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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食材，最简单的方法，烹饪出的
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那是妈妈的味道、亲情
的味道、记忆的味道。

民以食为天。美食里有最深沉的乡愁，有
最丰厚的惦念。它是时代流转中最温暖的慰
藉，是春节里烟火气息满满的踏实和幸福。

甜蜜的味道

每逢过年，都是李志军最期待的日子，因
为在上海工作的女儿要回来了。年夜饭，清炒
豆角，清炒茄子……能让女儿心满意足。

“这些菜女儿从小吃到大，就喜欢她妈妈
做出的味道。”身为河北省武安市淑村镇中心
校副校长的李志军说，“其实吃什么不是最重
要的，一家人能团聚就是最幸福的事。”

走过千山万水，吃遍珍馐美馔，最难忘还
是家的味道。在四川省什邡市城关镇何辰家
的春节餐桌上，每年必不可少的是回锅肉、腊
肉香肠、腊板鸭，这些腊制品都是一进腊月，
何辰父母自己制作的，每年大年二十九煮上
一大盆，家里亲戚朋友聚在一起，从大年三十
一直吃到正月初六。

在北京生活了 15 年，何辰依然是个“四
川胃”。每年过年，他最想念的就是这一口家
乡腊肉，有“小时候的味道”。

“回家当然最想吃饺子。”在香港工作的
于雪，春节飞回海南家中。由于工作原因，每
年她只有一两次回家的机会。春节回家吃饺
子，也成为她一年最期待的事。“我爱吃，年夜
饭的饺子一定是羊肉胡萝卜馅。”

小时候的除夕，是父母包饺子，于雪在一

旁等饺子煮好端上桌。如今的除夕，是于雪和
妈妈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工作趣事，爸爸在一
旁将这个场景拍成抖音。“对于在外打拼的人
来说，这就是家的味道。”于雪说。

“年夜饭不仅是一顿饭，更是重温过去、
传递亲情、沟通感情的重要时刻。”北京民俗
学会会长高巍认为，中国人交流感情的方式，
往往以吃作为一个媒介，甚至觉得“吃过一顿
饭才算一家子”。现在食物本身已经不那么重
要，但年夜饭的情感功能显得更加重要。

丰厚的味道

“山东人的年夜饭讲究‘硬’和‘全’，鸡、鸭、
鱼、肉一个也不能少。”山东省导游协会副会
长、青岛市厨艺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孙树伟说，
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形容山东人年夜饭
的特点再贴切不过。

孙树伟说，山东人年夜饭的餐桌上要有
鱼，寓意“年年有余”，且鱼一般是有鳞片的
鱼，象征体面。北方说“四平八稳”“四方来
财”，四是吉祥数字，在山东设宴或过年时，常
常有道菜叫“四喜丸子”。

黑灰墙、小青瓦，每逢春节，川式民居风
的火锅店挂上红灯笼，年味十足。对四川人来
说，在平时就颇受青睐的火锅，自然也是春节
团聚的极佳选择。

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张晓安大年三十才
回到成都，年夜饭就在事先预订的火锅店吃。
一群一年未见的亲友，在忙不迭地涮肉捞菜
和团聚的欢声笑语、推杯换盏中，“这一年奔
波到最后一天的疲惫一下子消失殆尽。”春节

的热闹喜庆和美食的精华，都浓缩到了红红
火火的圆锅里，蒸腾的热气让人在冬日里身
心俱暖。

鱼和鸡是广东人春节餐桌上不能缺少的
两道主菜。家住佛山的莫晓滢说，由于要祭祖
和拜神，小时候吃年夜饭都会有各种做法的
鸡。除了传统大扇鸡、烧肉和青菜，随着生活
条件改善，越来越多海鲜摆上广东人餐桌。今
年年夜饭，莫晓滢家的餐桌上多了三文鱼和
生蚝，通过手机下单，生鲜很快送到家门口。

鲁菜、川菜等丰富多样的菜系，让天南地
北欢欢喜喜过大年的人们尽享味蕾狂欢。在
北京，杏脯、梨脯、桃脯、山楂、大枣、干果等五
颜六色的蜜饯果铺，被形象地称为“杂拌儿”。
“杂拌儿”一上市，就知道要过年了。

