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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就是趁母亲做年茶
饭时偷吃一颗丸子的满足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按照我
国传统习俗，一过腊八节，年味就渐渐浓
厚起来，人们纷纷开始备办年货，打扫屋
子，做年茶饭，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70岁的老榆林人马淑菊，曾是榆
林城里大户人家的子女，打她记事起，
就是看着外婆与母亲如何做茶打饭长
大的。“外婆是大户人家的闺秀，过日子
极其精细讲究，我和母亲就是在外婆指
拨下，学会了制作老榆林的拼三鲜、八
宝饭、油馍馍、油糕等具有榆林特色的
年茶饭。”

马淑菊有五个女儿，女儿们也都是
看着她做年茶饭长大的。二女儿李娟
说：“从我记事起，每年腊月二十三之
前，母亲都会拌豆菜给我们姐妹吃，对
于我们来说，年的记忆就是从吃红红绿
绿的美味豆菜开始的。母亲先用刀将
腌制晾晒干的大块茄莲切成薄片后，我
们姐妹几人再用手把韧弹的茄莲撕成
更薄的片，然后母亲再切成丝，一切、一
撑，彰显出的是老榆林人做饭的精细与
讲究。红的豆子、白的杏仁、绿的青豆
以及茄莲丝，母亲用葱姜蒜末榨好油，
再加入适当的盐、芝麻、香油等佐料，豆
菜就此拌制而成。”

豆菜是老榆林城孩子们对年味最
深的记忆，在四合院里的邻居们互相
赠送品尝着各家略有差别的豆菜中，
年也进入了倒计时，家家户户都开始
准备年茶饭了。从腊月二十三制作年
茶饭开始，孩子们便参与其中，各有分
工，有的倒醋打酱油，有的剥葱捣蒜，
有的团丸子，有的用筷子在准备入油
锅的油馍上点个洞，一家人老老小小
忙得是不亦乐乎。

“年味儿是什么，就是趁我妈不注
意偷吃的一颗炸丸子，或者偷啃一口大
骨头上的肉然后赶紧跑开的满足。在
我看来，年味儿不仅是一家人团聚在一
起的吃吃喝喝，更是一家人一起热热闹
闹制作年茶饭的这个过程。”李娟说。

榆林城，如今是聚集南北各县地域
人口众多的一座老城，各县的饮食文
化、风土人情各不相同，外县人总喜欢
调侃榆林城人为人小气，待客请吃总喜
欢拿小碗招待客人，但在马淑菊看来并
非如此，“老榆林城人待客做饭讲究一个
精细。招待贵客，餐具都要用平日里舍
不得用的精致小碗、小碟，以显客人的尊
贵；做饭讲究，哪怕是用料极简的食材也
要做得像模像样，美食美看、精致讲究是
老榆林人的一个饮食习惯。”

上世纪60年代，物资极度匮乏，
米、面、油都需用票按月购买。“但老榆
林城有个风俗，就是春节的时候亲戚们
都会相互请吃节饭。记得1968年春
节，我犯难了，过年请亲戚们来家里吃
饭，肉肯定是不够吃的，我当时还急得
偷偷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场，生怕亲戚吃
不好让人笑话。”马淑菊说，第二天天没
亮她就起床，用二斤羊肉、半个肥美的
绵羊尾巴和黄萝卜做出一盆羊肉饺子
馅，又用二斤半猪肉、炸豆腐、土豆、粉
条、白菜做了一大锅烩菜，蒸了些白面
馍馍，将哥哥、姐姐、兄弟几家子人全都

请到家里来吃饭。侄儿侄女们高兴地
对马淑菊说：“二婶儿，你做的饭真香，
我们吃过这么多家的节饭，数二婶家的
饭最好吃。”

“可那个时候我心里那种复杂的感
受谁也体会不到。”回忆起那艰难的岁
月，老人眼里泛着泪光。

拼三鲜是老榆林城人过
年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随着人们的日子越过越好，马淑菊
家里的餐桌也逐渐丰富起来。腊月二
十一，当四女儿李莹将各种制作年茶饭
的材料备齐后，马淑菊和女儿们以及外
孙一起开始制作年茶饭。

“说起这年茶饭，拼三鲜就是咱老
榆林城家户人过年必不可少的一道菜，
这道菜最具榆林传统风味特色，是榆林
的饮食文化代表。据说当年乾隆皇帝私
访榆林时，吃过这道菜就赞不绝口。也
有人说，康熙皇帝北征凯旋来到榆林，也
品尝了这道菜。”马淑菊自豪地说。

