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秦以来袁中国人民便有野吃野冶的
文化传统遥 这里所说的野野冶袁主要指野
菜尧野果尧野味遥 从叶诗经曳开始中国古代
典籍中便一直有关于吃野的记载袁这说
明吃野在我国已有相当悠久的历史遥

客家人承继了这一传统遥 以武平客
家为例袁据民国叶武平县志曳记载的野
菜袁有院树豆渊茎高五六尺袁花黄袁荚长二
寸袁性硬袁非煮烂不能吃冤袁狗爪豆渊又名
虎爪豆袁一茎五爪袁含有麻醉性袁多食令
人头晕袁必先用沸水煮袁清水漂之三四
日袁外膜有浅毛袁必撕去外膜乃可食冤袁
刀豆渊一名挟剑豆袁亦名刀鞘豆袁俗呼为
当箕冤袁苦斋渊即苦菜冤袁等等曰野果有院山
莲子渊木实袁一苞一实袁似栗而小袁壳与

栗色同袁其实有云可作豆腐冤袁稗柿渊俗
呼猴锥子冤袁十月乌渊生山中袁叶小袁木
本袁结果袁十月成熟袁味微酸无核袁颗如
绿豆大冤袁紫葶子渊木本袁叶小袁高一二
尺袁九月果熟袁味甜有核袁颗如豆大袁生
山中冤袁梧桐子渊即梧桐树所结之子袁实
大如胡椒袁炒食之袁颇香美冤袁无花果渊果
大如杏袁皮肉相连袁味甜微酸冤袁铙钹子
渊俗呼拔子袁 夏间结实如柿袁 肉白而微
红袁味甜冤袁棘纽子渊又名鸡爪梨袁以所结
之果袁形状屈曲故也袁树高大多枝而曲袁
果端所结子能酿酒冤等等曰野味有院虎袁
豹袁豺袁狼袁野猪袁豪猪袁山羊袁獭袁黄麋袁
狸渊有数种袁一名猫狸袁形似猫袁稍大遥 一
为果子狸袁不食肉类袁专采果子而食袁尤

嗜棘纽子遥 一为五段狸袁皮可制裘袁尾长
文采可观遥 一为送屎狸袁其遗粪有一定
处遥 一为拱手狸袁见人则前脚作拱手状
如作揖冤袁土蛇袁竹鸡袁雉鸡袁米鸡袁斑鸠袁
白鹭袁鹧鸪袁沙钻袁鹌鹑袁龟袁鳖袁蚌袁蛤袁
田螺袁石螺袁石卵袁白拐子渊蛙之一种袁梅
州人尤喜捕食之冤袁蛇渊品种很多冤等等袁
不计其数遥

野野冶 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新鲜尧无
污染袁 这正是营养学家所提倡的遥 据
说袁 中国野菜有 300 多种袁 不仅具有
糖尧脂肪尧蛋白质尧维生素尧无机盐等袁
而且营养成分高于常见蔬菜遥 野果的
品种和营养成分也很丰富袁 如沙棘果
的维生素 C 含量比常见水果高几十倍

甚至几百倍袁它含有 18 种人体必需的
氨基酸尧不饱和脂肪酸等袁长期食用可
益寿延年遥 至于野味则更是餐桌上的
美味佳肴遥 客家居域多为南方的山区
和林区袁野菜尧野果尧野生动物资源非
常丰富遥 尤其是野味袁天上飞的尧地上
走的尧水中游的袁都有袁可说是野水尧陆尧
空三军冶齐备遥 这些袁都为客家人野吃
野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遥 唯昆虫类
食品资源如蚂蚁等袁 至今尚未在客家
地区得到开发利用遥 当然袁随着野生动
物保护意识的增强袁客家人野吃野冶的内
涵有了很大改变遥

柏丽

客家人的“吃野”

我的老家是一个河源
客家山村袁村里有着历史悠
久的野结同年冶习俗遥 结同
年袁指的是两个同年龄的朋
友袁 通过较长时间的交往袁
彼此深深了解对方的人品尧
性格和家庭状况袁都觉得仅
以朋友关系交往已不足以
表达两人友谊之深厚袁因
此袁 双方商定以 野同年冶相
称袁 关系可比亲兄弟姐妹遥
结同年必须是同性袁且没有
亲戚关系袁男性同年称野同
年兄弟冶袁女性同年称野同年
姐妹冶遥

老家人结同年有简单
的仪式袁如双方有一个口头
契约袁或摆上一席结拜同年
宴遥 结成同年后袁双方就成
了平等的野对手亲冶袁同年之
间第一次到对方家袁对方的
父母会送给你一块布料作
为见面礼袁 也是一种认可袁
同年之间两家人的关系得
到升华袁 称对方的父亲为
野同年伯冶或野同年叔冶袁称对方的母亲为
野同年娘冶遥 做父母的称自己儿女的同年
为野同年子冶或野同年女冶遥 同年之间称对
方的兄弟姐妹为 野同年哥冶野同年弟冶野同
年姐冶野同年妹冶遥 每到生日那天袁同年之
间都要聚在一起互通各自的工作和生活
情况遥 逢年过节袁或者遇有红白喜事袁都
要像亲戚一样去 野搭识冶渊即要捎礼前
往冤袁如同年遇到困难或不测袁对方都要
尽最大努力给予帮助袁 像对待自己的亲
兄弟姐妹一样遥

