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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语是汉族客家民系 渊包
括粤东客家人尧 东江水源人尧粤
西原桂南涯人尧四川广东人冤的母
语袁分布区域非常广泛袁遍及中国
东南沿海尧南部尧西部等省份尧香
港新界北区尧台湾尧海外客家人移
民地区 渊如毛里求斯尧 印度尼西
亚尧马来西亚等冤

客家话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方
言袁客家话成语袁更独具特色遥 随
着普通话的普及袁 客家话就渐渐
野失宠冶了遥下面这些客家成语袁你
看懂几个钥 有几个会说的钥

讲唔春车要要要
意院贬义词袁形容做事拖泥带

水袁事情搞了很久都还不清楚浴
例院同你讲都讲唔春车遥

大蛇屙屎要要要
意院 通常形容一个人没有见

过世面袁 孤陋寡闻遥
例院未见过大蛇屙屎么钥大惊

小怪遥

锅摸绝代要要要
意院骂人口语袁骂对方断子绝

孙的意思遥
例院哥摸绝代袁光天化日之前

下偷了我的钱包遥
噎噎
除此而外袁 客家话产生了很

多有自己独特意思的 野成语冶袁客
家人可以稍加注意学习尧 揣摩遥

客寨

远离疾病袁健康生活袁是人们的
愿望和追求遥 经过长期的生活实践袁
客家人摸索总结出了很多防病治病
的法子袁 尽管有些法子不甚科学袁但
用起来防治的效果也还不错遥 这些防
病治病的土法子袁我试列举一些遥

过去人们生活苦袁眠床上自然没
有现在舒适的如海绵一类的床垫遥 至
秋稻收成后袁 农户将一些稻秆晒干袁
更换掉床上去年秋季铺上的旧稻秆遥
这旧稻秆时间久了袁有可能滋生了虫
菌遥 换上干净卫生的新稻秆袁再在上
面摊上通过沸水消毒再晾干的草席袁
人躺上去舒适袁还能闻到阵阵稻香遥

女人生了小孩袁身子虚弱袁极易
被风邪入侵遥 客家人会预先在山上砍
下些如鼓炉风尧毛射子尧大枫叶等树
杈袁女人坐月子时每天将树杈与清水
煮沸袁产妇用这树杈水洗澡袁杀菌除
风效果特好遥 新生儿洗澡时也可加些
这种树杈水袁抹干身子后再在小孩身
上涂抹些山茶油袁 杀菌作用更大袁而
且还能光洁皮肤遥

茶油杀菌袁茶麸也有这功效遥 女
人头皮发痒极可能是有头虱作怪袁客
家人便会用些茶麸与清水煮沸袁用这
茶麸水洗头袁可杀死头虱遥

新生儿在外地出生袁 一段时间
后袁母子回家时袁亲人会在屋门口点
燃一小束干杉树枝尧 干茅草等树杈袁
母子要从燃着的树杈上跨过袁意为用
火灭掉路上附带在身上的病菌瘴气遥
同样袁新娘入门进新郎家时袁在新郎
家门口也得从这样的小火堆上跨过袁 这样会给新娘
健康吉祥遥

客家农村有句俗语野盲老先白头袁吃着唔使愁冶袁话
虽这么说袁但现实中谁都不愿自己早早已满头白发袁客
家人便将一种黑豆放进白酒中浸泡袁常喝这黑豆酒袁使
人的白发慢慢变黑袁这样就消除了早生白发的烦恼遥另
一种法子是常用茶麸水洗头袁让白发渐渐转黑遥

刮痧袁是过去农村常见的袁看到有人颈部有刮痧
留下的一处处红痕袁别人就会笑说是看到野黄彻渊蟑
螂冤上壁冶了遥刮痧能疏通经络袁活血化瘀袁解除疲劳袁
对中暑尧 肌肉酸疼等所致的风寒痹症都有立竿见影
之疗效遥

