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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瑞金市宏阳制衣厂公章
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胡琪持有的残疾证遗失袁
证 号 院36078119970626208863袁
特此声明遥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袁然袁官方消息
称袁 闽西龙岩区域都属于低风险区域
了遥 这次疫情袁从福建全省看龙岩一直
是感染人数最少的袁虽然输入性的有过
6 例袁但都已治愈出院遥 闽西地域开阔尧
气候温暖也许是能更好抑制这凶狠的
病毒的吧钥 不由也联想起我们客家人从
中原迁入这块祖地袁 也曾艰辛困苦袁也
遇各类瘴气之毒袁据史载袁历史上也经
历较多重疫侵蚀噎噎

客家人作为一支具有移民特质的
民系袁 在长期适应客居环境中改造自
然尧坚韧生存尧协调发展中形成观念系
统及行为准则袁其中包括天人合一的居
住环境观尧绿色顺生的健康观尧感恩共
济的信仰观等遥 客家人多居于山区尧气
候变化大交通不便尧 医疗条件较差袁在
与自然环境的互动中袁积累了丰富的养
生方法和健康理念袁反映了客家人的创
造力和生命力袁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生活
方式尧居住环境与饮食文化中遥 他们就
地取材尧节约成本又能健身滋补尧预防
疾病袁创设了独特的民间医药品牌遥 这
些都体视了客家人独特的生存智慧和
抗疫能力袁值得我们思考与总结遥

居住环境适宜遥 客家人居住环境的
理念突出天人合一袁 择适宜环境而居袁
舒适自然遥 山清水秀袁建筑开阔袁向阳避
风袁阳光透气袁楼上居住袁窗多墙厚袁冬

暖夏凉遥
日常卫生习惯遥 客家人的卫生习惯

有几项很值得推荐的遥 一是洗澡是日行
之事遥 温泉在闽西比较丰富袁比如永定
下洋袁老百姓几乎天天去温泉袁家里有
老人走不动袁子孙还会带温泉水回来让
老人泡脚遥 二是客家妇女勤劳卫生遥 洗
衣一般到溪坝袁水流动开阔袁衣物阳光
下暴晒消毒遥 喜欢家里家外尧楼前屋后尧
餐具被褥都翻洗擦净遥 客家女人坐月子
都每天洗澡的袁用于坐月子洗澡用的草
药有好几种袁如布惊树根尧枫香树叶尧枫
香树根尧山苍树根等袁煮水温凉后冲澡袁
既卫生又祛风湿遥

医食同源遥 客家人生活于山区袁医
药不便袁他们也积累了生活智慧袁就地
取材袁医食同源遥 比如擂茶尧艾叶尧草根
汤尧 黄酒姜鸡等都具有医食同源的作
用遥 客家人特别喜欢喝各式草药煲的汤
水调理身子袁普通百姓大多懂得一些草
药的知识袁常常是屋前屋后尧路边地头
的野草就是一味药遥 客家人对山上的一
草一木情有独钟袁口口相传袁逐渐形成
了独有的草根食疗方袁有几十种草根可
炖汤入菜袁能清凉解毒去肝火等袁提高
了对疾病的预防与抵抗力遥 总而言之袁
充分利用中草药材袁医渊草药尧药膏尧药
酒治疗冤尧食渊中草药和食材蒸汤尧做尧泡
酒冤尧洗渊用草药洗澡尧泡脚尧洗头等冤袁可

以说是客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了遥
民间医药遥 客家人在适应缺医少药

的环境中袁 也培养了自己的民间医药袁
他们给父老乡亲带来了最方便又接地
气的医方和便药遥

清同治初年袁永定下洋中川村的胡
文虎随父在缅甸的仰光开了药铺遥 缅甸
位于东南亚袁属于热带季风气候袁天气
炎热袁雨水充沛袁蚊虫多袁胡文虎便吸取
了南洋等国的民间草药配方袁制成野虎
标万金油冶遥 野万金油冶又称为清凉油袁是
用薄荷脑﹑樟脑﹑桂皮油﹑桉叶油等加石
蜡制成的膏状药物袁能活血消肿尧镇痛
止痒曰当伤风尧头痛时袁取万金油涂在印
堂尧太阳穴处袁也有清凉缓解之效遥 南洋
华侨回家乡必给亲友送万金油袁或带同
系列的风油精尧白花油等袁这是家居必
备良药袁解暑抗瘴遥

