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提醒

一周前， 市民李春芳拨打成都商报

热线分享自己的“私房粽谱”后，不少市

民纷纷参与到“寻找家传粽谱”的活动

中来。昨日下午2时许，李春芳在自家客

厅设起了“私房课堂”，手把手教4位成

都商报小记者包粽子。 这是小记者们第

一次亲手包粽子，短短两三个小时后，他

们都收获了自己亲手包的粽子“作品”。

“粽叶光滑的一面朝上，叶尖这头

折叠一下，弯成一个尖尖……”粽叶在

李春芳手中摆弄着，装完馅料，把叶子一

盖，一压，一扭，一拧，再用线捆上，一个

漂亮的粽子就包好了。看“李老师”包了

好几次，11岁的张劭熠一次次尝试，就是

没法包成一个完整的粽子， 她忍不住喊

道：“这比写作业难多了，比数学作业都

难！”大约1个多小时后，她忽然灵光闪

现，手里包成的粽子不仅紧实，而且有棱

有角。她赶紧叫“李老师”协助把粽子捆

起来。接下来，她又包了几个像模像样的

粽子，获得了李春芳的表扬。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摄影记者 王天志

记者昨日从成都铁路局获悉， 小长

假的动车组车票还有较多余票， 成渝、成

南、成达、成灌等动车组列车今明两日均

有剩余，旅客可尽早提前购买。同时，端午

小长假期间，成都铁路局还将增开多趟动

车组列车和普速列车，具体安排为：

动车组

今日至

6

月

2

日

增开重庆北至成都

东D8561/2次动车组，并重联运行；成都

至重庆北D5102次、D5132次， 成都东至

重庆北D5116次，重庆北至成都东D5107

次、D5123次， 重庆北至成都D5139次动

车组改为重联运行。

今日至

6

月

2

日

增开成都东至达州

D5196/5次动车组；5月30日至6月2日 , �

成都至达州D5184次、 成都东至达州

D5190次， 达州至成都东D5185次、

D5191次动车组改为重联运行。

今日至

6

月

2

日

增开成都东（成都）

至南充D5174/3次动车组；5月30日至6月

2日，成都至南充D5162次，成都东至南

充D5164次、D5166次、D5168次、D5170

次， 南充至成都东D5161次、D5163次、

D5165次， 南充至营山D5152次、D5156

次，营山至成都东D5151次、D5155次，南

充至重庆北D5177/6次、D5175/8次动车

组改为重联运行。

普速列车

今日至

6

月

2

日

增开成都至江油

K9532/1次； 成都至绵阳K9534/3次；巴

中至广元 K9394/3次 ； 成都至营山

K9506/5次；成都至万州K9498/7次。

今日

增开成都至巴中K9492/3次；今

日至6月2日，增开巴中至成都K9494/1次。

今日至

6

月

2

日

增开攀枝花至成都

K9440次；5月30日至6月3日，增开成都至

攀枝花K9439次。

6

月

2

日

增开成都至西昌K9441次；

6月3日，增开西昌至成都K9442次。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成渝等动车组 今明还有余票

