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父母不怕烫袁总是最先将
锅里的田螺捞出袁 他们小心翼
翼地用牙签将螺肉挑出袁 却是
给 了 一 旁 口 水 洋 溢 的 孩 子
噎噎冶 田螺是来自山坑水田里
的一种美食袁 对生存环境特别
是水的要求特别高袁 是旧时客
家人餐桌上的尤物袁 亦是很多
客家人舌尖上的儿时记忆遥

游子故乡愁 心念螺之味
田螺养殖偏向野生状态袁

生长环境优越遥 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起袁 田螺煲成了梅州大大
小小饭店的特色菜袁 特别是在
梅县区的畲江镇袁 几乎每家饭
店都会有这道菜袁野畲江田螺
煲冶 的美名就在食客们美好的
舌尖体验之后开始传扬遥

近日袁野田螺先生冶 在梅城
的第四家野畲江田螺煲冶店开业
了遥 店里的菜色不多袁除了田螺
煲袁其余都是点心小菜遥 店开得
都不大袁每天有限量供应食材袁
食材要一天卖完遥 食客来晚了
有时候还吃不上遥

野我以前是做电脑配件的袁
刘川平以前是做美容美发的袁
在深圳闯荡了半辈子袁 才选择
回到家乡遥 冶店主赖建雄说袁野田
螺煲对我们这些在外拼闯的游
子来说袁就是乡愁袁是牵引我们
回到家乡的味道遥 冶2016 年袁赖
建雄和刘川平合伙在梅城开了
第一家野畲江田螺煲冶店袁并注
册了野田螺先生冶的商标遥

野绞骨冶高汤浓 秋后螺肉肥
3 年时间开 4 间店袁要说生意好有什么秘诀袁

那便是野兄弟俩冶对食物的认真和热爱遥
又到了一天最忙碌的时间袁 晚上 6 点半袁店

里已经坐满了等着上菜的客人袁有的是亲朋好友
围一桌带着酒来这儿聚餐袁有的是小两口在此私
享美味噎噎刘川平走进了面积不大的厨房袁端起
了大勺准备着一锅锅田螺汤遥 开了这么多家店袁
熬汤的本领还是要亲自来把关遥

野每个店每天要 40 斤新鲜猪骨遥 冶刘川平介
绍袁用绞骨渊即筒骨冤熬制高汤袁是他们家田螺煲
的讲究袁普通家庭日常很难模仿遥 供应四家店袁材
料必须有稳定且可靠的供应源遥 店里对食材的要
求很高袁野冻肉便宜袁但我不喜欢用冻肉袁每天的
食材都是新鲜的袁 特别是用于熬汤的各种猪肉
料遥 冶刘川平说遥

野田螺需要流动的水养起来袁否则活不了遥 入
秋后的田螺显得尤为肥美袁我们的田螺是到很多
村子里收来的遥 冶刘川平手里端着一大盆已经剪
掉螺笃刷洗干净的大个大个的田螺袁倒入了沸腾
的砂锅里袁野这是山里人的宝贝袁 捞着不容易袁肉
质紧实袁也有人叫耶土鲍鱼爷遥 冶

众星皆捧月 只为螺汤鲜
客家人偏爱鲜咸口味袁 又因为气候因素袁易

湿热袁因此日常烹饪多有红背菜尧枸杞叶尧鱼腥草
等清心明目降火降燥的选材遥 野田螺先生冶的田螺
煲能够受到很多市民的喜爱袁大致也是因为这个
原因遥 野有些人上火袁连续三天喝了三次田螺煲袁
自然就好了遥 冶刘川平自豪地介绍遥 田螺的功效自
古至今皆有记载袁具有清热解毒尧解酒尧利尿的功
能袁加上苦瓜尧咸菜等袁必然成为很多人熬夜后下
火滋阴的好选择遥

大部分的食客还是冲着这口鲜来的遥 因为在
这样的汤里袁还要放入猪粉肠尧猪肺尧猪肉尧苦瓜尧
黄豆尧咸菜等提鲜辟腥之食材袁才能除田螺之泥
尘味袁将其鲜甜的精髓凸显得恰到好处遥

熬好这锅汤要等待半小时的时间袁因此很多
客人都是提前预订的遥 在这繁忙的城市里袁市民
如果有时间坐下来等这一锅山田鲜味袁可能就是
一种幸福生活的写照遥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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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正月初九袁 每年这一天袁
长汀县大同镇罗坊村都会举行纪
念元朝抗倭名将罗良和明朝状元
罗洪先祖师的民俗巡游活动遥 鞭炮
齐鸣袁人流如织遥 而今年村里却显
得野冷冷清清冶遥

野现在是疫情防控非常时期袁

镇尧 村两级和罗坊村罗良文化研
究中心理事会提前研究决定取消
这项民俗巡游活动袁 并在村里的
晋国公祠门口等显著位置张贴了
相关耶通知爷冶遥 村主任包春水解
释说遥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袁村
民们积极遵守各项制度袁 并通过

微信尧视频尧宣传单等袁劝导亲戚
朋友不走亲访友袁 不聚会尧 不聚
餐袁出门戴口罩遥 据悉袁目前长汀
县几十种民俗活动已全部取消袁
杜绝全体性聚集现象袁 为疫情防
控野让路冶遥

江鹏

接待客人送热心遥 客家有野上
家过来下家客冶的说法袁以一片热
心善待客人遥 不论是本村邻居袁还
是外村外乡人袁 一律以礼相待袁对
于路过的挑担夫尧卖糖客尧补锅尧阉
猪阉鸡尧理发尧磨剪刀菜刀尧打棉
被尧洗磨子尧钉砻者袁或者是走江湖
卖膏药尧弄把戏等人袁只要进了家
门袁 一律当作自己的客人看待袁送
上一杯热茶或开水袁野兜冶上凳子请
客人坐袁然后进入正题畅谈遥

