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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18日上午，闽清羊顺农
庄旅游升级版—羊顺礼乐文化小村正
式开业，闽清县又增加了一个乡村文旅
融合项目。

在鞭炮鼓乐声中，主持人宣布羊顺
礼乐小村“福猪祈福”祭拜典礼开始。
一拜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二拜
地——万物灵杰，五谷丰登；三拜祖先
——保佑大家吉祥如意，事事顺心，保
佑各位小朋友学业进步，金榜题名！几
十位身着汉服的大汉抬着“福猪”沿村
巡演，身着汉服的儿童吟诵古诗、插香
行礼。情景再现了祖辈过年习俗，寄托
儿时家乡过年乡愁，传承和谐大家庭的
情思。典礼后，嘉宾和村民、游客们一

起参观了羊顺礼乐小村的各项旅游项
目。

闽清乡村旅游充满发展活力，旅游
资源得天独厚，自然和人文景观异彩纷
呈：草莓园变采摘园，古厝变特色“民
宿”，月季种植园变浪漫生活体验园
……乡村旅游的介入让闽清的农村资
源上演了一段段“点石成金”的佳话。

羊顺礼乐小村位于福州市闽清县
白樟镇下炉村，占地1500多亩，距离福
州仅45公里。羊顺农庄，素以浪漫、高
贵、典雅著称，因为这里有万亩“花中皇
后”月季园。一年四季，这里成为全省
著名的没有淡季的浪漫景点。如今的
羊顺，礼乐文化为她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和灵魂，汉服文化、研学、古厝文化，结
合亲子活动、休闲娱乐、农家釆摘、农家
乐、古道登山，已经成为多功能亲子文
化体验景区。

文旅融合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核心
竞争力。闽清拥有厚重的礼乐文化资
源，为了深入挖掘富有礼乐文化地域特
色的优秀传统文化旅游品牌，白樟镇下
炉村羊顺农庄先行先试，古为今用，在
原有的乡村旅游项目基础上升级打造
礼乐文化小村。在古厝举办面向闽清
与周边城市小学生的“国学精典讲习
班”，讲习《弟子规》、礼仪乐律知识等国
学内容；动手按照古代礼仪演绎各种乐
器、学习茶道、行礼、朗诵诗歌等，抒发

学生们积极向上的激情，使礼乐文化潜
移默化地深入到小朋友的心田；通过过
年等各种节庆举行各种祈福大典活动，
再现古代民间祈福国泰民安、五谷丰登
的场景。

乡村旅游产业离不开青山绿水自
然风光，更离不开独特的文化，这是乡
村的特殊标志，也是乡村的核心竞争
力，唯有打造特色乡村文化，促进乡村
旅游升级，才能让乡村发展既有底蕴又
充满活力。

羊顺农庄探索打造升级版礼乐文
化小村，创建宣传礼乐文化的精品旅游
项目，让文化为旅游插上了翅膀。

（东南网记者 田燕平）

为乡村旅游注入文化的灵魂
闽清羊顺礼乐小村开业

每到春节，家家户户都都
会做一件事，那就是在自家门
口贴上喜庆的春联，用吉祥的
字词，寄托对来年的新期待。
近日，闽清县金沙镇联合县文
联在三太村村部开展“迎新
春 送春联”进万家活动，为广
大的群众送上别致的新年祝
福。

寒冬虽冷，活动现场的气
氛却炙热温暖。义写春联，写
的是对新年浓浓的祝福，更是
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热爱。
活动中，志愿者们积极参与书
写，县文联的书法家更是挥毫
泼墨，不吝展现自己的书法功
底，一幅幅喜庆而寓意美好的
春联一经写好，便引得众人喝
彩鼓掌，争相收下这充满“年
味”的祝福。喜庆的春联被大
家小心翼翼地捧在手中，欢声
笑语萦绕在笔墨香气之间。

活动共送出春联 300 余
幅，得到了群众们的一致好
评。 （金沙镇）

义写春联送祝福义写春联送祝福 翰墨飘香迎新春翰墨飘香迎新春

近日，“未来星主播”闽清县第
二届少儿主持人大赛决赛圆满落
幕。本次大赛由福建省播音主持协
会、福建省儿童潜能开发教育协会
指导，未来星主播组委会主办，闽清
铂玥府协办。分为萌宝组、阳光组
和活力组，吸引了一百多名青少年
儿童参加，最终共有39人亮相决赛。

