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 向往乡村自然风光和传

统 年 味 的 人 们 纷 纷 前 往 上 饶

4A

景

区———望仙峡谷小镇， 体验不一样的节

日感受。 除了传统戏剧、现场杂技、糖葫

芦、捏面人、糖画、灯笼、风车、棉花糖，赣

味十足的小吃，还有套圈、射箭、投壶、新

春趴，祥狮献瑞、财神送福等各种好玩的

民俗游戏，带来了最具赣味的新年，最有

年味的风景，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

记者 蒋学华 摄

2

月

21

日，上饶市万达广场一个包包专卖店，顾客众多，生

意兴隆。“随着天气转暖，来店里买包的顾客很多，多数是年轻女

性，希望买个心仪的包包在春天的美丽时光里，背着外出看看风

景。 ”导购员郑有桔介绍说。

记者 蒋学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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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尝尝，这是我们自己做的灰煎粿，吃了消食的。 ”

2

月

22

日，记者在上饶高铁经济试验区的石狮乡陈家村民王花妃家，吃

到了香喷喷的灰煎粿。

“ 灰煎粿是我们村里的传统美食，可以煮着吃，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加白糖一起吃。 记得以前，因为生活贫困，村民在平时都

舍不得制作灰煎粿，只在每年的春节和中元节的时候，家家户户

才制作灰煎粿，用来招待客人，祭祀祖先。 以前吃灰煎粿算是奢

侈的，平时偶尔制作，也是省着吃，和着丝瓜和白菜吃。为防孩子

们偷吃，往往把灰煎粿悬挂起来，让孩子们够不着。 现在大家的

生活条件好了，物质丰富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吃灰煎粿随时

制作，大可敞开肚子吃。 不过，似乎再也吃不出小时候的那种味

道了，感觉味道越来越淡了。所以现在我们只是在过节的时候尝

下，就是象征性的过节吧！ ”王花妃说。

王花妃告诉记者，灰煎粿是把大米、糯米掺合起来，磨成浆，

经沉淀后用草木灰过滤，再放入饭甑里蒸熟而成的一种食物，吃

在嘴里有些淡淡的草灰味。制作的具体步骤是：首先将大米和糯

米按比例掺和好并浸泡； 其次将浸好的大米和糯米的混合物磨

制成浆；再次待磨好的浆沉淀后用草木灰过滤；最后把过滤好的

浆放入饭甑里去蒸直至蒸熟即可。

对上饶灰煎粿的起源，已难以考证。 据今年

78

岁的王花妃

老人介绍，自她懂事起，她家每年春节的时候都要制作灰煎粿，

另外，中元之日，是传统的秋收之时，也要蒸制灰煎粿，用来祭

祀、缅怀先人，也是自我激励的仪式与方法。“ 其实，发展到今天，

灰煎粿早已成为上饶人一种日常食品，想吃随时有的吃，是幸福

指数高的体现。 ”王花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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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婶、大舅、六姑、三姨等亲戚长辈

们，我在抖音里给您们拜年了！ ”……

这个牛年春节，为防控疫情，市民或

是就地过年， 或是尽量减少聚集宅在家中

陪伴家人，过了一个节省又环保的春节。 于

是乎，抖音拜年，微信语音拜年、视频拜年、

制作表情包、 发电子红包等新颖的拜年方

式蔚然成风。 这种“ 隔屏拜年送祝福的云拜

年”方式，虽隔千山万水却不“ 隔爱”！

“ 恭祝爸妈牛年吉祥，平安健康。 ”农

历正月初二上午

8

时，在温州就地过年的

蒋灵海夫妻俩用手机视频给父母拜年，露

着灿烂的笑容，“ 今年春节，响应号召就地

过年，唯有用视频向二老拜年问好。”从视

频中看到儿子儿媳，广信区煌固镇丁宅村

的蒋大江非常高兴：“ 今年情况特殊，你们

不能回家当面向长辈拜年，能够理解。 就

地过年就是为防控疫情作贡献。 ”

蒋灵海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和妻子就

地过年，可以节省几万元的花销。 留在温

州过年，获得当地政府的红包，又有企业

赠送的年货， 没有了往年的路途奔波，减

少了走亲访友、聚会应酬，过了一个最省

钱的春节。 按照以往的习俗，初二是去爷

爷奶奶和自己父母家拜年的日子，初三则

是上丈母娘家拜年，初四到舅舅、姑姑、大

姨家拜年。 拜年时，给长辈数额不等的红

包，加上喝喜酒、聚会应酬等，一个春节下

来，要花费几万元。“ 一年忙到头，难得在

春节的时候可以好好坐在一起聊聊天，不

见面有点遗憾，但现在健康安全最重要。”

蒋灵海说，作为普通市民，在防控疫情中，

能做的就是就地过年和不参加聚会，并做

网络拜年的践行者。

和蒋灵海一样，煌固镇丁宅村的村民

蒋秀兵，也选择在大年初三打电话向丈母

娘拜年。“ 今年流行‘ 云拜年’，亲人们在微

信群里互发红包，互相祝福，等疫情完全

消失了再相聚。 ”蒋秀兵说，“ 相比以往的

传统拜年，今年我们兄弟姐妹都将现场拜

年的环节统统放到线上进行， 既环保，也

不失情谊。 ”

自大年三十晚开始，蒋秀兵的妈妈蒋

金花的手机总是响个不停，不断收到数额

不等的红包、富含新意的新年祝语、家中

小辈各种各样的拜年表情包等信息。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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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蒋金花，由于她的亲戚多，故往

