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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时间下来，发现成都还是挺好的，人热情，好吃的好耍的也挺多的，气
候也还好，不管到哪里交通也很便利，城市给人的感觉很好。”

“以前来了就想走，现在反而不想走了，前几年春节一家人跑来跑去，路费都
得几千上万元，回去之后还得先在酒店住一两天，把家里收拾好了再住回家去，蛮
折腾的。今年干脆就在成都过吧。”

——陈和萍

儿子成都安家十年 浙江父母首次来蓉过年

成都挺好的
不想回去了

成都离老家太远
不习惯，不方便

从前的印象

过年啦！备受关注的2019中国成
都龙泉驿首届客家民俗灯会今天就将
正式亮灯了。上百组大型原创彩灯，将
与广大市民和游客见面。昨天，一系列
迎新春活动率先开启，让大伙儿提前
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有展现社
区治理硕果的龙泉驿首届社区春晚，
也有以“福满龙泉 家风新年”为主题
的家风年会……而在洛带古镇、蔚然
花海景区，师傅们也在忙着对各灯组
进行最后的安装和调试，静待今日美
丽绽放。

昨日上午的洛带古镇万年台，一
边是宣扬家风的迎新春文艺表演，歌
舞喧腾 ，喜气洋洋。一边是制作彩灯
的工匠师傅们在节拍之下忙着最后的
灯组制作，粘贴布条、拼接灯组……演
职人员们在寒冬腊月，带来了热闹喜
庆的原创客家歌曲、原创家风剧目，吸
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掀起了活动的
一个又一个高潮，不仅展现了客家人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还详述了普通家
庭中的家风小故事，呼吁大家一起弘
扬好家风。

在活动中，主办方还向传承好家
训、弘扬好家风的十位优秀代表进行
了表彰，颁发“十佳好家风”证书，并与
他们一同向广大市民、游客发起“传承
好家风”的倡议书。

当天下午的十陵街道友谊社区也是
热闹非凡、年味十足。享品质社区、晒
幸福生活、过闹热春节的龙泉驿区首
届社区春晚开始了。通过城乡居民自
编自演的一个个精彩节目，围绕社区
这一个大主题，从家庭、邻里、文化等
多个层面呈现，展现龙泉驿区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的丰硕成果，在春节来临
之际，为广大群众呈现了一顿有颜又
有味的文艺“年夜饭”。此外在社区春
晚上，龙泉驿区委社治委还对前期评
选出的 2018 年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五
个“十佳”进行了表彰。

春节期间举办的首届客家民俗灯
会将于今晚点亮龙泉驿的夜色。届时，
在蔚然花海景区将有近百组大型原创
彩灯组亮相，以国际顶尖技术打造桃
花光影秀，遍布园区的十里桃花灯组
将带领游客畅游“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的浪漫夜晚。

据介绍，此次灯会围绕“文化传
承”“发展龙泉”“幸福情感”“亲子互
动”四大主题，除了传统花灯组，还引
入声光电光影秀等现代技术，以花灯、
3D现代光影技术为载体，为游客奉上
视觉盛宴。

比如，桃花王灯组由两层巨型花
托守护着六片花瓣徐徐盛开，让游客
置身“梦幻桃园”，在团圆时刻也能提
前领略龙泉山春日桃花盛开的美景。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客家斗笠灯
组，将展示客家人的农耕文化。梦幻桃
花走廊、十里桃花桃林、桃花仙子、龙
马精神、五福迎春、金猪贺岁、南瓜马
车、魅力剪影……近百组风格各异的
灯组将构成春节期间红火的美景，专
为亲子家庭小朋友们精心设计的小猪
佩奇、猪猪侠、月亮秋千、彩虹跳板等
童趣十足的灯组区域，也将成为春节
期间儿童的乐园。

整个灯会持续至2月28日，灯会
还特别设置了一系列关于幸福、浪漫
主题的灯组，并将举行幸福告白爱情
故事、寻找幸福的那个“她和他”等幸
福主题活动。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
为了给小朋友带来春节期间最好的新
春礼物，本届灯会对身高1.3米以下的
儿童免费开放。同时，为游客提供正宗
的尼泊尔特色美食。