小选手们展示了各具特色的自
我介绍，丰富多样的模拟主持，还进
行了激烈的现场辩论环节，赛场上
高潮迭起。值得一提的是，在模拟
主持中，选手们通过《走进闽清》、

《食在闽清》等具有闽清地域特色的
主题，展示了闽清橄榄节、闽清糟
菜、闽清特色菜肴烤豆腐等。还有
许多富有年味儿的模拟主持，《一年
又一年》、《少儿春节联欢晚会》等，
观众们提前感受到了新春的喜庆氛
围。在现场话题讲述环节中，设置
了“家乡的骄傲”、“家乡的变化”等

话题，激发了选手们对家乡生活的
观察，提高了选手们对家乡闽清的
热爱与自豪。

本次决赛特别邀请到了福建省
播音主持协会副会长、福州电视台
高级编辑吴乃心，国家级普通话测
评员、福建省播音主持协会会员黄
蕊，福建省儿童潜能开发教育协会
秘书长游丽群等担任评委。评委老
师充分肯定了选手们的主持潜力，
一批“小主持人”从比赛中脱颖而
出，并对选手们提出了更高的期待！

据了解，“未来星主播”全县少
儿主持人大赛已连续举办两届，选
手们的精彩对决不仅是语言和思想
的交锋，更是灵感与智慧的碰撞。
大赛不但为全县抱有主持热情的青
少年儿童提供了展示平台，还进一
步增强了参赛选手们主持能力的提
升。 （郑智滔）

“未来星主播”县第二届少儿主持人大赛落幕

闽清人记忆里关于家乡的“年
味”少不了“炒白粿”这道菜，每年春
节前夕，闽清家家户户基本都会加
工制作白粿，每户少的加工白粿几
十斤，多的则加工上百斤，大家齐心
协力制作白粿，让大街小巷充满热
闹年味，白粿更是餐桌上的一道美
食。

白粿，是用上等粳米制作而成
的即食食品，其米香浓郁、质软筋
道、口感细腻，而且便于久存，烹饪
方便，炒煮皆可。在闽清，最常见的
做法是芥兰菜炒白粿，加入少许肉
丝、香菇、蒜苗等炒制而成。

勤劳的闽清人制作白粿
选料严格
过去闽清传统制作的白粿，用

米一定要用纯净的上等粳米，不能
用糯米和籼米，也不能掺杂。

浸泡用时
制作白粿前，先把纯净的上等

粳米放在桶盆中，用清水浸泡至少
12小时以上。如果浸泡时间少于12
小时，粳米尚未泡透泡软，就很难蒸
熟蒸透。其制作加工成的白粿的口
感，就会大打折扣。

蒸煮得法
把浸泡好的粳米用笊篱捞起，

用清水冲洗后，倒入木制大饭甑中，
把大饭甑置于大铁锅中蒸煮。蒸煮
时，甑顶不能加盖，甑底部的米层要
高出铁锅水面一寸余。否则，锅中
沸水会浸漫到甑底部，使底部米很
快熟烂而堵住米中的气孔，蒸汽无
法上升到甑顶，粳米便无法蒸熟蒸
透。

齐心协力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制作白粿，

常常要动用石臼这样的大型工具
了，一般是几家协作进行，连续轮流
制作白粿，参与现场制作的会达到
10 人以上，而且分工明确，一般是 2
个人负责翻腾石臼里的饭泥，还有
6、7 个人负责踩舂桥。过程中讲究
的是齐心协力，有专门指挥的人发
出有节奏的口令，一翻一舂、一翻一
舂，参与的人往往也齐刷刷地喊出
劳动号子，场面非常的壮观、热闹。

童年美味
印白粿，当然就是小伙伴们最

欢乐的童年时光啦，印上各种各样
花色，边印还边美美地吃上一小
团。经过加工后，米香浓郁、质软筋
道、口感细腻的闽清白粿就大功告
成了。

保存白粿
白粿的保存方式，传统方法是

待白粿凉干硬后，浸泡于略洒些食
盐的清水中，看天气情况，三、五天
换换水，年前的白粿可以一直保存
到第二年的春耕，甚至到清明。现
在有了冰箱，一般可以在冰箱里保
鲜一个星期左右。如果量大了，还
是用水泡的古法更为妥当。

随着时代发展，闽清白粿的制
作加工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从纯手
工走向了半机械化，所用原料也由
粳米变成米粉，食用白粿的方式多
种多样，但不变的是记忆中的家乡
味道，以及对家乡的爱。

（来源：畅游闽清）

勤劳的闽清人从不缺乏创造力勤劳的闽清人从不缺乏创造力
用巧手把粳米制成“年味”