高巍说，在老北京人心中，最能代表年味
儿的就是“杂拌儿”。在过去吃饱饭都不容易
的年代，人们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咸味东西，过
年“杂拌儿”的甜味就成为对咸味的调剂，“杂
拌儿”中甜蜜的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新一年
的幸福期盼。

发展的味道

大年三十，河北武安白沙村村民侯红斌
一家五口，做了十几道菜。侯红斌家的餐桌上
以前很少出现鱼肉，如今却“年年有鱼”。今年
过年，村里给村民们免费发放了带鱼、鲅鱼、
猪肉、羊肉、鸡蛋、蔬菜、米、面、油，甚至酱油、
醋、粉条……

“发的数量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丰
富。”侯红斌告诉记者，从最开始免费发米发

面，到现在肉禽蛋菜一应俱全；从过去的平房
土路，到如今的楼房公路，村民们摆脱了过去
的贫穷状态，过上了吃喝不愁的好日子。

过去物资匮乏情况下，春节期间的吃食
往往是人们一年中最期盼的事情。如今，生活
越来越好，人们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
吃得巧。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需求，近年来“共享厨
房”“半成品食材配送”火爆起来。快捷、节俭、
绿色的网络食品、快餐食品、订制食品等丰富
了人们的生活，满足了年轻一代舌尖上的个
性化、多元化需求。

在广州工作的滕惠琪今年春节要值班，
父母于是从湖南过来陪她过年。尽管不在老
家，他们的年夜饭依然充满湖南味道，腊肉、
烧鸡、红烧肉等应有尽有的背后，是网上生鲜
超市带来的便利。滕惠琪介绍，年夜饭许多食
材都是网上下单买的，不需要跋山涉水回家，
就能吃到家乡的土特产，让她觉得和老家的
距离并不遥远。

网购和物流的兴起，使天南地北的食材
都送到了老百姓的餐桌上。孙树伟去年过年
时，专门在网上买了云南五彩米做了个寓意
着五谷丰登的彩色年夜饭。

来自山东临沂农村的刘运爱说，小时候
觉得用煎饼卷晒干的萝卜秧子加生豆腐，是
冬天最香的饭。后来生活条件好了，开始置办
大鱼大肉，现在为了健康又回归清淡，年夜饭
餐桌上多了好些新鲜蔬菜。“这就是发展的味
道。” (执笔记者许雪毅，采写记者杨洋、
张旭东、李薇薇、荆淮侨)

新华社北京 2 月 9 日电

13 岁的炜典，今年第一次在济
南过年，而且是过了两个新年。

今年春节和藏历新年“巧遇”。
双节的重合，让炜典感受到了双倍
的欢乐。父母带着牛肉干、人参果、
酥油、奶渣等年货，从拉萨到济南陪
他过新年；这个过了十多次藏历新
年的拉萨男孩，今年在济南市民王
洪燕家中过了人生第一个春节，并
结下了一段难忘的他乡友谊。

春节前夕，王洪燕的儿子———
就读于济南第六十八中学的李天润
得知，学校准备与济南西藏中学组
织活动，让藏族学生到结对的汉族
家庭中过年。他将这一消息告诉父
母，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谈起与炜典的相识，王洪燕笑
着说：“在西藏中学的汉藏家庭结对
仪式上，有两个藏族男孩主动给我
带路。结对完后发现，炜典就是两个
孩子中的一个。”

大年三十，身着藏装的炜典来
到了王洪燕家里，并为一家人献上
了哈达。李天润拿起了萨克斯，为远
道而来的客人演奏了《北京的金山
上》《青藏高原》等曲目。一番交流
后，大家彼此加了微信，一起贴春
联、蒸花馍、做年糕。

炜典说，感受最深的还是做年
夜饭，尤其是包饺子。这是他平生第
一次动手做水饺。

揉面、剁馅、擀皮，炜典跟着王
洪燕学起了包水饺。虽然做出的饺
子形状不一，炜典说这算完成了自
己的一个小愿望。

“我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饺子。小
时候我就听姨夫说山东的水饺很好
吃，现在我终于能吃到正宗的饺子
了，而且不少还是我自己做的。”他
说道。

