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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儿有家啊？”
“这就是家！”

一个95后留学生的回乡感受

□记者 曹佳慧

张卫红的春节，是从一顿年夜饭开
始的。这顿年夜饭并非设在大年三十那
一晚，而是在一周以前一个普通的星期
五。那天，订单不怎么多，工人们可以早
早地收拾好车间，空出一块场地，摆上几

张圆桌。张卫红请来当地有名的乡厨，
为大伙儿烹饪一顿地道的农家年夜饭，
犒劳这些辛勤劳作了一年的工人们。他
们说着、笑着，吃着、喝着，气氛热烈而温
暖。这也许是她一年当中，年味最浓的
事了吧。

25年前，张卫红离开家乡，只身来到

上海金山打拼创业。她从销售蔬菜开
始，一步一步从销售的终端走向生产的
源头。2012年，她成立了上海美合蔬菜
种植专业合作社。到今天，她同时管理
着5个蔬菜种植基地，她的合作社也由单
一的生产基地变为集蔬菜生产、加工、配
送于一体的多元服务农业企业。她对合

作社进行企业化管理，源源不断地为市
场提供安全优质的蔬菜产品，满足市民

“菜篮子”的需求。
“每天四五点钟就起床跑基地，全年

无休，这是大部分农业人的职业时间
表。”20多年了，即使在春节，张卫红也依
然奔波在基地里。和每天一样，她要在
配送现场，仔细检查产品、核对订单，确
保每一个订单都配送无误，再到每个基
地去看看生产情况。“春节期间会轻松很
多，每天的订单量差不多在10吨左右。”
她告诉记者，春节或者叫过年，于她也不
过是平常的一天。也只有在和基地工人
们吃上一顿年夜饭的时候，她才能从千
篇一律的日子里咀嚼出一丝年味。

基地里的工人们也和张卫红一样，
春节里依然在大棚里、车间里忙碌着。
记者发现，她基地里已经贴上了“福”字，
为员工们准备的过年大礼包也已经到
位，她说，春节期间还为工人们发放“加
班费”……虽然无法在春节里体验一把
合家欢聚，但过年的仪式感是必不可少
的。在张卫红的安排和布置之下，她的
基地里还是透着一丝过年的欢快气氛。

跟着她参观位于金山区张堰镇的蔬
菜基地，记者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基地的
特别之处：大棚周围、道路两边那些零散
的土地上，整齐地种植着香椿树、大蒜和
青菜。到了三四月份，游客就能来体验
采摘香椿头的乐趣。而大蒜含有天然趋
避害虫物质，青菜则是专为害虫提供的
食物，以此实施诱集栽培和趋避栽培，用
物理手段防治虫害。一些零星的空地
上，还种植了桃树、无花果树等。基地围

栏旁，有花朵不经意地绽放，若是脚下步
伐再快一些，人们根本注意不到这些不
起眼的花儿。每一寸能利用的土地，每
一个不起眼的边边角角，都被张卫红用
心打理，没有泥泞的道路，也没有满地的
烂菜叶，如此干净清爽、井井有条。大棚
里，她的蔬菜绿油油的卖相极佳，芹菜香
气十足，生菜棵棵饱满。

农人在忙，蔬菜萌长，细花吐蕊。这
是她平淡日子里透出的生气。

张卫红告诉记者，今年大年三十的
晚上，她还是忙里偷闲和家人吃上了一

顿真正的年夜饭。只是，彼时的她，心里
还牵挂着外出配送的工人们是否安全抵
达。等到所有配送的车辆回到基地，她
才能真正定下心来，继续为第二天的工
作作准备。而也是在这一顿年夜饭之
后，张卫红的春节便结束了。

年复一年，平淡的日子里，她用心耕
耘的每一天好像没什么不同，但又处处
透着朝气，透着她对生活的美好愿景。
带着这样的期许和憧憬，哪一天不是过
年呢？

□记者 施勰赟

腊月二十四，是南方的小年。这一
天，罗泾潘桥村党支部书记张浩的家里
热闹非凡，村民们都聚集在他家里一起
准备过年的食材，蒸四喜风糕、包馄饨、
搓汤圆……

在罗泾，过年是从家家户户起灶蒸
四喜风糕开始的。蒸四喜风糕的日子，
是一年里最甜的日子。粳米糯米碾压成
粉，混合着白砂糖、红枣、核桃，细细地堆
放在模具里，压实后，放在滚水加盖的锅
上蒸熟，夹杂着甜香的水蒸气在冬日寒
冷的空气中四散开来，温暖而甜蜜。