我老家的圩镇上有一个野结同年冶最
多的社区袁 这个社区居住的居民虽然不
是野土著冶袁 有的来自梅州的兴宁尧五华袁
有的来自惠州袁还有的来自韶关袁但他们
均是客家人袁 因工作和经商居住生活在
一起遥 全社区有三十多对不同年龄段的
野同年冶袁野结同年冶 时间最长的有五十年
了袁双方都已经八十多岁了袁几十年来一
直不离不弃袁和睦相处袁团结友爱遥 社区
居委会利用野结同年冶习俗的特殊作用袁
经常开展各种活动遥 有一个周末社区举
办野同年冶文艺晚会袁这一对中年女野同
年冶跳一支舞袁那一对年长的男野同年冶来
一段野对口秀冶袁另一对年轻的男野同年冶
表演一个相声袁 更有趣的是一对年过花
甲的野同年冶袁他们走上台合唱一首客家
山歌院野好茶喝口透心凉袁 好灯点着满屋
光遥改革开放洒甘露袁日子越来越春光遥 冶
这对野同年冶的歌声刚停袁却引来了另一
对野结同年冶的客家大叔上台表演袁他们
俩你一句接着我一句演唱院野公式话你知
同志哥袁唔系公式爱唱山歌袁只因家乡面
貌新袁生活幸福歌就多遥 冶野结同年冶文化
活动给了邻里之间沟通的机会袁 家家户
户团结友爱袁 这个社区一直以来被评为
野文明社区冶 遥 张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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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粤乃至海内外客家张氏野鄞江
始祖冶张化孙有遗诗渊族诗冤曰院野清河
系出源流长袁卜吉移居闽上杭遥 百忍
家风思祖德袁千秋金鉴慕宗祊遥 承先
孝友垂千古袁裕后诗书继汉唐遥 二九
苗裔能禀训袁支分富盛姓名香遥 冶此诗
讲述张氏源流袁也提及一些张氏历史
名人袁如叶诗经窑小雅窑六月曳记载的
野侯谁在矣袁张仲孝友冶之张仲袁唐代
撰写叶千秋金鉴录曳送唐玄宗祝寿的
张九龄遥

野百忍家风冶讲的也是唐代故事遥
叶旧唐书窑孝友传窑张公艺曳载院郓州寿
张渊今山东阳谷县寿张镇冤人张公艺袁
九代同堂袁至唐高宗祀泰山袁路过郓
州袁亲幸其宅袁问其义由遥 其人请纸
笔袁但书百余野忍冶字袁人称野百忍图冶遥
高宗为之流涕袁赐以缣帛遥 张公艺被
世人称为野张百忍冶遥 自此野百忍图冶故
事广为流传袁张氏也有以野百忍堂冶为
堂号者遥

张氏野百忍图冶在永定土楼客家

人中的影响更是不仅仅限于张氏遥 据
说乾隆末年永定大溪五福楼建造者
游氏友龙公就曾在楼内挂一幅野百忍
图冶袁 还请当时赋闲在家的大溪翰林
巫宜福手书野百忍图冶三字贴在大厅
梁上遥 外人以游氏挂张氏家风图为
怪袁其实事出有因院友龙公本属殷实
人家袁有数亩地出租给邻村乱石村钟
氏耕种遥 晚稻收割后的一天袁友龙公
带孙子挑着箩筐谷斗前去收租谷袁不
料佃户说歉收袁拒不交租袁还在争吵
中摔坏友龙公的谷斗袁撕破友龙公的
长衫遥 孙子见状拔腿就跑回家中搬取
救兵袁 族人手执锄头木棍直奔乱石
村遥 路遇衣衫已破的友龙公袁族人个
个摩拳擦掌袁跃跃欲试袁要前去报复遥
友龙公当即阻止袁 说自己并未挨打袁
只是自己不小心摔倒袁坏了谷斗也擦
破衣裳袁 佃户已答应租谷容后再交遥
大家于是作罢遥 友龙公回家后便买来
张氏百忍图挂在厅堂袁还请巫翰林写
了野百忍图冶三字挂上遥 数年后袁该佃

户去世袁友龙公才道出真情袁说自己
当年确实被打袁但当时如果不撒谎阻
止族人袁后果将不堪设想袁双方械斗
可能要闹出人命袁要吃官司袁轻则花
钱消灾袁重则倾家荡产袁众人释然遥

然而袁野百忍堂冶 毕竟是张氏堂
号袁邻村有好事的张氏青年于是想试
探友龙公是否真的野百忍冶遥 他赶集时
特意去五福楼问友龙公上街的路怎
么走袁 友龙公侍茶后很认真地指路遥
几天后袁张氏青年再度登门询问上街
之路怎么走袁友龙公仍然以礼相待并
给他指路遥 后来袁张氏青年又多次重
复上门问路袁 友龙公终于不耐烦地
说院野后生哥袁 我都告诉你多少次了袁
你不烦我都烦了遥 冶张氏青年听后笑
道院野你不是以耶百忍爷自居吗钥 才忍了
几次就不耐烦了遥 冶友龙公自愧野忍冶
的功夫还未到家袁遂在野百忍图冶旁自
添一副对联院野百般千般般般要让袁忍
事怕事事事不生遥 冶五福楼优良家风
于是借张氏野百忍图冶养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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