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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烟火处人间烟火处 年味渐浓时年味渐浓时

年猪饭菜香
●记者 师洪亮 虾伟
实习记者 杨学兵

“党的政策好，种田人得的实
惠多……举起酒杯唱起来，共产党
的恩情唱不完。”在弥勒市西一镇
攀枝村委会勒克村民小组村民石卫
松家里，邻里亲朋欢聚一堂吃杀猪
饭，端着酒杯齐唱《党的恩情唱不
完》，歌颂今天的美好生活，表达
对党的感恩之情。

在石卫松家里，前来帮忙的邻
里亲朋捡菜、生火、烧水，石卫松
则忙着贴春联、挂灯笼，大家其乐
融融。

在邻里亲朋的忙碌中，石卫松
家喂养一年多的肥猪被“拿下”。
大家分工协作，男人准备菜肴，妇
女煮饭。阿细妇女们把米、包谷、
苦荞掺杂在一起淘洗、搓揉、蒸
煮，蒸出来的饭，既让离乡人员回
味乡愁，也有“忆苦思甜”的味
道，更表现“五谷丰登”的景象。

石卫松介绍，他家紧邻朱家壁
纪念馆，自己从小听朱家璧在勒克
村组织和领导反蒋武装斗争的故
事，在红色文化的熏陶中成长。这
些年，西一镇以强化党建引领、开
展红色文化教育为出发点，先后投
资500余万元改造提升朱家璧纪念
馆，以项目建设新突破促进经济发
展新跨越，积极把朱家璧纪念馆申
报为AAA级景区，进一步促进

“红色+旅游发展”的深度融合。
石卫松家与纪念馆一墙之隔，他
说：“我们勒克村人民感到很荣
幸，也很幸福。”

朱家璧纪念馆、家壁湖、法治
文化广场等，革命老区演变成为

“美丽乡村”示范样板、红色旅游
景区。村民安居乐业，日子过得红
红火火。大锅大灶、汤汁翻涌、菜

肴喷香，当冬日的暖阳徐徐西落，
一道道极具阿细民族文化特色的杀
猪菜被端到松针铺成的饭席上，邻
里亲朋如约而至、席地而坐，共享
美味杀猪饭。在欢乐喜庆的气氛
中，大家互诉衷肠、叙述着家乡的
变化以及自家的收成，畅想着更加
美好的未来。石卫松说：“党的二十
大召开以后，肯定会出台很多政
策，特别是‘三农’问题，我们生
活在农村，生产生活肯定会得到更多
的改善。我们要感恩党、相信党、跟
党走。2023年，肯定能够获得更大
的丰收。”

过年前杀年猪、吃杀猪饭是农
村由来已久的习俗，是迎接新年的
标志。美味的杀猪饭，吃出乡村氛
围，吃出邻里和谐。愿杀猪饭的传
统风俗，在时代的变迁中得以延
续，使之成为留乡愁、聚人心、促
和谐、助振兴的润滑剂。

【记者手记】

“党的恩情唱不完，革命老区
展新颜。”在西一镇，各族群众感
恩党、听党话、跟党走，奋力建设

“美丽乡村”示范样板，百姓安居
乐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让人感
受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红色基因代代传，踔厉奋发新
时代。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锚定目标任务，拿
出拼的劲头、担当的精神、干的实
招、快的行动，吹响抓发展“冲锋
号”，争当抓发展的“排头兵”，增
强抓发展的“硬本领”，跑出抓发
展的“加速度”，把党的二十大作
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付诸行动、见之
于成效，奋力推动红河高质量跨越
式发展。 （杨光祥 师洪亮）