这也是张浩记忆中，过年独有的味
道。母亲早早备好了过年蒸糕用的粳米
和糯米，粳米要用罗泾地产的宝农34，预
先泡好后，根据当年粳米的糯度来搭配

一定比例的糯米。
张浩的母亲龚阿姨
今年已经 73 岁，但
每到过年，她都要亲
手做四喜风糕。“具
体多少粳米配多少
糯米我也说不清。
凭经验、凭感觉，不
过10斤米要配3斤
糖，这样蒸出来甜度
最好。”龚阿姨笑着
说道，粉的粗细，料
的干湿，粳米与糯
米的比例都很讲

究，但这些全得凭手感，打出来的粳米粉
用手摸一下才知道要添多少糯米粉，很
难量化到具体的数值。

龚阿姨和她的邻居高阿姨做的风糕
在潘桥村是出了名的，早在20年前，龚阿
姨就和高阿姨两人搭档，于夜里准备好
蒸糕的材料，第二天一早起床蒸糕，再把
热气腾腾、新鲜出炉的风糕带去嘉定售
卖。那时用的是土灶台，炉膛里放入劈
好的柴，一人在炉边扇火，一人趁着热
气，将事先装好糕粉的模具放入锅中。
熊熊烈火下，几分钟一锅糕就蒸好了。

“从来没有卖剩下的，每天都有很多人排
队来买，供不应求。”也正是这几十年的
经验，对食物的熟悉，让龚阿姨仅凭一双
手就能感知配料的比例。

过年用的四喜风糕是圆形的，象征
着团圆、圆满，蒸蒸日上。 张浩回忆，以
前过年，四喜风糕唱主角，家家户户都把
糕做得很大，有十寸蛋糕那么大，大家分
着吃。现在条件好了，糕反而越做越小，
通常就做6寸够了。而早年龚阿姨做生
意蒸的糕是元宝型的，两块相叠后有个
很吉祥的名字叫“定胜糕”，便于一人一
餐食用。不同大小、形状的糕需要用到
不同的模具，像这样大大小小的模具，张
家有很多。张浩说，这套模具也算家里
的老古董，是他的爷爷用白铁亲手打制
的。以前每到过年邻居们都会跑来借，
十分吃香。一年做一次，一次要做几大
块，吃不完就用刀切成条状，放在院子里
吹干保存。

过年前的农家大院总是最丰盛的，
除了晒糕，还要挂上各种腌制的肉类。
即便是过去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户户
也会把平时积攒下来的肉票一次花完，
用来储备过年的食材。除了这些，还有
农民们自家田里种的芋艿、山芋、玉米、
花生，分门别类一袋袋装好。这些物资
在年前开始准备，要从大年夜一直吃到
正月十五。

和腌肉、蒸糕一起提前准备的还有
过年招待客人的“五件套”，分别是炒花
生、炒瓜子、蜜枣、柿饼还有酥心糖。这
些是孩子们最期待的小食，常常留不到
大年夜就已经被偷吃过半。新衣服男孩
子是不惦记的，在大年夜和哥哥两人口
袋里塞满花生，到门口结冰的河道上放
鞭炮是张浩印象最深的年味。

不同于其他年菜需要提前准备。有
一道罗泾特色年菜必须要当天现做才最
地道，那就是手打鱼圆。潘姐是张浩的
邻居，也是做鱼圆的能手。大年夜当天，
她早早来到菜市场，挑定一条最大的青
鱼用来打鱼圆。“选鱼有讲究，青鱼越大
肉越多越好，但是鱼腹要紧窄一些，这样
的鱼肉瘦口感好。”虽说选鱼是关键，但
功夫全在打鱼肉上面。绞碎的鱼肉混合
蛋清、调味料，纯手工搅拌需要花费小半
天时间。鱼肉打得好，鱼圆下锅后颗颗
漂浮在锅上，熟透的鱼圆口感松软细腻，
像豆腐却又鲜美无比。关火前撒上葱
花，浇上热油，香味一下子就弥漫开来
……“这样费力又讲究技巧的硬菜已经
很少有人会做了。”张浩介绍说，过去家
里条件有限，只有过年才能吃到这样一
道菜，现在虽然生活条件好了，大鱼大肉
都不那么受欢迎了，但看到鱼圆还是会
勾起很多过年的回忆。

像风糕一样，鱼圆也象征着团圆。
而过年是张浩家难得的团圆日。在他的
童年记忆中，身为乡村医生的父亲张雪
泉总是忙着走村串户帮人看病，母亲一
人操持家务还要忙农活，更多的时候都
是他们弟兄两人独自在家，相互为伴，晚

