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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昼”，现代汉语拼
音：zhòu。古代汉语辞
书 《唐韵》、 《集韵》、
《韵会》 和 《康熙字典》
均标音作：陟救切，音

“呪”。 《说文解字》 解
释为“明也！日之出入，

与夜为界。从画省，从日。” 《周髀算
经》：“昼者，阳。” 《易经·系辞》：“昼
夜之象也。注：‘乾为昼。’”南朝梁文学
家吴均所著的一篇著名的山水小品 《与朱
元思书》 载：“横柯上蔽，在昼犹昏。”

“昼”字现代汉语指白昼、白天，而
在霞浦话中则有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是指晌午至黄昏这个时
段。如“半小昼”即为晌午 （通常指巳
时，上午 9 点至 11 点之间的时辰）；“中
昼”即为中午；“日头昼”也是指中午；

“下昼”和“下昼晡”、“下昼头”及“下
昼时”都是指下午，大南 （东冲半岛的长
春、下浒和北壁及沙江镇） 一带的大部分
人还称“下午”为“下昼卦”。

第二层意思为“昼饭” （午饭） 的省

写，如：“食昼”即为：吃午餐、吃中午
饭；“食早昼”指在上午 9 点至 11 点之
间吃午饭，盖因比正常午餐时间早；“食
福昼”指参加祈福活动而在祈福场所吃午
餐；“昼毛够食”即为：午饭不够吃；

“昼剩半鼎”即是：午饭剩半锅；“有昼
食毛”和“有毛昼食”字序不同，意思却

一样，都是问：
有没有午饭吃？

“ 暝 ”， 现
代 汉 语 拼 音 ：
míng。古汉语
辞 书 《广 韵》
标音：莫经切；
《集韵》：“忙 经
切，音‘明’。冥
或从日。幽也。”
《前汉? 五行志》
中：“晦暝也。”
又 《集韵》、《韵

会》另标音：莫定切，音：“冥色” （合字，
音同“命”）。南朝梁大同九年 （543） 黄
门侍郎兼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的一部按汉
字形体分部编排的字书 《玉篇》 解释道：

“暝，夜也。”
“暝”字现代汉语指黄昏、晚上和昏

暗，而在咱们霞浦话中与“昼”字一样，
也有两层意思。

一是指夜 晚、晚上。 如“暝头 ”、
“暝晡”和“暝晡头”都是“夜晚、晚上”
的意思；“半暝”即为“半夜”，如“半
暝三更”就是“半夜三更”；“上半暝”
和“下半暝”分别是“上半夜”和“下半
夜”的意思；“隔暝”即为“隔夜”或

“过夜”。俗语有：“老鸦 留得 （音 li）
隔暝卵”、“热糍清粽隔暝倭卵 （芋头）”、

“暝头 舍得灯火头，日头 舍
得 （音 li） 眠床头”等等。其中

“ ”字，闽东方言音：me，
闽南方言音 běi，吴语、粤语
音 pēi，是“不会”的合字，
意思即为“不会”。

二是指“暝饭” （晚饭）
的省写，其用法与“昼”字基
本一样。 如：“食暝 ”即为

“吃晚饭”；“年暝节昼行福饭”
其中的暝、昼、饭分别指晚饭、
午饭和早饭。

闽南方言区和浙南的瑞安、
平阳、苍南和泰顺等县市的民
众也叫午饭为“昼”，叫晚饭为

“暝”。
“昼”与“暝”本来都是时

间名词，而成为午饭和晚饭的
代名词，其实，是省略了一个
关键词“饭”字。

不仅仅咱们闽东、闽南和
浙南许多民众在讲吃午饭和晚
饭时，省略了作为动宾结构词组中时间名
词后面的一个关键名词，连在远离闽东的
安徽黄山脚下的民众也是如此。歙县、徽
州人，在早上相遇时的问候语是：“你吃
过天光了？”中午时，徽州人见面的寒暄
语是：“你吃过当昼了？”到晚上碰到亲
友时，他们的客套话是：“你乌昏吃过了？”

霞浦方言俗语中，经常将“昼”和
“暝”连用。如：有暝毛昼、毛暝毛昼
（这两个俗语的意思都是说：没日没夜或
没时间吃晚饭和午饭）、过瞑过昼 （意为：
超过吃晚饭和午饭的时间）、猫咪毛暝犬
毛昼 （意思是说：猫没有晚餐，狗没有午
餐）、半晡食昼唔 （不） 是暝等。