“正宗的拼三鲜做起来很复杂，因
为制作工序繁杂，要用烧、煮、炸、蒸等
烹饪手段，而且配料众多，一般要花费
一整天的时间。”李莹说，拼三鲜的基本
原料是猪肉、羊肉、鸡肉，配料有菠菜、
韭黄、香菜、木耳、黄花菜、海带等。烹
制过程中，三种肉一起下锅煮三个小时
后，再将熟猪肉切片，红烧红焖各半，洋
芋片切得薄厚均匀炸成金黄，再涮出一
张张晶莹的粉皮。一家人上手团丸子，
丸子入油锅后，随着嘶拉一声响，香味
已经弥漫整个厨房，让人食欲大振。

安顿完这些后，李莹又用生肉加调
料制成水丸子、酥肉块，放入蒸箱烹制，

“咱这拼三鲜里，还有一道佛手，小孩子
们特别喜欢吃。制作佛手也很费工，面
中加入食红、鸡蛋和好，擀成皮，切成两
寸长条，将炸丸子馅裹入，卷好，切成手
的形状炸制，所以称之为‘佛手’。”

十余道工序完成后，李莹为全家人
烩制出一锅汤鲜味美的拼三鲜。精致的
器皿内，荤素搭配，稠稀相间，红的佛手、
绿的菠菜、黄的黄花、白的粉条、深褐色
的木耳、大小一般的丸子，看起来精致绝
伦。遛着碗边吸一口汤，让人回味无
穷。酥肉外酥里嫩，炸丸子酥香味美，水
丸子细嫩Q弹，涮粉皮筋道爽滑。汤道
是老榆林拼三鲜的灵魂所在，没有大块
羊肉、猪肉、整鸡熬煮出来的浓郁汤头，
拼三鲜吃起来一定是寡淡无味的。

“其实，同样都是做拼三鲜，同样的
菜，做法却大相径庭，各家都有秘而不
宣的细节在里面。我家的拼三鲜之所
以鲜美好吃，是传承了我妈妈的妈妈、
奶奶的奶奶这些祖辈人流传下来的一
些精细的、固有的手法和工序。比如，
一般家户，甚至是一些高规格酒店后厨
做拼三鲜的流程中，都很少有‘顶汤’这
道工序了，但我们家在制作中，顶汤是
必不可少的环节，拼三鲜里的汤清透不
清透、味鲜美不鲜美都取决于这道工
艺。所以，要说谁家的正宗或不正宗，
每个食客只能凭自己的感官和味蕾品
鉴了。”李莹说。

夜色浓重，李莹家厨房的玻璃上仍
是雾气腾腾。她将头一天晚上浆好的
软大米平铺在两个大铁盘上，然后放入

蒸箱，蒸到八成熟时取出，此时，米的自
然香气散发出来，香甜淡雅。李莹依次
加入白糖、猪板油、陈皮桂芝面等，用勺
子不停搅拌，一股独特香味扑鼻而来，沁
人心脾。当搅拌至软大米呈现出淡淡的
黄褐色，米、油、糖、陈皮桂芝面等充分融
合在一起晶莹剔透时，就准备定碗了。
马淑菊在每个碗上抹了一层薄薄的猪
油，外孙女将苹果、核桃仁、葡萄干、青红
丝、花生仁、瓜子仁、枸杞、红枣等配料放
入碗底，摆好造型，李莹将拌好的糯米压
入碗中，冷却一夜后就可扣出成型。

食用八宝饭时，要在锅内隔水蒸十
余分钟，此时，所有配料的味道更加融
合在米中。上桌后的八宝饭香甜四溢，米
粒晶莹剔透，口感软糯香甜。马淑菊说，
老榆林人吃八宝饭还有一种独家吃法，吃
之前舀一勺白糖浇上，倒一盅50度以上
白酒，点火，待火苗灭后再搅拌均匀，就可
以食用了。酒香味自然散发间，让人不自
觉地沉醉在美味的八宝饭中。

年茶饭里包裹着浓浓的
亲情与无尽的挂念

由于祖祖辈辈对传统美食的传承
与喜爱，如今，马淑菊的五个女儿都做
的一手好饭，对制作美食也都有一种特
殊的钟爱，女儿们平日里做的一些精致
菜肴，总能得到周围朋友与邻居的夸赞
与羡慕。