熬夜赶工，再加上春节期间总
少不了聚餐，烟酒不离手，心烦意燥
不说，咳嗽、疲乏更是难挡！怎么
办？不防试试这款健脾润肺的靓
汤，为健康冲刺加油！

百合鲫鱼汤
食材：百合250克、鲫鱼800克、

香油适量、胡椒粉适量、精盐适量。
做法：1将鲫鱼去内脏洗净；2用

香油炸至金黄色，加水、精盐煮烂，
加百合煨 30 分钟，最后撒上胡椒粉
即可。

功效：此汤具有益气健脾、清热
利水、滋阴润肺、清心泄降的功效，
适于虚热、虚咳、虚肿、肺燥、干咳等
症。

小科普：百合，别名白百合，蒜
脑薯，为百合科植物百合、细叶百
合、麝香百合及其同属多种植物的
干燥肉质鳞叶。

选用标准：在挑选百合的时候，
新鲜的百合应挑选个大、瓣匀、肉质
厚、色白或呈淡黄色的，选购时还应
注意要剔除杂质、黑瓣、烂心或霉变
的；如果选用的是百合干，宜挑选干
燥、无杂质、肉厚者为佳，若干百合
颜色太白且有酸味，一般为硫熏品，
建议少用。食用的百合以家种、味
不苦、鳞片阔而薄者为优，而药用的
百合则以野生、味较苦、瓣片小而厚
者为佳。干百合置通风干燥处保
存。

性味与归经：甘，寒。归心、肺
经。

功能与主治：养阴润肺，清心安
神。用于阴虚久咳，痰中带血，虚烦
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

注意事项：风寒咳嗽及胃寒便
溏者忌服。

（来源：福州晚报海外版）

春节期间熬夜、烟酒多、干咳难止
试试这款健脾润肺的鱼汤

羊顺礼乐小村开幕仪式羊顺礼乐小村开幕仪式
小学生讲习《弟子规》

据中新社报道 春节将近，马来西亚
不少华人家庭又到了年糕年饼飘香的时
节。

马来西亚著名华文作家朵拉笑言，
自从过了冬至，各种社交媒体群组就被
朋友“晒年糕”图片刷屏了。

家住槟城的马美云，从过了元旦就
开始制作年糕。已是华人第四代的她告
诉中新社记者，马来西亚的年糕保留中
华风味同时，也浸润了别致的“椰风蕉
林”风情。

从2006年就开始创业制作年糕的马
美云说，马来西亚年糕，除了糯米和白糖
这些传统材料，还有一味不可或缺的材
料——香蕉叶。

马美云说，香蕉叶是用来当年糕的
‘垫杯’(模具)，这可是马来西亚年糕制作
的一大关键。

首先，蕉叶的选择就十分严格，尤以
山上野生的芭蕉叶最适用。

其次，生蕉叶要先用火烘烤至叶体
发软。马美云介绍，这样烘过的蕉叶，才
不会在蒸年糕时破裂，也只有这样烘过
的蕉叶，才能让制作好的年糕洋溢一股
蕉叶香。“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这就是

‘年’的味道！”
“蕉林”之外，还有“椰风”。马美云

说，马来西亚年糕吃法很多，其中最普通
的是将年糕切片蒸熟后，沾上椰丝食用。

朵拉也说，新鲜年糕，加上沾盐的椰
丝，看得人“恨不得马上切一块品尝”。

朵拉告诉记者，除了年糕，马来西亚
华人还融合南洋风味制作年饼——炭烘
的甜饼。这种甜饼以米浆、椰浆、鸡蛋加
上适量的糖，混在一起搅成糊，在炭炉上

烘烤而成。这种年饼还有一个特别浪漫
的英文名字——“love letter”(情书)。朵
拉说，年饼又香又甜的味道，象征人与人
之间美好情谊。

不过，无论在制法、吃法上如何融合
在地风味，对马来西亚华人而言，年糕对
于“年”的意义，却不会改变。

马美云回忆，自小起，蒸年糕就是一
件“神圣的大事”。每当她们居住的小村
吹起东北风时，祖母就会将年糕的模具、
大蒸锅、白布等拿出来让母亲、伯母去洗
干净；又大声喊伯父去砍柴，“柴枝还不
能太小，必须是长约七八尺的树干”。

当年糕在午夜放进蒸笼时，马美云
的祖母还会在炉盖上绑几粒石榴以及一
个红包封，讨个吉利口彩。而年糕一蒸
就要12个小时，马美云的大伯往往要整
夜不眠不休的加水添柴。