霞浦方言涉及“昼”和“暝”谚语、
歌谣和俗语有很多，下面例举谚语和歌谣
各一个。

冬至节气这一天夜晚时间最长，夏至
节气这一天的白天时间最长，霞浦话的谚
语便有“冬节暝，夏至日”的说法。这里
的“暝”字是指“夜晚”。在霞浦乡村校
园，经常会听到这样汉族和畲族小孩唱的
一句顺口溜：“留暝留昼，留到日头昼昼
昼。”其中“留暝”和“留昼”是分别指
学生表现不好而到傍晚和中午放学时，被
老师留在教室或办公室谈心、补做作业。
这个句子中的“日头”不是指白天，而是
指“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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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4 月第二次全国文物普
查期间，霞浦县普查队于沙江镇小

马村后发现黄瓜山贝丘遗址。福建省考古队分别于
1989 年、2002 年进行考古发掘，出土有大量史前
人类生产生活遗物，经鉴定，距今 3000-4000 年，
为闽东地区最早文化遗存，2005 年被列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图为 1989 年省考古队在黄瓜山发掘
现场 黄亦钊供稿）

“去思碑 " 是福宁百姓为纪念前
清总兵颜光旿而镌刻的。颜光旿，
号宜庵，安徽亳州人。进士出身，
剔历中外，他于雍正七年(1723)来
霞主政七年之久。在这七年间，他
为官谦恭下士，流风余韵，常亲入
乡村，视民间疾苦，切若肢体，以
身作则；重视农桑，筑坝以溉农
田，填塞山腰，培接地脉，浚长溪
河，兴修水利，建二十七都太平
桥，开鲤鱼坝，重建一都斗门阐，
以利通行和农事；建立储仓减价平
耀，以解民困等政绩。雍正七年
(1729)五月，劳累至极卒于镇署。

古语云：“民心如称”，古代
也有许多好官，颜公心怀社稷，耳
闻饥冻，带着“男儿生当带吴钩”
的这种“吴钩 " 精神,在吾宁做出了
许多政绩。要不然福宁百姓怎么会
佥谋伐石纪绩呢?旧时福宁老百姓用
镌碑留念好官恐怕没有几位！

现将“去思碑”全文抄录如
下：“镇宪颜公讳光旿，号宜庵，
亳州人也，以名进士起家，剔历中
外，癸卯岁来执吾宁，视民间利
病，切若肢体，察形势，審机宜，
浚河以吾兴修水利，筑坝以溉农
田，建立储仓，咸价平
糶，填塞山腰，培接地
脉，七载之中，恤兵爱
民，靡所不至，匪特北
门锁钥，抑且一路福星，
人虽云亡，德终不泯，
佥谋伐石纪绩，以表岘
山之恩云尔。雍正七年
岁次已酉阳月吉。‘阁
州绅衿庶公立’”

这块“去思碑”被
埋在河边已有两百多载
了，2001 年村里建设老

人娱乐部时，将此碑挖掘出来。因
年长历久，经风雨分化而不明字
迹，我用粉笔一笔一划顺出来，才
看清内容。碑高 2.24 米、宽 0.76
米、厚 0.1 2 米；碑坐高 0.52 米、
宽 0.52 米，厚 0.4 米；碑文共 139
字。此碑现立在县下塘“安澜侯
宫”门前千年大榕树下。

古代，县下塘是一个集市，全
村 500 多户，2 千多人家，村庄里
有安庆、龙泉、龙盘、飞凤、溪西
等五个境，人称“狮凤朝阳 " 地。
至今民间还流传着这首妇孺皆知的
民谣：“阿兵送妹县下塘，茶店洒
店排排行。打油师傅会起早，三盏
灯火熖熖光，足见当年的繁荣热
闹。这里也是古代闽浙官道，是赴
任卸任官员及士子进京求取功名的
必经之路。现存“永康桥 " 前，立
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石碑和
建于安庆境路口的“御园阁” (咸
丰三年被毁)遗址，这里原是舞女歌
妓弹唱琴箫工乐为下轿下马之官员
或文人雅士迎来送往的地方。“去
思碑 " 则可证实福宁州府来往官员
时，在县下塘“御园阁 " 作揖相送
的情景，使人思古怀今。

