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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年关将至，对不少离家的人而言，回家团圆，除了亲情

的慰藉，也少不了舌尖上的诱惑。江西“物华天宝”，各地独
具特色的美食、妈妈饭菜的味道……皆是漂泊时难忘的乡
愁。无论离家多久，家乡的美食永远是魂牵梦萦的记忆。

为了记住家乡美味、传递美丽乡愁，1月，江西日报社新
媒体部特别策划推出“帮家乡年货上头条”活动。经过一个
月的网络投票，“网友最喜爱的江西十大年货”名单日前出
炉，酱鸭、赣南脐橙、酒糟鱼、南丰蜜橘、丰城冻米糖、南酸枣
糕、高安腐竹、泰和乌鸡、萍乡腊肉、庐山云雾茶入选。

在外的江西人，当你过年回到家的那一刻，最想
吃的是什么？当你离乡返程时，行囊里必带的年

货有哪些？本期《江报直播室》为你
讲述那些与年货有关的故事

以及藏于其中的浓浓
乡愁……

DUSHI XINK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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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昌讯 （记者万仁辉 实
习生刘畅）随着春节临近，春运迎来
节前客流高峰。近日，记者在南昌
站、南昌西站采访发现，与往年相
比，今年，越来越多的旅客提前将年
货快递回家。随着春运行李的“减
负”，不少旅客不再扛着“大包小包”
赶火车，返乡旅途因此更轻松。

春运返乡“轻装上阵”
日前，在南昌读大学的周义天

和同学一起准备回福建龙岩。出发
前，两人收拾的行李相对简单。在
周义天看来，现在坐动车很快，节假
日回家很方便，一年往返数趟不成

问题，所以放寒假时行李不需要带
太多。

近日，记者前往南昌站、南昌西
站走访发现，如今，拉杆箱、双肩包
成为行李中的主力军，更多的旅客
在春运时选择“轻装上阵”，几年前
常见的旅客肩扛蛇皮袋、手提塑料
桶等场景如今已不多见。

2月 9日，从深圳来南昌探亲的
龚萍一家四人出现在南昌站时，也没
有带太多行李。“我比较注重养生，每
次回南昌都会给亲戚朋友带些保健
品。现在快递很给力，这几年我都是
直接寄回来，比前几年大包小包拎回
来方便多了。”龚萍感慨道。

近日，坐火车从南昌回东乡的
于文娟携带的行李虽然轻便，但也
包含了牛奶、牛肉等各类食品。“前
些年担心生鲜食品在回家路上时
间长了难保鲜，现在动车这么快，1
个多小时就能到家，食品一般不会
变质。”

网购年货受青睐
“一周前在网上选好了给家人

的新衣以及各类年货，前天所有包
裹都到家了，进门比我还早。”2月10
日，计划从南昌返回赣州老家过年
的小方抵达南昌西站候车室时，随
身行李只有一个双肩包，当被问及

行李为何如此简单，他如是说。
日前，根据“年货节”淘宝包裹

的物流记录，阿里巴巴集团通过将
买家所在地和商品签收地连成线，
绘制出一幅“春节想家地图”。阿里
数据显示，今年“年货节”期间，在全
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收到
年货包裹最多的区域为河南，我省
排在第五位。

据悉，在抵达我省的包裹中，中
老年女装占比较大。对此，业内人
士表示，中老年女装如此受欢迎，反
映出江西人普遍重视孝道。“为家人
置备新衣，是暖心之举，中老年女装
是很多漂泊在外人送礼的首选。”

本报乐平讯 （记者郑颖）我省实施了河
长制，河流有河长、湖泊有湖长。2月 11日，
在乐平工业园，记者看到了比河长、湖长更小
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官”——雨水沟渠长。

根据工业园区实际，乐平市制定园区雨水
沟渠长制，将园区雨水沟渠分段给园区各企业
划分责任，设立“沟渠长”，明确沟渠长职责。企
业法人是沟渠管理的直接责任人，履行沟渠突
出问题整治、水污染综合防治、沟渠巡查保洁
和保护管理职责，确保沟渠水质达标。

以中央环保督查发现的问题为突破口，
乐平市不断完善园区环境监管机制，加大监
管排查力度，严厉打击非法排污行为；实行企
业环保专员制和园区环保协查制，园区每家
企业安排一名环保业务熟练的员工作为环保
专员，履行企业环保专员职责，每天如实上报
物料平衡及水平衡等情况；每个企业还安排
一名园区环保协查员参与园区环境巡查工
作，这样不仅企业之间能互相监督，还可对环
保执法人员监督，确保执法公正、公平。执法
人员在园区范围内开展水气24小时巡查，及
时发现、排查、解决问题。同时，乐平加大对环
保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去年立案处罚31起，
同比增长 63.16%；处罚金额 225.8万元，同比
增长252.81%；移送公安7起，行政拘留11人，
刑事拘留9人，关停企业9家，兼并重组3家。

