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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连续几天来，琼州
海峡受到大雾的影响，海南海口的秀
英港、新海港、南港三个港口多次出
现短暂停航，导致大量从海南岛出岛
的车辆和旅客滞留。

受此影响，海口前往成都的机
票价格也大幅上涨，成都商报记者
通过去哪儿、飞猪等平台查询了解
到：2 月 21 日海口到成都的机票已
售罄；2月22日只有中转航线，从海
口美兰机场起飞，在西宁中转，耗时
8 小时 25 分到达成都双流机场，票
价约 11000 元；2 月 23 日～24 日，海
口到成都仅剩少量商务舱机票，票
面价格为 7800 元左右；2 月 25 日后
机票价格小幅下降，但与淡季时打

折票价相比，仍然高出不少。直到 3
月2 日，才有经济舱机票可售，可见
受大雾影响，海口到成都机票吃紧。

就此，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了部
分航空公司，多家航空公司表示，具
体票价以官网实时价格为准，并不
会在此时上调票面价格。海航相关
负责人表示，海南航空机票价格制
定在民航局规定范围内参照市场需
求及竞争情况，并根据市场淡旺变
化调整价格。今年春运机票价格基
本与去年同期持平，机票价格受市
场情况波动影响有高有低。对于时
间充裕的旅客，可避开客流高峰期
选择低价折扣票成行。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红星新闻：《舌尖上的中国·第
三季》拍的是美食，实际上传递的
是一种价值观，您更多想通过纪录
片传递什么样的价值观？

刘鸿彦：简单说就是“君子爱
食、食之有道”，这是我们这部片子
想要表达的核心。也包括像我们海

报上的宣传语“品味中国、品尝人
生”是一样的。

红星新闻：您最希望观众从《舌
尖上的中国·第三季》里获得什么？

刘鸿彦：观众会获得对于美食
的一种满足感，会被食物背后的人
物故事所触动，同时也会有对于民

族传统文化的感叹。希望观众能有
兴趣更多地了解传统文化。

其实在食物背后，我们想更多
地去探寻文化性的东西。把文化吃
到肚子里，这是真正的“咬文嚼字”。
在发现食物之外，更多地去探寻美
味背后更深层次的历史渊源，或文

化元素。我们想在前两季优秀的基
础之上，更多地增加一些文化色彩。

期待除了勾起观众的食欲之
外，勾起他们的乡愁，勾起他们想去
翻开书本，想去了解这个食物背后
关于民族、国家更多东西的欲望。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张炎良

对话《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
总导演刘鸿彦：

把文化“吃”到肚子里

“我从小的梦想是做一名厨师，
把美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
尝到川菜‘巴适’的味道。”兰明路介
绍，他14岁就开始步入厨师这行，经
三十个春秋的实践和艰苦磨练，又经
多位著名大师亲自教导，他现在不仅
精通川粤菜系，还旁通面塑和苏、鲁、
湘等菜系。

1998 年，兰明路放弃了国外丰
厚的薪金和良好的发展机会毅然回
国，回到家乡四川，跟随川菜泰斗史
正良大师苦心钻研川菜，两人在一起
时俨然如父子般亲密默契。史正良生
前经常表扬兰明路，称其聪明、勤恳、
人品正、厨艺基础扎实、有相当的厨

房管理经验，不仅有厨艺的天赋，最
重要的是兰明路一心想把川菜手艺
学好，把传统的东西继承下来。

“其实，川菜不只是麻辣，麻辣味
型在川菜中所占的比例最多30%，只
是其他很多味型大家印象都不深刻，
我很想和同行一起，改变大家的这些
印象，让传统川菜的其他味型菜肴能
够被人们熟知。”兰明路说。

兰明路作为川菜领军人物，对川
菜的改良一点一滴极下功夫。他表示，
这既要有对传统川菜的继承，又要结
合现代饮食文化和烹饪发展趋势，以
达到新川菜的健康、营养、精致，既能

“下里巴人”，又能“阳春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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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美食
再夺眼球

节目中，采访了该店的老板周大
姐，最近她刚刚将铺子交给女儿张爱
佳和女婿代克勤打理。不过，该店创
始人“八婆”并非周大姐，而是她的老
公张永贵。

张永贵生于1961年，快57岁了。
为何叫“八婆”？张永贵告诉成都商报
记者，他在家排行老八，上有六个姐
姐和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因当
时生活艰苦，父母为能顺利带大子
女，哥哥被叫做“七婆”，而他被叫做