县下塘有块“去思碑”
张桂光

赤岸桥，虽名曰“赤岸桥”，并不位于今天
的赤岸村，而是在今松港街道桥头村。赤岸桥
是一座石桥，横跨在流经桥头村东的罗汉溪上，
东西走向，西连接桥头村，东通向赤岸村。自
唐迄宋、元，赤岸是一个繁华的集镇，人文荟
萃，名人辈出；抑或历史上，现在的桥头村就
是“赤岸十八境”的一部分，或许这就是赤岸
桥桥名的由来吧。

据有关资料表明，该桥原长 62 米，高 2.4
米，宽 2.66 米，桥面每堵由七块条石铺就成。
1992 年被一次强台风引发的洪水摧毁，目前仅
在靠近桥头村的一侧保留有一段残桥。该桥历
史悠久，据史书记载，始建于北宋皇祐五年

（1053 年）。民国十八年版 《霞浦县志·水利
志》 记载：“赤岸桥，在二三都，俗名大桥。
五石为梁，长十丈，阔一丈，旁有石栏。明
成化十年，知州刘象命耆民吴汝哲等募缘重
建。后被沙堆没。清同治年间，举人吴玉书
等募缘，改旧址重建。长十六丈，阔一丈左
右，旁有石栏。” 如此说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一段残桥，是清同治年间重修的。

村头大榕树下保留有经幢石佛塔、石翁
仲、碑刻等与这座古老石桥有关的文物，尤
其“赤岸桥碑记”印证了县志记载。

“赤岸桥碑记”碑，花岗岩镌刻而成，长
1.9 米 ， 宽 0.74
米 。 碑 文 阴 刻 竖
排 ， 左 上 方 碑 额

“赤岸桥碑记”；中
间分三行，分别是

“□缘直隶福宁州
奉训大夫知州安福刘
象” （中）、“承务
郎 同 知 阳 城 张 翀 ”
（左）、“从仕郎判官
石首黄晟” （右）；
右落款：“成化拾年
岁次甲午拾月乙未日
重造。”

“ 赤岸桥碑 记”
见证了赤岸桥的变
迁，也见证了古赤岸
沧桑历史。

林强 拍摄

赤 岸 桥
吴国雄

（接 1 版） 和“自选动作”相

结合；对于固定场所的要求，

人员少、硬件条件不足的单

位，可以进行联合共建……

道德讲堂是长好心、做好

事的地方。2012 年以来，霞浦

县大力推进道德讲堂建设，把

道德讲堂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纳入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内

容，作为市级以上文明单位评

选的必要条件。以“身边人讲

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

边事教身边人”的形式，着力

开展“在社会做一个好公民，

在单位做一个好职工，在家庭

做一个好成员”的“三做”活

动，不断探索建立具有霞浦特

色的道德讲堂建设模式。截至

目前，全县已建立近 88 所道

德讲堂，累计开展活动 300 余

场。为推动“知行合一”的道

德实践，形成“好人好报”的

社会共识。我县将道德讲堂与

评选学习身边好人有机结合，

通过道德讲堂这个活动载体，

讲述好人好事，树立身边好

人。近年来，我县还充分运用

道德讲堂平台，广泛组织开展

“霞浦县道德模范”“美德少

年”“身边好人”评选宣传活

动，不断加大推选评选好人的

力度。截至目前，我县共有 7

人入选“中国好人榜”候选

人，1 名省阳光少年，2 名市

美德少年，霞浦县首届道德模

范 1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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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老油坊的神奇，
是在一次下乡过程中，来到崇儒
岚下这个地方。当地的包村干部
老张告诉我说，这里遗存着百年
历史的茶籽油坊，是闽东目前唯
一还在生产的油坊。每年生产一
次，浓浓的油香弥漫着远远近近
的各个村落。

在老张的带领下，穿过蓊蓊
郁郁的灌木深处，沿着一条清澈
而蜿蜒的溪流，绕过片片浓密的
茶树林，深山里的山坡下屹立着
一座低矮、简陋、孤单的瓦房，
这就是深山里的老油坊，静默无
声地留存在大山里。它的青砖黑
瓦，错落而零乱地散落着，仿佛
在向山外的游人诉说着存在的艰
难。

“吱呀”一声，我们推开了
斑驳的门板。四面透风、屋顶透
光的油坊里，一套古老而齐全的
榨油工具跃然眼前。榨油的运作
自然也是农家手工作坊式。

岚下溪头油坊是梅家继承祖
辈家业而传承下来的 ，从清朝年
间传承至今，已有百年历史。目
前是梅家三兄弟在经营管理着。
土砌的墙已经被风霜侵蚀得几近
倾斜，为了防止台风和暴雨造成
的倒塌，油坊的主人用一根衫木
柱子强行支撑着，孤独而单薄地