还很值得一说的是永定民间医药
品牌万应茶遥 万应茶渊饼冤是一种多功能
的药剂袁始产于清朝嘉庆年间袁永定陈
东乡人卢曾雄用 30 多种地道中药材经
过传统中药制剂工艺技术配制而成遥 清
朝道光年间卢曾雄之子卢宏汉将制药
厂由漳州迁回永定陈东乡袁以其精良的
配方尧 确切的疗效深受客家乡民喜爱袁
也享誉海外客家人侨居地遥 传说清朝翰
林尧永定大溪人巫宜福回乡省亲袁卢宏
汉赠送他野万应茶冶袁巫翰林把野万应茶冶

带回任所袁 适值京城瘟疫流行袁野万应
茶冶 治疗功效卓著因此名声大振袁 巫翰
林亲笔写下野采善堂冶三个大字并题诗
一首院野有客桑君语袁良方妙化哉遥 桔荣
先荫外袁药引上池来遥 驱疫千金焕袁通神
六气归遥 视中宜宝贵袁知是济时才遥 冶一
时传为佳话袁也证明了万应茶抗疫之功
效遥 万应茶渊饼冤采用砂仁尧檀香尧肉桂尧
白术尧厚朴尧姜活尧香薷草尧白扁豆尧槟
榔尧 泽泻等 30 多种天然地道中药材经
独特工艺秘制而成袁经 200 多年临床验
证其有疏风解表尧健脾和胃尧祛痰利湿尧
消积导滞等功效袁实为居家必备尧便捷
实用的良药遥2008 年万应茶制作技艺被
评为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冶袁卢氏后
人也正在恢复古法手工制药袁以造福乡
民袁服务社会遥

感恩共济遥 客家人抗疫治病也常常
感恩为乡民做过贡献的医神袁 供奉敬
仰遥 比如吴袁又称大道公尧吴真人渊979要
1036 年冤袁 去世后被朝廷追封为大道真
人尧保生大帝遥 保生大帝是福建省历史
悠久的民间信仰遥 吴生前为济世良医袁
受其恩惠者无数袁其医术高明尧医德高
尚袁著有叶吴本草曳一书袁后来乡民建庙
奉祀尊他为医神遥 永定湖坑等地野作大
福冶 都以祭祀敬仰保生大帝为机缘袁也
表达对医神的感激敬仰之心袁体现了客
家人知恩图报尧健康至上的良好民风遥

崇义客家三节龙
三节龙是光绪年间便盛行在崇义县关田镇田

心村的一种民间灯彩袁 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遥
当地农民把这种三节龙称为野泥鳅沾灰冶袁形容三节
龙舞动起来犹如肥短的泥鳅沾了香灰一般活蹦乱
跳遥 三节龙比较突出的特点是龙由 3 节组成袁分龙
头尧龙身尧龙尾三部分袁并由红绸串成袁龙头上绘有
八仙尧灶神等图案遥 4 人执牌灯袁牌灯上写明姓氏堂
名遥 3 位舞龙者站在面积仅有 0.64 平方米的八仙桌
上袁动作可分两种院桌上舞龙和地面舞龙渊桌上舞龙
有腾云驾雾尧高车摇水尧穿龙尧团龙尧左右舞龙曰地面
舞龙有举龙尧参拜尧龙摆尾尧左右舞龙尧行步舞龙尧正
面舞龙尧穿龙冤遥 三位舞龙者灵活自如地腾挪跳跃袁
舞动龙身袁凌空穿插翻飞遥 其伴奏音乐充满节日的
欢快袁鼓点兴奋急促袁曲调变化无穷遥

