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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话院

最不应该消失的方言

世界上现在仅存约六千种语
言袁约是上世纪末的一半袁像不少的
动植物一样袁 有些弱势语言只剩下
几个人讲袁马上就要淘汰遥 但是若以
人口计算袁客语在头三十名内袁照算
是没那么快会消失的遥 然而袁有资料
显示袁 客家语被认为是地球上衰落
最快的语言之一浴 近 20 年袁全球会
说客家话的人由 6000 多 万 减少到
不足 3000 万袁流失速度惊人遥
由于各地区文化经济交流的增
加袁人们广泛使用普通话袁传统客家
地区也一般不使用客语授课袁 年轻

面临语言危机遥
很多客家人有一种错觉袁 以为
客话低俗袁不雅遥 然而袁客家人若要
别人看得起袁 就要提起勇气面对其
他方言的族群袁 表现出客家人的优
点袁来提高形象遥 我们是客家人是个
事实袁客家人就该有权利讲客家话袁
更有义务讲客家话袁 承担自己的语
言和文化遥 我们应该坚信每一种语
言都是平等袁 自足的袁 没有尊卑之
分袁应该让别人知道客家人是勤劳尧
聪明袁而且骨头是硬的袁客家话是个
有智慧袁有创作能力的语言遥
客家话有悠久的历史袁 不单完
整保留了现在普通话不具备的入声
音袁 其他声调里面还有很多古汉语
发音遥 可以好不夸张的说袁客家话是
中国语言的野活化石冶遥 客家人以前
有严格的祖训袁 比如不和异族人通
婚袁 不会说客家话的人不被承认为
客家人袁哪怕是客家人的直系后代袁
如果不会客家话袁 都不会被承认为
客家人袁顶多算客家人后裔遥 正是这
些严格的祖训袁客家话才保留至今遥
客家话是中国古老的语言之一袁
曾长期占据官方语言的主导地位袁比
现代的普通话历史悠久得多遥从雍正
二年推广普通话开始袁普通话占据官
方主导地位不过三百多年而已袁而客
家话有几千年历史了遥 因此袁客家话
是最不该消失的语言浴
佚名

一代自小接
受普通话教
育 遥 同 时 袁由
于电视媒体
的 普及 袁 客 语
又极少用于
新闻传媒和
大众娱乐遥 到
21 世纪初袁年
轻一代客家
人已经很少
使用客语遥 以
口头方式流
传的传统的
客家童谣现
时已经极少
人能完整诵
唱遥 另一方
面袁在珠江三角洲地区以野方言岛冶
形式存在的客语同时受普通话和相
对强势的粤语影响袁 部分客家人家
庭生活用语转向普通话或粤语遥
根据调查大部分从小在大城市
长大的年轻一代客家人都不会讲客
家话遥 客家话已退缩为家庭使用的
语言遥 新一代的客家人袁客语使用率
与流利程度不断降低曰 不同语群的
通婚家庭袁 也只有夫妻皆为客家人
的家里才有较高的客语使用率遥 至
于工作场所中袁 则客语几乎已完全
丧失了其社会功能袁 客家族群确实

客家灯彩——
—南安鲤鱼灯

金子摄

第二届赣南客家美食节在南康家居特色小镇开幕
5 月 27 日袁第二届赣南客家美
食节在南康家居特色小镇开幕袁吸
引了上万游客前来品美食尧 游小
镇遥
本届美食节主题为野唱响赣南餐
饮品牌 扩大客家美食影响 促进国
内消费需求冶袁 现场设置了 150 个展
位袁 其中赣南 18 县特色展位 20 个尧
一县一桌展位 20 个尧 南康本地展位

60 个尧国际内外美食展位 50 个遥 活
动旨在深度挖掘尧保护和促进客家美
食的历史文化传承袁推动客家美食吸
收创新袁 充分利用客家文化底蕴尧发
展基础尧 自然环境等方面的优势袁广
泛传播野食在赣州冶的餐饮文化袁繁荣
餐饮市场袁引导消费升级袁不断提升
赣南客家菜品牌在全国的知名度尧美
誉度和影响力袁助力南康野三请三回冶

