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2019.2.3
星期日

责
编
王
萌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报料热线
028-86969110

02

包红包包红包
台湾萌娃返乡记

“跨越海峡，回家过年”

“阿公（爷爷），我好想你！”“我也
好想你呀，快点回来，阿公给你包红
包！”，隔着屏幕，弟弟洪言硕（3岁）手
舞足蹈地和爷爷打着招呼，秀着自己
刚写的祝福语，一旁的姐姐洪梓恩（5
岁）在客厅安静地挂着灯笼挂饰。

1月24日，临近春节，这对姐弟的
爸爸洪文鹏还有应酬要参加，妈妈李
卓琴则忙着收拾屋子、准备行李。3
天后，这对“海峡夫妻”将带着一双儿
女飞回台湾过年。等待他们的是亲
人隔了一年的想念和期盼。

浅浅的海峡对岸，就是洪文鹏的
家乡——桃园市。那里盛产蔬菜和
花卉，也是洪言硕、洪梓恩出生的地
方。按照习俗，每逢春节返乡团聚，
是洪文鹏这个大家族里所有人的共
同目标。对于洪言硕、洪梓恩小姐弟
来讲，没有什么比能见到哥哥姐姐更
高兴的了。

洪文鹏说：“在老家，我们是一大
帮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一起生活。
每逢春节都很热闹，孩子们都聚在一
起玩。”10年前，洪文鹏因为一次偶然
的机会，来成都帮亲人打理工作，在
工作中结识了达州人李卓琴，此后就
留在了四川。

2013年，两人结婚。成为四川女
婿后，洪文鹏有时候会带点苦荞茶、
香菇等特产回去送长辈。可家里人
每次都说：“不用带这些，人回来就
好。”“其实是不想给我们增添麻烦。”
洪文鹏说。

洪文鹏介绍，闽南风俗里，重要
的是人要回去，不然长辈会生气。“洪
家有个特别的传统，在春节期间祭
祖。我们会轮流承办扫墓仪式，每个
家庭都会带鸡、鱼、水果等贡品，大约
有200人参加。”

隔了一年，担心这对萌娃记不住

长辈的名字，洪文鹏从柜子里翻出相
册，提前开始指认练习。“这是谁呀？”

“这是洪翔（音）哥哥！”眼尖的洪言硕
一眼认出这是大伯的儿子。“洪梓恩，
这是谁？”“这是阿邹（音）！”洪文鹏解
释，闽南语里阿邹的意思就是祖母。

在李卓琴的帮助下，两个萌娃第
一次拿起钢笔，一笔一画，给远方的
爷爷奶奶写下新春祝福。借着妈妈
的手，洪梓恩在红包封面写下“愿阿
公：新年快乐、身体健康”。“我们给阿
公送红包的时候要说什么呀？”“新年
快乐，恭喜发财！”

卖卖春联春联
9岁男童上街摆摊

“爸妈能受的苦，我也能”

一月的北方，天干物燥，寒风呼
啸。9岁的胡元硕起了个大早，穿上

厚厚的羽绒服，和爸爸一起推着板
车，来到大街上。

这里是河南禹州，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的建
都地。胡元硕就出生在这里，读小
学4年级的他，已经学会了帮忙分
担家务。和去年一样，胡元硕今年
再次帮爸爸胡帅宝在路边卖起了
春联。

每年临近春节，当许多家庭计
划着出游或开始大量采购年货时，
胡帅宝想的都是为这个家庭再增添
一点收入。几年前开始，经营着一
家小餐馆的胡帅宝瞄准了传统节日
带来的商机，批发大量春联，开始摆
摊售卖。

虽然已是1月25日，街上的年味
儿却姗姗来迟。胡帅宝一早支好了
摊架：“早点去摆摊，早点占位子！”他
说，再过几天，街上摊贩就会越来越
多，到时候很可能没有摊位了。

北方的早晨，寒风四起，吹打在
脸上生疼。胡元硕站在摊位旁帮着
爸爸使劲吆喝：“来买春联，10元一
副。”一些路过的人被吸引过来挑
选，更多的人则是对胡元硕感到好
奇：“天这么冷，你怎么坚持帮爸爸
卖春联的呀？”“虽然很冷，但是帮
爸爸卖春联很温暖。”胡元硕认真
地回答。

站了一上午，父子俩的摊位人
气并不旺，胡帅宝有点泄气，但胡
元硕却很卖力。吆喝之余，他还掏
出本子写起了寒假作业。儿子的懂
事让胡帅宝感慨：“希望他好好学
习，找个好工作，不用像我们这样
辛苦。”

和同龄人相比，胡元硕的假期略
显单调。“以前放寒假，我们要经营餐
馆，他就写写作业或者找同学出去
玩。”父母长年累月的奋斗和艰辛，胡
元硕默默看在眼里，只有9岁的他，言
语像个大人，多了些承担的意味。“爸
爸妈妈能受的苦，我也能。别看我家
现在卖春联，等我长大了，就不会让
爸妈再卖春联。”