我们的节日·端午

熊婆婆的家传粽谱

第一步 选食材

从乡下买回的第一年斑竹笋壳，

大小均匀，叶面无缝隙。精选糯米

1

斤、

麻黄豆约

2

两、生态土猪腊肉

1

两，选肉

最好选腿筋肉，肥瘦相间。根据个人口

味和腊肉的咸味增加花椒面、 胡椒面

等，建议不增加太多调料或豆类。

第二步 准备

温水洗净糯米后， 冷水泡五分钟

左右晾干。 粽叶在温水中浸泡约

5

分

钟，再用布反复轻拭，洗净后，将粽叶

摊开对折后放在锅中，加水淹没粽叶，

开火煮开

10

分钟后晾干。 腊肉清洗干

净，按和糯米

1:10

的比例，切成略大于

麻黄豆的肉丁，和于糯米、麻黄豆内。

撕下粽叶的边缘，作为捆粽子的线。

第三步 包粽子

两手摊开粽叶，粽叶心朝下，由里

往外弯成一个漏斗形， 用勺子将原料

放在“漏斗”里，用拇指、中指、无名指、

小指固定漏斗， 食指则把漏斗以外的

粽叶按到漏斗上。 然后拇指和无名指

用力， 把覆盖漏斗的粽叶往右折成三

角形，再将粽子捆紧。

第四步 煮粽子

冷水完全淹没锅内粽子， 明火煲

煮三个小时以上，一般以水减半即可。

煮后，关火再焖一小时，能让粽叶、糯

米和内馅香气更融合更浓郁。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摄影报道

热线征集

打电话、发微博

分享你的家传粽谱

端午节， 你会在家包粽子吗？关

于粽子， 你有没有特殊的回忆和心

得？速食时代，一家人坐在一起淘米

调馅，说说笑笑包粽子，这样简简单

单的幸福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即日

起 ， 拨 打 成 都 商 报 热 线 电 话

86613333-1，或@成都商报新浪官

方微博， 讲述你家关于粽子的老故

事，分享你的“家传粽谱”。

节

日前，眉山读者张玲致电成都商报，推荐

眉山市丹棱县85岁的老婆婆熊国英家的粽子。

说起熊国英， 丹棱县东升路菜市场几乎

无人不知，她一天能包上千个粽子，粽子包得

又快又好。两年前，她的“出场费”就达到了

一天上百元，今年以来，邀请她“出山”包粽

子的已有十余名店主，但她都拒绝了。

12岁时偷师邻居，因家庭贫苦，熊国英曾

用泥巴当馅练就了一手快速包粽法， 此后多

年，她靠卖粽子拉扯大五个儿女。小小的粽子

里，包裹着她的酸甜苦辣，也包裹着她对儿女

的爱。现在，虽然年事已高，但每年端午，熊婆

婆都会包好粽子等着女儿们回家。

铺叶、裹叶、盛米、折叶、绑线……25秒，

一个精致紧实的粽子就包好了。手指飞舞间，

粽子仿佛焕发出了巨大的魔力， 让熊国英年

轻了几十岁。

熊国英自幼家贫， 糯香的粽子成了儿时

的她每年端午节最大的期盼。12岁那年端午，

父亲没买回粽子， 她从墙壁的缝隙中看着邻

居包粽子，家里没有糯米，她就采来粽叶，从

田里捞出稀泥， 按之前偷师看到的包粽子流

程，包起了一个个“泥巴粽子”。母亲看在眼

里，将她搂进怀里哭了一场。此后，每到端午，

家里再穷，也会留出糯米让熊国英包粽子。从

此，每到端午，粽子的清香都会从熊家墙壁缝

隙中溢出。

18岁时，出嫁第一年，熊国英靠粽子赢得

夫家赞赏。之后，五个儿女相继出生，丈夫外

出务工， 她就靠包粽子外出售卖来维系家庭

开销。在女儿们的印象里，小时候，母亲的身

影经常在蒸粽子薄薄的雾气里穿梭忙碌。农

闲时，每天清晨，一家的生活都从熊国英揭开

蒸笼后的粽香开始，待孩子们穿好衣服，她已

将粽子放好准备外出售卖。后来，丈夫、儿子

相继去世，她又选择帮人包粽子来贴补家用。

“一般按个数算，最低时，三个一分钱。一天就

挣个三五元钱。”回忆往事，熊国英非常感慨。

“粽子里，是妈妈一生的写照，全是妈妈对我

们的爱。”说起母亲，熊国英的媳妇眼眶红了。

熊国英以前的“老板”李朝芬说，熊婆婆

因为粽子包得又快又好， 名气很大， 也很抢

手。几年前，自己将熊国英等几人“挖”到自

己店铺上包粽子， 熊婆婆笑呵呵地从早包到

晚，速度奇快，一天轻松包上千个。

今年端午节即将到来， 李朝芬想再次请

她，但熊国英拒绝了。今年，她想和家人一起

包粽子，已将糯米、腊肉等包买好，只等女儿

们回家。“外面的粽子品种很多， 但只有妈妈

包的粽子里，才有家的味道。”熊国英的女儿

和媳妇说，今年端午，要和妈妈一起包粽子。

一手包粽绝技 眉山婆婆养大五个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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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前，成都市纪委下发通知，明令禁止以

公款购买和赠送鸡蛋、咸鸭蛋、粽子等端午节

礼。那么，今年节日市场上的高端礼盒粽子行

情如何呢？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市内几家

大型超市发现，今年主要以平价粽子为主，礼

盒装的粽子也基本以100至200元的居多，很

难看到高价的豪华礼盒粽子。 有的礼盒装粽

子打折下来，与普通袋装粽子价格相差无几。

五芳斋、天伦、元祖等厂家透露，今年企

事业单位采购的粽子有一定减少。因此，厂家

调整产品价格， 以平价粽子来刺激普通消费

者购买。

走访:超市礼品盒粽子买一赠一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王府井、伊

藤、伊势丹等市内大型超市，发现大量商家都

在打折促销。而且，粽子本身价格也不贵，盒

装的粽子也基本以100至200元的居多， 最贵

的也就400多元。

在王府井百货， 五芳斋的袋装粽子价格

多为16元、9.9元，每袋两个。而盒装粽子价格

多是188元、258元等，最贵的是428元。但是，

这些盒装粽子都已打出“买一赠一”的促销。

在现场， 该品牌粽子的一位经销商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今年来看，粽子的整体销量比