吃着刚出锅的猪肉白菜馅饺
子，炜典还与父母进行了视频通话。
视频中，炜典的母亲仓觉向王洪燕
一家人表示感谢，并送上了新年的
祝福。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汉藏大
家庭”围坐桌前，他们学着唱起了藏
语歌曲，欢声笑语充满了整个家庭。
听着炜典讲述的西藏故事后，王洪
燕一家对雪域高原充满了向往。“有
机会一定要去炜典的家乡拉萨看
看。”王洪燕说。

与此同时，来济南看望炜典的
父亲巴桑次仁和母亲仓觉，在济南
的出租房里，也忙活着年夜饭，糖
果、卡赛(藏式点心)、奶渣、牦牛肉等食品摆满餐桌。

“济南过年的氛围很浓厚，人们很好客。在街上问个
路，他们都称呼你老师。过两天炜典要带着我们去趵突
泉、大明湖、千佛山等景区看看。”仓觉说，她还建议让亲
戚的女儿德吉将来也到济南读书。

相聚的时间总是短暂，分别之际，王洪燕一再嘱咐炜
典：“以后周末有时间就过来，阿姨给你做水饺。”

李天润在新年笔记里写道，藏族同学第一次来我家
过年，他们脸上都是纯真、阳光的笑容。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到拉萨去体验一次藏历新年。

(记者李键、兰恭来、田金文) 新华社拉萨 2 月 9 日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10 日电(记者杨洋、徐
弘毅、李倩薇)热闹的氛围，丰富的食材，一张
张红扑扑的笑脸，在热气蒸腾的火锅前，谈天
说地。平日里受到大家喜爱的火锅，在春节期
间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一口小小的火锅，
虽然风格迥异却也海纳百川，为身处天南海
北的人们带来家乡的味道，人们在品尝美味
中迎接红红火火的中国年。

不同的火锅味儿

春节期间，位于北京牛街的聚宝源涮肉，
不仅是很多北京人家庭聚餐的选择，还吸引
了不少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品尝，独具老北京
特色的年味儿在这里汇集。

北京的涮羊肉讲究原汁原味，“清水一
盏、葱姜二三”便是一锅汤底，食材原有的鲜
味在清汤中散发出来。伴随着烧得红彤彤的
木炭，人们在热气腾腾中迎接农历新年的到
来。

同样讲究清淡的广东火锅打边炉，也成
为各地热捧的过年美食。美团点评最新发布
的“年味地图”上，广东火锅打边炉进入无锡
等地最受欢迎年菜榜单。

清远鸡、文昌鸡、大铣鸡……广东饮食有
“无鸡不成宴”的说法，而冬天“打边炉”吃火

锅又是广东人喜爱的饮食方式，每当岁末
年初，在广州经营炭炉鸡煲店的陈汉泉就

迎来了一年中生意的旺季。
新春伊始，他的鸡煲店已经迎

来了好几批老主顾了，这是他们在年前就早
已预定好的饭局。鸡肉品种各有所好，而锅底
却一律是用清补凉靓汤，生火下锅，大快朵
颐。

红油翻滚，香味袭人。与清补凉靓汤形成
鲜明对比的，是四川火辣辣的红油火锅。一大
桌人围坐在一起，夹起毛肚或鹅肠，在沸腾的
火锅中“洗刷刷”。几乎所有人，提起四川，首
先想到的就是这“可以涮一切”的火锅。

“火锅能够包容各种食材，可以满足不同
口味。”北京民俗学会会长高巍告诉记者，火
锅兼容并包的特点，契合了中国人豁达大度
的秉性，也让全国各地的人都易于接受。“大
家围坐在沸腾的火锅前，共同回忆过去、畅想
未来，在边吃边聊中让心越靠越近。”

幸福的团圆味儿

“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如果
有，那就两顿。”对爱火锅的人来说，一顿火锅
便能让人满血复活，添了底气。