该市还加大投入，市政府投入近1亿元，
企业投入近 3亿元，完善园区水气监管和处
置能力建设。为确保出水稳定达到《城镇污
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一级B排放要求，
园区污水处理厂启动提标改造工程建设。同
时，对园区雨水管网进行改造，将原先不利于
环保部门监管的封闭深埋式铺设沟管改造为
地表化敞开式雨水管网；规范园区所有涉水
企业排口设置，实行“一企一口”，并安装雨水
排口视频监控和在线监测设备，与环保部门
联网，确保每天 24小时监测企业排放指标。
园区涉气企业聘请环保专家实地调研，形成

“一企一策”，并按要求进行了整改，企业废气
收集能力、尾气治理能力均得到极大提升。

经过综合治理，乐平工业园区环境质量
明显好转。通过定期对园区雨水管网各关键
节点水质密集检测，近半年来，园区内部水质
中COD、总磷、氨氮呈断崖式下降，且各排口
水质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江西省环
境监测中心站发布的全省设区市跨界断面水
质评价表显示，乐安河野鸡山村断面水质评
价连续3个月为优，特别是2017年11月的水
质在全省 17个测试点中排名第一。通过园
区废气在线监控平台数据反映，恶臭预警次
数也是大幅减少，废气扰民现象得到控制，全
年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超九成。

我省猪粮比价连续8个月稳定
本报讯（记者陈璋）2月11日，记者从省

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了解到，1月份，我省列
入监测目录的 65种居民生活必需品价格月
环比 43 种商品价格上涨，16 种商品价格下
跌，6种商品价格持平。

上个月，我省生猪收购价格略有回落，鲜
猪肉价格涨跌互现。1月底，全省生猪平均收
购价格每 500 克 7.73 元，月环比价格略跌
1.40%，同比价格下跌 13.73%，全省猪粮比价
为7.89∶1，已连续8个月稳定在生猪调控绿色
正常区域。同时，全省鲜猪肉每500克平均零
售价格分别为：统装肉12.47元、精瘦肉15.38
元、排骨21.06元，月环比统装肉、精瘦肉价格
分别跌2.12%、0.13%，排骨价格上涨4.52%。

此外，我省列入监测目录的17种蔬菜价
格月环比 15升 2降，涨跌幅较大，萝卜、冬瓜
等部分蔬菜价格上涨 20%以上，青尖椒价格
下跌 10.09%。省价格鉴定监测管理局分析
认为，今年 1 月份前期晴好天气多，温度较
高，下旬冰冻雨雪天气影响较大，导致蔬菜价
格波动幅度大。

舌尖上
的年货：最是
乡愁割不断

镜头一：在江西，家家户户都
会在年前准备一些腊肉、酱货，这便
是年的味道。不少老南昌人的年
味，是从一只酱鸭开始的。选用鄱
阳湖天然放养的红毛麻鸭，经过挑
拣、滚揉、腌制、烘烤、酱制等十几道
工序制作而成的酱鸭，色泽鲜艳油
润、酱香扑鼻、富有嚼劲……

网友“木呆呆”：小时候过年，父
亲总会在年夜饭桌上准备酱鸭，记
忆中的年味就是酱鸭的味道。长大
后，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每到过
年，父亲依然会准备好一只酱鸭等
我回家。用父亲的话说，过年不吃
酱鸭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

范旭明：酱鸭是江西人餐桌上
一道招牌菜，数十年来，它已成为一
种独特的年味和情感传承，深深烙
在江西游子的记忆中，成为江西本
土特色的一张名片。

镜头二：每年进入腊月，鄱阳湖
一带的居民都有制作酒糟鱼的习
俗。“家家晒鱼忙，户户酒糟香”，场
面十分热闹。取鄱阳湖中的鲜鱼，
加入自酿米酒，经过“一鲜、二晒、三
糟”的传统工艺，历时数十日制作而
成的酒糟鱼，酒香扑鼻，回味悠长。

网友“叮当”：想念妈妈做的酒
糟鱼，酒糟的香甜、辣椒的辣味和鱼
的鲜香融为一体，这是童年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陈昌华：酒糟鱼是鄱阳湖一带
的地方传统名吃，秉持古法制作工
艺，从酿米酒、腌鲜鱼到糟制鱼，每
一步都有讲究。做好的酒糟鱼封坛

