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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
声明
绎野中国共产

党瑞金市叶坪乡
朱坊村支部委员
会冶 公章壹枚遗
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杨沅锦持
有的机动车驾驶
证遗失 袁 证号 院
360781199911272
955袁特此声明遥

依据 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曳尧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曳尧叶江西省实施办法曳 等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袁瑞金市公安局交管大队对电子监控取
证设备抓拍对象及测速值进行了调整袁现将
调整情况公告如下院

一尧区间测速路段院对机动车超速行驶
渊限速值 70㎞/h冤尧 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尧驾
驶时拨打接听手持电话尧摩托车超员尧摩托
车驾乘人员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
为抓拍取证

1尧 瑞临线 323 国道 8KM +600M 至
13KM+600M渊云石山乡超田村坳脑小组至田
心村盐帐下小组路段冤

2尧谢坊云龙渊206国道 2013KM+50M冤至
谢坊新民渊206国道 2022KM+50M冤路段

3尧大柏地隘前渊236国道 802KM+600M冤
至黄柏向阳渊236国道 810KM+600M冤路段

二尧卡口院对机动车超速行驶渊限速值 70
㎞/h冤尧驾乘人员未系安全带尧驾驶时拨打接
听手持电话尧摩托车超员尧摩托车驾乘人员
未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等违法行为抓拍取证

1尧长征大道卡口渊靠近城西高速公路收
费站冤

2尧沙九路卡口渊沙九路 2KM+600M处冤
3尧 武阳龙江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2006KM+200M冤
4尧瑞金大道瑞鼎公馆路段卡口
5尧瑞金大道火车站路段卡口
6尧红军大道黄柏职校门口路段卡口
7尧黄沙中队门口卡口渊厦成线 319国道

756KM+600M冤黄沙交警中队

8尧云石山卡口渊瑞临线 323 国道 7KM+
800M冤云石山乡超田村路段

9尧黄柏卡口渊厦成线 236 国道 815KM+
100M冤黄柏乡柏村村路段

10尧长汀卡口渊厦成线 319国道 762KM+
600M冤叶坪乡马山村路段

11尧 会昌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994KM+700M冤泽潭乡石水村小舟坊路段

12尧 叶坪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979KM+100M冤叶坪乡叶坪卫生院门口路段

13尧 壬田卡口 渊烟汕线 206 国道
1965KM+200M冤壬田镇大龙村委门口路段

三尧启用时间:2019年 8月 19日 0时
瑞金市公安交通管理大队

2019年 8月 9日

关于调整电子监控抓拍对象及测速值的公告

夏天越来越热了袁 凉茶
成了家家户户必备的祛暑神
器袁青草药是客家人杯里的主
角遥 还没喝上这碗青草水袁这
来自田野山川的绿色就已经
给我们带来了清新和舒爽遥

客家人大多生活在山
区袁环境湿热袁先民用智慧积
累了一大堆的经验来对付湿
热的夏天袁客家凉茶就是其中
之一遥白花蛇舌草尧茅根尧地斩
头噎噎这些都是客家人眼里
的宝袁自古以来袁这些青草药
就是客家人煮凉茶的主要材
料遥 凉茶种类多袁青草药搭配
不同袁作用也不同袁可以根据
身体的需要调节分量和搭配遥

笔者我向老一辈请教了
一些常用方子袁 分享给大
家要要要

蛇舌草尧车前草袁或一起
煮水喝袁或只煮其中一种袁都

是消暑降火的良方浴狗贴耳袁
也叫鱼腥草袁 除了消暑降火
外袁还可以清理肠道遥

如果有点小感冒和发
热袁就可以用金银花尧薄荷尧夏
枯草等煮水遥我之前有点小感
冒袁 就叫我妈给我煮来喝袁味
道甘中带苦袁喝上几次就治愈
了遥 如果是咳嗽袁可以用车前
草尧薄荷尧桑叶煮水喝遥

