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采挖荸荠的时候。

“ 哇，好多的荸荠！老板，卖多少钱一斤？”“ 这荸荠漂亮，我

买

20

斤，春节的时候，来客人，好随时有盘菜。 ”这些日子，广信

区煌固镇观上村柘村自然村的荸荠田已经干了，上面覆盖了一

层厚厚的秸秆， 那是荸荠的枝干枯萎倒下后形成的， 荸荠就

“ 藏”在

20

多厘米下的泥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挖荸荠、卖荸荠。

1

月

24

日，阳光灿烂，记者看到有许多村民撸起袖子在

柘村的农田里挖荸荠，妇女们则挥起锄头在挖过的泥巴里寻

找遗漏的荸荠，一些小鸟在翻过的土里找虫子和蚯蚓吃，一

派丰收和谐的景象。“ 今年由于风调雨顺，荸荠丰产，两个大

的荸荠重达一两，亩产达到

1500

斤。 ”荸荠种植户林永兵在

田间一边分拣荸荠，一边介绍说。 荸荠被誉为“ 地下雪梨”，

也有“ 江南人参”之美称，柘村种植荸荠已有几十年的历史，

由于该村的泥土一半是土，一半是沙 ，故栽培的荸荠更甜 ，

还没有渣，所以远近闻名，吸引周边和上饶市等地的人们前

来购买，供不应求。

记者了解到，家住柘村的村民林永兵，与几位村民合作，

共同种植了

20

多亩荸荠，可产荸荠两万余斤，以

5

元一斤的

价格出售。“ 种一亩荸荠产

1500

斤， 按一斤

5

元出售， 可得

7500

元。 但栽培一亩荸荠需要的成本包括：人工栽种，收集农

家肥和购买菜饼施肥，人工拔草，一亩荸荠一个人采挖需要半

个月的时间，每天的人工费是

150

元，仅培育成本都要三四千

元，基本不赚钱，旨在鼓励村里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村民，出钱

出项目，带动数十位农户增收脱贫。”该村村支书林鹤介绍说，

为保证项目有效益，该村村委会从选种、培育、移栽等方面悉

心帮助种植户，改良品种扩大种植面积，田间管理也由原来的

粗放式升级为控药、控肥的绿色精细化，全是原生态种植。

正在采挖荸荠的李贵洪告诉记者， 他与

7

个共同采挖的

村民均是观上村的农户，截至当天已采挖荸荠一个星期，每个

人可赚

1000

多元的功夫钱。“ 除了政府的帮扶，村里有什么项

目，需要帮手都是第一时间介绍我们去帮忙，一年可增收两万

多元。 ”李贵洪边说，边小心翼翼地把藏在泥土里的“ 宝贝疙

瘩”用手一个个抠出来，一个人一天可采挖

100

来斤。

据悉，荸荠，又名马蹄，在全国各地都有栽培，以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为多。 荸荠皮色紫黑，肉质洁白，味甜多汁，清脆可

口，既可做水果生吃，又可做蔬菜食用，也供药用，开胃解毒，

消宿食，健肠胃。吃荸荠虽然好处很多，但是要注意，荸荠是不

宜和寒性食物一起吃的，比如香蕉、绿豆等，一起食用会引起

腹泻、恶心、呕吐等不良反应。

“ 我作为一位荸荠种植户，虽然辛苦，但是与村民一起致

富，累并快乐着！”看着眼前丰收的荸荠，林永兵的话语中满是

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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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腊肉是乡村春节必备的一道美食， 也是传统习

