也是整个客家社
会不懈追求的目标遥

客家教育是以家族利益和荣
耀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袁 由此也引
发了家族办学的动力遥 族学的普
遍性袁 成为客家传统教育的一大
特点遥在现代教育兴起前袁客家是
通过宗族教育来传承文化的遥 客
家人聚族而居袁 为了家族的兴旺
与发达袁大力创办族学遥

族学由宗族出资延聘教师袁
学生主要为本族子弟的学校袁并
且学校大多设在祠堂遥 法国天主
教神父赖理查斯在清末出版的
叶客法词典曳中认为院客家人的每
一个村里都有祠堂袁 那就是他们
祭祀祖先的场所袁 而那个祠堂也
就是学校遥 之所以把族学设在祠
堂袁 是因为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位
和祭祀的场所遥

客家人认为袁 在祖先的神位
面前读书袁 能更好的得到祖先的
保佑遥宗族大都有族产袁族产又主
要是指族田遥 族田作为家族的经
济命脉袁 是家族赖以存在的物质
基础遥 族田作为家族的内部公共
财产袁为全族人的利益而服务袁根
据不同的用途又分为祭田尧义田尧
学田等遥祭田用于祭祀袁义田用于
赈灾袁而学田则用于家族办学遥因
此族田是宗族办学的物质保证遥

野客家祠堂除办学设校外袁还
出资帮助族内部分有培养前途而
经济困难的子弟继续深造袁 对有
资格参加考试的子弟袁 还给予重
点扶持袁 奖励族内学有所成的子
弟遥冶客家人利用其宗祠的场所和
资产袁开展办学尧奖学和助学的活

动袁对提高客家人的文化素质袁培
养人才起了积极的作用遥

科举考试离不开家族组织的
经济支持袁野研究表明袁 清代贫苦
农民子弟不仅没有条件读书袁甚
至连生存都很艰难袁 贫困农家子
弟读书应考袁 只能是不切实际的
幻想遥 冶因而袁在科举时代如果离
开家族的支持袁 很难实现读书成
才的愿望遥 宗族办学或奖学尧助
学袁 在社会上形成了尊师重教的
风尚袁推动了客家社会力量办学遥
无论是科举时代还是学校教育时
代袁 客家家族在强烈的宗族观念
下袁都希望本族人才辈出遥 因而袁
在传统的宗族社会袁 客家宗族的
奖学尧 助学活动一直存在袁 实行
野赶考有助袁 及第有奖冶曰野入学有
助袁毕业有奖遥 冶现代的教育体制
下袁人们的教育权利得到保证袁依
靠国家的帮助获得教育的机会袁
宗族不再需要用学田来奖励族内
的读书人袁但野在当今中国社会的
学费日益增加的情况下袁 人们在
接受教育受到困难的时候还是优
先寻找家族的帮助袁 家族也依旧
会对学习方面出色的年轻人给予
资助和奖励遥 冶不过袁在当今社会袁
客家家族内部仍然有奖学尧 助学
的理念与行为遥

余秋雨先生曾经这样评价客
家文化院野在整个中华文化中袁最
具有行动力的尧 用自己的脚步来
表现自己文化选择的袁 那就是客
家文化曰 客家人的远行是带着文
化的远行曰 客家文化强化了中华
文化的四个特点院天下意识尧亲情
意识尧文教意识尧忧患意识遥 冶客家
区域教育文化根植中原文化袁不
但传承了中华儒家传统文化的精
华袁 更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其
民系的生存与发展的苦难历程中
演绎得如此的辉煌和波澜壮阔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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