崇义当地的风俗习惯是每年正月初二尧初三扎
好龙灯袁初四开始野出龙冶袁先在本村圩镇表演然后
到附近乡村表演遥 舞龙时每个方向穿插一次算一
门袁一般到庵堂庙宇打八门袁到祠堂打九门袁较大的
厅堂打十二门遥 先由一个提香火篮的野管事人冶对当
年建新房或者添男丁或者做大寿的家庭发贺帖袁各
家各户准备好爆竹和烟酒茶点遥 凡点燃爆竹的人
家袁则表示野接龙冶袁龙灯就进这户人家进行表演袁表
演的程序是先参神再舞龙袁表演完毕主人将红包送
给野管事人冶袁同时请龙灯的表演者喝酒尧吃茶袁然后
再到下一家表演遥 每年正月初四野出龙冶一直表演到
元宵节野散龙冶遥

三节龙的音乐伴奏充满节日的欢乐气氛, 伴奏
音乐随着舞龙的变化不断切换音乐和曲牌袁从而烘
托气氛袁 伴奏乐器是两支锁呐袁 打击乐有小鼓尧大
锣尧钹尧小锣等袁吹奏的曲牌有野拜将台冶野朝阳歌冶
野巴山冶等袁充满浓郁的乡土味遥 肖靓

永定芋子包袁 人称 野客家美
食冶袁早在明末清初就已名扬闽西遥
在客家永定袁每逢野端午节冶尧野重阳
节冶以及野春节冶袁家家户户都要做
这种美味佳肴遥

永定芋子包袁 主要原料是芋
子尧薯粉和馅袁柔软可口袁男女老少
都喜爱遥

做芋子包主要有四个步骤院
第一步备包皮遥装出几公斤芋

子袁 用冷水反复清洗后放人锅中袁
待芋子煮熟捞起来剥皮去毛袁集中
在簸箕里袁 趁热用木槌将它捶烂袁
然后放人适量薯粉袁 用手反复搅
拌袁直至成不会黏手的芋泥遥

第二步造包馅遥芋子包馅的原

料主要有牛肉尧瘦猪肉尧鱿鱼尧胡椒
粉尧鱼汁尧味精等等遥先将肉类及鱿
鱼切得粉碎袁倒进锅里并参人适量
猪油尧鱼汁尧味精等一起煎炒袁直至
香气扑鼻时放冷水下去将它煮成
糊状袁这样袁可口诱人的芋子包馅
便制作成了遥

第三步做包子遥做芋子包可要
有点技巧袁一只手抓起一小团芋泥
放在另一只手巴掌心袁继而用两个
手巴掌将它摩压成鸡蛋形状袁接着
用拇指擦进去袁其余四个手指沿周
边反复摩压袁 直至包内有一定空
间袁 然后放人适量包馅并封闭包
口袁便成了一个完整的芋子包遥

第四步蒸包子遥将已做好的芋

子包摆放于蒸笼袁端人锅内利用水
蒸气的热力将芋子包蒸熟遥永定坎
市地区出产的野牛泳浴冶袁可以说是
最具特色的芋子包遥 所谓 野牛泳
浴冶袁 就是先将生芋子包倒人正在
沸腾的水锅里滚烫袁待芋子包都浮
于水面时把它捞起放人陶瓷盆遥接
着朝锅里倒人足量猪油并将油锅
烧热袁然后把切细的葱头与鲱鱼粉
放人热锅油炸袁两分钟后袁再将胡
椒粉与牛肉碎撒人油锅煎炒袁待香
气扑鼻时袁放人适量清水并撒些葱
叶袁滴些鱼汁袁待锅里的水烧开后
倒人盛有芋子包的陶瓷盆遥这种特
别加工的芋子包袁更加可口袁令人
百吃不厌遥 王寿仁

客家人的抗疫智慧
阴徐维群

永定芋子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