●通讯员 杨曼青 曹蔓夫
朱泉屹 李雪琼

本报讯 临近春节，开远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蝴蝶
兰销售火爆，供不应求。

蝴蝶兰花意为“幸福的来
临”，美好的祝福加上高颜值，
令其一直成为非常受欢迎的年
宵花。

开远市卉谷园艺有限公
司是一家本土花卉企业，常
年从事蝴蝶兰栽培、销售，
现已培育出大辣椒、米歇
尔、幻影等 110多个品种。
连日来，工人师傅们在温室
大棚内忙着对蝴蝶兰进行分
拣、包装、打包。

“1000株嫦娥推出一个
小时就没有了，创下了单一品
种销售纪录，真是没想到。”卉
谷园艺有限公司经理张华介
绍，该公司10月份首次尝试
直播带货，立刻受到消费者欢
迎，每个月销售近4万株。

“临近过年，大家都喜欢
喜庆一点，我昨天拿了25件
货，下午 5点钟就卖完了，
今天我来拿的货都是有人订
的。”来自文山的销售商张春
城边挑花边说。

线上线下齐发力，春节
带火了开远蝴蝶兰销售，目
前主要发往越南河内的蝴
蝶兰约有12万株，比去年同
期增加30%左右。

兰花迎春至

傣家红糖甜
●通讯员 赵龙云

说起红糖，大家对它并不陌
生，煮糖水、烧菜都会用到它，甚
至是许多人童年里最好的糖果。但
提到红河县傣家纯手工红糖，你可
能第一次听说。

每年春节前，居住在河谷热区
的傣族同胞都会熬煮一锅甜美的纯
手工红糖。早上7点钟，太阳刚刚
升起，塔艳就和哥哥在自家甘蔗地
里忙碌起来，将砍好的甘蔗运送到
隔壁村子榨成蔗汁，为熬煮红糖做
准备。

榨成甘蔗汁后，村民便在村口
开始忙碌起来，支锅、烧火、倒入
蔗水……听村民们说，傣家制糖工
艺延续古老的手工制作方法，至今
已有上百年历史，村民把精选的甘
蔗放入机器中打碎碾压，压出来的
甘蔗汁先用纱布过滤后下锅熬煮。
据了解，从刚开始煮到煮沸，总共
要过滤4次以上才可以熬制成红
糖。熬煮过程中，火候和时间的掌
握尤为重要。

“这些甘蔗水我们早上八九点
钟就开始熬了，要熬六七个小时才
会成红糖。”村民白宝介绍，熬煮的

时间越久，红糖的颜色就越深。

在他们看来，即便需要长时间
熬煮，但能熬制出一锅成功的傣家
纯手工红糖，是傣家人引以为傲的
事。熬煮期间，不需要加任何添加
剂，这样熬制出来的红糖更香甜、
更滋补，保持了甘蔗原有的营养
成分。

“100多斤的甘蔗汁，用柴火
煮沸以后熬7个多小时，煮出来以
后就浓缩成30多斤的红糖。”塔艳
介绍。

在熬糖人不知疲倦、有规律地
搅动中，一锅锅红糖便相继出锅，
从旁边经过便能嗅到飘散在空气中
的浓浓糖香。

“差不多了，像这样拉丝就可
以了，糖就可以打入模中了。”
村民刀玉化说。经过7个多小时的
漫长守候，从一根甘蔗变成深红色
的红糖，村民要经过下锅、打模、
包装等工序，慕名而来的游客争相
体验、赞不绝口。

塔艳说：“刚刚出锅的红糖口
感最佳，煮糖鸡蛋，煮糖水的口感
比较好。”

看着这一块块充满诚意的傣家
手工红糖，你是否被唤醒了味蕾深
处的记忆，想起儿时那一味留在指
尖的甜呢？

群众得温暖

3社会纵横

年货市场购销旺 记者 初政艳 摄

●通讯员 谭文 卢玉华 王宁
普瑜 王玉春

本报讯 在新春佳节来
临之际，我州积极落实落细
各项保障政策，努力把党和
政府的关爱和温暖送到千家
万户，切实保障群众度过一
个温暖、平安、祥和的春节。

为全面做好困难群众救
助和关爱工作，我州各级民
政部门强化资金保障、强化
督促落实、强化救助关爱力
度，提前召开社会救助兜底
保障工作调度会，安排谋划
2023年民生保障工作；加强
资金统筹调度，于去年12月
底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和省
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8.07亿元，确保各县市困难
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充足；提
前发放救助金，确保1—2月
份低保、特困人员、孤儿等
困难群众救助金于1月18日
前提前发放到位，保障困难
群众的基本生活。

