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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 金 市 公 安 局 签 发 的 第
360781200206073630 号渊钟旭冤身
份证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野瑞金市丁陂乡人民武装部冶
公章壹枚遗失袁特此声明遥

客家乡村袁古道弯弯袁一条被踩
踏得光溜圆滑的石砌小径蜿蜒伸向
远方遥 一个挑着货郎担的中年男子
在匆匆赶路袁忽然袁前方出现岔路袁
何去何从钥 正当他犹豫不决难以择
路时袁 一块盈尺见方的路碑映入眼
帘袁 上面写道院野左去广东袁 右去江
西遥 冶货郎是下广东的袁于是他沿着
路碑指示往广东方向踽踽前行遥 而
他的心里默默地念着院 感谢有个好
心人袁在此立了块路碑遥

路碑是古道在分岔路口指明去
向的标记袁多用石板阴刻文字袁竖立
路旁袁 也有就近于路旁石壁刻字而
成袁文字多是野左去伊伊曰右去伊伊冶袁
或用箭头符号表示去向袁 指明古道

前方到达的地方遥
客家人素有乐善好施的习惯袁

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袁大多来往
都得步行解决袁 前不着村后不着
店袁当你来到生地或岔路口袁不知
走哪条路袁 连问路的地方也没有遥
为方便路人袁有善者就在醒目的地
方立一方指路石碑遥 昔时袁孩子常
生病袁 请略通阴阳五行说的人推
算遥 说此患者院野命犯将军箭所伤袁
必须立指路碑袁 方可防御阴箭再
伤遥 冶于是袁捐立路碑又成为父母祈
求孩子健康成长的方式袁寄托着客
家人的美好愿望遥

如今袁随着交通的发达袁弯曲
崎岖的石砌小路日益被宽敞平直

的公路所代替袁历经风雨的路碑隐
没在萋萋芳草中袁渐渐被人们所遗
忘遥 然而交通工具在快捷的同时袁
也带来了一些交通事故袁有些特殊
路段还事故频发袁 造成死伤事件遥
为提醒路人袁寄托哀思袁慰藉亡灵袁
不少人在肇事地段醒目的地方立
上石碑袁上面刻着野南无阿弥陀佛冶
字样袁并裹上红布遥 从风俗上讲袁有
镇压邪妖的意思遥 但是摒弃迷信的
色彩袁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袁似乎又
像一位无言的交警袁伫立在事故多
发地段袁时刻警示着人们袁为了你
和他人的幸福袁谨慎驾驶袁注意安
全袁被人们誉为野特殊路标冶遥

温云远

笔者有次在香港布袋澳与一位
八旬的梁婆婆闲聊袁发现海角的另一
边袁有一个客家村落要要要大环头村遥

梁婆婆的婆家祖祖辈辈都住在
该山村遥 按照她的指点袁笔者实时沿
着海岬岖路前往袁来到大环头村遥 维
基百科没有这条村的词条或史料袁
Google 有两条相关新闻院 一条巨蟒
闯进民居厨房觅食曰 一棵沉香老树
被不法之徒锯倒窃走遥

后来笔者才发现袁 这是避世客
家村袁村民皆姓刘袁源自梅州兴宁遥
如果没有人去挖掘整理袁 这类蕴藏
丰富文史信息的香港古村落袁 将湮
灭在岁月的烟尘中遥

客家人浪迹天涯袁 只要安顿下
来袁通常要设祠堂遥 祠堂载有族谱袁
记录你是谁尧你从哪里来遥 在大环头
村遇到一位抱着孙子的老者袁 闲聊
之间得知他的家族迁徙到香港已经
二十多世了遥 毗邻的水上人家却没
有这个传统袁 这就是客家人走到天
涯海角都能溯源寻根的最主要原
因遥

大环头的村民袁 除了长者在祠
堂的节庆聚会中还说客家话袁 年轻
一代大都野识听唔识讲冶了遥 这一变
化是大环境使然遥 当年英国殖民政
府关闭了所有包括客家话在内的以
本土语言授课的乡村学校袁 只使用
粤语尧英语教学遥 在香港人口的结构
变迁尧政府政策以及现实考虑的背景之下袁原本
的客家语言与文化渐呈弱势袁被主流的粤语逐渐
取代遥

考察客家文化袁有一个细节不可错过遥 客家
宗族祠堂的楹联尧对联尧族谱尧祖训袁不仅继承诗
书传家的风雅袁往往蕴含大量的历史信息遥譬如袁
叶刘氏族谱曳对客家刘姓历史概括为院野始于陶唐袁
显于三代袁着于春秋袁盛于汉室袁派衍中山袁望着
涿郡袁积庆洛阳袁蜚声闽峤遥 冶文彩飞扬之间袁足见
族群薪火传承的历史遥

