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以“年初二 回娘家”为主题的剪纸作品由烟台市
芝罘区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国家级非遗——— 烟台剪纸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梁巧艳创作。
  春节期间，全国多数地方都是正月初二回娘家，而在山东
的烟台、莱芜、聊城等地，则是正月初三回娘家。无论是正月初
二，还是正月初三，回娘家的出嫁女子及丈夫和他们的子女回
到娘家后都要先向祖父母及父母拜年，而这些长辈也要分赠
红包给后辈。当然，这天女婿给丈人家拜年，手里自然不能空，
拎着大大小小的礼品则是必须的。
  该剪纸作品根据春节习俗，以阴剪技法呈现过去女子回
娘家时的场景，其中轮廓线借鉴山东非遗棒槌花边的纹样改
编而来，“骑驴、背娃、回娘家”难掩女子的喜悦之情，也
表达了人们渴望团聚，向往幸福，追求美好的真挚情感。
  （□记者 从春龙 报道）

欢天喜地回娘家

“家乡牌”特产，记忆中的春节味道

浸润心田，感知文化春节的魅力

庙会超市风险大

快去快回别扎堆

春节假期期间，全国道德模范谢立亭宣讲步伐不停歇———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讲”
  □ 本 报 记 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袁 进 谢娜

  “你幸福我幸福，全国人民都幸福。
小康社会非常好，呼儿嗨哟，幸福生活更
美好……”春节假期期间，济宁市任城区
阜桥街道红星新村社区迎来了一位特殊
的老人：82 岁的全国道德模范谢立亭应
邀前来为社区的孩子和家长作红色宣
讲，讲到高潮处，唱起自编的《幸福之
歌》，赢得台下孩子和家长的阵阵喝彩。
  “不论年纪大小，也不管逢年过节，
哪里有需要我就去哪里讲。咱得对得起
对党的承诺：一辈子听党话、跟党走，为
群众真心诚意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谢

立亭说，自腊月以来，他已进行了20 多
场外出宣讲。尽管讲了大半辈子，百人以
上参加的宣讲就有700 多场，但他依然
认真对待每一次上台的机会。为把这场
宣讲讲好、讲透，他头一天熬夜到凌晨两
点半，将演讲稿改写成孩子们能听懂的
话语，上台前还在熟悉内容。
  谢立亭现任任城区阜桥街道牌坊街
社区谢立亭正能量宣传党小组组长，
1995 年退休后，便成为一名义务红色宣
讲员，27 年来用实际行动履行了对党和
人民的承诺。他写出80 多万字的讲课材
料，印制“红色名片”130 多种，发放“红
色小册子”6 万多册，创作“红色歌曲”
100 多首。他深入小区院落、广场公园开

展“板凳”宣讲数不胜数，足迹遍及济宁、
济南等市，累计行程14 . 5 万里。
  受谢立亭感召，牌坊街社区成立“谢
立亭正能量宣传党小组”，组织离退休老
党员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目前，“党小组”
已发展到130 多个。谢立亭先后荣获“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等称号。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时刻牢记，今
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是用无数
革命先烈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希望大
家能珍惜幸福生活，学好科学文化知识，
将来多为社会作贡献，让咱们的国家更
加繁荣富强。”宣讲中，谢立亭用通俗易
懂的话语为孩子们讲党史，讲建党精神

和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还分享了自己
“对党忠诚、信守诺言”的故事。在一个小
时的宣讲中，响起十余次掌声。
  台下的孩子和家长不知道，这位又
唱又跳、精神饱满的八旬老人，患有关节
炎、高血压、糖尿病和严重的心脏病。上
台前，他从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布
兜里掏出一个药瓶，趁众人不注意，转头
熟练地服下一颗速效救心丸。记者发现
后上前询问，谢立亭老人微笑着悄声说：