因冷湿所滞致腹部闷痛袁 客家人便用拔火罐的
法子治疗遥这火罐客家人用的是竹米升筒袁若竹米升
筒或缺袁便将陶制的尿壶洗净作火罐袁点燃几小片草
纸丢进尿壶中袁在还未燃尽之时袁将尿壶嘴对着腹部
贴上去袁壶中纸火得有氧气进入补充袁肚中的滞湿也
就随之被去除了遥

常光着脚在田地间劳作的农村人袁 脚丫处常被
沙虫咬吃得又烂又痒遥旧时药物缺袁客家人便拧拼出
一段小布条袁将布条一端点燃袁然后将火在脚丫处不
断来回拖动袁用火直接把沙虫烫烧死遥火烫脚丫当然
疼痛袁大人是强忍着袁一旁的小孩看得却是直龇牙浴

小孩在白天意外跌倒受到了惊吓袁 晚上便会睡
不安定袁做梦惊叫遥 家中长辈便会给小孩安魂抚惊院
晚上小孩上床刚睡着后袁长辈便在屋外撩起衫帕袁口
中念叨院野满子归呦浴 满子归呦浴 冶这样边念叨边走回
小孩床边遥 真奇袁这法子有时也使得准袁小孩真的就
睡安稳了遥

类似上面的土法子还很多院 手脚上起了奇痒无
比俗称野猪屎难冶的小豆点袁客家人先将它一一挑破袁
再用布惊嫩叶反复在患处涂擦袁 让辛辣的布惊汁杀
死虫菌曰人眼中被硬物碰伤致发炎袁便用人的奶水滴
入眼中消炎曰人得了水感袁便割些在水中浸了多年的
松树片袁与净水一起炖沸袁人喝了这松树水袁感症也
就消了曰小孩头上长了俗称野鸡屎堆冶的疮疖袁家长用
松脂涂抹袁 疮疖根除曰 人的腰部突然发炎致皮肤溃
烂袁并绕至背部围成了一个圈袁这症状称野拦腰蛇冶袁
客家人便会找到一种叫野过塘蛇冶的水草袁将其煮水
洗身袁或用叫野飞蛇子冶的植物浸泡过的药酒涂搽患
处袁炎症消得快曰人的手指肌肉发毒致肿大袁俗称患
野湖鳅肚冶渊实则是深肌脓肿冤袁 患者便在手指上涂抹
石灰油治疗噎噎客家人治病的法子有时还蛮好笑
的袁小孩脸部肌肉发炎肿起袁俗称患野猪头皮冶袁家中
长辈便在小孩脸上写上一个大大的野虎冶字袁还画一
个圆将这虎字圈着袁说这虎可制猪遥

野人就梨子形袁紧做紧精神冶袁其实袁客家人懂得
防病治病最好的法子是要多参加体力劳动袁 劳动锻
炼才能让身体壮实袁有了好的身体袁才能百病不侵遥
看看现在的农村人袁特别是农村妇女袁若从农村突然
住进城里袁没了劳动袁浑身没劲还腿脚肿胀难受袁就
是这个理遥 林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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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黄 隆 梁 持 有
的证号为 01110099-
139 号土地使用证壹
本渊土地坐落于象湖
镇七里段锦上添花
1#-1-404 室冤遗失袁
声明作废遥

绎李 小 艳 持 有
的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副本遗失袁统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院
92360781MA360K2X
53袁特此声明遥

第一名院酿苦瓜
酿苦瓜是一道传统名肴袁属

于客家菜遥 做法是将猪肉剁茸袁加
入鸡蛋尧盐尧料酒尧生姜(切末)调
匀袁成猪肉馅袁苦瓜洗净袁去籽袁切
成段袁将调好的肉馅塞入苦瓜中袁
放进锅里蒸熟遥 清蒸而出的酿苦
瓜咸鲜脆嫩袁清淡爽口袁苦瓜香气
诱人袁微苦鲜香遥