招商工作遥
据了解袁 此次美食节持续至 6
月 3 日遥 参展的美食涵盖了赣州 18
个县渊市尧区冤遥 同时袁福建龙岩尧厦
门袁广东南雄袁台湾台北等地美食
展商受邀参展遥 美食节期间袁市民
可前往南康家居特色小镇美食节
展区袁尽享舌尖上的美味遥
梁晟 黄梓倩

客家擂茶
阴刘修庆
客家人有着悠久的饮茶风俗袁 客人
来了要敬茶是客家人的传统礼节遥 煮茶
敬客袁饮茶解渴袁以茶入药袁采茶时的男
女对歌袁最早的采茶戏亦来自采茶袁茶在
客家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袁 而客家
人在长期的生活中也形成了具有自己特
色的客家茶文化遥 最有代表性的是广为
流传的尧别有情调的客家擂茶遥
擂茶是客家独特的茶饮料遥 千百年
来客家人用擂茶待客尧交友袁民间有野无
擂茶不成客冶野国不可一日无君袁 家不可
一日无擂茶冶的说法袁可见擂茶在客家人
心中的地位遥
擂茶除了是客家人日常 生 活所需
外袁还是客家人敦睦乡谊尧联络乡党的重
要纽带遥 在客家人中流传着一种野叫茶冶
的习俗袁常常是你家擂茶请我去喝袁我家
擂茶请你来品袁 左邻右舍聚在一起喝擂
茶袁吃点心袁谈天说地袁其乐融融袁俗谚形
象地呼为野走东家袁串西家袁喝擂茶袁打哈
哈袁来来往往结亲家冶遥类似的还有野一把
春茶细细磨袁花生苦刺芝麻和袁熟米煮茶
香喷喷袁 三瓯五碗不嫌多冶野主人好客请
擂茶袁 菜色花生备办加袁 闻道邻居亲戚
到袁争往邀请十多家冶等等袁道尽了客家
人好客尧好食擂茶的淳朴习俗遥
客家的擂茶很平凡袁 首先就在于它
的原料很平凡袁除了野茶叶冶可能有一些
风雅气之外袁 其余都是老百姓日常生活
中的平常物品遥 而且擂茶的茶叶除采用
平常茶叶或不能加工的老茶叶外袁 还可
以采摘许多田间地头野生植物的嫩叶袁
如山梨叶尧大青叶尧中药称淮山的药薯叶
等等袁经洗净尧焖煮尧发酵尧晒干等工序而
大量制备袁常年取用遥
客家擂茶又很不凡袁 首先不凡的就
是制作要有专用的工具袁 也就是常说的
野擂茶三宝冶院擂钵尧擂棍和捞子遥 擂钵是
一个特制的陶质钵子袁 钵内刻画有斜形
的粗密沟纹袁 以便把材料放到里面研碎
时袁能起到强化摩擦的作用曰擂棍是一根
用山苍子树干或其他硬质木料制成的约
五六十厘米长的棍子袁山苍子树味辛香袁
有顺气尧驱寒尧发散之功能袁是治感冒良
药袁也是研磨擂茶的好材料曰用竹篾制成
的野捞子冶袁用来筛滤擂好的茶末遥
擂茶清香可口袁四季皆宜袁有止渴生
津尧健脾提神尧疏肝理肺尧强身健体尧治疗
感冒之功能遥随着季节尧气候和用途的不
同袁 客家人在擂茶中还会加入不同的草
药袁如春夏温热袁常用艾叶尧薄荷尧细叶金
钱尧斑笋菜等鲜草曰秋季风燥袁多选金盏
菊或白菊花曰冬天寒冷袁可用桂皮尧胡椒尧
肉桂子尧川芎遥 清热袁可以加入茵陈尧白
芍尧甘草曰防暑袁可以加入鱼腥草尧藿香尧
陈皮遥在过去赣南缺医少药尧民生维艰的
情况下袁 很多小毛病往往要靠擂茶来消
除院野喝擂茶袁吃粑粑袁壮身体袁乐哈哈遥 冶
而医学也证明擂茶对常年生活在大山长
谷瘴气较重的客家人袁 有一种独到的驱
邪健身功效袁 以至说这奇特的客家擂茶
是野药食具佳袁味中有味冶的客家保健饮
品袁深得客家人的喜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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