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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成都商报本周三报道成都历
史最悠久幼儿园之一的玉泉幼儿园为
70周年校庆征集老照片老物件、寻找
老校友翌日，就有一位八旬的老保育
员韩婆婆主动和校方取得了联系。“我
就是喜欢娃娃，喜欢在幼儿园工作。”
昨日再次来到玉泉幼儿园，看着操场
上欢闹嬉戏的娃娃们，慈祥的韩婆婆
眼睛笑眯成了一条缝。

韩婆婆的一家四代都与玉泉幼儿
园结缘：她本人 1962 年入园工作、直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退休，在玉泉幼儿
园工作了三十多年；而她的三个儿女、
两个孙辈都在这里入托，如今已经长
大成人；而今年9月，她的第四辈“末
末儿”也即将入园。“我在这里带了可
能有一万个娃娃，我自己的儿孙辈也
都在这里入托。所以今年9 月校庆活
动，我肯定要来。希望当年的学生还能
记得我这个老保育员……”

从当年扎着马尾辫的大姑娘到如
今的耄耋老人，韩婆婆的青春岁月都
贡献给了玉泉幼儿园。由于当年玉泉
幼儿园属于全托幼儿园，因此照顾幼
儿饮食起居的保育员工作十分重要。

“从早上开始，喊娃娃起床，帮他们洗
脸漱口梳头，到晚上带他们睡觉，娃娃
上上下下的事都要经由。”韩婆婆尤其
注意卫生，每次吃饭前，她都要喊娃娃
们排队洗手。昨天韩婆婆来到幼儿园，
看着当年那些老照片，想起了很多往
事。“家长们常年在外工作，就牵挂娃
娃在幼儿园吃得好不好、睡得香不香。
我们的责任就十分重大。”

除了韩婆婆，这两天还有不少老
教师和老校友找到玉泉幼儿园，大家
约好今年9 月回母校相聚。成都商报
记者 胡敏娟 摄影 王效

62岁阿姨地下通道“卖艺”

老照片里的“儿童”们 你在哪里？追踪

八旬老保育员找上门
一家四代都和玉泉幼儿园结缘

川南菜统称泸菜川南菜统称泸菜？？
自贡内江宜宾观点：
川菜不是这样分的

25日，在内江举行的一个美食文化论坛上，自贡市餐饮美食协会会长刘
明权对“泸菜是川菜三大流派之一，是川南菜的统称”的说法提出不同看法。
他认为，川南地区的自贡、内江、泸州和宜宾的地域菜同属川菜三大流派之一
的小河帮川菜。对此，泸菜方面称“有据可查”；相关餐饮界人士则认为“提法
不准确”“不科学”。

今年春节，刘明权在百度百科
中看到关于“泸菜”的词条介绍，其
中将川菜划分为渝菜、泸菜、蓉菜
三大流派，泸菜是乐山、内江、自
贡、泸州、宜宾等地域菜的统称。

百度百科的“泸菜”词条介绍
中称，川菜体系三大主流地方风味
流派包括川西上河帮风味，以成都
川菜为代表的蓉菜；川东大河帮风
味（亦称下河帮风味），以重庆川菜

为典范的渝菜；川南小河帮风味以
泸州川菜为特色的泸菜，泸菜是川
菜三大主流地方风味流派之一，有
小泸菜和大泸菜之分。

该词条特别提出，小泸菜狭
义上言之，泸州川菜的定名称法，
即泸州川菜简称泸菜。大泸菜，广
义上言之，川南古泸水流域川菜
即川南菜或川南川菜的统称，尤
其以乐山嘉阳河帮菜、泸州泸阳

菜，自贡盐帮菜，内江糖帮菜、大
千菜，宜宾三江菜为典型代表；以
城市而论，川南地区的乐山、内
江、自贡、泸州、宜宾等地域菜品，
皆属泸菜范畴。

成都商报记者发现，“泸菜”被
百度百科收录，其主要内容来源和
相关参考资料为知网、中国食品
报、泸州在线、西部旅游等媒体和
网络平台。

一种说法/百度词条“泸菜”：川菜三大流派之一 川南菜的统称

不同观点/川南菜不是泸菜的“儿子”同属川菜小河帮

25日，在内江举行的美食文化
论坛上，刘明权对“泸菜是川菜三
大流派之一，是川南菜的统称”的
说法不予认同。“泸菜的这种说法
完全是一种谬论，翻书翻不出，历
史又没有记载。”刘明权说，按泸菜
的说法，川南地区的自贡盐帮菜以
及内江菜、宜宾菜等地域菜品都成
了泸菜的“儿子”。对此，他表示不
认可。“我们都是手艺人，也是川菜
的传承人，必须要正本清源。”

刘明权是自贡市餐饮美食协
会会长，也是四川省饭店餐饮娱乐
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烹饪大师和
川菜烹饪大师。在他看来，按餐饮
界公认的观点，川菜应划分为上河