临近中午，胡帅宝将儿子带到自
家经营的小餐馆，给儿子端上午饭。
短暂休息后，这对父子继续开启下午
的售卖，站在大街上吆喝，等待买主
光临。

做腊肉做腊肉
6岁萌妹化身“厨神”

给爸妈炮制新年“第一道风味”

香喷喷的腊肉是年夜饭里的“网
红菜”，一般来说，腊肉都是在腊月里
制作，以待年夜饭享用。广袤的农村
地区，每逢腊月，家家户户都会杀猪
宰羊、腌制腊肉。

“想让爸爸妈妈亲手尝到我做的
腊肉，过年和他们一起吃。”这是6岁
女孩陈诗涵的新年愿望。1月23日，
广西融安县的一个乡村里，陈诗涵在
叔叔的帮助下，化身“小当家”，戴上
手套，对着桌上的香猪腿仔细地抹着
盐和香料。“我正在努力地学习。”陈
诗涵说。

10多天后，这道凝结了陈诗涵手
艺的腊肉，会被端上餐桌，作为团年
风味的第一餐，待她的父母品尝。为
这一天，陈诗涵准备了很久。

“来，撒上去。”在叔叔的指导下，
穿着围裙的陈诗涵，将香料粉撒在猪
肉上，两只小手不停地翻抹。猪肉的
重量对6岁的陈诗涵来说，拿起来很
吃力。抹完香料后，陈诗涵将叔叔调
好的汁水缓慢浇在猪肉上，使其充分
混合吸收。

做完这些步骤后，陈诗涵“炮制”
的腊肉，终于可以拿出去挂在阳台上
晾晒，她十分兴奋，边跳边喊：“这是
我亲手做的腊肉。”

从那一日开始，陈诗涵等待着她
的手艺变为佳肴，在万家团圆的除夕
夜，亲手端给爸爸妈妈品尝。“我希望
今年年夜饭桌上，有一道菜是自己亲
手做的，慰劳一下辛苦了一年的爸爸
妈妈。”

中央领导同志
看望老同志

（紧接01版）任建新、宋健、钱正
英、胡启立、毛致用、王忠禹、李贵鲜、
张思卿、张克辉、郝建秀、徐匡迪、张怀
西、李蒙、廖晖、白立忱、陈奎元、阿不
来提·阿不都热西提、李兆焯、黄孟
复、张梅颖、张榕明、钱运录、孙家正、
李金华、郑万通、邓朴方、厉无畏、陈宗
兴、王志珍、韩启德、林文漪、罗富和、
李海峰、陈元、周小川、王家瑞、齐续
春、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等老同志，
向老同志们致以诚挚的节日问候，衷
心祝愿老同志们新春愉快、健康长寿。

老同志们对此表示感谢，高度评
价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
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所取得的
历史性成就，对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
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表示衷心拥
护。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按照党的
十九大的战略部署，迎难而上、扎实工
作，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
奋斗。

四个萌娃的年味
有家的地方就是年

从南到北，翻山越岭，跨过河流
和绵长的土地，穿越繁华城市和宁静
乡村，三种不同的新年准备，三个不
同的家庭故事。

这一次的主角，是四个萌娃。
2019年春节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聚焦城市和农村儿童：镜头前的他
们，天真烂漫、心直口快、无拘无束；
一个个故事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温
情脉脉和动人瞬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何方迪摄影 纪陈杰

规范寒假校外培训

四川省教育厅发布
“十要”与“十不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近日，
四川省教育厅发布关于加强2019年
寒假期间校外培训机构管理的通知，
要求不准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学”

“强化应试”等违背教育规律的培训；
不准开展结束时间晚于晚8点30分的
培训活动；不准留书面作业；不准一次
性收取时间跨度超过3个月的费用
等。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十要”：
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要坚持依法办学；
三、要遵循教育规律和青少年成

长发展规律；
四、要切实保障师生切身利益和

人身安全；
五、要根据办学项目和办学规模

配齐专兼职教师；
六、要按照审批机关核定的业务

范围开展培训；
七、要按照规定将培训地点、班

次、内容、招生对象、进度、上课时间、
任课教师等向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并向
社会公示；

八、要认真履行服务承诺；
九、要规范收费管理；
十、要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十不

准”：
一、不准在取得办学许可证和营

业执照（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前开展培训；

二、不准聘请中小学在职教师参
与或变相参与培训活动；

三、不准开展“超纲教学”“提前教
学”“强化应试”等违背教育规律的培
训；

四、不准以任何形式组织举办中
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
排名；

五、不准开展结束时间晚于20：
30的培训活动；

六、不准留书面作业；
七、不准一次性收取时间跨度超

过3个月的费用；
八、不准举办、受托举办或变相举

办与招生入学挂钩的培训测试活动；
九、不准明示或暗示培训结果将

与中小学招生入学挂钩；
十、不准进行虚假宣传和对培训

效果作出明示或者暗示的保证性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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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声送给社会人，阳光送给坚守
者。狗年最后一个工作日，消失已久的
太阳发来贺电，庆祝即将到来的团圆和
假期。