餐都难得一家人一起吃。
心系乡亲的父亲，一年365天，每天

24小时都随时待命。不论寒冬酷暑，黑
夜白天，只要乡亲有求助，张雪泉就会背
着医药箱出门为人治病，一去就是大半
天。半夜里，如果家里的小白狗突然叫
了起来，就代表着有人要敲门了。“大年
夜即使有人生病了，也会尽量等着到第
二天再来求医。这是一年里父亲吃得最
安心的一顿饭了。”乡村医生除了上门看
病，还需要为全村老小打疫苗，过去的人

们对疫苗有抵触情绪，张雪泉就背着药
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工作，甚至把疫苗带
到农忙时的田里为乡亲们接种。因为他
的无私付出，这些年积攒下来不少荣誉
证书。张浩知道，这些证书都是父亲的
宝贝，承载着父亲这些年为村镇无私的
付出。父亲背着医药箱，深一脚浅一脚
踩着乡间泥泞的小路，渐渐消失在他视
线的情景，张浩仍历历在目。而父亲这
份无私的爱乡情怀也深深印刻在了张浩
心里。

2005年那年，村里的老书记即将退
休，看着张浩长大的老支书有意让他到
村里帮忙。那时的张浩有自己的生意，
生意好时一个月的收入可以抵普通人一
年。但他还是没有太多犹豫就放下生
意，来到了村里为村民服务。近几年，潘
桥村通过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越变
越好，人均收入也年年上升，2018年人均

年收入已达到4.5万元，比 2017年增长
了6000元，在罗泾镇各村人均收入排名
靠前。潘桥村2018年度上海市无违建先
进居（村）创建成功，144户村民在他的带
领下，自愿拆除了9734平方米的违章建
筑。

拆除违章搭建是件得罪人的事，很
多村干部提及此事都觉得头痛。但张浩
敢说敢做，一直把村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的他，这一次做了件“让老百姓肉痛”的
事。有村民反对，他就反反复复上门做
思想工作，一次做不
通就再去一次，最多
的一户人家他跑了足
足七次，最终以理服
人，感动了百姓。“我
不怕走到老百姓家
里，家家户户我都走
得上。”张浩坦言拆违

章让老百姓少了一份收入，但从长远考
虑这又是必须要做，最终利民的事。从
张浩家热闹的过年情景来看，村民们显
然没有记恨他。“张书记虽然拆了我们家
的违章搭建，但是他先拆了自己家的，还
没有拿村里一分钱的补助，硬气。”村民
王阿姨过来接话，以前过年，看着村里来
来往往很多陌生面孔，心里总有些忐忑，
如今违章搭建拆除了，房子不出租了，每
天见到的都是熟面孔，过年也总算过得
踏实了。

□见习记者 赵一苇

在广藏市场饱餐一顿
后，潘赵聪和同学们一起沿
着清溪川漫无目地走着，与
面容精致的“小哥哥”“小姐
姐”们擦肩而过，“去哪儿逛
一圈吗？”“明天还有早课，还
是回宿舍吧。”“好吧，那回家
吧！”听到同学们的对话，潘
赵聪突然百感交集，感慨道：

“哪儿有家啊？”那是潘赵聪
在韩国留学的第一年，那年
春节，由于学制限制，他没能
回家，韩国饭馆老板送了他
一份饺子，他带回宿舍独自
享用。

2015年，出生在嘉定区
嘉定新城（马陆镇）新联村的
潘赵聪刚满18岁，高中毕业
的他决定去韩国求学。由于
没有韩语基础，他需要先在
首尔市的建国大学接受语言
培训。刚去首尔那会儿，潘
赵聪就像一只放归山林的小
鸟，曾信誓旦旦地说要吃遍
学校附近所有的小吃店。但
渐渐的，他的中国胃开始怀
念起除了泡菜、炸鸡、海鲜之
外的味道，身处异国他乡的
他也逐渐体会到孤独和思念
的滋味。

2018年，潘赵聪顺利申
请到了韩国本科入学资格，
进入东国大学就读国际贸易
专业。恰逢学校寒假，中国
春节来临之际，潘赵聪 1 月
中旬便回了国，早早与家人
团聚。“春节假期走亲访友的
活动和饭局排得满满的”。
说起今年的春节，这个穿着
高领毛衣、留着韩式发型的
95后少年眼里透着兴奋，似
乎并没有受到流传于同龄人
间的“春节社交恐惧症”的影
响。