帮、下河帮和小河帮三大流派。其
中，以成都为中心、包括乐山在内
的川西地区为上河帮；以重庆为中
心包括川东地区为下河帮；以自贡
盐帮菜、内江糖帮菜、泸州河鲜菜、
宜宾三江菜共同为特色的川南地
区为小河帮川菜。因此，川南各市
地域菜品应处于相互并列且相互
融合的地位，并非皆属于泸菜范
畴。

“这可能与泸州当地收集整理
的资料有关，但这样划分并不科
学，也不符合川菜发展史实。”刘明
权认为，泸菜把川南各市地域菜纳
入其中，会直接误导他人对其它各
市地域菜起源和发展的认识，在行

业内引起误解。对此，他还表示，自
贡市餐饮美食协会已向当地主管
部门汇报相关情况，并正进一步收
集相关资料，拟向百度百科发函，
要求修改相关提法。

刘明权的观点也得到了与内
江、宜宾餐饮界人士的认可。内江
市餐饮烹饪协会会长李光前表示，
他也不认可百度百科词条“泸菜”
中“泸菜是川菜三大流派之一，是
川南菜的统称”的说法。宜宾市餐
饮商会会长华世强称，每个地方的
地方菜别具特色，属于同等地位。
因此，宜宾三江菜肯定不属于泸菜
范畴，“泸菜”介绍中的提法有误。

几种声音/ 泸菜回应“有据可查”另有业内人士称“提法不准确”

对于自贡等地对于百度百科
“泸菜”词条提法的质疑，泸州市餐
饮美食协会会长张丰贵表示，百度
百科上的“泸菜”是泸州餐饮人提
出来的，其提法准确无误，得到了
泸州市餐饮美食协会的认可。

张丰贵称，泸菜菜系在几百年
前就已经形成了，属于小河帮，区
别于渝菜和蓉菜，并与二者共同成
为川菜的三大分支菜系。“泸菜的
起源和发展都是有历史依据和资
料为证的，广义的泸菜是川南古泸
水流域内川菜的统称。”对于自
贡、内江、宜宾等市餐饮行业提出

的异议，张丰贵认为，没有修改的
必要。

四川省饭店与餐饮娱乐行业
协会会长何涛则介绍，他所知道和
认同的川菜划分是上河帮、小河
帮、下河帮三大派系。何涛分析认
为，所谓蓉菜、泸菜、渝菜，是将上
河帮、小河帮、下河帮换了个说法，
用地域名称去代替。“小河帮的核
心在泸州，（这种）提法不准确。“何
涛坦言，自贡是盐都，它的发展与
盐业息息相关，自贡菜很有底蕴，
比如水煮牛肉等很多菜品，都是川
菜的代表菜品。所以，不应该用泸

菜来涵盖其它地域菜。不管如何定
义，地方菜能否形成影响力，最终
还是要看各自的企业能否得到市
场的认可。

对于“内江、自贡、泸州、宜宾
等地域菜品皆属泸菜范畴”的提
法，四川旅游学院烹饪学院院长周
世中称“提法不对，也不科学”。周世
中认为，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先有
内江、宜宾地区，后有自贡、泸州地
区；从地方菜来说，泸州可以提地方
菜“泸菜”，但不能提泸州菜系，因为
要提“菜系”是有讲究的。

成都商报记者 袁伟 姚永忠

一曲萨克斯演奏的一曲萨克斯演奏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月亮代表我的心》》引来引来2424万人点击万人点击

悦人悦己悦人悦己
李阿姨每周都会有四天的时间在

通道演奏，周二、周四、周五的上午10
点到下午 1 点，周日的下午 1 点到 4
点，她都会准时出现在那里。25 日上
午，正好是李阿姨的演奏时间，提前半
小时，她就赶到了现场，调试好音响，
她擅长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悠然响起
……

“到我的时间，我就来，完了后就
会有其他的人来接上，从来不会发生
冲突。”李阿姨说，“如果哪天来不了，
后面的人就会自然地顶上。”两年前，
李阿姨的老师阿朱组建了一个微信
群，群里共有 17 个成员，基本都是来
自全国各地的在成都的街头艺人。群
里的人会亲切称呼李阿姨一句“李
妈”。熟络的一群人，自发地排出了各
自的时间，一个接一个地出现。

每天上午10点开始，通道内都会
准时响起音乐，吉他弹唱、葫芦丝表演、
萨克斯演奏、口琴演绎……像一场场风
格各异的“音乐会”。至今，已有两年，甚
至成了那里的一道风景。“萨克斯大妈”
也出了名，过往的不少市民还会拉着李
阿姨拍照留影，其中还有不少的老外。

“现在每天都很充实，你看我的气
色是不是不像 60 多岁的人？”李阿姨
笑着说。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
记者 陶轲

