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物产·冬酒
客家人热情好客袁 乡间农家一年四季都

有家酿米酒袁客来袁必一醉方休遥尤其在冬季袁
为祝岁收丰稔袁 大多人家都要加工好几缸黄
酒遥酿酒的每道工序和使用的器具都得讲究遥
酒缸尧酒坛必须反复擦洗袁稍不注意袁酿出来
的酒就会变味遥

酿酒时袁先将存放的糯谷渊一般选择上年
收获的冤翻晒后再碾成糯米遥 蒸酒前袁糯米要
反复淘洗袁然后放在清水里浸泡数小时袁捞起
滴干袁再盛进饭甑袁用猛火干蒸遥酒饭蒸熟了袁
用冷水淋几遍袁冷却后倒在酒缸里袁按比例撒
入酒曲袁拌均匀袁并盖得严严实实遥若遇严冬袁
还得给酒缸加盖棉絮袁或将酒缸放在谷仓里遥
过了二尧三天袁酒来了袁搅拌一遍袁然后舀进酒
坛里遥再按比例冲水袁然后密封坛口尧陈放袁这
叫做冬至浸酒遥 酿出来的酒袁谓之野冬酒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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绎野瑞金苏维埃干部学院冶业务合同
章渊1冤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绎胡丽明持有的证号为 500025-3
号房屋产权证 渊房屋坐落于瑞金市象湖
镇龙珠路明珠花苑 A-303 号冤 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绎钟明清持有的证号为 0105020163
号土地使用证壹本 渊土地坐落于瑞金市
象湖镇画龙岗冤遗失袁声明作废遥

挂牌公告
经市人民政府批准袁 定于 2020 年 09 月 24

日至 2020 年 10 月 12 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电
子交易平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网
上交易系统公开挂牌出让瑞金市 206 国道西侧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袁 详情查阅江西省公
共资源电子交易平台--江西省土地使用权和
矿业权网上交易系统袁 网址院http://jxgtjy.jxsg鄄
gzy.cn/ 电话院0797-2557967

瑞金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9 月 4 日

受委托袁现将瑞金市白面坝返迁房尧城西返迁
房尧城市停车场商铺 5 年经营权公开拍卖预报名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院

一尧拍卖经营权标的
1尧 瑞金市白面坝返迁房商铺位于象湖镇岗背

村白面坝小组袁共有 168 间商铺渊其中一层商铺 160
间尧 二层和三层商铺 8 间冤 合计建筑面积 16522.91
平方米遥

2尧 瑞金市城西返迁房商铺位于象湖镇瑞明村
豪门新城小区对面袁共有 25 间商铺渊其中一层商铺
19 间尧二层商铺 6 间冤袁合计建筑面积 2750.17 平方
米遥

3尧 瑞金市城市停车场商铺位于象湖镇红都大
道芙蓉新城小区东侧袁共有 12 间一层商铺袁合计建
筑面积 1210.96 平方米渊该宗资产 12 间商铺必须经
营汽车行业相关业态冤遥

以上三宗资产共 205 间商铺袁 总建筑面积
20484.04 平方米遥

二尧拍卖经营权竞拍流程院预报名要要要报名要要要

竞拍房屋五年经营权要要要签订房屋承租合同要要要
入驻经营遥

三尧预报名时间及地点
1尧预报名时间院即日起至正式竞拍前一天 17院

30 止遥
2尧预报名地点院九鼎赣饶中介服务咨询有限公

司渊瑞金市金都大道华林南路 A9-4 号二楼渊邮政银
行旁冤遥

3尧 预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院0797 -2326828尧0797 -
8211167遥

四尧竞拍人资格条件
自然人及法人均可参加遥
五尧其他
具体竞拍时间和地点将另行通知各有效预报

名竞拍人遥

瑞金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江西省九鼎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9 月 4 日

瑞金市白面坝返迁房、城西返迁房、城市停车场商铺
五年经营权拍卖预报名公告

瑞金古玩交流会每月 15 日在锦江
名城河畔举办袁每月这天我都如赶圩般
早早地来到现场淘宝遥 这次看见黄柏乡
的春林摆的地摊子上放了几件民俗用
品袁他说是民间淘金工具袁问我要不要遥
三件东西分别是金斗尧金钯尧金钩袁要价
不高袁寓意也好袁我便笑纳了遥

瑞金自古就是淘金之地袁瑞金之名
也取源于此遥 唐天佑元年渊904 年冤以象
湖镇淘金场置监袁因掘土得金袁金为瑞袁
故名瑞金监遥 南唐保大十一年渊953冤袁升
瑞金监为瑞金县袁自南唐建县至今已逾
千年遥

瑞金盛产砂金袁历代淘金者甚众袁据
有关资料记载院野民国 28 年袁国民党瑞金
县政府设立了 耶瑞金县淘金合作社爷袁合
作社下设分社 16 所袁 共有社员 395 名袁
其中夏塘村淘金社袁 数人数日可淘金两
余遥冶这说明瑞金的大小河沟袁遍布砂金遥