矗立着。梅家大嫂
打开了溪头上游的
水闸，哗哗的山泉
从沟渠里倾泻而下，
时缓时急的泉水带
动 着 古 老 的 水 车 ，

“轱辘辘”地转动起来。
这头梅家兄弟将火焙过
的茶籽抖落在磨槽里，
圆圆的茶籽跳动着，翩
翩起舞着，古老的水车
转动着，犹如深山里一
曲轻盈的乐曲。时而欢
快、时而急促……

跳跃的茶籽碾成浓
稠的茶磨，经过将近 60
分钟的火蒸，蒸熟后的
茶籽用稻杆包成了直径
大约一尺、厚度 3—5 公
分的片状茶油饼。形状犹如垛子
的茶油饼，稀稀落落地粘着一些
稻草，透着一种金黄的色彩，倔
强地闪烁着南方山林的某些特
质；稻草极其干净，像南方某个
闪亮的午后天空。

与 其 说 是 榨 油 ， 其 实 是
“压”油。用樟木制成的油槽，
大约 4 米多长，200 多斤。木桩
内部掏空，头大尾小，中间有凹
槽。此时，梅家兄弟已将茶油饼
整齐地放入油槽里。梅家老二和

老三已经各自站在油槽的一头，
手抡着木槌，用 力向下撞 击。

“咚、咚、咚……”左右一唱一
和，像是山谷回音一样有节奏和
规律，沉重却也和谐。两兄弟默
契地配合，每一次重锤落下，都
声响地颤，那沉沉的响声传得悠
远。随着铿锵有力的槌撞声，茶
油饼被压紧，新鲜透亮的茶油在
挤压中渗透出来，发出了 " 嗞嗞
" 的声响；随之木楔也有了空隙，
木楔的不断增多，锤声的加重，

两兄弟演变成了三
人同台。冬天里，
他们脱掉了上衣，
只穿了一件背心，
襟怀敞开，饱绽的
肌肉裸露着，散发

着生命的强悍与力量。豆
大的汗珠从脸颊流下，顾
不得擦拭，顺流而下，浸
透脊背……油槽口缓缓地
流出了醇香的茶籽油，如
流水般清醇，亦如春天的
雨帘，清新而绵密！三个
汉子的火热场景和着油槽
缓缓流淌的茶油，淅淅沥
沥，生动而壮观。让人油
然而生的激动，随着三兄
弟的锤击声，久久不能散
去……

梅家兄弟说，小时候看着祖
辈们在这老油坊里劳动生产着。
记忆中，各个乡镇都有大大小小
的油坊几十家。当时的生产队最
多的时候，一年可以生产好几百
担的茶籽油。邻近的村民每年都
会挑上好几百斤的油茶籽来加
工。每年的冬天，邻近的油坊都
在热火朝天地运作着，油坊里壮
实的汉子沉重的槌击声此起彼
伏，给沉寂的大山带来了几分灵
动，远远近近的相互回应着，阵

阵粘稠的茶油香味弥漫着整个山
村！ 长大后的他们，没有别的想
法，只是想将祖辈的技艺完好地
传承下去。 近年来，各种调和
油和色拉油占据着人们的消费市
场，这种纯手工作坊生产的茶子
油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梅家兄弟说，以前整个县各
地都有这样的手工作坊，大大小
小 20 多家，由于茶油的提炼工
序繁杂，加上劳动力青黄不接，
造成了许多油坊逐渐停业。其
实，茶籽全身都是宝，榨干油的
茶麸饼还能作为洗发去污的良
方，人们食用茶籽油不仅可以治
疗高血压，而且新鲜的茶籽油对
治疗摔伤、烧伤具有独特的功
效。

梅师傅说，他期待着当地政
府与相关部门的扶持，能将这一
技艺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
录，并加以保护和传承。虽然这
铁锤 20 斤重，榨一槽油要槌击
200 多次，但他们仍然希望这槌
声能长响不息，长长久久！

我们离开了老油坊，走出了
大山，还依稀听到山坳里孤单而
沉重的槌击声“咚…咚…咚…”。
这最后的油坊，留给我们的思索
犹如这深深远远的槌击声一样，
让人久久不能平静……