修桥筑路送善心遥 村中或别村
的道路桥梁不通或被洪水冲崩毁
坏袁茶亭尧水陂尧水库等受毁损袁本
着修桥筑路有野功德冶的观念袁做到
有钱出钱袁无钱出力袁同心协力袁共
修平安路尧避雨亭袁共筑水利袁牵引
水源袁不计较个人得失遥

回乡探望送欢心遥 凡是外出南
洋渊海外冤或到外地工作之人数年
回乡后袁 左邻右舍纷纷到其家中袁
或外出回乡人员到各家各户去拜
访袁 都会送上 野红包冶尧野番饼冶尧衣
物尧补品渊如人参尧猴膏尧燕窝尧鹿
茸冤等噎噎见面之礼袁取得满堂欢
喜袁畅叙见闻袁话乡愁袁说今朝遥

做月煮鸡酒送喜心遥 村中人但
凡生小孩坐月子袁 不论生男生女袁
头朝要宰大公鸡加娘酒煮热 野喊
神冶渊敬天神冤袁 而后给亲戚邻居送
上一碗鸡酒报喜遥

蒸酒煮糯米饭送喜心遥 做月尧
冬至尧过年等节日袁每家每户都要
蒸娘酒遥 在蒸酒中首先要把最好的
糙糯蒸好袁然后趁热用碗装好送到
各家各户袁 让这香喷喷的糯米饭

干袁香在每一家人的口里遥 待饭干
发酵野来娘冶后袁放在瓮里用温火慢
炙成娘酒袁 都会送给邻居尝尝袁交
流蒸酒的手艺袁又借此促进邻里之
间的友好感情遥

宰猪分猪红送禄心遥 旧时一家
人一年到头才养上一两头大猪袁宰
杀后把猪红搭配猪大肠尧猪肉等一
起煮熟袁 上门送给邻居亲朋一大
碗袁对长辈老人袁加送猪肝瘦肉等袁
做到一家宰猪邻里亲朋有野食禄冶遥

摘果子送仁心遥 每年每逢三月
摘枇杷尧六月摘拔子渊番石榴冤尧八月
摘龙眼尧当梨袁秋冬摘柑子尧柚子袁以
及梨子尧桃子尧李子等水果时节袁都
会给邻居亲朋送上这些水果遥 借这
些水果内的仁袁表达友爱之情遥

打旱塘送富心遥 客家人祖堂门
前一般有用来养鱼的鱼塘袁每逢过
年都会放干塘水袁打起塘中放养的
草鱼鲢鱼等鱼后袁塘主会拣出最大
的鱼送给邻里长辈老人袁并送上一
句野年年有余冶遥 与此同时袁让四邻
的村民下塘把余下的鲫鱼等各种
杂小鱼捉起来归各人所有袁让野户
户渊与野富富冶谐音冤袁有余渊鱼冤冶遥

新出五谷送良心遥 五谷种出收
成后袁因新出产而显得珍贵袁因客
家人把食饭当作第一件大事看待遥
将收成的新作物院大米煮出香喷喷
的饭袁或做咸味酵粄尧发粄袁粟子做
成粟粄尧花生蒸熟尧芝麻做成麻糊
后袁首先趁热摆在饭桌上袁并放几
双筷子袁叫长辈来尝新袁紧接把这
些做成的食品袁 送给左邻右舍袁共
同品尝劳动成果尧共享新鲜出炉的

五谷之粮渊与野良冶谐音冤好滋味遥
磨豆腐做豆干送护心遥 每逢过

年过节或做好事袁都会用上好的黄
豆磨成豆浆煮熟放上盐卤或石膏袁
做成豆腐花渊块冤后趁热用碗装好
并放上糖袁送给左邻右舍袁因为黄
豆营养丰富袁可护养身体遥

农忙送帮心遥 每逢三尧 六尧十
月袁农作物种植收获时期袁因季节
时令紧凑袁又恰逢春寒尧夏热尧冬冷
之时袁耕作量较大袁此时把邻里的
困难袁 当作是自己的困难来看待袁
都纷纷带着犁耙尧镰刀尧谷箩等工
具袁帮邻里做农活袁并送上新鲜的
芥菜尧蒜子尧白菜及咸菜尧蕨干尧萝
卜干等干菜袁主家也会把自己养的
鸡鸭宰来相待帮工的人遥 东家帮完
后又转向西家袁也不说苦和累遥

开山送助心遥 客家人有着野开
门四件事袁柴尧米尧油尧盐冶之说袁把
烧柴作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袁柴在
山区主要来自山上生长的树枝鲁
其袁而平时山林被封育袁只能在规
定时间到指定山场砍柴枝割鲁其袁
这叫野开山冶遥 此时袁村中主要劳动
力都会主动帮开山之户砍柴割鲁
其尧担柴草袁助邻里有更多柴草把
家里的火烧得更旺袁而东家都会割
肉尧煮点心尧烧茶水相待遥

对逝者家属送慰心遥 村中的人
逝世袁获悉后第一时间到逝者家中
去进行慰藉袁送上香仪款袁安慰家
属节哀袁帮助其料理后事袁如野报
生冶袁接待来野探青冶的亲戚朋友袁参
与送葬等事宜袁以最大程度减少家
属的痛苦尧困难遥 丘祥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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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这些礼数，您懂吗？

客家歌舞———九连环 佚名 摄

客家长汀院

民俗活动“让路”疫情防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