大年初二清晨，北京下雪了。出租车司机
杨化争已经工作了一整晚，他来回穿梭在机
场、火车站、各个小区之间，接送着过年回家
和外出的人们。杨化争也决定早点回家，他开
心地告诉记者：“下雪了，陪媳妇吃点辣火锅
暖和暖和。”

“先买只土鸡配上海底捞火锅底料熬汤，
吃完鸡肉再涮菜，最爱吃土豆片、藕片、豆腐、
山芋、火腿。”杨化争笑着说，我媳妇是四川

人，就爱吃火锅，但是去饭店吃火锅得花好几
百元，我们自己在家吃火锅十几块钱就搞定
了。“其实在哪儿吃不重要，重要的是和家人
一起吃。”

“正月初一到十五，每天都忙得停不下
来。”春节假期是很多人休闲探亲的时刻，却
是唐春梅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唐春梅是聚
宝源牛街总店的大堂经理，19 岁时来到聚宝
源，她已经在这儿工作了 20 年。

唐春梅和丈夫在北京打拼，8 岁的女儿
留在四川老家。“虽然过年不能和父母孩子团
圆，但是看着一桌桌幸福甜蜜的家庭在这里
过年，我也觉得特别幸福。”唐春梅告诉记者。

今年的除夕夜，陈汉泉和五六个留在店
里的伙计一起欢度除夕，大家围坐在沸腾的
鸡煲旁，互相讲述着一年的经历、心得，借着
鸡煲的热气说着心里话。

看着自己的一班伙计，陈汉泉也会想起
自己刚出来打拼的日子。2000 年，20 岁的陈
汉泉来到广州，从做生意到学厨艺，摸索出一
门手艺。这几年，陈汉泉都是在外过年，父母
妻儿平日都在汕尾老家，但经营餐厅的陈汉
泉却不能离开。“一个人在外经常想家，但只
有努力奋斗，才能给父母和老婆孩子更好的
生活啊。”陈汉泉笑道。

远方的家乡味儿

尽管已经习惯了吃老北京涮羊肉，唐春
梅依然怀念家乡四川火锅的味道，这是很多

四川人独有的味蕾记忆。
无论多晚的航班到家，在北京一家外企

工作的张晓安回到四川成都，第一顿一定是
吃火锅。有一次大年三十从北京回来，张晓安
下了飞机就直奔火锅店。脱下外套和正装，撸
起袖子就开吃，“这一年的奔波和疲惫一下子
消失殆尽了。”

家乡的味道，总能给在外奔波的人以心
灵的慰藉。火锅，也是很多人心心念念的味
道，无论身处何地，最爱的永远是家乡的“那
一口”。

漫步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街头，你能看到
包括小龙坎、大龙燚等多家来自中国的火锅
店。有需求，就有市场——— 在当地 CBD 的两
家火锅店，每到饭点都会排起长队，队伍中大
多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火锅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对很多中
国留学生来说，吃火锅就像当地人的 BBQ
一样，是聚会的首选。”在墨尔本读书的小张
看来，只有坐在店里，围着咕咕冒泡的火红锅
底，才有过节的感觉。

海外学子们还学会了自制家乡美食，小
乔十几岁便来到美国费城求学，每逢春节和
重要节日，她都会和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一起，
准备一桌麻辣鲜香的火锅，家的氛围和年的
味道就从锅里蔓延开来。

“吃已经成为一种仪式，是情感和思念的
寄托。”高巍谈到，不管身处何方，人们最爱的
永远是妈妈的味道、家乡的味道。

(参与采写：刘馨浓)

春节期间走进江苏省昆
山市金华村，农房院子里、窗
台边、阳台上，随处可见一块
块沐浴在阳光中的腊肉。散
发着香味的腊肉不仅自成
“风景”，更让金华村百姓勤
劳致富的梦想照进现实。

沈月文是金华村北华翔
自然村村民。他家在村子里
腌制腊肉已有 20 多年，每天
慕名而来的人络绎不绝。今
年春节，老沈足足腌了 1000
方腊肉，总重量超过 5000 公
斤，依然供不应求。

