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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胜凌烟映夕晖
“金钗揽翠，飞舟遏浪鸣鸥

掠；
六胜含烟，丝路扬帆旭日

炎。”
巍巍六胜塔，蓝蓝石湖港。

碧波荡漾的宋元东方第一大港泉
州湾，环绕在金钗山上的六胜塔，
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霜，依然傲然
矗立。郁郁葱葱的满山翠色，孕
育了这一方水土的灵气。在涌动
的潮汐中，千年的船帆络绎不绝
演绎着千年的海丝传奇。

传 说 中 六 胜 塔 为 宋 政 和
（1111—1118）初东岳庙僧祖慧、
宋什等募缘为楼阁式五层石塔，
通高36.6米，层层浮雕雀替，金
刚力神，结构严谨，雕刻精湛。
宋景炎丁丑年（1277），兵毁过
半。元至元丙子年（1336）锦江
凌恢甫重修。六胜塔建在山金
钗上，是来往商船的咽喉要地，
古代每到夜晚塔顶都会点上灯
笼为海上船舶指航，因此六胜塔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航海灯
塔。

“先有东岳庙，后有六胜塔。”
东岳庙重修后，保留了当时古迹，
在庙前的石栏之上，一篇当代江
南白鸿所书的警世录“忠心护家
国，孝道尊高堂。仁风桑梓沛，义
气千秋扬。礼尊君师长，智启万
重关。信诚鼎诺行，廉耻谨微
间。志铭昭日月，天地自浩然”映

然眼前，字迹端正庄严，阐述人生
准则，哲学与道理。庙旁阎罗殿
楹柱上：“铁面无私立判人间善恶
事，神威浩荡自知世道是非心”一
联，更是深入剖析了人性，弘扬了
正气。

青山揽翠，夕阳掩映，远处的
白帆飞鸥点点。在这片沉淀千年
历史的古港与充满时代潮流的石
湖码头，又发掘出宋代名相梁克
家少年读书处的遗址，断垣残壁
深埋了多少历史的沧桑，下面一
诗见证了一个时代的风流与文化
的传扬。

金沙逐浪点千帆，
宋塔晨曦碧海衔。
东岳寺中栽古柏，
魁星堂上颂青衫。
诗书风雅当超俗，
大义丹心自脱凡。
但使沧桑秋几度？
余晖长照半山岩。
而今，历史湮灭于岁月的沧

桑之中，昔日的魁星堂已剩下
残砖片瓦，深深地沉睡在地底，
东岳庙也已几经更迭。但是，
魁星堂的传说，东岳寺的神圣，
在具有闽南特色的诗词楹联提
炼下，在文章的传颂下，如高耸
的六胜塔，却永远地流传，萦绕
在这片热土之上，萦绕在海上
丝绸之路的起点，萦绕在人们
的心中。 （洪亚怀）

弘一法师圆寂79周年纪念活动
在清源山举办

10月9日（农历九月初四）在近
代高僧弘一法师圆寂79周年纪念
日之际，泉州市佛教协会及社会各
界人士前往泉州清源山弘一法师舍
利塔前，举行纪念法会，以此来缅怀
大师爱国爱教、悲悯众生的崇高精
神。

弘一大师晚年有14年时间生
活足迹遍布泉州名山、名寺。更数
次前往清源山小住。1942年圆寂
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

室。弘一法师舍利塔的钵坛供奉
着大师的一部分舍利子，与他喜爱
的山风霁月、梵谷清音朝夕相伴，
续写着大师与这座智慧之山、禅意
之山和诗情之山的不解情缘。内
墙上的画像是大师的弟子丰子恺
先生所作。而大师对自己一生最
简洁的评价与概括则位于塔前方
的四个大字：悲欣交集。这也是大
师最后的遗墨。

（洪亚男）

文 化 动 态

一封侨批讲述
古早婚嫁传统

在泉州市档案局编撰的《泉州
侨批故事》一书中，两封比较罕见
的有关婚嫁的侨批引起了泉州华
侨历史学会副秘书长刘伯孳的关
注。这是民国年间（1934）十月二
十日，旅菲华侨陈章水寄回家乡晋
江金井埕边给母亲和兄长的侨批。