最 后 的 油 坊
何焱红

蔡高 （1014 年—1041
年），字君山，莆田仙游
枫亭人，北宋名臣蔡襄
（1012—1067 年） 的胞弟。
宋景佑 （1034—1037 年）
间中进士，官为长溪 （今
霞浦） 县尉，后升迁河南
开封太康主簿。在长溪县
尉任上，体恤民情，求真
务实，善于断案，人称

“神明”。他廉洁奉公，著
言陈述国家要事，被欧阳
修称为“天下奇才”。

初任县尉 断案神明

蔡君山上任后遇到了
一桩民事诉讼案件。县里
有一老妪跑到衙门来告
状，诉说自己的两个儿子
到海上捕鱼多日至今未
回，她因与人有仇隙，怀
疑是仇家所为而杀害了自

己的孩子，请求县吏为她捉捕凶手。
县吏听了老妪诉说后，认为此案件难
以入手办理，因为当下只有听到老妪
的一面之词，缺乏足够的证据，岂能
随便抓人。只好对老妇人说：“海面
风高浪大，也有可能你的孩子是因行
船不慎落水而亡。再说，如果真是被
仇家所害，而你又拿不出孩子的尸体
给官府查验，这在办案的司法程序中
也是不合法理的！”蔡君山善于观察，
从老妇人的神色中感觉到她可能有冤
情，于是他对老妇人说：“我受理你
的案件！”接下来他做了三件事，一是
暗中调查老人所指控的仇家嫌疑人底
细，了解嫌疑人平时的生活状况、有

无作案前科和动机，获得了嫌疑人的第
一手资料。二是与老妇人约定，一起到
她孩子出事的海面上做深入的调查，夜
间也得留宿于海上，长达十天，如果打
捞不到被害者尸体以供县吏办理，他将
担当为老妪捉拿凶手之责。果然，他们
在海上住宿七天之后，终于看到有两具
尸体随潮水漂来。他忙叫人把尸体打捞
上来，经检验确是他杀，即刻传唤差役
拘捕那个嫌疑人，升堂审问后，凶手供
认不讳，最终伏法。

敏于为吏 廉洁奉公

蔡君山被称为“能吏”，是在他任
长溪县尉之职后，升迁为开封太康主
簿。蔡君山在太康时的地方长官是开封
府尹吴遵路。而蔡君山年纪虽小，但一
点也不怕府尹，能出色地完成府尹交办
的任务，还能精辟论述其中道理，这却
使得府尹对他喜爱有加，认为他才是真
正的“能吏”。欧阳修后来给蔡君山写
墓志铭时，称赞之“敏于为吏”。

蔡君山廉洁勤政之举，使政治家欧
阳修对其评价也很高。宋庆历元年
（1041） 夏，京师流行瘟疫，蔡君山不
幸染疾，卒于任上，年仅二十八岁。他
没有什么积蓄，而妻子程氏带着他们的
一男二女，生活清苦。太康县乡亲及众
友募捐二百两白银作为其夫办理丧事的
费用，程氏却哭道：“吾家素来廉洁，
不可以此玷污吾夫。”并坚决不肯接受
众亲友的资助。蔡襄为胞弟英年早逝而
伤感不已，他写了 《祭弟文》，表达了
深切的悲悼之情。欧阳修为蔡君山妻子
守廉之道，也非常感慨，他把形成这样
的廉洁家风概括为一个词——“廉化”。

万言遗稿 史称奇才

蔡君山任太康主簿时，其兄蔡襄与
欧阳修同为馆阁校勘。蔡襄于宋仁宗天
圣八年 （1030） 中进士，先后担任过北
宋朝廷的谏官和史官，他为官刚直敢
谏，宋仁宗景祐年间，范仲淹、欧阳修
等人因为发表议论朝政腐败的言论被贬
黜，蔡襄为此作 《四贤一不肖诗》 声援
范、欧阳等人。蔡君山因不时去蔡襄寓
所，有幸结识了欧阳修，并写有诗 《谒
馆阁校勘欧阳公》：