“八婆”。
据张永贵介绍，年轻时他在当地

盐厂打工，每个月能挣60元，但要养
家糊口，生活捉襟见肘。于是，他回家
开了豆花饭店，专门卖豆花、肥肠、炖
蹄花，只卖早上和中午。“每天下午闲

着没事干。”张永贵说，那时镇上有路
边摊麻辣烫，只有一个锅，卖香肠、牛
肉、郡肝等几样荤菜串串，烫好了就
带走吃。

那一年，张永贵27岁。张永贵说，
当时他觉得路边摊不方便，就想在自
己店里做麻辣烫，让客人坐着吃。从
一张桌子到三张桌子，从最初几个荤
菜到 10 多个荤素菜品，荤素全部 1
角。在张永贵的记忆中，当时卖麻辣
烫利润有70%，最多的一天能卖6000
多元。不过，张永贵也记不清到底哪
一年给店子挂的招牌，因为大家都叫
他“八婆”，干脆就给店子起名牛华八
婆麻辣烫。张永贵说，不少人见他在
店子里开麻辣烫生意不错，便纷纷效
仿，“牛华麻辣烫”也渐渐声名远扬。

麻辣烫
牛华八婆

创始人“八婆”
竟是一位大叔

荤素一世界，麻辣两味道。2月20日晚，《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播出了
第二集，麻辣烫作为川菜的代表亮相，引发了很多“吃货”的关注。这家麻辣烫
店，即为牛华八婆麻辣烫，不过没想到的是，创始人“八婆”，竟是一名年近六
旬的大叔。21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奔赴位于乐山的牛华八婆麻辣烫，大堂
里的电视正播放着《舌尖上的中国》，10多位工人正忙着切菜、串菜，大批慕
名而来的游客在打听何时可以开饭。

时间很快，一晃30年过去了，张
永贵开在牛华镇上的店子位置未曾
改变，味道却在不断改进。谈起麻辣
烫的“秘诀”，张永贵说，菜品、底料、
蘸水，每个环节都必须精益求精。首
先是选菜，都是自己和老伴亲自去菜
市场选购新鲜的菜品；其次是炒底
料，20多种调味料混合，火候一定要
把握好；三是蘸碟，都是统一调配保
证味道。

对于串麻辣烫的竹签，张永贵
说，都是当地就地取材而来，将新鲜

毛竹去皮刨成细条并精心打磨，晾晒
多日后，最终成为一根无色无味的健
康竹签。目前每个月差不多要卖四五
十万根，竹签并非一次性，否则将是
巨大浪费，但重复利用的竹签都会充
分洗净并蒸煮消毒。

“麻辣烫能够作为乐山美食和川
菜的代表走进‘舌尖 3’，我很高兴，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爱上八婆麻辣
烫。”张永贵说，店子做大了，但味道
一定不会变，这就是他的初心。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为啥叫“八婆”？背后有段往事美食故事美食故事//

蘸碟统一调配，竹签就地取材美食秘诀美食秘诀//

泡 菜
兰明路的

为节目破坏泡菜坛
他虽情愿但挺心痛

《舌尖上的中国·第
三季》第一集在CCTV正式
亮相开播，川菜大师兰明
路和他的泡菜，让各路“吃
货”惊叹不已。兰明路，中
国史派川菜传承人，有着
中国烹饪大师的名号，公
认的川菜新领军人物。兰
明路称，多年来，他在全国
各地收集了从清初到近
代近300个大大小小的泡
菜坛，而腌制泡菜的秘诀
除了选材等高要求外，最
重要的是“用心”。

师从川菜名师，致力改良川菜美食故事美食故事//

目前，《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第
一集已经在 CCTV 正式亮相开播，
第一集中，川菜大师兰明路和他的泡
菜，让“吃货”们惊叹不已。兰明路腌
制泡菜到底有什么秘诀？

兰明路介绍，多年来，他在全国各
地收集了从清初到近代的近300个大
大小小的泡菜坛，这些坛里都装着他精
心制作的泡菜。而选择泡菜坛子，兰明
路一定选老坛子，因为在他看来，老坛
子是陶土烧制，坛底无釉，便于接地气。

“老坛子体薄，透气和呼吸性都
很好，腌制出来的泡菜不仅脆，而且
香味、色泽都很好。”兰明路说，他腌
制泡菜，除了对坛子有要求，买菜选
材也很复杂，泡菜的材料，要应季的
嫩姜、豇豆、辣椒等蔬菜，坛水一定选
择井水、井盐制作，调料更是包括八
角、花椒、冰糖、白酒等，“腌制泡菜，

除了选材等高要求，最重要的是‘用
心’，心静、身净，用心，爱是最好的调
味料，这样才能腌制出好的泡菜。”

兰明路介绍，3个月以前，《舌尖上
的中国》摄制组找到他，前后历经13天
时间完成拍摄。为了拍摄他制作泡菜
的整个过程，摄像机要进入大坛里拍
他的手部动作，但坛口太小，所以只能
把坛子切掉一部分，这让兰明路很“心
痛”。不过，兰明路表示，为了让大家了
解川菜，他愿意把这些“宝贝”拿出来。

21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兰明
路时，他已回到遂宁射洪的老家陪家
人过年，而他20日下午才从北京回到
绵阳。从业30年，他只为家人煮过三
次年夜饭，而这也是他觉得最亏欠家
人的地方。“过年过节时，就是厨师最
忙的时候，因此陪家人的时间很少。”
兰明路说。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坛子、选材、水、盐都有讲究美食秘诀美食秘诀//