几千年来，成家立业、养儿防
老、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旅
菲华侨陈章水还没有结婚就到菲
律宾经商。到了结婚年龄，却迟迟
没有找到合适的女子成家立业。
所以他的婚事成为整个家族的大
事。“此事当徐徐设法，较为妥适，
请转劝家慈不必介怀。”从侨批陈
章水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婚
姻是人生大事，要非常审慎，这样
才妥当。在给哥哥的侨批中，他希
望哥哥能劝说母亲放宽慈怀，不要
时时挂念他的婚姻大事。

孩子没有“落顿”（成家），长辈就
没有办法安心。如果孩子准备结婚
了，在闽南有一整套传统的婚俗礼
仪，概承中原文化的精髓。

据王力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
化常识图典》所记载，古代“三书六
礼”的婚嫁礼仪包括了从谈婚、订婚
到结婚等过程的文书和礼仪，是中国
的传统婚姻习俗礼仪。

“三书”指在“六礼”过程中所用
的文书，包括聘书、礼书和迎书。聘
书：即订亲之文书。在纳吉（男女订
立婚约）时，男家交予女家之书柬。
礼书：即在过大礼时所用的文书，列
明过大礼的物品和数量。迎书：即迎
娶新娘之文书，是结婚当日接新娘过
门时，男方送给女方的文书。

“六礼”是指由求婚至完婚的整
个结婚过程。即纳采、问名、纳吉、纳
征、请期和亲迎。纳采：“六礼”中的
第一礼，男方欲与女方结亲，要请媒
妁往女家提亲，送礼求婚。得到应允
后，再请媒妁正式向女家纳“采择之
礼”。初议后，若女方有意，则男方派
媒人正式向女家求婚，并携带一定礼
物。古纳采礼的礼物只用雁。纳采
是全部婚嫁程序的开始。问名：六礼
中第二礼。即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
问女方姓名、生辰八字。取回庚帖

后，卜吉合八字。纳吉：接收庚帖后，
把庚帖置于神前或祖先案上请示吉
凶，以肯定双方年庚八字没有相冲相
克。当得知双方并没有相冲相克之
征象后，婚事已初步议定。纳征：六
礼中的第四礼。男家把聘书和礼书
送到女家。在大婚前一个月至两周，
男家会请两位或四位女性亲戚（须是
全福之人）约同媒人，带备聘金、礼金
及聘礼到女方家中，女家需回礼。请
期：即男家择定合婚的良辰吉日，并
征求女家的同意。亲迎：在结婚吉

日，穿着礼服的新郎会偕同媒人、亲
友亲自往女家迎娶新娘。新郎在到
女方家前需到女方家的祖庙行拜见
礼，之后才用花轿将新娘接到男家。
在男家完成拜天、地、祖先的仪式后，
便送入洞房。

随着社会的发展，“三书六礼”已
经逐渐简化，例如聘礼转化为彩礼钱
等。为了保留并传承闽南婚俗文化，
泉州文旅在泉州刺桐时代村等文化景
区开展了“家有喜事”闽南婚俗体验项
目，市民可前去沉浸式了解婚俗。

在泉州的惠安小岞一直有一个奇
特的婚俗文化：不落夫家婚俗。这一
奇特的婚俗被拍成电影《寡妇村》《双
镯》。

泉州市惠女服饰代表性传承人李
丽英研究惠女婚俗文化已经10年了。
据其介绍，2000年以后，不落夫家的旧
婚俗才逐渐消失。

古时，小岞女孩婚嫁那天，新娘身
着黑凤凰衣，打着黑伞，由娘家的亲朋
好友陪送到婆家。新婚第一夜，新娘
站在床边过夜。婚后第三天新娘就要
回娘家长住，直到新婚第一年的除夕
夜，丈夫才可以把新娘接回家住一个
晚上，第二天再把新娘送还娘家。此
后，丈夫长期在外捕鱼，新娘只能在春
节、清明、中元节、冬至和农忙时节，丈

夫回家时，由小叔子或者小姑子来请，
新娘才可以回婆家小住一两天，直到
生了孩子，才可以住在婆家与丈夫共
同生活。由于当地有订娃娃亲的婚
俗，很多夫妻双方并不认识，导致结婚
多年都没有生孩子。直到10多年后，
婆家不得已抱养一个孩子后，新娘才
可以正式居住在婆家，此后培养感情，
开始绵延子嗣。

李丽英认为，当地的男人长期在
外捕鱼、打工，女人在家从事副业和
农业，从而形成了惠安女长住娘家的
习俗。这是土著闽越人不落夫家婚
俗与汉文化中推向极致的封建贞操
观念相结合的产物。本文配图除侨
批外均为泉州刺桐时代村闽南婚俗
体验项目 （洪亚男）

