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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周胜林，今年 70 岁了，生活在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侨港，是从越南

回来的归侨侨眷（也是疍家人）聚居的地方。据我所知，我的祖祖辈辈都是生活

在大海边上的疍家人。现在，我以我的家族变迁和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疍家人

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让大家对疍家人这个群体有更多的了解。

我的疍家漂泊经历

按照资料记载，疍家人是指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生活在海上，以“舟

楫为家，捕鱼为业”的特殊群体。我和我家族的经历，就是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

据父辈传说，我们周氏家族在明清年间曾经居住在现广东中山市管辖的石歧

一带沿海。为了寻求生计，先祖周以尚带着子孙们乘着小木船，沿着数千里的海

岸线由东至西一直漂流到了北海，在东泰街下面的海滩搭起简易木棚扎居下来。

其实，当时在北海北岸海边的外沙、地角这两个地方已经居住了不少疍家人，据

说他们大都从福建等地迁徙到这里，逐渐形成了相对集中的疍家人聚居区，世代

繁衍并延续着疍家人的生活习俗和风情文化。我的父亲周德耀，是来到北海之后

的 1918 年出生的。在北海期间，我们一家人主要还是以出海打鱼为主，同时在

东泰街上经营渔具店。

我想，“行船走水三分命”这句俗话．真实反映了我们疍家人所面临的困境。

因为疍家人驾驶着小艇小船打鱼，常年在海上与风浪搏斗，生存环境十分险恶。

那个年代科技落后，不可能有定位导航设备，一艘小艇小船在茫茫大海打鱼，能

不能行驶回来还不知道。当时也没有天气预报，碰到台风袭击则无法赶回沿岸躲

避，经常遭遇海难事故。长年累月与大海打交道，生命如同蛋壳般脆弱，故被称

为疍家。拿我们家庭来说，在 1930 年代，也确实遭遇过海难，造成很大的损失，

加上当时日本军舰入侵北海后封锁着整个海面，无法维持正常生产生活。我们一

家只好离开北海，沿岸漂泊到西南方向的越南去寻求生计。

当年我们流落到越南一个叫吉婆岛（婆湾）的地方，与先期来到这里的华侨



（其实大多数也是疍家人，大家都有着共同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一起在沿着港湾

搭起的简易木棚居住，在那里从事打鱼、做小买卖等谋生。我就是漂泊到越南后

的 1947 年农历十二月廿九出生的。

我的父母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我排行老三。1956 年，父亲把我送到当

地开办的一家华侨学校读书；1960 年，因家庭生活困难，我辍学回家，父亲和哥

哥外出打工，我与母亲做些小买卖维持生计；1965 年，我参加婆湾当地的海燕渔

业合作社。本来以为在越南能够过上安稳的生活，没想到没多久，美国悍然大规

模出动飞机轰炸入侵越南北方，我们居住在海边的疍家人也被弄得惶惶不可终

日，连续好多年整天跑到山洞去躲避，过了很长一段动荡不安的日子。1973 年，

越南与美国签署《巴黎和约》后才恢复正常生活，我担任了当地渔业合作社领导

成员，分管渔业生产和渔需品采购等工作。由于自己有点文化，也熟悉渔业生产，

1976 年，我被推荐到越南中央水产技术学校学习，学习毕业后计划由越南国家水

产局派往中南部沿海传授灯光捕鱼技术，没想到这时的越南当局抓紧实施排华政

策，要将所有华人集中驱赶到边远地区去。我们世代都是以海为家、打鱼为生的，

到山区务农怎能维持生计呢？这就逼得大批华侨丢掉苦心经营的家产，分别从陆

路或者水路逃离越南，要回到自己的祖国。1978 年 4 月 30 日，我们一家九口离

开吉婆岛，乘坐两只小艇沿着海岸线由南至北，经过近半个月的风浪颠簸，艰难

地从越南回到了曾经居住过的中国广西北海。

我们作为华侨和难民，得到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高度重视并提供资

助，经过当地各级政府部门的热情帮助，在北海南部海边专门划出一片土地，成

立华侨渔业公社（后来更名为侨港镇），妥善安置近万名归难侨，使我们逐渐过

上安居乐业的生活。

1979 年间，公社组建了兴华、盛华、富华三个渔业大队（后来改称为公司），

组织归难侨发展渔业生产，我被推选为富华捕虾公司副经理，1990 年被批准加入

中共党组织，后担任富华公司党支部书记、经理，为带领归难侨出海捕鱼、从事

水产加工、努力改善生活，尽自己的责任。我虽然在 2008 年退休了，但仍关心

着侨乡的发展，热心做好归侨侨眷联谊工作，希望经历磨难的疍家人过上更加安



康美好的生活。

我的父亲周德耀，他作为疍家人，在年青时因海难和躲避战乱，迫不得已带

着妻儿漂泊到越南去谋生，想不到几十年后被驱赶，回到生养自己的祖国，在各

级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的资助下，得以安居乐业，最终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