据叶瑞金县志曳记载袁解放后袁瑞金
未专门组建此业袁 亦未设立管理机构袁
而据估计壬田尧叶坪尧黄柏尧九堡等乡农
民操此业者数以千计袁因多为个体分散
淘金袁淘金数量尧经济收益无法统计遥 而
据叶象湖镇志曳记载袁象湖镇 1949 年底
手工业行业统计袁 全镇计有 84 家手工
业中袁 打金银的店竟然有 14 家袁 占了

16.6%遥 由此可见民间金银交易之盛遥 本
地村民淘到砂金袁很多都是出售给城里
开金银店的店家遥 瑞金民间婚嫁有条件
的也讲究野三金冶袁做家长的也会到这些
店里定购金银手饰袁这也促使这些店辅
越来越多袁并且生意兴隆遥

黄金广泛的分布在自然界的岩石之
中遥瑞金的地貌是七山一水一分田尧半分
道路和庄园遥瑞金山多袁相对来说蕴藏的
岩金也多袁 但因为岩石中金含量分布不
均袁没有大型的机械也很难开采遥

我们知道黄金的化学性质很稳定袁
一般都不与其他物质发生反应袁所以金
子多以游离状态存在于岩石中遥 经过日
晒雨淋袁风雪冰霜袁千百年来在自然风
化的作用下袁岩石破碎袁最后形成小的
砂砾袁 而颗粒状的金沙就隐藏在其中遥
而南方春夏两季袁 有着丰沛的雨水袁水
往低处流袁在流水的冲刷尧搬运下袁砂石
裹挟着金子的颗粒和泥水一起向下移
动袁最后被冲入河沟袁汇流到江河之中遥
通常在激流险滩中金沙很难沉积下来袁
但在河床的平缓的区域便可以形成金
沙富积的地带袁这也是人们选择的淘金
之地袁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袁使用淘金
工具袁进行淘金遥

客家人在长期的人与自然的斗争

中袁创造发明了一套较为简便实用的淘
金工具袁通常为三件套袁即院金钩尧金钯尧
金斗遥 客家男孩子长到十来岁有一定力
气时袁便可和大人一起下河淘金遥 通常
在枯水季节袁人民在河床中选择一平缓
之地袁先用金钩挖掘坚硬的河床袁待河
床里的砂石松动挖成一小堆后袁便使用
厚重的金钯袁 金钯与普通的锄头相似袁
但金钯更小尧更厚实尧而且底部不是平
的袁而是尖型的袁利于挖取砂石遥 用金钯
将卵石尧河沙等钯入木质的金斗里遥 金
斗呈 V 字型袁底部较浅渊如图冤遥 砂石装
满金斗后袁淘金人站在河水里袁双手抓
住金斗两边袁 在水中不停摆动金斗荡
洗袁先把大块的卵石晃去袁然后再晃去
河沙遥 原理是根据沙和金的密度比重不
同袁一次次的荡洗袁比重轻的沙石便先
随水流冲去袁比重大的金子更重便留在
底部遥 通常淘洗了几斗的沙石后袁金斗
里便可以看到金光闪闪的金粒袁很是诱
人遥 淘金人小心的把这些小金粒收集到
金筒里袁每天积少成多袁有了一定数量
后袁 便可熔化加工制成小块的金块尧金
条等袁有的用来卖钱袁有的也留着自用遥
这就是客家人的淘金术遥 因为淘金简便
易学袁老少皆宜袁所以客家人多拥有这
门手艺遥 农闲时节很多人都会去下河淘

金袁搞点副业袁贴补家用袁但因为淘金受
季节和收益的影响袁 淘洗也是技术活袁
也非常的辛苦袁所以以前从事专职淘金
的人很少袁大多为兼职遥

以前我听说过有人在八十年代从九
堡官仓河段袁淘到一块"狗头金冶(成块状
金)袁重达一两多袁这人手痒把它敲碎后
出售袁 殊不知自然界天然形成的成块状
的"狗头金野袁十分罕见袁价值也是散金的
十倍呢遥记得九十年代初袁我下乡到瑞林
卫生院袁因天气炎热袁在吃过中饭后袁我
便到梅江河里游泳遥在蓝天白云下袁静静
的梅江河闪跃着金光袁非常迷人遥我跳入
江中袁神清气爽地游了起来遥 河水很清袁
中间的水流也很急袁我努力的游过对岸袁
便遇见七尧八个十几岁的小孩袁每人拿着
一只金斗在河的浅滩处淘金遥因为好奇袁
我专门走过去观看袁 孩子们非常熟练的
取砂尧淘洗袁每淘洗一斗袁便可淘到数目
不等的金粒和钨沙遥 随后便倒入腰间悬
挂的小竹桶里遥这种场景在进入 2000 年
后就再也见不到了噎噎

过去我曾经收藏过一组淘金野三件
套冶袁 去年捐给河背街居委会搞陈列展
览了遥 今天碰巧又收藏到这三件宝贝袁
我也很开心袁 我觉得留住这些东西袁仿
佛就留住了客家人的一份乡愁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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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的淘金“三件套”
阴刘强渊市卫监局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