“做年茶饭是我们家祖祖辈辈传承下
来的手艺，我外婆教会了我母亲，我母亲
教会了我，如今，我又教会了我的女儿、外
孙们，就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不仅让年
味儿一直在，也能让我们这个大家庭永远
凝聚在一起。”马淑菊自豪地说。

每年过年时，这个大家庭都会欢聚
一堂，桌上摆满鸡、鱼、海鲜、拼三鲜、八
宝饭、炸油糕以及时令瓜果、蔬菜等，一
家人吃着热闹红火的年茶饭，诉说着各
自一年来的收获及对来年的期许。

李娟说：“最让我难忘却又不敢碰
触的一道菜，就是老榆林人爱吃的猪肉
翘板粉。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去外地
照顾亲人，一走就是大半年，那段日子
是父亲照顾我们姊妹几个的饮食起
居。我记得每到周末，父亲为了给我们
改善伙食，就会做猪肉翘板粉，但我26
岁那年，父亲因病离开了我们。”

之后许多年，李娟再也没有吃过这

道菜。直到前段时间，她的一位同事问：
“你会做这么多正宗的榆林传统菜，怎么
从来没见你做过猪肉翘板粉？”李娟沉默
了，她明白，这道菜里有她对父亲最深刻
的记忆，承载着5个姑娘对父亲的无尽思
念。“要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父亲过世
太早，没能够看到我们姐妹几个成家立
业，家庭幸福。如今我自己人到中年，更
加感受到亲情至上。母亲虽年过古稀却
经常给我们做好吃的，这是一件多么幸
福的事。所以，我经常告诉身边的人，孝
要早，不要等，不要给自己留下‘子欲养
而亲不待’的深深遗憾！”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记忆，而
美食就是对它最好的记忆。李莹去过
中国很多城市，但不管走到哪里，家乡
的味道，总是让她心有温暖。2017年
夏季，她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
开了一家私房餐厅。餐厅开业后，她从
购买食材到烹制饭菜，全都一人包揽。

“自己创业挺辛苦的，但是我不想请人
帮忙，因为我对榆林传统美食是从骨子
里的喜爱，我要用最好的食材、最地道
的烹饪方法，为食客们做出可口的菜
肴，这其中容不得有半点马虎。”

李莹的私房餐厅里，既有传统的榆
林老菜，也有她自己花心思独创的秘制
佳肴，每位来用过餐的客人总是对她的
厨艺赞不绝口。她的私厨小店也接待
过来榆访问的一些外国友人，他们都对
榆林美食给予了极高评价。榆林的传
统美食，为榆林与外国友人架起了一座
沟通的桥梁，美食，让世界了解榆林，让
榆林走向世界。

好多朋友平日里都喜欢跟李莹讨
要一些做菜的秘诀，而她也总是乐于跟
爱好美食的朋友分享做菜心得。这几
日做年茶饭，她的女儿也没闲着，读大
学三年级的她，每个寒假回家都会帮妈
妈和外婆打下手，她已经对老榆林各色
年茶饭的制作工序了如指掌了。当她
把家里的年茶饭拍照上传到朋友圈、微
博时，总会引来全国各地同学们的羡慕
与称赞。

饮食，是一种民族文化，有其特定
的历史地域代表性。老榆林年茶饭不
仅仅是一种美食，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与
生活方式的传承。“现在社会越来越发
达了，许多年轻人的观念改变了，喜欢
新颖，喜欢快餐，没有人肯为吃年茶饭
花这么多功夫了。”马淑菊在榆林老街
大有当巷四合院的家中，与院里的几位
老人聊天说起做年茶饭的事，无不骄傲
地说：“我的几个女儿，都传承了祖辈上
教照下来的一些做法，我们这个家，年
味，一直在传承。因为这年茶饭里，包
裹着的是一座城市的记忆与每个家庭
永远扯不断的亲情。”

夜深了，屋外寒风渐起，屋内温暖如
春。李莹和母亲、女儿又浆了一盆软大
米，打算第二天再做些八宝饭送给亲朋
好友。老榆林的年茶饭不仅是美食的延
续，还是家乡的味道，这熟悉的味道将家
人团聚在一起，把所有的感情都融入到
年味儿里。也许生活艰辛，万事难尽如
人意，但是，家乡的味道以及亲人的挂
念，永远会是鼓舞每个人前行的动力。

年味儿，咋就这么浓
——听听老榆林人与年茶饭的故事

本报记者吕晶 实习生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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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年味回归本真
刘予涵