第二名院酿豆腐
酿豆腐是最具代表性的客家

菜肴之一袁常见于广东尧广西尧福
建尧江西等客家地区遥 制作材料需
要豆腐尧大葱尧猪肉等袁口味清淡袁
汤汁醇厚袁鲜嫩滑润袁口味鲜美袁
广受欢迎遥

第三名院猪肚煲鸡
猪肚包鸡袁 是一道广东省传

统的地方名菜袁属于客家菜系袁又
名猪肚煲鸡尧凤凰投胎袁流行于广
东的深圳尧惠州尧河源尧梅州等粤
东一带袁 是广东客家地区酒席必
备的餐前用汤袁汤里浓中带清袁有

浓郁的药材味和胡椒香气遥

第四名院梅菜扣肉
梅菜扣肉袁汉族传统名菜袁属

客家菜遥 制作材料有五花肉尧梅
菜尧葱白尧姜片等遥 通常是将五花
肉上汤锅煮透袁 加老抽袁 油炸上
色袁再切成肉片遥 之后加葱尧姜等
调料炒片刻袁再下汤用小火焖烂袁
五花肉盛入碗里袁上铺梅菜段袁倒
入原汤蒸透遥 走菜时袁把肉反扣在
盘中遥 成菜后袁肉烂味香袁吃起来
咸中略带甜味袁肥而不腻遥

第五名院盐焗鸡
盐焗鸡是一道特色传统客家

菜袁 也是广东本地客家招牌菜式
之一袁流行于广东梅州尧深圳尧惠
州尧河源等地袁现已成为享誉国内
外的经典菜式袁原材料是鸡尧盐和
盐焗粉等袁口味咸遥

第六名院开锅肉丸
开锅肉丸是梅州地区的传统

特色小吃袁是一种地道的客家菜遥

把五花肉尧干鱿鱼尧香菇尧虾米等
剁碎袁加木薯粉混和袁再分成一个
个大小适中的圆肉丸再把肉丸放
到锅里蒸 12-15 分钟遥 出锅之前
可以在上面撒一些胡椒粉尧 葱花
或香菜袁香气扑鼻袁味道鲜美遥

第七名院红焖猪肉
红焖猪肉是地地道道的客家

风味菜袁 也是客家人摆办酒席招
待亲朋好友不可缺少的一道地方
菜遥 常见做法是将五花肉切成 3伊
2 公分的小块曰 用水放入冰糖开
镬袁加入豉油煮成糖胶袁放入切好
脯肉尧酒尧盐拌匀袁慢火焖熟曰将焖
熟的脯肉袁整齐摆放在扣碗内袁然
后扣在碟上便成遥 色泽金黄尧爽口
软滑尧肥而不腻遥

第八名院酸菜炒猪肠
酸菜炒猪肠是一道客家菜袁

选用猪大肠尧酸菜袁佐以食盐尧辣
椒尧胡椒粉等调味料一起翻炒遥 口
感爽脆袁滋味醇厚袁食而不腻遥

第九名院苦笋煲
苦笋煲袁 是一道色香味俱全

的传统名菜袁 是客家饮食文化的
体现遥 苦笋斜切袁五花肉切片袁淡
菜用先用温水浸泡半个小时遥 将
五花肉用中火翻炒成金黄色后袁
加入淡菜尧酸菜一起翻炒两遍遥 再
加入切好的苦笋袁 慢火翻炒两分
钟遥 将所有材料盛入沙锅内袁加适
量清水袁小火慢煲半个小时遥

第十名院姜酒鸡
姜酒鸡又叫炒鸡酒袁 是广东

省常见的地方名菜袁属于客家菜遥
是产妇月内必食的营养补品袁产
妇从分娩后的第一餐开始袁 至满
月的三十天内袁 必须以姜酒鸡作
为主食遥 炒鸡酒用雄渊阉冤鸡炒姜袁
配以糯米黄酒共煮袁营养丰富袁有
去风尧活血之功效遥 李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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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道客家菜
哪道你最爱

客家人发明的“成语”，
你知道几句？

开锅肉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