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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食多源于民间，美味常藏

于市井。”临安就是这样一座城

市，不大，但穿梭于大街小巷，

总能找到符合你心意的美食。记

忆中，临安的美食贯穿四季，清

明果、粽子、麻糍、油墩儿、年

糕……似乎大家都愿意用一特制

糕点来迎接新的季节。

清明果要要要咬一口春天的滋味

天空洁净明朗，是为“清”，

大地万物苏醒，是为“明”。清

明，既是节气，也为节日。随着

这个气清景明日子的到来，春天

也被唤醒了。每年清明前后，临

安人都有吃清明果的习惯。特别

是乡村里的巧妇们，几乎个个都

要亲自动手做上一笼清明果。

清明果其实就是传统的中式

面点，其特别之处在于和面的过

程中加入一种叫青或者艾草的植

物，使面皮呈现出绿色。清明果

有咸甜之分，咸味清明果的馅一

般是将毛笋、腌菜、猪肉、豆腐

剁碎混合而成，而甜味的清明果

大多是豆沙馅的。清明果的形状

跟饺子差不多，当然，巧妇们也

不甘自己的清明果过于平凡，通

常会捏出褶皱的花边，为造型加

分。

蒸好的清明果绿油如玉、糯

韧绵软。掀开蒸笼的一刹那，米

粉的香醇伴着青草的芬芳，穿过

窗 户 ， 随 风 飘 至 每 一 个 角 落 。

“你家还没做吧，先拿些去尝一

下。”正当你垂涎三尺的时候，邻

居会带着笑脸，端着一盘清明果

向你走来。

粽子要要要夏日里的春天

“不吃粽子，不算过端午。”端

午节吃粽子是由来已久的习俗。不

过，现在对临安人来说，吃粽子并

不是端午节才有的专利。随着气温

逐渐升高，包粽子这事儿就被提上

了日程。

昌北的柯女士今年已经 80 岁

了，这几天，趁着天气好，她把一摞

粽叶和棕榈叶拿出来通风。“用热

水泡软，就可以拿来包粽子了。”柯

女士告诉记者，这些都是她以前上

山采集来的。“新鲜的粽叶用水煮

过，然后晾干，放在通风的地方，可

以保存好几年呢。”

泡好的粽叶绿绿的，散发着清

香。只见柯女士取了一大一小两张

粽叶，折成斗状，填进糯米，中间放

一颗红枣，上面再盖一层糯米，然

后把粽叶包起来，用细长的棕榈叶

扎紧。

包粽子也是一门技术活。记者

想起小时候，爱黏在大人身边看他

们包粽子。每次都忍不住想要自己

动手，可总也掌握不了技巧，不是

歪歪扭扭，就是“露馅儿”了。想必

大多数临安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粽子煮熟后不易变质，可以

存放很久。”每年进入夏季之前，柯

女士都会包很多粽子，煮熟后，悬

挂在客厅的大梁上，吃的时候，爬

上梯子取一些下来。“去山上干农

活，拿粽子当午饭，抵饱又方便。”

