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客家惠东咸茶
惠东县客家地区喜欢用咸茶招待客人袁凡吃

过咸茶的人会为其独特的风味赞叹不止遥这种咸
茶袁既可当茶袁又可代饭袁它的来历已无从查考袁
而它的制作则颇费工夫遥

先说用料袁咸茶的主要原料是爆米渊用饭干
炒制而成或用生米在爆米机中爆成冤袁 配料则有
红豆尧黄豆尧乌豆尧花生尧油麻尧茶叶米尧香芋等遥豆
类可多可少袁也可用其它豆类代替袁如院蚕豆尧豌
豆等袁而花生尧油麻尧香菜必不可少遥

再说煮茶袁先将爆米及豆类煮熟袁然后放入
花生粉尧油麻尧香菜袁也可放入少许胡椒粉尧茶叶
碎袁将味道调好袁咸茶便制成了曰除此之外袁还有
另一种制法袁称为泡茶袁即将爆米尧花生粉尧汕麻
和香菜同时放入碗里袁用开水冲泡遥稍顷袁出味后
便可食用遥

惠东客家人除招待人外袁 遇到吉庆嘉事袁也
用咸茶遥 按照习俗袁邻家媳妇生了孩子袁第三早
上袁主人家便要煮一桶咸茶袁宴请亲戚尧朋友和邻
居袁这称为野三朝茶冶曰孩子到了满月时袁又煮野满
月茶冶曰还有建新屋上梁袁要煮野上梁茶冶曰住进新
屋袁要煮野居茶冶曰男女婚事议定后袁姑娘的母亲第
一次到男方家里袁男方要请野亲家茶冶等等遥 乃诗

遗失声明
绎钟权持有的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遗失袁
注 册 号 院
360781610008034袁特此声
明遥

绎瑞金市公安局签发
的第 130626198808045829
号渊刘颖冤身份证遗失袁特
此声明遥

绎因不慎袁 遗失瑞金
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用
收 据 一 联 渊 票 号 为
0012646冤袁特此声明作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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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托本公司定于 2020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10 时在瑞金农商银行六楼会议室
公开拍卖下列标的遥

一尧 壬田镇中华街原农商银行营业用
房袁 建筑面积 348.71㎡袁 土地面积 143.44
㎡袁层数三层遥起拍价 30 万元袁保证金 6 万
元遥

二尧 壬田镇原农商银行营业用房建筑
面积 511.4㎡袁土地面积 431.15㎡袁起拍价
60 万元袁保证金 12 万元袁层数前后三层遥

三尧壬田镇青龙原农商银行营业用房袁
建筑面积 1482.65㎡袁土地面积 1168.85㎡袁
层数 5 层袁起拍价 170 万元袁保证金 40 万
元遥

四尧黄柏鲍坊原农商银行营业用房袁该
资产未办证袁长约 14.5 米袁宽约 3.5 米袁层
数三层袁起拍价 5 万元袁保证金 1 万元袁该
资产实际面积以现状为准遥

五尧金星村土地一宗袁面积 265.01㎡袁
起拍价 16 万元袁保证金 4 万元袁该宗土地
因历史原因有一定的争议遥

六尧农商银行原金都支行营业商铺袁座
落于龙珠大道面积 210.07㎡袁起拍价 8000/
㎡袁保证金 40 万元遥

七尧农商银行华塘路营业用房袁建筑面

积 1876.66㎡袁土地面积 1428.85㎡袁起拍价
750 万元袁保证金 150 万元遥

八尧时代广场商品房一套袁面积 145.23
㎡袁起拍价 36 万元袁保证金 8 万元遥

注院上述拍卖标的除标的四外袁土地性
质均为国有出让遥

如需对上述拍卖标的了解更详细情况
请到本公司报名尧咨询遥标的展示时间和报
名截止时间院即日起至拍卖前一天遥

公司地址院瑞金市绵水路工行院内二楼
联系人: 13970113633 钟

15970846621 危
江西江南拍卖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6 日

拍卖公告

客家人正像不断流亡的犹太
人那样袁虽然人数不多袁但却名扬寰
内遥犹太人除了祈祷之外袁始终把教
育放在首位遥他们虽历经磨难袁但仍
能使民族薪火相传尧亮丽多彩遥客家
人和犹太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袁
不断的经受战火尧灾荒袁不断的被杀
戮尧驱赶袁不断的迁徙尧流亡袁最终遍
布世界各地遥客家人脉络不断尧人才
辈出袁每到一处袁都会以其惊人的智
能和过人的才干对当地作出重大贡
献遥之所以如此袁客家人始终把尊师
重教放在首位袁 比犹太人还有过之
而无不及遥客家人根在河洛袁他们重
视教育的传统袁 可追根溯源到民系
的源头要要要河洛文化遥

河洛文化重视教育的传统由来
已久遥早在五帝传说时代袁叶史记曳载
以西亳(今洛阳偃师市)为都的帝喾
野教万民而利诲之冶袁叶尚书曳 载他的
儿子契曾受舜命野敬敷五教冶袁制有
野教刑冶遥 叶尚书曳还记载以今洛阳市
东登封阳城为都的禹袁更是野声教起
于四海冶遥

文字是作为书本教育的必要工
具袁今人曾根据出土文物考证袁仰韶
文化时期就出现了毛笔袁 河洛地区
还流传着黄帝时代命仓颉造字的传
说袁所以叶河南通志曳断言院野河洛渊
源尤为万世文字之祖遥 冶