俗之一。

1

月

20

日，是腊八节，又到了信州区灵溪镇和沙

溪镇的村民做腊肉灌香肠的时候。腊八节这天，记者在这

两个地方走访，发现往年家家户户挂满腊肉、香肠等腊制

食物的景象不见了。

记者好不容易在灵溪镇蒋家一户居民家的阳台上看

到悬挂的腊肉，感受到了一点年味。“ 自制腊肉挺繁琐的，

现在生活越来越好的村民，图个清闲，要吃就去超市买，

方便得很。我家的孩子一年到头在外打工，每年过年时才

回来，希望我做些腊肉，他们在春节后带出去吃，所以我

做了一些。 ”蒋灵堂说，提起自制腊肉，村民都不会陌生，

多年前每逢过年每一户都要自制腊肉， 房檐下都会挂着

几条，经过火和太阳的烘熏，整个屋子弥漫着腊肉味。 那

时候腊肉也成了村民改善伙食、接待宾朋的一道佳肴，肥

而不腻，就像淳朴的乡亲一样实在。

今年

70

多岁的蒋灵堂告诉记者，自制腊肉是一道由猪

肉，生抽，白酒，生姜、大葱、大蒜等食材制成的美食，把猪

肉切成二寸厚、一尺多长的长条，要用盐巴反复搓揉，待

腌透后再放入坛子里，盖好，防止耗子、猫儿、狗儿偷嘴。

过了几天，看肉色开始转暗了，再拿出来，用铁丝或绳子

拴好。 挂在屋外晾晒，然后挂在厨房用柴火熏，这是俗称

的熏腊肉。“ 烟熏肉炒大蒜，香辣鲜美，脆爽可口，一家人

围在一起，夹块烟熏肉，然后喝杯小酒，唠嗑家常，让人感

到浓浓的亲情和年味。 ”