年春节期间，不少小辈们都会来她的家里

拜年。在春节前听到村里的流动小喇叭宣

传疫情的形势后， 蒋金花挨个给女婿、外

甥等亲戚打电话：“ 村里的喇叭都讲了，防

控疫情时刻不能放松，今年你们都别来拜

年了，在各自家里好好待着。 ”“ 我这个老

太婆，也为防控疫情出点力。不过，从手机

收到的红包和祝福语，也可看出我的晚辈

们还是有孝心的。 ”蒋金花笑着说，

“ 村支委班子在春节前依旧挨家挨户

上门宣传， 劝导村民春节期间尽量减少聚

集，同时打电话给每个在外务工的村民，号

召尽量就地过年， 于是乎， 村里的微信视

频、电话拜年便蔚然成风，既节省，又为疫

情防控出力。 ”丁宅村支部书记蒋学仁说。

春天是放风筝的季节，每当遇到风和

日丽的好天气，风筝爱好者就会纷纷走出

家门，到公园或广场上放风筝。

2

月

20

日下午，上饶槠溪湿地公园，

游玩的市民三个一群五个一伙，有的拽着

线正准备让风筝起飞，有的已经把风筝放

上天了， 抬头仰望蓝天欣赏着自己的杰

作，只见蓝蓝的天空，几十个五颜六色的

风筝在天空盘旋着、 飞舞着， 有老鹰、企

鹅、飞机、火箭、蝴蝶等， 让人眼花缭乱。

“ 趁还没有开学，带着孩子出来放风筝。 ”

一位家长告诉记者。

当天下午，记者在上饶市民公园也看

到许多市民带着孩子在放风筝。一个个风

筝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 有的像小鸟，

有的像蜜蜂，有的像蜻蜓，有的像金鱼，有

的像飞机。“ 我女儿最喜欢放风筝了，今天

天气好，就约了朋友带上自己的小孩一起

来放风筝。”市民李雪说，她几乎每年春天

都带孩子到市民公园放风筝，“ 陪女儿放

风筝，自己都感觉回到了小时候。 ”

在上饶市逸夫小学的大门口附近，一

个文具店的门口旁摆放着颜色各异、形状

不同的风筝。“ 这个老鹰形状的风筝卖

10

元，那个三角形配有奥特曼图案的风筝卖

12

元。 这几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店里

的风筝销量很好，一天要卖出几十个。 每

年一到春暖花开的时候，风筝的销量便上

升。 ”店主郑有桔说。

“ 这个风筝多少钱？ ”“ 这个线能放多

高啊？”在上饶市步行街一玩具店，前来询

问的市民络绎不绝。 记者看到，店里摆放

的全是尼龙布质风筝，样式各异，除了老

鹰、蝙蝠、燕子等传统风筝形状外，更多的

是卡通图案风筝，如愤怒的小鸟、喜羊羊

与灰太狼、机器猫、白雪公主等等。“ 今年

的价格和去年差不多，大小不同的布质风

筝价格也不一样，一般都是

10

元到

30

元

不等，也有更大的卖四五十元，甚至近百

元，但买的人不多，比较热销的还是十几

元的。”导购员缪丽华说，现在纸做的风筝

很难找到， 一般是防水布风筝因其材质

轻、放飞平稳，且价格不高，可拆装携带方

便等优点受到顾客的喜爱。“ 很多都是小

孩子要玩的， 所以卡通图案的卖得比较

好，男孩子买愤怒的小鸟，女孩子则比较

喜欢喜羊羊。”缪丽华介绍说。正在给儿子

挑选风筝的市民徐清平说：“ 一般买回去

也就玩个几次，买个便宜点的过过瘾就好

了。 ”

据悉，关于风筝的起源，大体有三种

传说，一是斗笠、二是帆船、三是飞鸟，但

就风筝的起源于中国的结论，则是目前世

界一致公认的。

春天里放风筝，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

给生活带来无穷乐趣， 是一项老少皆宜的

户外活动， 但前提是确保安全， 不发生意

外。 在准备放风筝时一定要选择空旷的场

地，在放风筝的过程中要远离建筑物、树木

和高压电线。 同时要避免风筝线碰到附近

的行人和车辆。 如发现风筝挂住无法取下

时，要割断风筝线避免伤人。 儿童放风筝时

要有大人监护，以免意外事件发生。

新闻链接：

放风筝的技巧

放风筝前要先知道风的方向和速度

强弱，如果附近有旗帜或炊烟，看它飘浮

的方向就能知道。 否则，拾起枯草或一些

小纸片向空中抛去，也可以测出风的正确

方向。

在风力足够的时候，放风筝可以不必

请人帮忙，自己拿风筝的提线，逆风向前

边跑边看， 还要注意风筝飞升的状况，直

到感觉风筝向上爬升时，可停下来，慢慢

放线。

当风力不继时，快速向后收线，给予

人工的加风； 如感觉风筝线有拉力时，就

要把握时机放线； 若风筝有下降的趋势，

有时尚需迅速收回一部分风筝线，直到风

筝能在天空挺住不坠。

放风筝时最好有助手帮忙，将风筝线

拉长约

10

米，面向逆风，双手拇指和食指

轻扶着风筝后面的骨架 （比较容易脱离），

拿正不动，施放者待阵风一来，将风筝轻拉

脱离助手之手，边跑边放线，直到风筝升起

至相当高度时，前后轻抖，使风筝稳定。

有情不论远近

线上拜年亦是团圆

本报记者 蒋学华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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