老父亲生前深有感触，曾经留下这么一首诗，表达了他内心的感受：

旅居安南几十秋，被赶归来今白头。

吉岛风光云销闭，龙湾景色雨飘流。

昔日茅棚丢它处，如今楼堂已自筹。

回首前尘萌百感，桑梓景近乐悠悠。

疍家人的日常生活

据我的祖辈和自己的经历了解到，疍家人由于常年在海上生活和劳作，在服

饰、饮食、居住、行走等方面都有许多与其他群体所不同的特点。

（一）疍家服饰

我的疍家前辈们传统的衣裳与旧时代的唐装相似，衣着颜色一般以蓝色或黑

色为基调，穿着黑衫黑裤较普遍。男女都穿着短、宽、窄袖的上衫，宽短的裤子

及于足踝之上，光脚跣足不穿鞋，以便船上劳作。妇女衣裳为阔大袖口、宽短裤

脚的黑布斜襟样式，上衣是马蹄袖，领袖衣边绣花边，喜欢上下衣不同一种颜色

的衣裤。

疍家妇女多留长辫子，姑娘们把头发结成不容易散开的五绞辫，发梢上缀红

绒，休闲时就让长辫摇晃垂及腰际。成家后的妇女则把长辫在头顶上盘成髻。劳

作时习惯在头上包一块方格花纹的夹层方布，一角突出前额，一角垂于脑后，疍

家俗称“猪嘴”，方巾的左右两角交结于下颊。疍家的这种装束打扮，有利于海

上劳作防风防寒和遮蔽日晒，也便于步滩涉水和捕捞劳作。

疍家人结婚的时候，亲朋以制作疍家衣的布匹为贺礼来赠予新婚人。通常是

按制作单件的蛋家衣来决定送赠的长短，一般是以五尺布制一件上衣。新娘子也

会特地选用红色的棉布制作疍家衣来当作新婚礼服。按照以前的风俗，每个疍家

出嫁女，家人都会送六尺衫布作为嫁妆。女的在结婚前就将这些嫁妆制作成红色



的婚衫和有花边的裙子；而男的则是制作高领空钮扣的上衣和黑色的长裤子。

在办理丧事的时候，疍家人都会给死者穿着一套整齐的疍家服并使其躺在棺

木中，让亲属瞻仰遗容，以示对先人的一种尊敬。除了在做红白事时会穿疍家服，

在平常的日子里，疍家人也会把疍家服当便服来穿着，尤其是在出海打鱼时，疍

家服宽松的设计会让他们活动起来特别方便。

戴疍家帽的疍家妇女

疍家人喜欢戴“疍家帽”。疍家帽用竹篾竹叶做成，直径约 40厘米，帽沿下

垂约 5 厘米，帽顶呈六角形。疍家帽做工精细，编织讲究，外涂光油漆，坚实亮

丽，有的还在帽内镶嵌上镜片或玉照。疍家帽安有四耳帽带，系紧帽带后任凭风

吹雨打也不易吹落，具有遮荫挡雨的功能，很适宜打鱼人在海上使用。

疍家人喜欢佩戴玉石或银质的手圈和脚圈，认为玉器作为湿润而有光泽的美

石，是洁白美好的象征。疍家姑娘偏爱把碧玉或翡翠雕成直径为 2 厘米左右大小

的单孔圆环，然后配上 3克左右的细金链作为别具一格的耳坠。疍家姑娘都爱打

“脑髻”，金光闪闪的细链条耳坠别在双耳上方，耳朵下方悬吊着绿光闪耀的碧

玉式翡翠环，象征着纯洁、美好、富有、幸福、吉祥如意，也给飒爽英姿的疍家

姑娘增添了媚人的光彩。

（二）疍家饮食

我们疍家人长年累月在海上捕捞作业，每天都会收获许多新鲜的海产品，平

时每日三餐都离不开海鲜。虽然疍家人长期生活在船艇上，烹调所用的灶具和调