“这次我要给小家伙们打个快板、唱个
歌，吃上一粒，保险。”
  “工作着是幸福的，奉献着是愉快
的，活着就得要为党、为国、为民多作贡
献。”谢立亭说。

“灯戏”习俗换新颜
  □ 本报记者 朱子钰

  贴春联、访亲友、吃团圆饭、看春晚
是很多人心中的“年味”，对于有些人来
说，携家带口看“花灯”也是新年必备项
目之一。
  在山东一些地方，每到春节，村民
们会自发组织“灯戏”祈福。“耍花
灯、舞狮、舞龙灯、踩高跷，不仅有各
式各样的民俗表演，还有鼓乐队，队伍
老长嘞！十里八乡的村民都来瞧，真有
过年的味道。”谈起“灯戏”，一位摄
影爱好者如数家珍。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原本活跃于乡
村的传统民俗文化在城市中开辟了特殊
的文化空间，看“花灯”便是其中之一。
  大年初一，一场别开生面的新春庙
会在泉城“印象济南·泉世界”举办。融合

了花灯、民俗展演等多种元素，脱胎于传
统“戏花灯”的新春庙会受到了市民的欢
迎，吸引了游客近10 万人次，欢腾的场
面洋溢着浓浓的年味。
  “我们定制了1000 多盏灯笼和百余
组花灯，装饰在街区的主街和广场上，不
仅有趵突泉观澜亭、千佛山牌楼等造型
的花灯，还有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虎啸
河山、如虎添翼四组大型灯组围合在泉
印广场。”“印象济南”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场有威风锣鼓、抖空竹、扭秧歌、中
国古彩戏法、民俗扮玩、高跷表演等民俗
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
  与“灯戏”的纸灯相比，这些花灯采
用各色绸布、喷绘布，外形更精致、形象
更生动。“今天形成了一个旅游小高峰，
未来，我们还会将新春庙会坚持做下
去。”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老外“菲哥”的中国年
  □ 本 报 记 者 陶相银
    本报通讯员 田常力 孙源

  大年初一，“菲哥”一家四口又聚
在一起看起了央视春晚的重播。对于
“菲哥”来说，春晚的很多内容未必看
得懂，但就是喜欢看。“菲哥”说：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也是
我选择在中国生活的主要原因。”
  “菲哥”是比利时人，本名叫菲利
普·易思博。在中国生活了 21 年，
“菲哥”的中文很流利，也认识很多汉
字。“我不大会英语，我们一家人都是
用汉语交流。”他的妻子杨翠英说。
  “菲哥”早在2001 年就到中国工作，
对中国文化一直很痴迷。“菲哥”说，他对
中国文化充满了好奇，也对中国的高速
发展充满敬意，为此他去过中国的很多

城市，经常去博物馆、观画展。
  夫妻二人在威海开了一家网红巧
克力店，“再也没人喊他菲利普了，
都喊他‘菲哥’。”杨翠英说，她负
责制作巧克力外形，“菲哥”专门给
巧克力注心，夫妻二人把小店经营得
红红火火。
  为了欢度这个春节，“菲哥”在
店里挂上了红灯笼，贴上了大红福
字，还会指着墙上的猛虎油画对顾客
说，“看，老虎，虎年大吉。”春节
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家人在一起，把
家里、店里布置得喜庆一些，饭菜做
得再丰盛一些，好好放松一下。
  “菲哥”说，大年初二，他的手
工巧克力店将如期营业，“很多人喜
欢我们的巧克力，我不能让他们
等。”

  逛庙会是节日期间的传统娱乐活动，但庙会人流量大、人
群构成复杂，新冠病毒易传播扩散。此外，与逛庙会一样，作为
逛庙会替代之选的逛商场、逛超市也存在上述风险。
  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在逛庙会等外出采购时一定要做
好必要的防范：购物提前列好清单，减少在庙会、商场、超
市的逗留时间；进入各场所按要求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
戴好口罩，尽量减少触摸公共设施；避免扎堆，与人保持1
米以上的距离；回家后用洗手液等认真清洁手部。
  （□记者 徐晨 报道）