1

月

21

日下午，记者来到上饶市的步行街某超市探

访，看到超市中间摊位区，摆放着大量腊肉、香肠，散装腊

肉、香肠标价每斤

36.8

元，用真空袋包装好的每斤标价

48.8

元，有少数市民正在选购。“ 自腊八节后，超市的腊肉

和香肠， 销量上升。 自制香肠腊肉的人群以中老年人为

主，而买现成的人群以年轻人为主。 ”导购员缪小妹说。

“ 以前都是自己做腊肉，现在想吃就来买点，方便得很！”一

位市民边选购边说。

随着天气逐渐变暖， 上饶市的许多服装店冬装开始清

仓，春装已经上市。价格优惠的冬装，购买者众多；价格坚挺

的春装，购买者寥寥。

1

月

25

日，记者在万达广场一服装店，看到该店门的玻璃

上贴着换季打折，全场冬装

5

折的通告，购买冬装的顾客比比

皆是。“ 自

1

月

15

日开始换季清仓，所有冬装一律

5

折，因为物

美价廉，吸引了许多市民前来购买。”导购员徐雪晶介绍说。“ 在

前半月，当时看中一款原价

1899

元的羽绒服，折后需要

1468

元，觉得贵了，没舍得买。今天花费

900

多元，便买到了，挺高兴

的。 ”市民史金凤边结账边开心地说。 记者看到，该店的一边挂

着刚上市的春装，问津的顾客寥寥。“ 店里的春装已上市

5

天

了，由于天气还比较冷，加之没有采取打折等促销措施，所以购

买的顾客少之又少。 ”徐雪晶说。

走在上饶市的步行街， 发现每个服装店的显眼位置均

贴着各种各样的促销通告：换季出清，精选商品

3

折；冬装

两件

6.8

折， 部分款

5

折……购买冬装的顾客三五成群。

“ 自打出换季清仓，打折促销的广告后，店里冬装的销售量

比没有大幅度做活动前翻番。”海澜之家服装店的店长陈五

仙介绍说。“ 前十几天来逛步行街，看到许多冬装，虽然很漂

亮，自己试穿后也很合身，但是觉得价格太贵了，所以忍一

忍没买， 今天一口气买了两件品牌的羽绒服， 总共只花了

1100

元，挺划算的，留着来年的冬天穿。 ”一位手上提着大

包小包的市民开心地说。

春节将至，疫情防控

形势严峻。如何度过一个安全、

健康、快乐的春节？ 为避免扎堆聚集，

很多市民提前选购春节所需，年货市场提前

升温。

1

月

24

日上午，经过扫码、测温、戴口罩，记者进

入上饶市八角塘菜市场， 只见市场内经营秩序井然有

序，各个摊位货品准备充足。菜场的管理人员邱乐高告诉记

者，针对即将到来的春节，为了保证产品供应多样性，让市民

吃上放心肉和放心菜，他们从源头和生产厂家采购了大量货源

作为储备。 在物价方面则严格按照政府部门的要求，保持稳定，

让百姓吃上平价菜。 邱乐高说“ 市场内所有柜台每天要对设备消

杀

2

至

3

次，柜台员工操作都严格按照防疫标准流程进行，如佩戴

口罩和手套等；顾客进入需扫码、测温、戴口罩，否则不允许进入。 ”

随后记者来到上饶市步行街附近的一家大超市，只见超市门口

设着一张办公桌，桌上放着备用口罩，两位工作人员时刻提醒每个

进入超市的顾客严格落实防控要求。 超市里人头攒动，记者在卖肉

专柜看到，来这里购买肉的市民，都首选鲜肉。 一位负责销售牛羊

肉的导购员温茶香说，现在卖的肉制品都是经过严格检疫的，往

年这个时候正是羊肉片、肥牛片等销售旺季，今年不畅销，但鲜

肉畅销。 一下子购买了

20

斤新鲜牛羊肉的林丽芳说，一次多

买点肉，能吃到春节最好，吃不到春节，也可以少跑几趟超

市。 记者在该超市的活鱼区看到，鱼缸内鲫鱼、鳙鱼、草

鱼等都在游动，数量充足。“ 从元旦开始，不少市民

来买活鱼，回家冷冻，待过年吃。 ”负责宰杀活鱼

的工作人员温模利说。 冰柜上冷鲜的鱼虾

等冰冻的海产品，购买的市民不多。

“ 市民到这里购买海鲜产

品 ， 活鱼活虾

等鲜活产品较受欢

迎。 ”温模利说。

1

月

25

日， 记者在广信区的乐卖

特超市看到，摆放糖果和坚果的区域货品丰

富，围了好多市民，他们有的询问价格，有的仔细

挑选。“ 水果类的都是一个价，随便选随便装。 ”负责

糖果销售的导购员陈伟红向顾客介绍。 两位顾客仔细挑

选后，将选中的糖果装入购物袋里。 据陈伟红介绍，春节快

到了，最近几天前来采购糖果的市民增多了，生意比较好。 在

干果区记者看到，葡萄干、巴旦木、开心果、腰果和各类瓜子应

有尽有，前来选购的顾客一拨又一拨。“ 这些货品都是近几天调

过来的，色泽、口感、质量都没的说。 我们供应的干果有数十种，货

源充足。 ”导购员揭利群说。

在上饶市信江中路几个专卖对联、“ 福”字、窗花、灯笼、中国结

等春节用品的店，记者看到喜庆的“ 中国红”让商铺充满年味。“ 老

板，这春联多少钱？ ”一对老夫妇仔细挑选着，最后被一幅红底金黄

色的印刷春联所吸引。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老人花

6

元买到了中意

的春联。“ 这个多少钱？ ”一位顾客指着一个中国结询问。 正在忙

碌的店主郭秋英介绍说，中国结分大、中、小款，有的带灯，有的

不带灯， 价格各不相同， 有

45

元的， 还有

60

元到

80

元的。

一些顾客在选购了春联后， 又买了带有剪纸图案的“ 福”

字， 还有市民对各式各样的灯笼比较感兴趣， 向店主咨

询。 几位店主不谋而合地告诉记者， 为了满足市民需

求， 近期他们配备了一些新品 。 最近几天 ， 前

来选购的顾客逐渐增多 。 一些市民之所以提

前采购， 主要是考虑到临近春节年货用

品可能会涨价 ， 现在选购价格比

较优惠 ， 选择的空间也比

较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