夏日渐近，气温升高，多数人

会感觉胃口不佳，而粽子因为吸收

了粽叶的清香，仍然带着春天的气

息，让人无法拒绝。

麻糍要要要打破秋天的沉寂

秋风萧瑟，落叶飘零，秋天总

给人多愁善感之意。不过，在临安，

用一种食物便可打破这种沉寂，那

便是麻糍。

将糯米煮熟后，趁热放进石臼

里，然后用木槌不断敲打。而这个

石臼也不是家家户户都有的东西，

一个村庄也只有几户人家才有。但

户主从来不吝啬，总会招呼邻里去

他们家打麻糍。

为什么？人多热闹呗。打麻糍

是个力气活，一般很难独立完成，

越用力、打得越久，麻糍越有嚼劲。

因此，如果谁家要打麻糍，邻居也

会闲不住去搭把手。而这时候，村

里的小孩也会闻声而至，在石臼边

围成一个圈，等待尝一口新鲜出炉

的麻糍。打好的麻糍，裹上现炒的

芝麻糖，别提有多香。你一块、他一

块，大家吃了齐赞麻糍打得好。

甜甜糯糯的麻糍，不仅有香

味，更有乡情。

年糕要要要温暖一整个冬天

每到农历年底，临安农村都有

打年糕、吃年糕的习惯，“年糕”也

成了民间祝福亲朋好友年年登高

的“好口彩”。蒸一锅糯米饭，倒在

石臼里，趁热用特制的棒槌重重打

下，热气、香气瞬间弥漫开来。

以前，冬天的时候，村子里的

人总会合在一起打年糕，一打就是

好几天，这家打完那家打。男女老

少齐上阵。这便是农村里的年味。

如果不想烧饭，将年糕切片，

加点腊肉、青菜炒一炒，就是冬日

里的一道美味。或者用点雪菜煮成

年糕汤，喝一碗，让人直呼鲜美。当

然，如果你有火炉，把年糕放在火

上煨一煨，便是冬日里最淳朴的小

点心。

记者 朱艳

健康临安———饮食篇

把四季做在糕点里 每一份都散发着童年的余香

记者 章昕

本报讯 近日，龙岗镇中心幼儿

园举办亲子环保毅行，让幼儿亲近

自然、锻炼意志的同时，把倡导绿色

出行、爱护环境、建设美好家园的意

识渗透到每个家庭里去。

活动当天，近 500 位幼儿和家

长一起跳起了方言儿歌互动操，拉

开了活动的序幕。龙岗镇中心幼儿

园对该园评选出的文明礼仪家庭、

环保卫士家庭进行了表彰。“爱我家

园，助力靓镇，文明环保，从我做起”

被表彰的家庭代表带领全体亲子高

声作出承诺。

随后，身着园服的亲子大军浩

浩荡荡地从幼儿园出发，沿着龙岗

大街，一直到龙井村的芝樱花海，单

趟行程在 3.5 公里左右。沿途中，孩

子和家长们一路享受徒步带来的快

乐，欣赏家乡的变化与美景，顺利完

成各项亲子任务，到达终点。他们开

动脑筋，废物利用，将绘有龙岗美景

与特产的小卡片，大方进行展示，同

时用废旧材料拼贴出一幅幅家乡美

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环保、宣

传环保。

龙岗镇：亲子环保毅行 助力扮靓家园

通讯员 周丹丹

本报讯 为倡导健康生活，激发

广大群众建设“美丽幸福新於潜”的

热情，打造於潜耕织新城金名片，22
日，第二届“於医杯”环天目溪毅行

大会拉开了大幕。

一路上，许多参加毅行的人员

以不断挑战自我为原则，三步并两

步，一口气冲到了终点。更多的人则

边欣赏沿途天目溪畔的风景边行

走，用实际行动为美丽於潜点赞。对

于这次毅行活动，参与的人们纷纷

表示：“这不仅传达了健康生活的理

念，同时也让更多的人甚至是土生

土长的於潜人领略了於潜的绿色生

态、和谐美丽，十分有意义！”

据了解，本次毅行全程约 10 公

里，途径甲子村、耕织园景区、於潜

二中、水厂、镇政府、公园、双溪口，

最后回到於潜人民医院新址。参与

者们期待：“这次不仅要给大美於潜

点赞，还得给毅行活动点赞，希望这

样的活动以后能多多举办，让更多

的人能够加入进来！一起毅行，共享

健康！”