旅菲华侨陈章水寄回家乡的侨批

邀您分享记忆里的
“八卦街时光”

八卦街，积淀了石狮悠久的民
俗风情和地理风貌，是最接石狮地
气的街市，具有浓浓人间烟火味。
你家或许有个老物件，承载着八卦
街上的生活印记；或许有张老照
片，记录下八卦街最初的模样；你
或许曾在八卦街的老建筑里成长，
想念那些柴米油盐的日子；你或许
见证一项古老习俗，在八卦街上传
承着；还有那些老业态，延续了几
代人的记忆……近日，石狮市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联合石狮日报社向
广大海内外石狮人征集和八卦街
有关的老物件、老照片、老建筑、老
习俗、老业态等，欢迎市民及读者
分享和八卦街有关的珍贵记忆以
及背后的故事。

石狮市博物馆将根据捐赠收集
情况，对有收藏价值的物件颁发证
书。同时将尊重捐赠者意愿，对捐
赠物件妥善收藏、保管，对于部分不
方便捐献的珍贵史料进行复制或数
字化存档。这些征集的“八卦街时
光”，将经过策划设计，部分用于改
造后的八卦街文化景观和展陈中，
部分用于石狮市博物馆专题展览
中。

在城市的现代化规划建设进程
中，老街上的每一份乡愁都值得被
细心呵护，我们既要留住历史文化
底蕴，也要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
力。让我们来一起寻找更多八卦街
的烟火气和人情味，触摸石狮依然
浑厚的文化脉动，让历史文化与现
代生活融为一体。

联系人：石狮市博物馆 小颜
13505988835 石 狮 日 报 社 小 胡
15715962666

征 集 令

非 遗 文 化

在石狮，有这么一家人，他们从事闽南
传统舞艺表演已传承三代人，1991年泉州市
文化局曾颁发“家庭文化之花”称号。如今，
闽南民间文艺贡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王明艺继续着家族艺术事业。

“从小我就常听奶奶说，父亲身手好且
善于模仿，每当看完一出戏后，很快就可以
学得有模有样。”王明艺说，父亲王善聪曾组
建两个戏班，一个是小孩的杂技团，一个是
大人的戏班，带着家中兄弟姐妹一起练功、
演戏。上世纪50年代，王善聪带领家人到
北京中南海演出获奖，因此在闽南一带小有
名气，惠安、南安以及晋南的许多乡镇的年
轻人纷纷前来拜师学艺。

如今，王明艺继续带领姐姐、妹妹、妻子
等家人一同参加贡球、踩高跷等各种演出，
传承起家族中的“文艺之花”。在石狮的一
些大型文化活动或者村居喜丧演出中，我们

都能见到王明艺所带领的民俗艺术团，他们
善于表演踩高跷、闽南俏家婆、钱鼓舞、打花
鼓等十多种传统民俗舞蹈。王明艺还善于
对民俗舞蹈的内容和动作进行创新，并且时
常到校园中为孩子们进行表演、授课。

在家门前，王明艺一边演示彩球舞一边
介绍，“彩球舞”俗称“贡球舞”或“踢球舞”，
闽南语“抛”即“贡”，以脚踢球、以手抛球。
这项舞蹈的表演者一般是6个人，包括球
手、球婆、球女。表演时一名男表演者站中
央，双手舞弄长柄彩球，另有数名丫髻簪花、
彩衣绣鞋的女旦，伴随乐曲，围绕男表演者
婆娑起舞，表演出以手捧球、以肩托球、以头
顶球、以膝踢球身段动作，身手非常敏捷，相
互斗趣，生动活泼。这项舞蹈保留了古代蹴
鞠游戏的经典动作，传统古老而又风趣，富
有欢快、爽朗、奔放的生活气息。

（胡丹扬/文 郭雅霞/图）

侨乡传统婚俗你知多少？

在西晋永嘉年
间（307—313），衣冠南渡，

中原士族相随南逃，来到泉州，
沿江而居，为纪念祖籍身份，把江
取名为“晋江”。所以，泉州的社会
礼俗包括婚姻礼俗，都延续了中原
的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就来聊一
聊和泉州婚姻礼俗有关的侨批、

婚嫁的“三书六礼”以及泉州
独有的奇异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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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三书六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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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异的婚俗：
不落夫家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文艺之家 传承民间传统舞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