张淑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摄影报道

选择一只鸡，清远鸡、三黄鸡均可，辨别一只鸡的好
坏，主要看肉质口感是否紧致。将鸡去内脏并洗净，擦干
水分，用盐焗鸡粉均匀涂抹在鸡身内外，腌制30分钟。

腌制好了将鸡涂上生抽酱油。
准备电饭煲或高压锅，将备好的姜片、大葱段、蒜片放入锅内，再

放入鸡。请注意鸡背朝下胸朝上。
倒入几滴香油及备好的花雕酒，花雕酒的作用是给鸡肉提香。
如果是高压锅，开大火至高压锅冒气，再调至小火烹饪15分钟后

关火，静置10分钟，盐焗鸡就全熟了。如果是电饭煲，在烹饪时使用煮
饭模式，直至冒气保温即可。

出锅装盘，可整只撕块也可切小块，拌烹饪汤汁食用。

做
法

食材：清远鸡一只、盐焗鸡粉、生抽、花雕酒、香油、生姜片、
大葱段、姜片、蒜 下锅烹饪时长：40分钟左右高压盐焗原味鸡

2019年年夜
饭，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教你用最
简单的方法打造
两道零失误的菜
品。这一次，由成
都万达瑞华酒店
中餐行政总厨纪
成龙带来高压盐
焗原味鸡与腊味
蒸鱼。

无鸡不成宴，
只需要电饭煲或
者高压锅，加上普
通调料就可以在1
小时内烹制嫩滑
的鸡肉。

春节期间，利
用家家户户都有的
腊肉香肠，就可以
蒸出鲜香的鱼肉。

名 厨 教 你 做 年 夜 饭

纪成龙，成都万达瑞华酒店中餐行政总厨。
纪成龙祖籍山东，长于广东，进入烹饪领

域至今已近 30 年。他曾经任职于多个国际酒
店集团，工作足迹遍布重庆、上海、南京、南昌、
天津、杭州、成都等城市，累积了丰富的经验，
尤其擅长粤菜。

因其多元化的成长背景，纪成龙喜欢将南
北特色融合，烹饪创新佳肴。他认为：“融合南
北，继往开来，把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精华结
合能带来更多创意美食。”

代表菜：瑞华特色大鱼头、鲍汁花胶佛跳
墙、秘制海皇豆腐煲、避风塘海鲜系列等。

□

大
厨
简
介

年夜饭露一手 大厨教你做零失误盐焗鸡

这道菜利用的是家家户户都有的腊肉、香肠、腊排
骨。将鱼杀好以后，放一旁。把腊肉、腊肠、腊排骨平铺摆
在盘中。把鱼放在上方，蒸12-15分钟。如果不习惯，可
以用微波炉，将盘子用保鲜膜封好，再放进微波炉加热7

分钟。
蒸后，发现盘内的汁水变清澈即可拿出，加入胡椒粉，加入葱丝、

姜丝、红椒丝，色拉油入锅变热油淋在鱼上，最后再淋上酱油即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做
法

食材：桂鱼、腊肉、香肠、腊排骨、胡椒粉、葱丝、姜丝、红椒
丝、蒸鱼酱油、色拉油 下锅烹饪时长：15分钟以内腊味蒸鱼

首届客家民俗灯会
今日点亮
一系列迎新春活动开始啦

以往的这个时候，孙女士和丈
夫周先生已早早买好了从成都到浙
江的机票。小两口得提前半个月忙
着家里家外，准备回家的行囊。一个
春节，他们提着大包小包，得往返四
千多公里。

但今年，他们不用忙活了。一周
前，浙江的母亲陈和萍来电：“今年
你们不用回来了，我跟你爸商量好
了，到成都过年。”十年来，这是二老
第一次决定来成都过春节。

“我们是 2009 年结婚的，我是
绵阳人，老公是浙江人。每年的春节
都是一次长途跋涉的远行，没办法，
老人不习惯这边，我们就只有回浙
江，待几天再回绵阳。”孙女士感叹，
一个春节，一家人基本都在路上。

二老的决定多少让小两口有些
意外。“以前他们一直对四川有误
解，觉得四川太遥远，跟浙江相比，
环境、语言、饮食都不习惯。”孙女士

介绍，“刚结婚那会儿和老公回浙
江，当地不少亲戚都觉得我来自‘遥
远的四川’，他们前些年来一次成
都，也大包小包啥都要带上，觉得到
了这边不方便，因此春节也就从来
没有在这边过过。”

的确是这样。陈和萍直言十年
前第一次来成都的时候，调味品、食
材都得带上。“来了就想回去，天天
都想。”老伴儿周江贤补充说，“鱼
肉、海鲜，小到一袋桂圆都要带着，
来了也不咋出门，不习惯。”之前，两
人对四川以及成都的印象一直停留
在过去，“成都离我们那里太远了，
不方便。”

十年前，儿子周先生在成都
结婚安家，二老第一次来成都。第二
次是在孙女出生，过后的几年都未
曾再来，直到 2015 年孙儿小宝出
生。而对成都印象的转变也正是在
三年前开始的。