  □ 本 报 记 者 王 健 李媛
    本报通讯员 王大宇

  “过年好！”除夕夜，济南绕城高速公
路二环线西环段项目一分部三工区食堂
内，洋溢着一片喜气。工区经理邹宁两岁
半的女儿举起亚奥特牛奶，也要和大家
碰杯，有模有样。
  济南大西环项目是我省高速公路网
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对加快推进省
会经济圈一体化，促进沿线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个春节，为保障
项目既有关键节点正常施工，一分部共
有100多人坚守岗位。
  邹宁入职中铁十四局集团后就长年
跟着项目跑，去年来到济南大西环项目，
刚好离家近，前两天回泰安把老婆孩子
都接了过来，还特意从老家带来了香肠、
亚奥特牛奶和泰安豆腐。
  “年夜饭，每个人点了一道菜，这个

炸小酥肉是我点的。”他笑着说，这是老
家过年的必备炸货，除此之外，还有藕
合、丸子等。
  说起泰安的美食，邹宁打开了话匣
子。“泰安有三美：白菜、豆腐、水，泰山煎
饼、泰山板栗、肥城桃，也很出名，以前在
石家庄上大学，舍友都爱吃我带的泰山
煎饼。”邹宁说，春节期间走亲戚，泰安女
儿茶是畅销的过节礼。
  这些带有独特地域色彩的家乡特
产，已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构成了人们对
于春节的独特记忆，承载着人们的情感，
不论走到哪里，只要看到它们，就涌起对
家乡浓浓的思念。
  “爹娘，给你们拜年了！”正月初一早
上刚过7 点，济南市槐荫区交警大队西
郊中队的勤务民警李文伟就拨通了母亲
的电话。
  “过年好！吃水饺了吗？孩子起床了
吗？”电话那头，老人的话里满是关切。

  李文伟打完电话，热腾腾的水饺已
经端上了桌，桌上还有潍县萝卜、得利斯
火腿，桌边的墙上还有上次他特意从老
家带来的潍坊风筝。“胶东大饽饽、蟹酱、
炸小银鱼、昌邑虾皮、蛋卷……这些都是
前两天我妈托人捎来的，冰箱塞得满满
的。”他最爱吃蛋卷，爱人喜欢大饽饽，儿
子则最爱炸小银鱼。“每次吃到我妈亲手
炸的蛋卷，就仿佛看到她弓着腰站在灶
台前的样子。”李文伟说。
  前几天，他给家里寄回去一箱年货，
日照绿茶、德州扒鸡、济南一大糕点……
同样是满满一大箱，都是各地特产。
  东西刚送到家，母亲的电话就来了：
“别花钱买这么多东西了，吃不了。”听到
母亲的嗔怪，电话这头，他只是嘿嘿笑。
  “春联、福字这些东西父母已经置办
了，今天来买点马家沟芹菜带回老家。”
腊月二十九一大早，在平度工作8 年的
张春飞就早早来到李园街道南关市场上

寻找中意的年货。
  张春飞说的“马家沟芹菜”正是平度
的特产。空心的马家沟芹菜在当地已有
1000 余年的栽培历史，是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得益于当地独特的自然环境
条件，马家沟芹菜拥有色泽黄绿、嫩脆清
香的特点，而且还有搭乘“神舟七号”遨
游太空、随“蛟龙”号潜海进行重压试验
的“经历”。
  就在张春飞买芹菜的间隙，又有不
少人来到市场上询问购买马家沟芹菜。

“老板，就买这种两斤装的精品芹菜吧，
给我拿上20 盒。”买完年货整理好行李，
张春飞驱车赶回千里之外的老家江苏南
通。“来平度第一年回家就带了马家沟芹
菜，家里人说很好吃，所以现在每年回家
过年，后备厢里都会装一些芹菜，年夜饭
上添上一道凉拌芹菜。”张春飞说，山东
已成为他的第二故乡，山东的美食特产
得到家人的夸赞，他也十分开心。

喜气洋洋

贺新年
  □新华社发
  2 月 1 日，在枣庄市市中
区，居民在公园内舞彩龙。
  当日是农历大年初一，各
地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喜气
洋洋贺新年。

党端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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