到了夏尧商尧周三代袁河洛地区

就出现了学校遥孟子说院野夏曰校袁殷
曰序袁周曰庠袁学则三代共之遥 冶夏代
在洛阳就出现了学校袁和文献记载相
印证的是洛阳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
的夏都宫殿前发掘的一座宗庙式大
学遗址袁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有址可
考的最早的宗庙式学校遥商代在河洛
更重视发展教育遥 商曾都西亳(今洛
阳偃师古商城遗址)230 年袁叶礼记曳载
野殷人养国老于右学袁 养庶老于左
学冶袁商代设大学于京都西郊袁设小学
于东郊袁商王常出入学校袁又称之为
野明堂冶遥 到了周朝袁河洛的教育更为
发达袁著名的野成周冶学制袁在洛阳形
成袁在王城设国学袁乡学两类袁分大
学尧小学两级袁周公营洛袁制礼作乐袁
创制典章制度袁 成为后世教育的范
本遥 弦诵之声闻于四野袁土质而文成
为洛邑古风袁 所以孔子风尘扑扑尧不
远千里袁 到洛阳适周问礼于老聃袁入
太庙观礼后袁曾对学生们感叹野周监
于二代袁郁郁乎文哉袁吾从周冶遥

汉代洛阳又成为教育中心袁河
洛重视育之风更盛遥 东汉光武帝刘
秀于建武五年袁 在洛阳城南开阳门
外袁离宫八里处修建太学遥太学规模
很大袁一时洛阳出现了野诸生横巷袁
为海内所集冶的盛况袁地方更是野学
校如林尧庠序盈门冶遥太学不断扩建袁
到东汉末袁 太学生在学人数常多达
三万余人袁举世瞩目遥河洛一时人才

辈出袁名贤连茹遥 如此发达的教育袁
可谓教化所及袁风应华夏袁人誉洛阳
为野首善冶遥

魏晋时期袁 在洛阳开始建立国
子学袁设国子祭酒袁主管国子学和太
学袁教育转向双轨制袁同时北魏孝文
帝迁都洛阳后袁开始推行郡国学制袁
大大推动了地方教育遥

隋唐五代袁 河洛教育更是得到
长足发展遥 隋炀帝改国子寺为国子
监袁总辖国子学尧太学尧四门学等袁是
专门管理学务的中央机构袁 开中国
教育行政之端袁并开始科举取士袁科
举制建立遥 武则天时又于洛阳创殿
试袁设武举尧立制科遥 唐高宗于东都
洛阳设国子监袁 学生达千余人遥 此
外袁 东京洛阳设教坊两所袁 各种艺
术尧 科技等专科性学校也在洛阳大
兴遥 一时间袁东都洛阳除了国子学尧
太学尧四门学之外袁还有书学尧算学尧
律学和弘文馆等袁蔚为大观袁成为教
育史上一道奇景遥

纵观历史袁探三代之始袁追夏商
之源袁企两周之辙袁溯东汉之太学袁
考隋唐之科举袁河洛人文蔚起袁风教
先于天下遥重视教育尧发展教育成为
河洛文化的传统袁 也成为河洛文化
是华夏文化之根的根本原因袁 因为
每个民族文化承继最重要的手段就
是教育遥 作为一支独秀的客家民系
更是如此遥 孔玉群

客家土楼中最有特色的要数圆
楼袁对于圆楼产生的成因袁一直是国
内外学者最感兴趣也是争论最多的
问题遥 过去人们总说袁客家圆楼是客
家人南迁时为适应防卫需求聚族而
居才出现的住宅形式遥 然而为什么
它会是圆的钥 偌大个世界袁有防卫需
求的地区有的是袁 为什么偏偏只在
中国这个小小的地区才出现这种规
模庞大而奇特的圆形民居呢钥

显然袁 防卫要求是圆楼产生的
最重要因素袁但不是惟一因素遥 事实
上许多客家村落都是方楼尧 圆楼并
存的遥 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袁不论
是永定县还是南靖县袁 方楼的出现
比圆楼要早袁 如何从方楼发展到圆
楼这是需要进一步回答的问题遥

与方楼相比袁圆楼有七大优点院
1. 方楼的四角房间光线暗尧通

风差袁紧临木楼梯袁噪音干扰大袁因
此不受欢迎袁而圆楼消灭了角房间遥

2. 与方楼相比袁 圆楼房间朝向
好坏差别不明显袁 有利于家族内部
分配遥

3. 同样周长围合成圆形的面积
是方形面积的 1.273 倍袁因此袁建圆
楼可以得到比方楼更大的内院空间遥

4. 圆楼内扇形房间的外弧较长是土墙承重袁
内弧较短是木构承重袁与方楼相比更省料遥

5. 圆楼的木构件尺寸统一遥
6. 风水认为圆楼可制煞袁科学的解释是圆楼

对寒风的阻力较方楼小袁因此邪气对居室的影响
也相对小遥

7. 从抗震的角度看袁圆楼能更均匀地传递水
平地震力袁因此比方楼有更强的抗震性能遥 科勒

会昌县周田镇
司背村村民趁着秋
日里的晴好天气在
晾晒烫皮遥 烫皮是
赣南的特色传统美
食袁 以大米和面粉
为原料袁经浸泡尧磨
浆尧 蒸熟等工序制
作而成袁 晒干的烫
皮可煎炒蒸煮袁是
客家人餐桌上的一
道天然绿色美食遥
近年来袁 会昌县大
力发展乡村 野一乡
一业尧一村一品冶特
色产业袁 并开设传
统美食制作尧 农家
菜烹饪等 野就业扶
贫冶免费培训班袁让
乡村野好味道冶走出
山门闯市场袁 为贫
困 群 众 铺 就 一 条
野舌尖上冶 的脱贫
路遥 朱海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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