与窝在藤椅中晒太阳的两鬓飞霜阿爷攀谈袁
他说野已没有很亲的亲人袁所以没再回故乡冶遥 笔
者梳理粤东客家史多年袁知道客家刘氏之近代始
祖是刘开七袁民间尊为野开七公冶袁原籍福建汀州
宁化石壁遥 宋朝末年袁 官拜潮州总镇守遥 公元
1208 年袁刘开七率兵往兴宁岗背平乱袁殁于营袁
葬于岗背黄峰嶂遥

开七公的儿子刘广传袁 任江西瑞金知县时袁
令其十四房裔孙之中的部分迁回兴宁遥客家刘氏
经过多次辗转迁徙袁 从兴宁再次分迁珠江三角
洲尧粤东尧粤北尧港台及马来半岛等世界各地袁开
枝散叶袁世代繁衍袁形成了客家刘氏支派遥栖居香
港西贡的大环头村刘姓袁应是其中之一脉遥

与大环头村多位村民闲谈袁发现他们已没有
兴宁乡音袁其口音近似惠阳尧宝安的客家话袁而且
多数人从未回过故土遥其实他们的家乡还是值得
自豪的遥兴宁刘氏总祠是中国目前已知占地面积
最大的单姓宗祠建筑物遥 刘姓源自尧的后裔刘
邑袁是中国第四大姓遥据考证袁客家刘氏又是刘姓
最庞大的支系袁占全国刘姓大约四成遥

开七公之子刘广传给后世留下一首豪迈律
诗院野骏马骑行各出疆袁任从随地立纲常遥 年深外
境皆吾境袁日久他乡即故乡遥早晚勿忘亲命语袁晨
昏须顾祖炉香遥 苍天佑我卯金氏袁二七男儿共炽
昌遥 冶可见他当年是何等的意气昂扬遥

开七公子嗣承了读书为官的家风家训袁近现
代众多后人出入庙堂袁赢得野历朝科甲袁累世公
卿冶之誉遥 在大环头半山有一老宅袁残垣断壁袁但
从屋顶覆盖下来的灌木青藤袁 掩不住罗马式柱
子袁颓废之中仍可窥见当年显赫遥村民称袁主人家
在一百多年前曾经担任港督的翻译遥 正所谓野有
人辞官归故里袁有人漏夜赶科场冶袁大环头村的刘
姓客家袁也许就是在历史的迷乱中出走袁归隐山
野的族人遥 林文映

豆腐是陆河客家的著名美食袁
可以做出多种佳肴遥

煮豆腐浆的时候袁可以做野豆腐
皮冶袁做法是在豆浆被煮滚后表面凝
结了一层皮袁用器具把它夹起袁它就
是野豆腐皮冶遥它比较坚韧袁常被人们
用来做野粄帕冶炊粄遥 腐竹也是从豆
浆里做出来的遥豆腐浆还可以做野豆
腐花冶遥陆河县城河田镇有人定点或
流动摆卖豆腐花遥

豆腐头也有其利用价值袁 可把
它和大蒜一起炒熟做菜袁 还可用它
来包野脉子冶吃遥 豆腐头也是养猪的
好饲料袁 吃豆腐头的猪肤色红润长
膘快遥

以前袁 豆腐是陆河人最上乘的
菜之一遥平时袁人们只有在年节或有

客人来的时候袁 才舍得买豆腐吃遥
野猪肉尧咸鱼尧豆腐干冶是陆河人办喜
事或招待客人首选的菜遥 野豆腐干冶
就是豆腐遥 陆河人常问受人招待的
人有菜么钥那人就回答说院野好滂湃袁
有猪肉尧咸鱼尧豆腐干遥 冶由此可见袁
豆腐在陆河人的菜系中的地位之重
要遥

陆河人年节和挂纸拜公太的祭
品也要用到豆腐遥 陆河叶请神书曳写
道野噎噎下座高头雄鸡袁案上屠肉袁
珍珠卵蛋袁水中咸鱼袁黄禾米粄袁盐
碟刀子袁白玉豆腐噎噎冶袁这就是见
证遥

上世纪 70 年代以前袁很多人是
用自己的豆子叫豆腐坊加工成豆
腐袁付几角钱工钱遥 也有议价的袁一

锅 2 元袁后来是 4 元遥在人民公社生
产队时期袁陆河人很少种豆子袁粮管
所的豆子要凭证供应遥 大多数人只
好到大安尧 东海或本地市场买高价
豆子遥有时袁到这些地方买豆子还被
有关部门当作投机倒把没收遥 在经
济困难时期袁 大家过年过节买的豆
腐舍不得吃袁 想留着等有客人来时
吃袁以致把豆腐留到变质发臭遥

上世纪 90 年代初袁陆河有人开
始购买电动机带动石磨子磨豆腐遥
过几年袁买机器粉碎豆子尧用电煮
豆浆做豆腐袁这大大地减轻了劳动
强度袁提高了劳动效率遥 时代发展
到今天袁豆腐已经成了陆河百姓餐
桌上常见的平价而美味的佳肴遥

罗新焕

客家路碑话今昔

陆河豆腐花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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