因为成都天冷，陈女士两岁的孩
子，去年 11 月就由爷爷奶奶带去了
海南。今年春节放假，陈女士从成都
自驾前往海南，“由于春节期间往返
的机票太贵，并且在海南的车也要开
回成都，于是就选择开车过去。”

2 月 19 日上午 10 点，陈女士和
家人踏上归途。她向成都商报记者回
忆，从棋子湾开车到海口，中午12点
到达时，港口附近已经有很多车在排
行了，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随后的经
历会如此煎熬。“我们吃了午饭，进入
排行队伍，因为车辆太多，先是反方
向排行了3个小时，才调头进入顺行
的队伍。”陈女士说，当时离港口只有
5.5公里，不过从19日下午6点开始
排行，直到20日中午12点才进港，过
了海，已经是下午5点了。

由于深陷等待进港的车流中，陈
女士和家人不得不在车上过夜。“我
们大人基本没睡，因为每隔一个小时
左右车就要移动一下，一会儿熄火一
会儿发动，小朋友也睡不好，饿了就
靠饼干充饥。”

交通部根据2018年春节前进岛
的车流增量预算，今年春节黄金周七
天，需要出岛的车辆将达到9万辆，共
40.8万旅客。而从18日晚上反复停航
起，海口三港口滞留旅客超过了4万
人、小车约1.5万辆，造成滨海大道、

丘海大道等路段全面堵塞。近期频现
的大雾，更是导致琼州海峡停航。就
在陈女士耗在路上的20日，准备通过
琼州海峡出岛的过海车辆滞留超1万
辆，周边多个路段拥堵严重。

好在针对车辆滞留情况，目前有
关部门已要求海口市多个部门抽调
更多人员加入志愿者队伍提供服务，
并且要求滞留路段沿街铺面和酒店
提供免费热水、上厕所，以及简单的
餐饮服务。

直到 21 日中午，成功出港的陈
女士一家还在返回成都的路上。“春
节长假就要结束了，但囧途还未结
束。”陈女士说。

据《海南日报》2月20日报道，为
确保让滞留旅客早日顺利过海，海南
省交通运输厅与海口市有关部门密
切配合，并主动向交通运输部珠江航
务管理局和广东省海峡办通报，协调
各方在船舶放空等方面给予大力协
助，确保琼州海峡运力充分调度、衔
接有序，让滞留旅客、车辆尽快平安
踏上归途。

一小时“爬行几百米”的经历，估
计会令自驾游者终身难忘，但很多游
客想说的是“海南路堵，心不堵。”这
背后是海南志愿者、爱心企业和市民
及相关方面及时为游客提供的食物
和医疗点。

海南：5.5公里车开了18小时
西昌：内急憋了整整8小时

人在囧途
21 日，回想起春节从西昌回成

都的经历，谭先生还无法平静。
本来打算大年初六回成都，为了

避开返程高峰，他选择提前一天走。但
20日当天还没上高速，他就傻眼了，

“上高速都花了一个小时，以为上了高
速就好了，哪知噩梦才刚刚开始。”

2月20日，雅西高速西昌到成都
方向已经进入了车流高峰，谭先生说，
上高速不久，一起交通事故就让他的
车两个小时原地不动，接着是开几十
米停十多分钟，沿途小事故不断，走走
停停，停停走走。更要命的是，早上出
发时喝的水开始有了反应，于是锁定
前方最近的服务区。但由于车流量太

大，那个服务区临时关闭，“只有往前
面继续开，不凑巧的是，连续经过了7
个服务区，都是这样的！”

“走前把酒店的两瓶矿泉水喝光
……哎！第七个小时开始，我似乎被
憋到了极限，脑海已经开始出现空白
……”谭先生专门发朋友圈，讲述自
己内急憋了8小时的尴尬遭遇。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雅西高速交
警”微博，在春节返程高峰期间，雅西
高速西昌至成都段，车流主要集中在
泸沽段、彝海段、拖乌山段。交警部门
也在实时更新道路情况，并建议返程
游客错峰出行，或经108国道绕行。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尽管今年春节期间成都天气不错，不过西昌、海南等地的阳光，还是吸引了
不少成都市民驱车前往。从2月19日开始，到海南度假的旅客进入返程高峰，
却因琼州海峡连日大雾，导致不少待渡车辆滞留在港区附近的道路上。“离港口
5.5公里的路段，我们开车花了18个小时。”成都市民陈女士用“爆裂”二字来
形容在海南返程的一天。

海南—成都
“5.5公里，车开了18个小时”

故事故事11

西昌—成都
“出发前喝下两瓶水，内急憋了8小时”

故事故事22

海口到成都机票吃紧
航空公司：票价基本与去年同期持平

新闻链接

海口滞留车辆等待进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牛华八婆麻辣烫门口坐满了食客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小朋友品尝麻辣烫 摄影记者 张士博

麻辣烫菜品让人食欲大开 摄影记者 张士博

《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