腊月的榆林，年的气氛渐渐浓郁。大街上、公
园里，红灯笼高高挂起，霓虹灯闪烁不停。那些性
急的人们，早就在市场上转悠着采购了年货。榆林
今年安排的十五项系列春节文化惠民活动，吹拉弹
唱观影看展，从腊月到正月，天天有新意，在网上持
续发酵，挑逗得在外游子恨不得早早放假回家。

春节是中国人心中最为重要的节日，它盛装
着童年时代最难忘却的美好记忆，牵系着游子无
比强烈的思乡情结，承载着父母期盼团圆的殷殷
之心。不论时代如何变化，春节的地位在中国人
的心中永远不会改变。然而，曾几何时，现在的
春节离记忆中的春节越来越远，不由得让人感慨
年味变淡了。的确，现在物质和文化生活日益丰
富，大多数人衣食无忧，只有春节才能穿新衣吃好
饭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感觉春节期间与
日常生活差异不大，对于过年的重视程度自然也
就下降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
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并且
强调：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春节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春节民俗
文化内容丰富，寓意深刻：喝腊八粥、送灶神爷、贴
春联、挂灯笼、守岁拜年走亲戚等一系列活动，蕴涵
着和谐、团圆、亲情、伦理以及对新生活的企盼等理
念和文化。因此，过好春节，让春节真正回归本真，
才能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浓浓的年味儿，对弘
扬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另一个角度看，人们抱怨年味淡了，恰恰说
明对春节仍抱有很大期望，希望还像过去一样过
一个热闹祥和的春节。陕北传承着数千年的文化
和历史，陕北人过年更是讲究，逛庙会、赏花灯、转
九曲、闹社火、扭秧歌、猜灯谜、吹唢呐、唱民歌等，
丰富而又独特，年味深远而浓郁。近年来，榆林利
用资源禀赋，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成为旅游产业
优势，把产业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每年春节推
出丰富的年俗旅游特色项目，既吸引了游客，也丰
富了群众文化生活，让人们又找回儿时的记忆。

春节，是其它任何传统节日都无法比拟的。浓
浓的年味，也会增添人们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市区将投用

120个太阳能公交候车亭

本报记者张倩摄影报道 记者日前从榆林市公交
总公司获悉，市区将安装120个太阳能公交候车亭，主
要分布于金沙路、滨河路、文化南路、建业大道、建榆
路、人民路、明珠环路、朝阳路等地。目前已完成全部
栽设施工，预计春节前后完成内置线路连接及LED显
示屏装配。

这批新款公交候车亭均为单连体候车亭，外观为
棕黄色钢结构，结实耐用；面板采用钢化玻璃，平整透
亮，清晰度高；遮雨棚下方配有LED显示屏，便于显示
站名和发布各类宣传信息；内置太阳能板及蓄电池，用
于发电蓄电；增加了候车座椅，市民候车更加舒适；内
部设有灯管，用于夜间照明，方便市民晚上乘车时看清
站牌。

市公交总公司办公室主任马立先说：“新款太阳能
公交候车亭在方便市民候车的同时，也起到了扮靓城
市街道、增加宣传媒介、提升城市文明程度的作用，希
望广大市民能够多加爱护。”

图为市公交总公司门前展示的太阳能候车亭。

市老龄办

走访慰问百岁老人

2月5日至7日，市老龄办工作人员集中走访慰问
了全市28位百岁老人，为他们送去新春的祝福及慰问
品、慰问金。

图为慰问中。 文图/王静

农历腊月二十一清晨，曙光微露，天气
寒凉。李莹起床梳洗后，便趁早来到位于市区
外贸路的一家肉食门市。

“老板，老规矩，猪坐墩肉，六分瘦四分肥，帮我
绞十斤丸子。”“好嘞，您稍等。”十多分钟后，李莹提
着绞好的肉，又直奔古城农贸市场，去选购新鲜蔬菜。

临近春节，李莹一家人都很忙碌，榆林传统年茶饭的样样
数数，在她家一样也不能少。

曾经，传统年夜饭都是家家户户一年中最丰盛的大餐。平日里见不
到、舍不得吃的珍馐美味都会出现在年夜饭的餐桌上。如今，人们的生活
条件越来越好，想吃什么随时随地就能购买，已然天天如过年，很少有人再
去为做年茶饭这件事劳神费心了，更不会特别期盼只有过年才得以享受的
口福。这也是很多人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的重要原因。但年味还是有迹可
循的，老榆林的传统年茶饭，是最能让人感受到的、特有的榆林年味。

炸丸子炸丸子

祖孙三代人一起做八宝饭 吕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