此日登史阁，高风孰可追？
学期明主佐，道许后生师。

余岂能自信，公真不我欺。
微躬诧所厚，惭愧异新知。
从诗中可见他对欧阳修的人格和文

学才华十分敬佩，为自己能得到欧阳修
的厚爱，成为知心朋友而深感荣幸。蔡
君山在闲时与欧阳修多有议论政事，他
曾对欧阳修说：“当今圣上以六科为准
绳提拔人才，而学者只是以一问一答式
来应对国事，这并不是选拔有识之士的
正确途径。我则不然，不与人同，喜爱
独自思考，乐于苦学，每每学习达到废
寝忘食的程度。”蔡君山这种肯于思索，
敢于追求的精神，令欧阳修对他赞赏有
加。在他病逝后，蔡襄发现胞弟留下数
十万字的遗稿，就帮他整理出来，这些
没有公开过的言论，大多是涉及到谈论
国家要事。过了第二年，宋仁宗召集大
臣商讨治国方略，陈述国家利害，蔡襄
沿用弟弟的言论达到五六成。没有想
到，一个县衙中的主簿，其遗稿言论，
能为朝廷制定兴利除弊决策提供了依
据。欧阳修说，与天子谈论国家大事，
其中最为重要一条就是举荐人才，朝廷
屡屡下令选举提拔官吏，然而最为头痛
的就是如何做到不拘一格，官无大小，
必得其材，方能求得天下能吏。欧阳修
评价蔡君山是“天下奇才”，而对他的
英年早逝，则痛惜不已。

庆历三年 （1043），蔡襄要把胞弟
蔡君山的灵柩从太康扶送回老家安葬，
他在临行前对欧阳修说：“我兄弟二人
辞双亲而来京师，原本以仕宦为荣，衣
锦返乡，而今却以胞弟之灵柩回家，是
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何以面对双亲！”
并请欧阳修为其弟作铭，以慰双亲失子
之痛。欧阳修撰写了 《蔡君山墓志铭》
（载 《欧阳文忠公集》、 《霞浦县志》），
对蔡高的英年早逝深表哀悼，从中也可
看出欧阳修与蔡君山的深厚情谊。

经考查此尺牍为著名的 《蔡君山墓
志铭帖》，是欧阳修受大书法家蔡襄之
托，在其胞弟蔡高 （蔡君山） 去世之后
所撰写的墓志铭。因欧阳修知悉蔡君山
的早逝极其难过。从书帖中不难看出，
他当时悲悯之情跃现于笔墨之间。署款
为：六一居士欧阳修。且欧阳修的书迹
流传极少，大都深藏于知名博物馆内，
可见此帖经历千年之后，得到了重新的
发现是极其珍贵的，并具有较高的学术
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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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浦历史以来，民间习俗谚语内容丰富、种
类繁多，特别是民国时期的霞浦婚俗谚语，多姿
多彩，富有情趣和哲理。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当时
当地民间的婚姻习俗和观念，由于时代的限制，
难免有些糟粕，但是现在我们读之，仍然感到兴
致盎然，回味无穷。

媒人撮合
天上有晴也有雨，人间要男也要女 / 做媒人

毛包生子 / 条条讲踏 （完），日后没有长短脚 /
五五廿五，冬瓜落地不关媒人事

选择年貌
妻大夫，大三不大五；夫大妻，大五不大六

/ 女大三，抱金砖；女大五，赛老虎 / 年老丈夫
疼老婆，年轻丈夫爱踏聊 （玩） / 双重目，单皮
盖，十人见了九人爱 / 丑妻家中宝，娇妻多烦恼
/ 会妆妆身体，没 （不会） 妆妆面皮 / 鸭母爱凹
鼻，一人一中意 / 贫官清，丑妇贞 / 贪钱嫁老
婿，到老毛人爱 / 拣了又拣，拣了没尾狗

恋爱结婚
男想女，隔重纸；女想男，隔重山 / 家里无

男心无主，家里无女不成厝 / 十个男人九个浪，
十个女人九个傻 / 口念阿弥陀，心里想老婆 / 落
榜秀才笑是哭，上轿新娘哭是笑 / 一年九婿，做
年毛婿

婚后生活
窄厝阔新妇 / 夫荣妻子贵 / 有子靠子势，毛

子靠门楔 / 老公苦是唱，老嬷（婆）苦是哭 / 少年
夫妻老是伴 / 生男是名气，生女是福气 / 男人三
十正后生（年轻），女人三十老婆干 / 老公老嬷，
半路人客 / 一代好夫妻，三代好孩子 / 老公打麻
将，老婆睡不歇 / 男爱细婆，女念头夫

民国时期的霞浦婚俗谚语
许一跃 搜集

霞浦历史勤廉人物（） 林 明 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