料都非常简陋，但却创造了很多独到的烹饪海鲜的方法。



在我的记忆中，疍家人餐桌上的菜肴，大都具有鲜美、咸香、嫩滑、原汁原

味、原生态这些风味特点。比如，将刚刚捕捞起来的海鱼，刨掉鱼鳞，剔除肠肚，

用水洗净：海虾、海螺、螃蟹也是过一下清水，就放在锅里煮，然后加点盐、姜，

其他也没放什么，但煮出来的海鲜味道很鲜美。有条件的用上花生油，撒些葱花，

加点蒜茸、酱油等，味道就更加清香可口。

为了预防遭遇台风等恶劣气候影响，渔船不能正常生产而造成的食物短缺，

疍家人平常会将一些海鱼晒干或腌制成咸鱼，以更好地保存备用。疍家咸鱼煲是

传统的美食，原料是将咸鱼干配以肥猪肉，大火烧开，再文火焖煽。咸鱼里的高

盐分直接渗透到肥肉中，而肥肉中的油脂又将咸鱼的香气勾带出来，两种食材之

间相得益彰，共同呈现出一种渔家独特的美味。无论是搭配干饭还是稀饭，都是

开胃下饭的首选。

近年来，疍家风味美食深受北海市民和国内外游客的青睐。在侨港风情街以

及北海各旅游酒店餐馆，人们都可以品尝到独具疍家风味和手艺的侨越特色卷

粉、疍家第一粥、疍家特色香海鸭、疍家煲、疍家蝴蝶虾煲、酸辣马鲛鱼丸、脆

浆炸沙虫、糖醋炒花蟹、沙蟹汁炒豆角、车螺芥菜汤、干锅鱿鱼须、车螺炆榄钱、

清蒸海蛇、清蒸青蟹、海鲜麻酱蔬菜沙拉等特色疍家美食。在广西南宁、桂林等

地还开办有专营的疍家风味餐馆。

（三）疍家居住

我们疍家人大都以船艇为家，日常生活起居基本在船艇上。疍家艇多为篷船，

篷的大小与船的大小相应，由竹篾所织造构成，漆以桐油，以防水遮阳。船尾用

橹，拖着橹为舵。船桨两支，是行船的动力，行船时船桨架在舷柱上支撑，称为

“掉桨”，船首有竹篙，在浅水时撑船，叫“撑竹”，也用以定船入埠，称为“迈

船头”。晚上，把船篷放下到船舷，便成了全家老少歇息的窝棚。后来疍家人逐

渐依靠海边，盖起一种以植木桩架栋椽，置竹稻为顶壁，铺木板为地席，被人们

称为“疍家棚”的“吊脚楼”，作为回港避风躲雨或是年节婚丧集聚的地方。而

捕鱼的船艇依旧是他们流动的住家，出海时举家随船而去，只老人留守棚屋。

我听前辈说，祖先们从广东石歧漂泊到北海后，他们就在北岸海边搭起用木



头、竹子的疍家棚居住。疍家棚搭建非常简陋，底部一般用结实牢靠的大木头做

桩，直插水底，搭成稳固的平架，然后利用旧船板铺地，墙壁多用竹子编织成篱

笆围成，屋顶多以茅草覆盖遮挡。涨潮时海水往往淹没支撑棚子的木桩，退潮时

棚子下面便露出一片海沙，人们通过一把梯子上下棚子。我们疍家人居住的疍家

棚陈设比较简单，但整洁卫生。在疍家棚内，无凳无椅，睡卧无床，待客、用餐

大多蹲着，或是席地而坐。疍家人的孩子长年生活在这种环境，经常都在棚子下

面的海滩戏水玩耍，从小就练就了一套过硬的游泳技巧。

我的父辈在漂泊到越南吉婆岛后，还是与其他疍家人一样，在岛内的港湾边

搭建疍家棚，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是在那里出生的，直到越南当局排华驱赶我们