去年略微下降一点。“现在不提倡送礼品，所

以有一点影响。”而且，今年一些超市挤压了

一些礼盒装的粽子， 所以才采取了 “买一赠

一”的手段促销。

在伊藤洋华堂， 不仅五芳斋的礼盒装粽

子“买一赠一”，连普通的袋装粽子也在“买

一赠一”。 旁边的天伦等品牌的粽子也在打

折，购买礼盒装的粽子可以享受8.5折的优惠。

厂家:单位采购减少 主打平民价

随后，成都商报记者电话采访了五芳斋、

天伦、元祖等品牌厂家的负责人。厂家们纷纷

表示， 今年主打的就是平民价格的粽子。因

此， 这些品牌的礼盒装粽子大多在100至200

多元。

五芳斋的负责人坦言，今年企事业单位采

购粽子的量确实有所减少，不过所占的比例较

小。 该公司近年来都在调整产品价格策略，主

要通过平民价格吸引普通老百姓的购买。“端

午节，普通老百姓走亲访友也要买粽子，这是

一个习俗。”因此，普通市民购买量上来了以

后，就弥补了企事业单位采购量的下降。

天伦的一位经理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今

年， 一些事业单位基本没有采购他们的粽子。

但是，这个量相对来说不大。该品牌专门调整

粽子价格， 让礼盒装的粽子更加“亲民”。因

此，普通家庭购买量有所上升，弥补了损失。所

以，该品牌粽子今年整体销量影响不大。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昨日是端午小长假第一天， 成都周边各

高速公路均迎来了车流高峰。 由于端午只有

三天假期，市民自驾出游路线以中短途为主。

成灌、 都汶高速的车辆长龙尤为突出———从

成都绕城高速进入成灌高速、 成灌高速进入

都汶高速，以及位于汶川都汶高速出口站点，

均出现了车辆排行的情况。

为缓解拥堵，昨日8时50分至14时，都汶

高速甚至采取了7座以下（含7座）小车临时

免费通行政策。

应对拥堵

都汶高速对小车临时免费

今年端午小长假，通过成灌高速、都汶高

速一线前往阿坝州自驾游的车辆尤其多。昨日

上午8时20分，成灌高速就已经迎来出行高峰，

这比平日车辆高峰提前近1个小时。 在绕城高

速成灌入口，等待进入高速的车辆已经开始排

起了队。 不少车辆取卡后直接停在路旁等人、

休息，间接加剧了通行速度缓慢的现象。

“最近一两周周末，都汶高速车流量已

经出现峰值， 甚至接近往年长假的水平。”都

汶高速交警卢宇介绍说， 目前恰逢汶川车厘

子上市，九寨、若尔盖等风景区又正是旺季，

自驾出游的车辆为数不少。

昨日上午，都汶高速很快迎来车流量极

值。 排行车辆如果大量拥堵在庙子坪大桥和

紫坪铺隧道内，容易引发意外事故。为此，都

汶高速交警实施了临时交通管控， 暂时关闭

成灌高速石马巷匝道， 将原本从成灌高速直

接驶入都汶高速的车辆进行分流， 利用都江

堰城区道路进行缓冲； 而在都汶高速都江堰

西入口实行了间断放行。

上午11时，汶川县城也出现车流高峰，车

辆甚至排到都汶高速主线。 据都汶高速交警

估计，都汶高速昨日车流量超过4万，是日均

车流量的200％。 经与高速公路公司协商，昨

日上午8时50分至下午2时， 都汶高速全线临

时采取7座以下（含7座）小车免费通行政策。

而在昨日4万的车流量中，绝大多数在临

时免费范围中， 这一措施极大缓解高峰时期

巨大的车流压力。

至下午2时左右，都汶高速全线车流量有

所下降，石马巷和都江堰西的临时管控取消。

下午4时许，另一波车流小高峰又起，直至5时

30分才逐渐回落。

擦挂追尾

添堵成南等多条高速

昨日上午， 成都商报记者驱车经过成渝

高速成都收费站，往来车辆通行正常。虽然不

像成灌、都汶高速的明显高峰，成渝、成雅、成

南、成绵、成自泸等高速同样车流量增加，亦

出现一些擦挂、追尾事故影响交通。

早上8点起， 成雅高速车流量逐步增多，

截至10点40分， 收费站出城方向排行队伍约

两百米。“相比五一假期，车流量要小很多。”