潘赵聪在农村度过了少
年时期，虽然之后和爸妈一
起住进了城里的商品房，但
每个周末仍会回爷爷奶奶家
吃饭。寒暑假期间，爸妈会
将他交给祖辈“看管”，他对
农村生活记忆犹新，尤其是
过年。

农村过年的气氛很热
闹，亲戚朋友都会聚到爷爷
奶奶家，搬条长凳坐在水门
汀前，磕瓜子、剥“长生果”，

聊天晒太阳。一个下午，遍
地果壳。在屋外坐着冷了，
潘赵聪就躲去老虎灶头后面
烤火，顺便烘几个自家种的
山芋。过年前，祖父母还会
做白糖猪油糕，象征新的一
年“蒸蒸日上”，分给同宅的
邻居。走油肉是他们家年夜

饭桌上必不可少的菜式，也
是潘赵聪爱吃的食物。但他
最爱吃的还要数奶奶用土灶
蒸出来的炖蛋。不放蛤蜊，
也没有肉末，单纯敲 6 个鸡
蛋，放在搪瓷碗里，炖熟之后
淋一勺酱油，异常简单，但他
却觉得这碗炖蛋代表着家的
味道。春节前，乡下还要举
行祭祖活动，爷爷奶奶会砍
两根甘蔗绑上红丝带，倚靠
在大门口，在方桌上摆上各
式菜肴，沿着桌边摆上一圈
酒杯和烫好的筷子，倒上热
好的黄酒，点好蜡烛，烧一锅
锡箔，放上蒲团，家人轮流跪
拜祈福。

但这一切都成了回忆。
就在他出国留学的前一年，
老家拆迁，这些年间，他每次
回国都能感受到家乡飞速的
变化。他见证了小时候居住
的地方从被夷为平地到打下
地基，从毛坯房到精致楼盘，
如今高楼林立。曾经走过无
数遍的水泥小路也成了双向
4车道的柏油马路。2018年
8 月，潘赵聪和父母乔迁新
居，搬进了立新路附近的农
村集体住房。三上三下，带
一个阁楼，爷爷奶奶就住在
楼下。前些日子，潘赵聪和
几位高中同学相约出去玩，
回程时竟迷了路，只好打电
话求助父母，开着导航这才
回了家。“变化实在太大了，
自己家都找不到了”，潘赵聪
自己也惊讶不已。

搬进新居后，今年春节
的祭祖活动精简了不少。以
前，潘赵聪一直觉得祭祖是
一种封建迷信活动，如今他
却对此多了一份理解，“就像
《寻梦环游记》里那样，用一
种仪式去表达家人之间的思
念和牵绊。也许是因为这些
年一个人在韩国，才有了这
样的感受吧。”

今年，潘赵聪的年夜饭
是在嘉定新城新开的一家酒
楼吃的，餐桌上有潘赵聪爱
吃的走油肉和炖蛋。虽然不
再是土灶的滋味，这个新年
过得也比以往更为平淡，但
潘赵聪觉得，最重要的还是
跟家人团聚的时光。“这就是
家，不是吗？”潘赵聪反问道。

种菜人、卖菜人，一年忙到头,但心中有憧憬，哪天不是过年呢？

乡村的年，从准备年菜开始，开始得早，结束得晚…… 他曾信誓旦旦

地说要吃遍异国学

校附近所有的小吃

店。但渐渐的，他的

中国胃开始怀念起

除了泡菜、炸鸡、海

鲜之外的味道，身处

异国他乡的他也逐

渐体会到孤独和思

念的滋味。直到春

节回国，才明白，和

家人团聚的时刻，是

那么珍贵。

在罗泾，过年是从家

家户户起灶蒸四喜风糕

开始的。蒸四喜风糕的

日子，是一年里最甜的日

子。寒冷的空气中夹杂

着甜香，这是过年独有的

味道。

春节抑或是过年，于

张卫红而言也不过是平常

的一天。也只有在和基地

工人们吃上一顿年夜饭的

时候，她才能从千篇一律

的日子里咀嚼出一丝年

味。

▲▲车间里车间里，，工人们对刚从地里工人们对刚从地里
采摘来的蔬菜进行预处理采摘来的蔬菜进行预处理

▲▲

■■村民们聚在一起包馄饨村民们聚在一起包馄饨、、汤圆汤圆

■■张浩爷爷打制的四喜风糕模具圆张浩爷爷打制的四喜风糕模具圆

■■为迎接春节早早准备的腌肉为迎接春节早早准备的腌肉

■■张卫红的盆栽蔬菜张卫红的盆栽蔬菜
■■潘赵聪在新居阁楼阅读韩语书潘赵聪在新居阁楼阅读韩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