同时，全州各级民政部
门春节前集中开展对低保、
特困供养人员等困难群众的
走访慰问活动，为生活困难
老年人送去慰问金和慰问
品；充分发挥州慈善总会这
一社会组织在募集资金方面
的特殊作用，筹集13.52 万
资金和价值 6.52 万元的物
资，对开远、红河、绿春、
屏边、金平、蒙自等县市的
低保、特困人员、孤儿等困
难群众进行走访慰问。

各级民政部门还以广大
群众返乡过年为契机，抓好
低保等社会救助政策宣传，
引导和帮助困难群众通过

“云南省政府救助平台”线上
和到便民服务窗口线下等渠
道申请救助；确保困难群众
求助有门、救助及时。

在绿春县骑马坝乡玛玉
村，46 户群众收到了一份

“特殊的礼物”。该县县委组
织部组织组工干部深入挂包

户家中，开展新春走访慰问
及送“健康礼包”暖心行
动。走访慰问中，干部们与
群众亲切交谈，详细询问春
节期间返乡人员情况及家中
防疫物品准备、家庭成员健
康等情况，并购买了防疫常
备药品，为挂联户送上一份
包含藿香正气水、布洛芬咀
嚼片、连花清瘟胶囊、感冒
灵颗粒等药品的暖心“健康
礼包”。同时，对老弱病残等
特殊户进行重点关心慰问，
与他们交心谈心，了解困难
问题，询问政策落实等情
况，并向群众宣传人居环境
提升工作，引导群众收家治
家，养成良好行为习惯。此
次干部下沉一线为挂联户送
新春慰问和“健康礼包”，不
仅进一步密切干群关系，还
提升了群众幸福指数和满
意度。

在屏边县，该县总工
会、团县委、县妇联到屏边
一中开展2023年度屏边县工
青妇“腊月暖冬行动”物资
发放仪式，为屏边一中的学
生发放暖冬衣物100件，送
去党委、政府及社会各界的
关心关怀和美好祝福。工青
妇代表希望同学们珍惜机
会，将来自社会的关爱转化
为学习成长的动力，努力成
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据悉，本次“腊
月暖冬行动”还得到了共青
团上海市徐汇区委员会、徐
汇区青年联合会和共青团红
河州委、红河州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的大力支持。

在建水县，该县老年体
协、县老年大学联合开展迎
新春老年书画作品展暨写春
联送春联活动。活动现场，
书画老师们在一张张书桌前
凝神运笔，挥毫泼墨书写春
联，为群众送上火红的新春
祝福，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增
添了浓浓的年味。活动当天
向群众送出春联200副。

文艺表演过春节 通讯员 朱应忠 摄

深入基层赠春联 通讯员 卫丽 摄

编者按：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2023年春节如期而至，不知不觉间，春节的气息已悄悄渗进我们的每一个生活片段，我
州各地的大街小巷，火红的灯笼高高挂起，可爱的兔年饰品摆放有序，喜庆的“中国结”随处可见。人们忙着大扫除、置办年货、写春
联、送祝福，各级各部门也将新春的祝福和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每年的春节都绽放出不一样的精彩，今日，让我们一起品味浓浓年味，记录那些关于春节的时光故事。

新春劲吹清廉风新春劲吹清廉风 通讯员通讯员 施洁施洁 摄摄

弥勒街头巷尾年味浓，市民精心选购春联。 通讯员 普佳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