“金华腊肉好吃不腻，我
每年都会买很多送朋友和客
户，大家吃完都说好。”推着
一辆三轮车来买腊肉的天源
塑胶公司负责人徐建新说。

沈月文告诉记者，自己
的手艺传自老父亲，盐放多

少、缸里的压力多大、腌多久、晒多久，都是几
十年积累下来的经验，配方也精益求精。

在金华村，家家户户都像沈月文一样腌
制腊肉。村里几位古稀老人告诉记者，最初
因为金华村四面环水，不便于外出采买，每
年 11 月份开始，村民就陆续动手腌制腊肉，
以供来年食用。世世代代相传，如今形成了
品牌。

靠双手致富，金华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年味儿中似乎也飘起丝丝“香甜”。

“看着腊肉，就闻到了幸福的滋味。”沈月
文说，“做腊肉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等哪一天
老了搬不动石头了，我再正式‘退休’。”

金华腊肉现已成为村里支柱产业之一，
去年共销售约 5 万箱，户均增收 1 万多元。

(记者刘巍巍)新华社南京电 “拿一对馄饨馍，上午去看你舅；再准备一对娃娃
馍，去你姐家看你外甥时拿着。千万别搞错，不然坏了
规矩！”许久没有在老家过年的我，面对母亲千叮万嘱的
传统拜年风俗，完全没有了头绪，看着形态各异的馍，
一头雾水。

在以农耕文明为传统的陕西关中地区，馍是春节不
可或缺的角色，除了用来宴请宾客，还被赋予形形色色祝
福意味，被当作重要礼品相互馈赠。

蒸馍是关中农村人家过年的大事 。过了腊月二
十三 ，各家就排好时间，亲戚 、邻里的大姑娘小媳妇
轮流去各家，互相帮忙揉面蒸馍。几十斤甚至上百斤
的面团，伴随着叽叽喳喳的欢歌笑语，用不了多久就
变成千姿百态的馍：中间夹着枣子 、旁边捏着小花的
叫献爷馍，用来祭祀祖先 ；有弧形花纹绕一圈的叫馄
饨馍，晚辈给长辈送礼时用 ；捏着各种动物造型的叫
娃娃馍，长辈给晚辈回礼时用 ；宴席上的重要角色则
是 小 圆 馍 ，谁 家 饭 做 得 好 不 好 ，它 是 关 键 评 判 标
准……

揉好的馍，放在笼屉里稍做醒发，架起大锅灶，将笼
屉依次摞在锅上，炉膛里升起火焰后，“笼屉山”很快就会
蒸腾出浓浓的麦香味直冲鼻腔。出锅的馍被点上红点以
示喜庆，有的小孩忍不住，拿起一个掰开，夹上油泼辣子
大快朵颐，如果不小心吃了大人有送礼安排的馍，则背后
必然会传来一阵训斥声音。

除夕前蒸好的馍，正月初一后严格按照传统规矩使
用，或祭祀，或送礼，或食用。可以说，馍承担了关中人过
年期间传统礼仪纽带作用。尽管现在物质生活非常丰富，
年礼各式各样，但家乡人拜年的礼兜里总有几个馍。

老人们常说：“馍到了，年就到了！”

上班十多年来，我几乎没在老家过过年，要么值班，
要么游玩，要么补觉，每次春节长假结束后，必叹一句：
“这个年过得好无聊！”

今年过年，我掉进了馍堆里，望着它，抓耳挠腮之余
心却静了下来。春节，是镶嵌在每个中国人心头最浓重的
乡愁。馍，就是年味，更是乡愁。

其实，每个人内心中都有自己的“馍”，不是吗？
收拾离乡行囊时，母亲塞了两个娃娃馍：“今年孙

女没回来，你给娃带上。馍到了，年就到了！”

(记者刘阳)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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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味蕾——— 美食之乐

想念的味道：火锅里的年味儿

年夜饭“新宠” ▲在杭州的一家生鲜超市，退休工人楼志军（左）与妻子展示选购的
帝王蟹，为年夜饭做准备（2 月 3 日摄）。

新华社记者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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