在一家网络视频平台上，李
阿姨一曲《月亮代表我的心》俘
获了众多网友的心。在这段时长
3 分钟的视频中，李阿姨穿着红
色的短袖 T 恤黑色长裤，戴着金
色边框的眼镜，站在地下通道的
一侧，跟随着音乐的伴奏，专注
地地开始了自己的演奏。李阿姨
介绍，这段视频的拍摄时间其实
是去年夏天，视频拍摄者是自己
的萨克斯老师阿朱。目前，视频
在该平台的点击播放量已有 24.7
万，共收到了1.3万个点赞。

事实上，两年前，李阿姨才开
始正式接触萨克斯。当时，退休在
家的她报了一个老年大学学习班，
学习唱歌和葫芦丝，在葫芦丝的最
后一节课上，老师带来的一把萨克
斯一下吸引了她。“声音一（响）起
就很惊讶，就决定要去学这个。”当
即，李阿姨就托上课老师给自己购

买了一把萨克斯，价值5000多元。
不过，当时老师并没有真正教授她
如何演奏。

后来，一次外出办事回家的途
中，在途经人南立交时，一段萨克
斯的演奏声再一次吸引了李阿姨。
已经上车的她，又折返回了立交桥
下。当时，一个小伙子正在给一个
中学生指导演奏技巧。李阿姨凑了
上去，“我能不能跟着你学一下？”，

“你现在好多岁了，是不是真的喜
欢？”小伙子反问。“喜欢！乐器都已
经买好了。”李阿姨回答得很干脆，
并询问起学费。“100元一节课，可
以 一 次 性 交 5 节 课 的 ，也 可 以
……”还没等对方回答完，李阿姨
又快速接了话，“我交5节课的。”

就这样，李阿姨开始了她的
萨克斯学习，这位小伙子正是如
今与他一同在地下通道卖艺的老
师阿朱。

李阿姨是四川机械设计院的
退休职工，7年前从岗位下来后，随
着老伴儿的离世，女儿出嫁，李阿
姨只能独自在家生活。“退下来一
个人在家确实也很无聊，就想找点
事做，后来就去了老年大学，再后
来学习了萨克斯。”李阿姨介绍，刚
刚学习萨克斯那会儿，心思全在这
上面，白天有课时就跟着阿朱老师
上课，晚上就在家背曲谱。即便到
如今，每天都会错开邻居的休息时
间在家吹上几曲。两年来，家里的
电视机也几乎没有开过。

《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李阿姨
学会的第一支曲子，也是她如今演
奏最多最喜爱的一支。“我觉得自
己还是多能干的，60 岁才开始学，
完全是零基础，但基本上一个多月
的时间就能演奏出完整曲子了。”
李阿姨介绍，到如今她已经能熟练
地吹奏出30余支曲目，还不时能接

到商演的邀请函。
刚刚学会曲子不久，本身就是

边卖艺边收徒的阿朱老师，就将李
阿姨带到了省体育馆附近的地下
通道内现场演奏。“在家里吹奏和
在外边公共场合当着来往的人流
吹是不一样的，当着别人吹的确对
自己提升很快。”李阿姨说，但当
初，刚刚去演奏时，还很长一段时
间“拉不下脸”。

“我的原单位也算是一个科研
单位，而且就在附近，常常会有一
些单位老同事路过，最怕被看见。”
李阿姨说，“人家还以为你咋了，有
退休工资，生活水平也还不错，女
儿的工作也很好，的确不好意思，
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不过，现在李阿姨已经完全不
在乎这些了。“愉悦别人，自己也高
兴，有啥不好呢，才不管别人咋看
呢。”

吉他弹唱、葫
芦丝表演、萨克斯
演 奏 、口 琴 演 绎
……最近两年来，
省体育馆附近的地
下通道内，每天都
会有不同的“音乐
会”上演，一群来自
各地的街头艺人自
发地排好时间和顺
序，在这里玩着一
场场“音乐接力”。
62岁的成都退休大
妈李李两年前加入
了这个行列，当时，
她还是一个萨克斯
零基础学员，如今
已能自如地站在了
人流中独奏。

最近，李阿姨
在地下通道内的一
段《月亮代表我的
心》独奏视频获得
了众多网友的称
赞。在一家网络视
频平台上，这段3分
钟的演奏视频获得
了24.7万的点击播
放量，共收到1.3万
个点赞。而与其他
的街头艺人不一
样，李阿姨的街头
卖艺并不是为了
钱，而是纯粹的喜
欢这门乐器，“既能
带给别人快乐，也
能让自己快乐。”

1
3分钟吹奏视频
24万人点击，万余人点赞 2

最爱《月亮代表我的心》
“卖艺”之初，最怕遇见老同事

3

“卖艺”团队
每天都有“音乐会”上演

冷吃兔是小河帮菜的特色菜之一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