春节7天假，你打算怎样度过？2月
2日，四川省气象局组织全省春节假期
天气预报会商。从目前情况来看，春节
假期，盆地也有风雨也有晴，晴天先报
到，一路“护送”最高气温飙升至16℃。
初四开始，冷空气赶到，并送上风雨作
为见面礼，气温上演“高台跳水”。这节
奏，全国几乎都是同步的。

家里宅
盆地气温“高开低走”

暖到16℃后直接打对折
猪年天气舞台即将迎来“首秀”。

四川盆地天气“开场表演”，要走出一个
“先扬后抑”路线。

据四川省气象台预报，春节假期期
间，川西高原持续晴朗，攀西地区阳光
充足，而盆地，一半阳光，一半阴雨。
4-7日，盆地阳光相伴，气温回升，6-7
日，盆地最高气温可达到15℃-16℃；
8-10日，冷空气来串门儿，还将带来阴
雨作为伴手礼。

这场冷空气究竟有多厉害？四川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朝平介绍，8日
开始，盆地有一次降温降雨过程，并伴
有3至4级偏北风，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
降4℃至7℃。到9日，也就是假期倒数
第二天，最高气温将降至8℃以下，直接
打对折。

因此，要出去玩的不要拖，4日至7
日赶紧去。不过，4日至7日早间，大雾
也很活跃。尤其是初一、初二、初三这
三天，盆地中部到北部，极易出现大雾

天气，要上高速的可得密切关注天气和
交通信息。

国内游
冷空气影响范围广

北方降温为主南方连日阴雨
影响咱四川的这股冷空气，范围有

点广，全国中东部都将受到影响。它来
之前，全国大部天气平稳，有利于出行，

但它一来，中东部将出现较大范围雨雪
和大风降温天气。初三至初五，中东部
地区将有4至6级偏北风，气温下降6℃
至 10℃ ；华 北 平 原 日 最 低 气 温 降
至 -12℃ 至 -8℃ ，黄 淮 、江 淮 -7℃
至-4℃，江汉、江南北部-3℃至1℃。

冷空气对我国的影响，也有明显的
“南北差异”：北方降温为主，有些小雪，
而南方则是连日阴雨。春节期间，江
南、华南北部及贵州东部等地多小雨或
阵雨，降雨天数有4至6天。

出境游
去东南亚别忘带伞

极寒天气正“肆虐”美国
春节，不仅意味着团圆，也意味着

一个超长假期。趁着春节假期，再拼个
假，出境游玩一个，巴适！时间安排得
很完美，那天气呢？

春节期间，要去东南亚一带的小伙
伴要记得带上雨具，这些地方多阵性降
水。澳洲目前正值夏天，受副高控制，
大部地方以高温晴好天气稳主，天气不
错，但澳洲的北部，尤其是东北部，局部
有比较强的降雨。欧洲地区相对比较
平稳，而极寒天气正“肆虐”美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春节期间四川天气怎么样？
晴天先报到 冷空气初四赶到
气温要表演“高台跳水”，串门出游尽量安排在初四前

全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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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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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2月4日）

初一（2月5日）

初二（2月6日）

初三（2月7日）

初四（2月8日）

初五（2月9日）

初六（2月10日）

盆地各市多云间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晴间多云。

盆地各市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早晨到上午有雾；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晴间多云。

盆地各市多云间晴，局部地方早晨到上午有雾；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晴间多云。

盆地各市多云转阴，其中东北部的局地有小雨；川西高原和攀
西地区晴间多云。

受冷空气影响，盆地各市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部有3~4级
偏北风；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晴间多云。

盆地各市阴天，气温明显下降，大部地方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北
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晴间多云。

盆地东部、南部小雨转阴，盆地其余各市阴天间多云；川西高原阴
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雪，川西高原南部多云；攀西地区晴间多云。

洪文鹏一家四口在超市挑选新春礼物。

陈诗涵化身“厨神”，给爸妈炮制新年“第一道风味”。

9岁男童胡元硕帮着爸爸在街上摆摊卖春联。

四川招录745名消防员
2月28日前报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周丽梅）救
民于水火、助人于危难……你想当这
样的英雄吗？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
伍正式招录，四川地区将招募745名
消防员，其中，消防救援340名，森林
消防405名。只要你达到条件即可报
名。

据了解，报名者需具备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年龄应在18周岁以上、24
周岁以下（1994年3月1日至2001年2月
28日期间出生）；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
学历人员年龄放宽至26周岁（1992年
3月1日）；对消防救援工作急需的特殊
专业人才，经应急管理部批准年龄可
以进一步放宽。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消防员招
录主要从四川省行政区域常住人口
中招录，招录对象可根据户籍所在
地省份招录计划选择报考意向，也
可选择在经常居住地省份报考当地
消防救援队伍或森林消防队伍（需
提供居住证）。

录用时先按照招录对象选择报考
省份和报考队伍择优录取，需要调剂
时对选择服从调剂人员按“就近原则”
进行调剂。

考生要经历报名、资格审查、考
核、公示、录用、入职培训、工作地点安
排等流程。

考生在2月28日18时前登录国家
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招录网站
（网址http：//xfyzl.119.gov.cn）按照
相关要求填写、提交报名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