在炎热的夏天里袁 胃口
不佳尧食欲不振很常见袁可以
用狗尾草根煮水喝袁 健脾开
胃袁促进食欲遥

如果头晕精神不佳袁可
以用薄荷煮水喝袁 这可是提
神醒脑的好帮手遥

草药来自大自然袁 它的
药用效果明显袁 而且副作用
几乎没有袁 只要身体不是特
别虚寒的人袁 都可以作为夏
天降暑的首选良方遥 欢乐

赣南是客家聚居地之一袁也是当今
世界上颇有影响的客家民系之一袁目前
有上千万人口遥
他们的祖先袁 相传是西晋末或唐

末尧南宋末从黄河流域因躲避战乱而南
徙渡江袁几经辗转而来到赣南的遥 初到
赣南袁势单力薄袁举目无亲袁在开阔地区
无法立足袁只得躲到尚未开发尧人烟稀
少的山区袁结茅为庐袁开荒种地袁休养生
息遥 为了有别于当地居民袁人们便把他
们称为野客家人冶遥 这些客家人远离开阔
的府尧县袁基本上过着野竹笕水袁脚碓
米冶尧野日出而作尧日落而息冶的自给自足
的农耕生活袁并在长期的磨炼和沿袭中
形成了一些独特的客家习俗遥

读书 客家子弟深知读书的重要
性遥七岁入私塾就读袁叫野发蒙冶遥发蒙这
天清晨袁蒙童要吃葱汤或鲤鱼汤袁吃葱
汤则认为会野聪明上进冶袁吃鲤鱼汤则认
为会野鲤鱼跃龙门冶遥 早饭后袁父亲携蒙
童备香烛尧礼品到学校袁先拜孔子像袁后
拜先生袁先生接纳后袁则办野拜师酒冶袁方
算入学遥 学生逢年过节要给先生送茶
叶尧木炭等礼物遥 入学后袁学生要懂礼
貌袁见先生或长辈均要行礼曰凡写有字
迹的废纸袁要放入野借字炉冶烧掉袁不得
随意践踏袁否则认为乱丢字纸袁会成顽
童曰脚踩字纸袁会瞎眼睛曰用字纸如厕袁
则会作孽三代袁不得发达遥 生童不得大
把吃豆子渊叫野打擦掌冶冤袁不得双手乱摸
算盘珠袁否则会不识算遥

抽旱烟 客家成年男子多爱抽自产
自制的旱烟袁又叫野黄烟冶遥 制作过程是院
摘取自种的叶大肉厚的鲜烟叶袁 用篾编
的野烟搭冶夹紧袁晒干后去梗撕碎袁以茶

油尧白酒喷之袁揉匀后折叠成块状袁装入
木制野烟架冶夹紧袁待变黑出油后袁即可用
刨子或柴刀刨成烟丝袁色泽金黄袁油香扑
鼻袁故名野黄烟冶遥 烟具有烟筒尧烟袋尧烟
镰尧纸媒等遥 烟筒一般为竹制袁取蔸大杆
小的山竹连根挖起袁 用烧红的铁丝在竹
蔸中心烧出一小孔袁包上铁皮袁再将竹竿
的竹节捅去袁与蔸部连通袁即为野烟筒冶袁
长短可因人而定遥 烟袋为布制袁亦称野烟
荷包冶袁多由女子绣有精美图案袁小巧玲
珑袁可悬于腰间或烟筒上渊今多以金属烟
盒代之冤遥火镰为取火用具袁长条形扁铁袁
两头大中间小袁找一块白色野火石冶以火
镰击之袁 即能闪出火花遥 纸媒为草纸搓
成袁 一次燃着后袁 熄灭即留下黑色 野媒
头冶袁将媒头靠近火石以火镰击之袁媒头
即燃袁吹之能着明火渊今多以火柴或打火
机代之冤遥吸烟有经验院一要烟筒空袁二要
装得松袁三要纸媒火袁四要嘬得快遥

打黄黏米果 黄黏米果是客家独有
的一种传统糕点袁 也是每年小年前后每
家必做的一种风味食品遥 它是煮汤待客
的主要原料袁也是馈赠亲友的上乘礼品遥
制作方法是院 每年特种一定数量的禾子
糯渊不同于普通糯米冤袁舂成米后先用温
水浸泡一夜袁再用饭甑蒸熟袁浇上黄黏柴
灰水 渊取野桂花等十余种常绿灌木烧成
灰袁用沸水滤出冤袁搅拌均匀袁倒出晾干袁