储
存 ，可 以 从

年头吃到年尾，
寓意年年有余，祈

盼来年丰收。
同期声：纵使吃遍天南海

北的美食，也不抵家的味道。这
些带有家乡符号的食物味道，通过
岁月的沉淀与发酵，已化为乡愁的
一部分。有人说，离家久了，才更加
深刻地体会到，最美不过家乡味。

文洪瑛：如今，年货不再是简单
的美食，而是一种乡愁记忆。以往，
人们对食物没有太多要求，能填饱
肚子就知足。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美食品种日益丰富，人们常常怀念
家乡美食，特别是临近年关，这种情
感愈加浓烈，是因为这些年货美食
牵扯出人们的生活经历和往事，承
载着个人的独特记忆，这种舌尖上
的乡愁是一生都无法抹去的。

尹小健：远离家乡的人，每每尝
到熟悉的味道时，就会唤醒对家乡、
家人、亲情的无尽回忆，这一点我深
有感触。无论走到哪里，那些关于家
乡美食的温馨记忆都时常会清晰地
浮现在脑海中，而且不会轻易淡忘。

巧打乡愁牌：“小年
货”变成“致富宝”

主持人：乡愁是家乡味，里面也
有致富经。如今，不少年货借力“乡
愁”和“文化”，卖到全国乃至全球，
蹚出了一条让“美丽乡愁”变“金山
银山”的路。

范旭明：深受江西人喜爱的酱
鸭已卖到全国各地，目前，在江西、
广东、福建、辽宁、陕西、浙江、安徽、
河南等地有近3000家酱鸭连锁专卖

店，人们即使不来江西也可以吃到
地道的酱鸭。

陈昌华：作为江西人必备年货
之一的酒糟鱼，通过线上线下渠道
热销于北上广深以及湖南、湖北、河
南、河北、江浙一带的大中城市。一
些大型商超、高速及机场便利店也
能见到酒糟鱼的身影。

同期声：2010年6月，丰城冻米
糖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三批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当地重要的
产业，冻米糖的生产加工为人们开
辟了致富的路子。

镜头三：2月6日，记者走进位于
丰城市杜市镇的丰城市冻米糖总厂，
虽是晚上7点多，车间的机器仍开足
马力，工人在紧张地忙碌。熬糖、搅
拌、压板、切糖、封装……有了自动化
生产线，冻米糖的生产效率更高了。

徐国华（丰城市冻米糖总厂负责
人）：我们引进了先进的生产设备，现
在平均每天生产 0.6万公斤冻米糖，
最多的时候 1.5万公斤，但仍供不应
求。随着电商的兴起，冻米糖产品已
销往全国，尤其在江浙沪一带，销路
很好。如今，厂里冻米糖年销售额已
由过去的几百万元增至两千万元。

主持人：在丰城，每年春节，大
街小巷随处可见制作冻米糖的场
景。浓浓的年味中，一种记忆在冻
米糖的甜蜜中被唤醒，这是一种融
入丰城人血脉里的乡土情结。

游兵干（丰城冻米糖制作技艺
传承人）：丰城冻米糖寄托了丰城人
的情感、情怀、情结，承载了丰城的
传统文化和民俗。在制作主要工序
上，我坚持手工制作，把丰城冻米糖
的传统制作技艺保留下来，把老祖
宗留下的宝贵财富传承下去。

镜头四：在江西，提起高安，人们
会想到有“素中之荤”美誉的腐竹。
高安腐竹为传统豆制品，成品形状酷
似竹条，故名“腐竹”。岁末年关，在
高安一腐竹生产企业，忙碌的工人们
正在打造舌尖上的年味。

肖辉（高安一腐竹企业负责
人）：高安腐竹最大的特点在于“久
煮不烂”，主要得益于纯天然的原材
料及独特的制作技艺。其制作包括
清洗、脱皮、浸泡、磨浆、烘干等诸多
工序。目前，我们保持手工制作工
艺，腐竹日均产量为6吨。但相比市

场需求，这个产能仍显不足。
网友“SS”：孩提时代，每逢过

年，母亲必做腐竹烧肉，是我童年最
有味道的记忆。高安腐竹名气很
大，味道超赞。想起腐竹，就感觉回
到了家乡，回到了童年……

尹小健：人们怀念儿时美味，不
仅是怀念舌尖上的味道，更是怀念
渗透在美味中的家庭故事、村庄故
事、乡镇故事、地域文化，美食只是
传递乡愁、传承文化的物质载体。

文洪瑛：一种美食能让人记住
一座城市。江西美食丰富，尤其是
在上饶、赣州一带。吃过一次红鲤
鱼，那鲜美的味道让我记住了婺
源。由此看来，年货美食也是一个
城市的文化名片。