这个成都春节该咋过？二老已
经做好了打算。

一顿年夜饭少不了。几天前，
二老已经联系好老家的亲戚，快递
两箱老家的海鲜，还去菜市场买了
几斤香肠和腊肉，要备上一桌川浙
结合的年夜饭。“娃娃喜欢吃辣的，
我们也行，但还是少不了老家的口
味，两者兼顾吧。”

除了美食，二老还早早地收拾
起了房间，买回了花草植物、窗花、
对联，给孙女孙子置办起了新衣
服。这天，正好是周末，二老就和孙
女士一起带着两个小娃来到了太
古里，老大在一家糕点店学做糕
点，小宝则吵着要喝水吃零食，还
得到广场上蹦跳几下才能安心。

“小孩子就是我们的开心果。”
“听说成都每年都有灯会庙

会，也要去逛一逛的。往年春节，电

视节目里就常常提到武侯祠大庙
会，我们老年人不怎么喜欢逛商
场，这正好合适，而且也更有春节
气氛。“陈和萍说，“另外，我们两个
人都喜欢坐公交车，到时候两个人
坐车去玩一玩。”

“在成都这边逛几天，再去趟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玩一下，之前去
过一次，感觉挺好的，春节肯定更
热闹。”老伴儿周江贤在一旁补充
说，“一家人难得在成都一起过年，
多去些地方感受一下，说不定明年
还是在这边过。”

孙女士也有自己的安排，“二
老第一次在成都过春节，尽可能地
让他们感受一下成都的特色，还要
把绵阳的爸妈接过来，亲家可以聚
一聚，还可以一起到绵阳住两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王勤

三年前，小宝出生。孙女士和
老公都得上班，大女儿也需要人照
顾。对成都并不习惯的二老不得不
给儿子儿媳做好后援。“我们分了
工，他负责接送孙女，我就负责带
孙儿。”就这样，跟很多父母一样，
二老在儿女的城市开启了一段带
娃生活。

三年来，二老大部分的时间都
留在成都，期间也回过浙江老家几
次。不吃辣的两人开始接受新的饮
食生活，融入新的生活环境，带孙
女和孙子的过程让他们结识了更
多的成都人。“现在小区的人，我的
公公婆婆认识很多，跟菜市场的老
板也熟悉了，四川话也能听懂了。”
孙女士说。

周江贤爱锻炼，每天早早起床
锻炼身体再送孙女到学校上学，陈
和萍带着小宝在小区跟其他邻居
探讨着带娃心得。两人没事还喜欢
坐上公交车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
巷。宽窄巷子、人民公园、春熙路几
乎每周都去。“现在成都的大小景
点都去过了，还有周边的城市也去
玩了个遍。”

陈和萍还学会了川菜。“娃娃
们在的时候我就买菜做川菜，他们

不在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做点老家
菜，还要去逛逛青石桥的海鲜市
场。”周江贤还能时不时用四川话
跟菜市场的老板们讨价还价。

为了增添些新的娱乐项目，周
江贤还钻研起了四川麻将，但算账
是个麻烦事，“慢慢打应该问题不
大，但快了不行，要算账就搞不清
楚了。”周江贤觉得，学会了麻将就
能跟成都的老头老太太们一起玩
了，生活也就更多彩了。

“两三年时间下来，发现成都
还是挺好的，人热情，好吃的好耍
的也挺多的，气候也还好，不管到
哪里交通也很便利，城市给人的感
觉很好。”当年对成都的印象就这
样渐渐地发生了改变，陈和萍说，

“以前来了就想走，现在反而不想
走了，前几年春节一家人跑来跑
去，路费都得几千上万元，回去之
后还得先在酒店住一两天，把家里
收拾好了再住回家去，蛮折腾的。
今年干脆就在成都过吧。”

“儿子儿媳，孙儿孙女都在成
都，其实过春节最重要的是一家人
在一起，在哪里过就不重要了，他
们年轻人跑来跑去也很累。”陈和
萍说。大慈寺前的小

广场上，红色灯笼挂
满树枝，卡通造型的
小猪崽们上蹿下跳，
年更近了。

“小 宝 ，来 赛
车。”孙女士话音一
落，三岁的儿子就从
对面甩着胳膊，飞奔
而来。小家伙跑完一
次不过瘾，连着跑个
不停。身后，爷爷周
江贤和奶奶陈和萍
一左一右踏着碎步，
当着守护使者。

二老是浙江人，
十年前儿子周先生
在成都结婚安家，不
过一家人却从未一
起在成都过春节。但
今年，二老的想法改
变了。“今年就在成
都过春节了，成都挺
好的，不想回去了。”
陈和萍笑着说。

好吃的好玩的特别多
成都人还很热情

现在的见闻

看灯会逛庙会
和亲家聚一聚

春节的计划

一串串红灯笼洋溢年味

灯组正在最后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