再入甑蒸熟袁倒入石碓臼袁再由五六个男
子用四尺长的竹竿将饭挤压成黏糊状袁
取出置木板揉搓到有一定韧性时袁 再用
刀切开袁用手搓成长条状或圆饼状袁即为
成品遥 上乘佳品呈金黄色袁外表细腻袁脆
而不断袁黏而不腻袁食用方便袁可煎尧可
炒尧可蒸尧可煮袁老少咸宜曰便于储存袁置
灰水中浸泡三月不坏袁 外形像今江浙一
带的年糕袁但色泽不同袁彼白此黄曰质地
不同袁彼粳此糯曰味道不同袁彼脆此韧遥

挖冬笋 冬笋是山区特有的一种土
特产品遥挖冬笋是客家成年男子必须掌握
的一种生产技术袁也是客家农民一个重要
的收入来源遥 冬笋是毛竹隔年生产物袁一
般是每两年长一届袁长笋之年称野当年冶袁
不长笋之年称野背年冶遥每遇野当年冶十一月
后袁冬笋便开始生长袁凡客家成年男子身
强力壮者袁便身背扁娄袁肩扛锄头袁手拿镰
刀袁进山挖笋遥挖冬笋是力气活袁年老体弱
者一般难以胜任曰挖冬笋是技术活袁不懂
冬笋生长规律袁力气再大也是徒劳遥

挖冬笋有许多经验院其一袁要选取
背阳的山窝挖笋袁因为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土肥尧水足尧竹大尧笋壮遥 其二袁要选择
竹叶青翠而微带黄叶尧祖竹健在而长势
旺盛的尧 竹龄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尧且
竹根较浅的母竹袁因为只有这样的母竹
才会笋多而易挖遥 其三袁要善于寻找竹

根遥 竹根学名叫野竹鞭冶袁它是毛竹野传宗
接代冶的根本袁根据母竹所在的位置袁可
分为前根和后根袁前根笋多袁后根笋少遥
寻找竹根有两种方法院一种是根据竹杈
的指向和竹蔸弯曲的方向确定前根所
在的位置袁这是取巧的方法袁省时省力曰
一种是以母竹为圆心袁 以五米为半径袁
环挖一周渊俗称野戴枷冶冤袁挖出母竹的前
根袁这是笨拙的办法袁费时费力遥 其四袁
找到前根后袁沿根挖寻袁便能挖到冬笋袁
少则四五只袁多则十几只遥 挖笋时要注
意保根护芽袁一边挖袁一边往回填土袁否
则会影响来年春笋的生长遥

做茶点 客家女人心灵手巧袁 擅长
制作各种茶点袁以备年节待客之需遥茶点
品种繁多袁有薯片尧烫片尧芋兰片尧糖姜
片尧南瓜籽尧葵花籽尧油果子尧黄豆子尧玉
米花尧萝卜干尧南瓜干尧冬瓜干尧苦瓜干尧
刀豆干尧茄子干尧葫芦干等几十个品种遥
这些野干冶类茶点袁或用糖制袁或用盐晒袁
别具风味遥尤为新奇的是袁她们将萝卜雕
成梅花状或五星状袁将葫芦剪成鱼状袁将
刀豆切成龙虾状或蝴蝶状袁 巧妙地摆设
在碟子里袁无不栩栩如生袁惟妙惟肖遥 各
种茶点袁风味各异曰加工制作袁方法独特袁
不见著录袁仅凭长辈口传心授而已遥如糖
茄干的制作院先选取鲜嫩的荷包茄袁用锥
子在茄子上刺满密密麻麻的小孔袁 再将
茄子置开水中烫熟袁取出袁以红糖尧白糖
拌之袁置太阳下晒干袁用饭甑蒸熟袁使糖
渗入孔内袁再晒干袁再蒸熟袁再阴干袁使之
成干瘪状袁再切成条状袁即可食用遥 这些
风味独特的茶点袁在客家人眼中袁是待客
的上品袁使你食之生津袁意味深长袁心中
留下赣南客家风情遥

赣南客家习俗
阴刘修庆

消暑降火的客家“青草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