主持人：有时，年货背后的故事
和文化，往往比年货本身更打动人。

当文化遇上市场：年
货经济如何走得更远？

镜头五：前不久，网上一张晒腊
肠的图片火了，图中阳台窗户上挂
满了腊肠，被称“史上最壕阳台”。
如今，屋檐下挂满腊货的画面只能
偶尔瞥见，一些制作年货的温馨场
景似乎只存在于一代人的记忆中。
越来越多的年货从生产流水线走进
千家万户，手工年货渐行渐远。

主持人：有人说，工业化生产让
大量传统手工年货失去了原来的味
道；但要让江西年货产品“走出去”，
似乎不得不通过规模化生产拓宽市
场、打响品牌。工业化生产的年货
如何留住“年味”、传递“乡愁”？“文
化”和“市场”如何平衡？

肖辉（高安腐竹企业业内人
士）：这是当前一大困境。高安腐竹
坚持手工制作工艺，随着销售态势
越来越好，有些供不应求，单纯依靠
手工制作显得捉襟见肘。我们在考
虑引进自动化生产线提高产能，但
担心流水线生产会影响口感品质。

范旭明：工业化生产与传统手
工制作并不矛盾。20 世纪九十年
代，酱鸭主要依托煤球炉进行手工
生产，鉴于存在卫生和食品安全隐
患，也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
求，我们开创了蒸汽加工生产模式，
做出来的酱鸭不仅保留了原有的风

味和口感，仍是 20 年前“熟悉的味
道”，同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

文洪瑛：文化与市场的平衡取
决于年货产品的定位。如果目标客
户是小众人群，可以进行手工制作，
以“乡愁”为卖点；如果定位于大众
人群，那便要通过大规模、流水线生
产来做大品牌。不可否认，工厂流
水线也能生产出原生态的、有家乡
记忆的年货。

尹小健：江西有不少好年货，但
可能“养在深闺人未识”，要让它们

“走出去”，不仅要让其有“故事”、有
“文化”、有“乡愁”，还要让其有“市
场”。这就需要作坊和工厂流水线
生产方式充分融合。作坊生产保留
食物的原汁原味；工厂流水线在适
应规模化生产的同时，尽可能保留
产品的原有特性。

范旭明：只有扩大规模生产，才
能留住乡愁，不让曾经熟悉的“年
味”成为遗憾。近年来，我们依托

“互联网+”“标准化+”转型，在生产
领域布局实施智能传输系统，打造
智慧工厂，全面提升生产加工自动
化程度；在营销领域积极布局新零
售，实现线上线下全融合、全渠道销
售。目前，已开设南昌第一家无人
智能酱鸭零售店，开创了行业先河。

主持人：春节渐近，年味如一缕
挥之不去的乡愁袭上心头。传承好
舌尖上的年味，才能更好地保护丰富
多彩的年货文化，留住属于4600万江
西人的乡愁记忆。打特色牌，走融合
路，江西“年货经济”前景可期。

（高安市委宣传部通讯员彭松
林、丰城市委宣传部通讯员聂军洪
对本稿亦有贡献）

网购年货受青睐 返乡旅途更轻松

年货快递回家 春运行李“减负”

从“美丽乡愁”到“金山银山”

让舌尖上的年货走得更远

《江报直播室》是江西日
报 和 中 国 江 西 网（http：//
www.jxnews.com.cn）、江西
手机报（http：//www.jxnews.
com.cn/zt/system/2014/01/
20/012914396.shtml）联合主
办的全国第一个报网互动视
频直播栏目，登录中国江西网
或下载江西手机报，即可在网
上收看本期《江报直播室》的
视频。

整理：江西日报记者 钟珊珊 直播、摄影：江西日报记者 李 昕 实习生 罗来权、朱 琪

乐平设立“沟渠长”
守护工业园区水系

收购鹦鹉犯法 一审获刑
本报讯（记者陈璋 通讯员曾春艳）董某

系鸟类爱好者，购买了两只非洲灰鹦鹉，却不
知已触犯法律。近日，大余县人民法院审理
了董某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一案。

法院审理查明，2016年5月，被告人董某
从杜某（另案处理）处购买了两只鹦鹉饲养。
2017 年 5 月，公安机关查获上述两只鹦鹉。
经大余正兴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这两只鹦鹉
为非洲灰鹦鹉，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
物。5月 26日，董某经公安机关电话传唤到
案，如实供述了罪行。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
董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非法收购国家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构成非
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遂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二万元。

法官提醒，丹顶鹤、白鹤等属于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鹦鹉科（所有种）等属于国家二级
保护动物，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
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达一定
数量，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高安一腐竹生产车间一片繁忙景象。（高安市委宣传部通讯员彭松林提供）

近日，南昌西站，不少旅客“轻
装上阵”，踏上返乡的路。

本报记者 万仁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