高速交警介绍，昨日上午，成都到新津段车辆

较多，行驶缓慢。

成南高速义和站至竹篙站，因车流量太大

从上午10时43分到11时18分关闭了收费站。

仅昨日上午， 成绵高速新都到绕城高速

之间，分别发生多起多车追尾事故；成乐高速

往乐山方向， 青龙路段分别发生两起追尾事

故；成自泸高速往自贡方向，仁寿出口路段，

也发生一起三车追尾。 成温邛高速邛崃往成

都方向，大邑到大邑东之间，一辆货车和一辆

小车发生碰撞事故……这些擦挂、 追尾事故

给各条高速带来一定的通行压力。

据了解， 由于端午节不属于重大节假日

免费通行范围，因此端午节期间，高速路仍将

正常缴费。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摄影记者 郭广宇

小长假首日

都汶高速被堵得免费了

为缓堵，昨日8时50分至14时，都汶高速全线7座以下（含7座）小车临时免费通行

出行指南>

坐动车可尽早买票

成渝、成南、成达、成灌等动车组列车今明两日还均有

剩余，旅客可尽早提前购买。同时端午小长假期间成都铁路

局还将增开多趟动车组列车和普速列车。

中短途旅游 这样避峰出行

为避免车站拥堵，提醒市民购买汽车票不必非到车站，可通过网络、

电话、部分超市购买联网汽车票。一般来讲，8时至18时为旅客集中出行时

间，建议市民可在上午7时至8时、下午6时至7时出行，以避开客流高峰。

单位采购减少

礼盒粽子打折走平民路线

端午

好堵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走访市内

几家大型超市发现， 今年主要以

平价粽子为主， 礼盒装的粽子也

基本以100至200元的居多，很难

看到高价的豪华礼盒粽子。 有的

礼盒装粽子打折下来， 与普通袋

装粽子价格相差无几。

五芳斋、天伦、元祖等厂家透

露， 今年企事业单位采购的粽子

有一定减少。因此，厂家调整产品

价格， 以平价粽子来刺激普通消

费者购买。

平价

早出晚走可避客运高峰

买汽车票也可网购

昨日上午8时许起，成都旅游集散中

心、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等均迎来了大

批客流。初步统计，昨日全天城区主要客

运站发送旅客约25万人次。 成都东站汽

车客运站昨日发送旅客约9000人次，其

中15%都是前往威远的， 排队的旅客最

多时约有380人，足有100多米长。各大客

运站特别提醒，今日至黄龙溪、平乐古镇

等中短途旅游线路仍将比较火爆。 为避

免车站拥堵，提醒市民可以通过网络、电

话、部分超市购买联网汽车票。

端午出行如何避堵？ 记者综合多个

客运站信息发现， 一般来讲,8时至18时

这一段为旅客集中出行时间， 而人数最

多的是上午，所以建议市民可以在上午7

时至8时、下午6时至7时，早出或晚走，以

躲避客流高峰。

记者从市交委了解到， 目前城区通

过成都汽车票务网、 部分超市等都可以

预订汽车票， 同时旅客也可就近至成都

任一汽车站，预订其他车站的汽车票，现

在预售期为5天，也就是说小长假剩余两

天的汽车票，现在都可以购票。

成都旅游集散中心相关负责人介

绍，预计今日该站至黄龙溪、平乐古镇、

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等清凉避暑景点

的旅客仍将较多。 天台山景区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昨日介绍， 目前该景区还剩余

车位200至300个。 天台山山脚下的场镇

还剩余约2000个床位， 基本可以满足游

客需求。 虹口景区漂流项目昨日吸引了

1.2万人次，景区提示现有农家乐、旅馆

等预订率接近80%，停车位也有剩余。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据都汶高速交警估计， 都汶

高速昨日车流量超过4万，是日均

车流量的200％。

昨日上午8时50分至下午2

时， 都汶高速全线临时采取7座

以下（含7座）小车免费通行政

策。而在昨日4万的车流量中，绝

大多数在临时免费范围中， 这一

措施极大缓解高峰时期巨大的车

流压力。

商报小记者体验包粽子

高呼“比数学作业都难”

昨日

,

都汶高速迎来车流高峰

熊国英婆婆在包粽子

这样避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