回国前都一直居住在那个地方。回到祖国后，得到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署资助，

使我们住进了砖混结构的公寓楼，我的家庭和部分归侨还通过辛勤劳动建筑了自

家的小别墅，结束了祖祖辈辈居住疍家棚的历史。

（四）疍家人行走

据清康熙《新安县志》记载：“粤东地方，四民之外，另有一种名为疍户，

即疍蛮之类，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粤民视疍户为卑贱之流，不容登岸居住。

疍户亦不敢与平民抗衡，畏威隐忍，局促舟中终身不获安居之乐。”因此，疍家

人既遭官府欺压，又受平民歧视，在大陆上无立足之地，只能在海上以船代步，

行船漂泊，以船为家，以捕鱼为业。

虽然清雍正后准许疍家人沿河海之滨落户，可是疍家人一直未能从往昔被作

为贱民受到歧视的阴影中走出，疍家人能上岸而居的地方也是仅限于邻水之地，

所以疍家人大都还是过着蜗居船舱的生活。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鼓

励疍家人上岸居住，脚下终生无寸土的疍家子民才陆续开始上岸建房安家落户。

疍家人的风俗习惯

疍家人的语言、文化、信仰和风俗习惯，以及喜庆风情、丧葬、禁忌等，与

众不同，自成一体，有着浓厚的人文传统和习俗传承。

（一）疍家人的语言

疍家人在平常相互交流中所讲的疍家话应当属于汉语粤方言，语音与粤语广



州话比较相近，但有一些独特的词汇不同，语调也比较温和，自成一格，又被称

为水上话或船上话。

（二）疍家人的文化

旧时代的疍家人生活在社会底层，常年在海上漂泊，虽然因为长期不准上岸

定居，不许与陆上人通婚，被禁止读书识字，但在特殊的生活环境中也逐渐形成

了自身的一种独特的疍家文化，其中最能代表疍家文化精华的就是流传到今天的

“咸水歌”。

疍家人从小就听大人经常吟唱的《月光光 照地堂》《落雨大 水浸街》《顶

硬上》等咸水歌，在疍家人聚居的地方可以说是老幼皆知耳熟能详。这种被称为

“疍家调”的咸水歌没有固定的歌谱，基本上就一个调，具有歌词简洁生动、情

感真挚的特点，感染力极强。咸水歌的流传方式非常原始，歌曲没有固定的歌谱，

也没有专人去教，都是老一辈人口口传唱。疍家人以咸水歌这种口口相传、代代

延续的独特吟唱方式，展现了疍家群体的变迁历史、风俗习惯以及表达日常生活

中的喜怒哀乐。比如，在青年男女示爱时传情时唱，在嫁娶和喜庆的日子里唱，

在出海打鱼、摇船驳艇时唱，在织网绞缆时唱，在劳作之余、休闲欢聚时唱，在

传承生活知识教育后代做人道理时唱。以前新娘出嫁时，爱唱“哭嫁歌”，有的

唱三日三晚，有的连唱十晚，内容不外慨叹父母恩深、姐妹情长、难舍难分等惜

别之情。

疍家人喜欢的咸水歌有独唱、男女对唱和三人联唱等形式，但唱歌不叫“唱”