蒸好年糕掀开白布之际，是马美云
一家最紧张的时刻，若火候足够，白色的
糯米浆就会变成棕色，散发出黄金光
泽。马美云说，那时候，蕉叶和甜糯米的
香味就散发出来，令全村满溢“春的味
道”。

岁月变迁，年糕年饼依然是马来西
亚华人家庭不可或缺的“年味”。马美云
告诉记者，这几年来，无论市道好坏，自
己的年糕生意都相当红火，今年开制年
糕不过十来天，已经预定出近4000份了。

朵拉则永远不会忘记春节时妈妈伴
随年糕递上的祝福，“吃年糕，年年高”。
她说，不论年糕口味如何变化，“重要的
是过年一定要有年糕”，这代表马来西亚
华人对新一年的美好期盼。

（记者 陈悦）

马来西亚华人迎春节 年糕年饼添“年味”
据马来西亚《星洲日报》报道 当

地时间1月17日，马来西亚彭亨州玻
璃口华文学校举办挥春比赛，学生们
踊跃参加，一起挥春，现场一片喜气
洋洋。

为配合华人农历新年的到来，马
来西亚彭亨州文冬区国会议员黄德
赠送50箱年柑给全体老师，并祝福他
们新年快乐。

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美律区州
议员李政贤上午代表黄德为挥春比
赛主持开幕时，移交50箱年柑给该校
老师。董事长张廷陆、副董事李文
发、校长唐观雪、家协主席梁丽凤、董

家协代表和老师等等济济一堂，观看
同学们挥春。

李政贤在致词时说，马来西亚是
一个多元种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华
裔的各项节日庆典和文化，必须保存
下去。

他也呼吁市民踊跃出席行动党
文冬区国州议员将于 1 月 19 日在文
冬华人大会堂前面举办的迎春晚会，
大家一起来庆祝新春。

校长唐观雪说，该校共有 324 名
学生，包括学前班50人。老师共有25
人。董家协成员也分派红包给全校
学生。

马来西亚彭亨州玻璃口华文学校举办挥春比赛

据马来西亚《诗华日报》报道 日
前，为配合庚子鼠年的来临，马来西
亚砂拉越旅游局推出以大笔尾鼠
(Pencil-tailed Tree Mouse)为主要角
色的红包封。

该笔尾树鼠的科学名称为Chi-
ropodomys Major，属于鼠科，笔尾鼠
属；个体比小家鼠稍大的一种野鼠，
为婆罗洲特有动物之一。

砂拉越旅游局首席执行员指出，
砂拉越旅游年第二阶段计划目前已
开始，并相信印刷老鼠及砂拉越旅游
局品牌的红包，可提升人们对砂拉越
旅游局品牌的印象。

砂拉越旅游局将分发红包给该

局所有旅游业伙伴，分别在中国的马
来西亚旅游局办事处、驻古晋中国领
事馆、吉隆坡国际机场、吉隆坡中环
车站及所有砂拉越旅游资料中心，以
让公众索取。

砂拉越旅游资讯中心古晋办事
处位于旧法庭大厦，而美里办事处地
址为Lot 452, Jalan Melayu, Miri，诗巫
办事处位于诗巫文化遗产中心。公
众可从1月17日开始，在上述地点索
取红包封。

马来西亚砂拉越旅游局推出鼠年主题红包封

本报讯 近日，间清县政协梅声诗
社在县老年大学举办 2020 年迎春诗
会。来自全县各行各业的诗人作家、
吟唱爱好者、诗词爱好者等近百人齐
聚一堂，和诗词相约，风雅迎新春。

当天的迎春诗会上，诗社负责人
介绍了这一年多来，梅声诗社开展的

“走出去 请进来”等学习交流活动。
表彰了 2019 年度创作的优秀诗词作
品。诗社会员轮番登台，一展风采，现
场用福州话慷概激昂地朗诵其中的获
奖作品。昑唱者或咏物、或言志、或抒
怀，深情演绎着一首首优美诗词，诉说
着对生活的感悟。大家以不同的风
格，唱古韵，颂今词，有的以吟通的方
式，有的以闽剧的格调，平仄韵律、抑
扬顿挫，高潮迭起。诗会现场气氛热
烈，诗友们无不沉浸在诗歌的海洋里，
乐享诗词文化的美好。

大家在吟诵期间还分别为 80 岁
和 90 岁高龄的诗友送上了象征多福
多寿的长寿面和字画。当天的诗会还
特别邀请了闽候县旗山诗社的多位诗
友参加。

（记者 刘景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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