於潜：一起毅行，共享健康

由临安喜子花圃从欧洲引进的
会开花的草皮袁名叫完美石竹袁经过

两年的精心培育袁由于它四季常绿袁
花期 200多天袁 在园林建设工程用
途广泛袁今年投放市场袁深受顾客的

青睐遥 3 月份在中国渊泰安冤举办的

园林产业交易会上获得金奖遥目前袁
产品销往山东尧贵州尧新疆尧广州尧江
西等地袁供不应求袁年产值可达 200
余万元遥

通迅员 杨烈火 摄

完美石竹
畅销全国 多省市

记者 汤君芳 通讯员 宣少敏

本报讯 “我会勤奋努力不断

进取，通过提升班的学习，相信

我们的综合素养一定会得到很大

提升……”22 日上午，参加辅警

学历教育提升班的代表卢云峰表

态发言时说出了心声。当日，由

区教育局、市公安局临安分局、

浙江广播电视大学临安分校共同

举办的全区首个辅警学历教育提

升班举行了开学典礼。

据悉，目前全区共有 1200 余

名辅警，是我区公安队伍中一支

重要力量。他们每天不辞辛劳忙

碌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我区交通

秩序和治安安全发挥着重要作

用。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公

安辅警的综合素质要求也越来越

高。为此，市公安局临安分局与

临安广播电视大学开展紧密合

作，依托学校丰富的办学经验和

办学体系，开设了辅警学历提升

班，对我区公安系统在职人员进

行系统培养，力求通过学历教育

和专业培训相结合的途径，全面

提升公安辅警的学历水平和职业

技能。

据悉，首个辅警学历教育提

升班共招生 155 人，其中专升本

41 人，专科 114 人。据临安电大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教学主体上，

由国家开放大学与浙江警察学院

合作，共同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在教学模式上，采用基于网络的

自主学习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

学模式，为平时公安工作繁忙的

辅警提供了相对个性化的服务，

有效避免工学矛盾，在课程设置

上，专门安排了治安管理、交通

管理和辅警技能实训等三门符合

实际课程。本次学历提升班学制

两年半，考核合格后将获得由国

家颁发大学大专或本科学历。

全区首个辅警学历教育提升班开班

记者 郑逸菲

本报讯“好好读书。”“谢谢。”

23 日上午，知联爱心图书捐赠、“我

爱读书”征文比赛暨横畈小学七色

花读书节启动仪式在横畈小学举

行，活动中，区知联会向横畈小学捐

赠图书 1300 余册。

前期，区知联会发动企业家会

员认捐，精心挑选图书，联合会员企

业开展“用知识换睡眠”征集图书公

益活动，发动广大会员捐赠图书。通

过前期努力，捐赠图书 1300 余册，

近 20 名会员参与捐赠。

“我很喜欢读书，既可以放松心

情，也可以了解很多知识。”横畈小

学六年级二班学生王静萱说，家里

有专门放书的地方，她也经常结伴

到学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看书，

这次叔叔阿姨们捐了这么多书，很

开心，有时间就会去看。

在仪式上，区知联会和横畈小

学联合举办的以“快乐阅读，七色花

开”为主题的读书节活动正式启动，

将进一步引领和推动学校课外阅读

活动的深入开展。

据了解, 横畈小学是区知联会

近年精心打造的社会服务基地，

2016 年 12 月被评为杭州市优秀知

联活动基地。今年以来，区知联会纵

深推进社会服务工作，着力打响“知

联”新品牌，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

等努力帮助学校改善硬软环境，帮

助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区知联会向横畈小学捐赠图书 1300余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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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安市会计学会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10004221902 号，声明作

废。

清凉峰镇玉屏村（原阴山

村）商仁波遗失集体土地证

号，证号：90（4301054），声明

作废。

清凉峰镇马啸村（原方家

村）方维根户遗失集体土地证

号，证号：2007（2308109），声

明作废。

临安市卫生局遗失机构

信 用 代 码 证 ， 证 号 ：

B30330185008714300，声明作

废。

临安市计划生育协会遗

失机构信用代码证，证号：

M4033018501024120E，声明

作废。

裘培年遗失土地证，证

号：临土籍（90）字第：330124-
0704135，声明作废。

陈健国遗失高级保安证，

证 号 ：1711230000302608，声

明作废。

某男婴，2017 年 6 月 11 日出生（暂估），2017 年 11
月 13 日在杭州市临安区天目山镇西游村 11 组西关 63
号被捡拾。请以上弃婴父母或其他监护人自公告之日起

60 天内，到临安区民政局认领，逾期未认领的，视为查

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联系电话：63817297。
临安区民政局 2018年 4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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