而叫“叹”。咸水歌曲调丰富多彩，包括高堂歌、大罾歌、姑妹歌、叹家姐等，

又称咸水叹、叹哥兄、叹姑妹、叹家姐。咸水歌有长句、短句两种，字数不等，

风格各异，抒情悠扬。而高堂歌则以每段四句，每句七字为规则，一、二、四句

押韵，以叙事为主，格式如七律七绝一样。这些曲调旋律悠扬流畅，很多上下句

是多次反复扩充，亲切甜美，娓娓动人。

体现疍家文化的咸水歌流行的唱法主要有独唱、对唱、随编随唱等形式，叹

歌的人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你问我答，引人入胜。随着时代变迁，这种独具特

色的疍家文化正在逐渐濒临消失。目前在我们疍家人聚居的侨港镇，只有一些年



纪较大的人懂得唱，每逢春节联欢等场合传唱。2017 年 10 月，侨港镇咸水歌队

参加广西老年山歌擂台赛获得了二等奖，其中一人荣获“山歌王”荣誉称号。他

们还以唱咸水歌的形式参加学习宣传贯彻中共十九大精神活动，得到了当时前往

侨港镇调研的自治区党委书记彭清华等领导的赞扬。

（三）疍家人的信仰

“出海三分命，上岸低头行。坐无立足所，死无葬身地。”这就是旧社会疍

家人悲惨命运的写照。过去的蛋家人少文化，信鬼神，不管吉凶，都要托诸神灵。

据我所知，疍家人的信仰主要是与生活生产有关，特别是信仰道教神仙，比如水

神，妈祖是水上救难之神，求她保佑行船平安；北帝是调水之神，求他风调雨顺；

龙王是水族之神，求他鱼鲜满获；土地是安居之神，求他保护屋宅。此外也信观

音菩萨，求子求孙传宗接代。疍家人用木头雕刻了几代先祖的神像，供奉在疍家

棚里或小船上。如果在海上遇到什么不测的事，就认为这或许是有神明要他们供

奉了，回来后即请道士做“斋”，有的背着木雕神像，光着脚板从火炭堆中走过，

是谓“过火山”，从迷信中寻求消灾脱难，让神明保佑安全幸福。

疍家人世代行船谋生，对赐予其衣食的大海充满敬畏。不论何时出海都要点

燃香烛，祈求妈祖等海上神灵保佑来去平安。疍家人笃信死于海上的祖先英灵会

保佑子孙的平安，所以每逢在海上遇到风起浪做，便会向海里抛撒纸钱祈求祖宗

的保佑。疍家人祭拜祖先神灵的日子并非传统的农历初一、十五，而是每月的农

历十四。中元节及中秋节也是如此。据说，这是旧时疍家被视为贱民，不能与陆

上人家同一时间祭拜先祖神灵而留下来的遗习。

疍家人共同信仰的有“三婆婆”，其次还有“华光”“北帝”“观音”诸神。

比如，在北海地角的疍家人民俗活动就有：三婆庙的春秋二祭，祈福还福；冬月

建醮，祈祷平安。此外还有正月望日的华光神出游，农历九月廿八华光诞；农历

二月十九的观音生日，六月十九的观音成道之日，九月十九的观音涅槃日：农历

三月二十三的三婆诞。每逢三婆诞这一天，人们到三婆庙迎三婆，杀鸡宰鸭祭拜，

然后全村人一起聚餐；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八的龙母生辰诞期、得道诞期，正月初

四的龙母开金印、正月二十二龙母开金库、五月初一至初八龙母生辰诞、八月初



一至初八龙母得道诞、十二月十五龙母水灯节：农历三月十二至十六真君诞等，

地角疍民都会举行盛大的祭祀纪念活动来祈福、还愿，祈祷崇拜的神灵保佑自己

顺景如愿。这些民俗活动对北海民俗文化的形成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侨港镇是广西乃至全国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也是疍家人聚居的地方。这里

的渔民延续疍家人几百年来耕海牧渔生活所开创的独具传统民俗特色的祭海活

动，在每年初春第一个出海日都会诚挚地在渔船上举行祭海仪式，通过祭海祈求

神灵保佑出海风调雨顺，表达对大海的敬畏和感恩，以及对平安生活的美好愿望。

同时，在每年南海伏季休渔期结束后，会得到当地政府和渔业主管部门大力支持，

集中在渔港由德高望重的老渔民代表带领统一穿着疍家服装的渔民举行隆重的

祭海祈福仪式，朗读祭海文，祈求渔民出海平安顺利，鱼虾满仓。然后随着一声

“开海啰”，千船竞发，汽笛齐鸣，浪花飞溅，驶向蔚蓝的大海，开始新一轮的

耕海牧鱼。

（四）疍家人的禁忌

疍家人传统禁忌源远流长，内容丰富且无处不在。从我的经历和了解到的，

特别是联系北海地区的情况看，疍家人的禁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语言禁忌。疍家人在日常交往中，最忌讲“翻、沉、退、倒、慢、横、搁、

逆、破”等话语，认为讲这些话语是不吉利的，会导致船艇搁浅、翻沉、不靠岸

等恶果。所以在说话时涉及这些内容的，都会用别的字眼来替代，比如，吃鱼时

忌说“翻”字，应以“顺”字替代，类似“翻个头”叫“转个头”，“搁”叫“放”，

“破”叫“旧”，“退”叫“进”等等。还有，在疍家话中“空”与“凶”同音，

所以也要忌说“空”。忌说猫，认为捕捉的鱼会被猫吃光。

船艇禁忌。疍家人最禁忌船艇沾上秽气，怕招来撞船、搁浅等不利事情，主

要有：严禁“龙头”（船头）坐人，认为人从龙头经过多是落水而死的漂浮之尸

（俗称“水马”），认为是不吉利；忌女人跨过“龙头”，或者晾晒衣服在“龙头”，

怕对以后捕鱼不利；忌“月头婆”（分娩后未满一个月的产妇）过船艇，或者碰

到自己的船艇、捕鱼工具；忌死尸从“龙头”经过，污染“龙头”，不利于捕鱼：

忌陌生人走入船艇尾部，因为船尾是掌舵的地方，怕沾上秽气导致驾驶不灵；忌



在“龙头”上大小便；忌穿鞋在船艇上行走，亦不准穿鞋者登船艇；忌打破船艇

内的东西，被认为“彩头”不好；忌妇人跨过渔网，怕渔网沾上秽气而捕不到鱼；

忌在行船时问到什么地方，何时可到；男人婚后四日或一个月后，才准予上船艇

出海捕鱼；坐姿忌两脚悬空，认为这是“不到埠”的预兆。此外，一年之中的首

次出海捕鱼，最忌别人的船艇从自己的船艇头部前横驶过去，这叫“拦头截腰”，

是不吉利的；晒渔网的时候，不喜欢别人从渔网底下钻过去；不喜欢陌生人揭开

船舱板，观看船舱；放钓时，叫吃饭就要及时入座，不能回答“不吃”或者“你

们先吃”，如果这样说就是不吉利，意味着鱼不吃饵、不上钓，钓鱼就会落空；

船艇上有人去世，在邻近停泊的两只船艇一定要簪花挂红；忌杀乌鲨，认为乌到

死伴的腥味会在江河里复仇吃人；忌捕海龟，认为海龟是神物，一旦意外捕获，

也要将其放生，不然会触怒神灵；拉网作业时，忌从网上跨过响渔业收获等。

生活习俗。疍家人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禁忌，比如，碗、盆、碟、汤匙等

食具不得倒覆放置，汤匙不能拖拿，筷子不能置于碗面上，汤匙不能在汤锅里搅

来翻去，食物点酱油时不能在碟里来回搅动，夹菜时手心不能向下等，这些都预

示着“翻”“沉”“搁浅”等之意；煎鱼时只能煎一面，不能把鱼翻过身再煎；吃

鱼时，吃了上面的鱼肉，把骨头剔开，再吃下面的鱼肉，不允许把鱼夹翻过来；

不吃鱼眼睛，怕吃了之后，眼睛会模糊看不清航道，容易触礁出事；煮鱼不斩尾，

意为留有后路，以免日后捕不到鱼；不能先吃鱼尾，意思是要留着尾以关照子孙

后代：如家有客至，女眷不能上桌吃饭；旧时因为迷信，见人溺水每每旁观，不

去搭救，因怕被水鬼寻去做了替身。

礼仪禁忌。旧时代疍家人虽然备受陆人排挤歧视，文化素质低下，但他们仍

有着自己独特的礼仪要求。在北海疍家传统禁忌里，其中有一些包含礼仪的内容，

具有行为准则的性质。如吃饭时筷子不可搁碗上；吃鱼的时候，第一筷不能先动

鱼头，因为鱼头被视为龙头、船头，先吃鱼头就会把船毁了；吃完一条鱼的一侧

后不能把另一侧翻过来吃，否则就会翻船；禁止食具倒置等。这些饮食规范，主

观目的虽是为了规避船只搁浅翻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纠正诸如搁筷、乱夹乱翻

等不文明的饮食习惯，使其形成合乎礼仪的饮食行为，进而确保其饮食礼仪的有



续传承和维持。

（周胜林，越南归侨、疍家人；李玉华，北海市经济研究中心原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