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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圆
这春碗，盛满的是家的味道

百花制袋

温情年夜饭留人心
□记者 吕晶晶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对
于在东阳打工多年的安徽籍外来建设者杨立
响而言，这个春节和往年一样，他在老家上
学的大儿子也趁寒假来到东阳，一家人团聚
过年。
“我在东阳打工十几年了，早就把东阳
当成了第二故乡。”杨立响的大儿子在老家
上学，小儿子出生在东阳，到了上学的年
纪，就由企业出面帮助解决了入学问题。杨
立响说，只要家人团聚，在老家或者在东阳
过年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不过，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他不仅吃
上了所在企业百花制袋特意为全体员工准备
的年夜饭，还领到了老板娘亲自派送的新年
红包和年货，连他的两个儿子也领到了双份
的压岁钱。“很感动，虽然留守东阳过年，
但是还是感受到了来自企业的温情。”杨立
响说。
百花制袋企业主孙丹告诉记者，企业创
办了近 20 年，部分员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十多年，因为企业规模小，往年春节对于员
工最多就是准备个红包意思一下。随着近几
年企业发展越来越好，规模越来越大，为了
感恩新老员工的甘苦与共，所以今年早就计
划好了要请留守公司的员工一起吃年夜饭。
“凑巧的是，去年 12 月底，我儿子出生了。
孩子的满月酒定在了 2 月 3 日，我们索性决
定借此机会干脆宴请了全厂所有的职工，一
来共同庆祝添丁之喜，二来也是趁回乡过年
的员工回家之前提前请他们吃一顿年夜
饭。”孙丹说，那一晚，一共宴请了 9 桌，
举杯换盏间，员工们的心也更紧密地凝聚在
了一起。
“现在招工越来越难，这两年企业的规
模也几乎翻了一番，我们希望通过这样温情
的举措来留住更多员工的心。”孙丹表示。
据了解，今年的春节，百花制袋为每位留守
的员工都送上了新年红包和干果、牛奶等年
货，还为每位留守员工的未成年子女准备了
压岁钱。

消防官兵

小年夜吃年夜饭
□记者 吕晶晶
2 月 9 日是小年夜，东阳消防大队的年夜饭也提前到了这天。因为在正常的除夕夜，
消防官兵们往往是没有时间能安心吃完一顿饭的。
丰盛的年夜饭

年夜饭席间，
年夜饭席间
，穿插了游戏和抽奖环节
消防队的年夜饭是食堂的大厨和战士们精
心准备的。主菜是一道热气腾腾的火锅，上卢
羊肉、糯米圆子、棕香排骨、水煮大虾、鸡胗
炒酸萝卜、腊肉炖冬笋……菜单都是厨师长根
据战士们平时的口味排出来的，结合东阳特色
菜肴，让这些人民的子弟兵们在部队也能感受
到浓浓的年味。
老兵陈凯：浓浓战友情感受别样年味
排长陈凯是一名军龄 8 年的老兵了，这是
他在东阳消防大队过的第三个新年。和往年不
同，今年他又多了一个“东阳女婿”的身份
——去年，他和东阳姑娘王露喜结连理，今年
下半年将举办婚礼。
陈凯的老家在金华市金东区。“往年的这
个时候，我妈妈应该在忙着除尘打扫卫生，备
年货，准备各种年夜饭的食材了。”在陈凯的
记忆里，年夜饭代表的就是妈妈的味道。“在

金华，炸响铃 （炸春卷） 是年夜饭必备的一道
菜肴，妈妈都会预留一天的时间制作这道美
食。用新鲜的猪肉剁成肉泥，加上调味料做成
馅料，然后用一张张豆腐皮卷好，再放进油锅
里炸至酥脆。每次我妈妈做这道菜时，我都会
去偷几个尝尝。在我的印象里，这就是年的味
道。”自从陈凯当兵后，每年包完的响铃，妈
妈都会冷冻在冰箱里，等着归期不定的儿子。
“当兵 8 年，除了在军校那两年寒假能回
家陪父母过年外，每年的除夕都是在部队度过
的。”多年来不能承欢膝下，是陈凯对父母最
深的愧疚，“每次听说我不能回去过年，爸妈
准备年夜饭的兴致也小了很多。我不在家的这
些年，他们的年夜饭也很简单。好在，今年多
了一个儿媳妇，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慰藉。”
不过，在部队过年，陈凯感受到的却是另
一种年味。年夜饭上的欢歌笑语，战友们的嬉

□记者 朱凯迪
家住吴宁街道江滨社区华康路的金绯
珍，今年 71 岁了，她和老伴吴维荣两人早早
就开始张罗准备年夜饭了。最让他们开心的
是，今年终于可以和大儿子、小儿子一起过
个团圆年，吃热热闹闹的年夜饭。
金绯珍说，往年她的小儿媳在佐村当医
生要值班，小儿子和孙子就去陪她过年，剩
下她和老伴两个人，每次年夜饭都是简简单
单地吃过了就算了，今年她家两个儿子、儿
媳以及孙女、孙子 8 个人都齐了，她一定要
拿出看家本领做上一桌丰盛的年夜饭。
在她家的阳台上，晾晒着鸡鸭、腊肉、
猪头肉、腊肠等年味十足的食材。金绯珍告
诉记者，鸭子是前几天亲戚送来的，家养的
鸭子足足有 20 斤重，当天她就把鸭子收拾
好。腊肠是自己买了新鲜肉特地到乡下去加
工来的。“今天我刚打算做糯米肠和炸桂花
圆，因为孙子孙女都特别喜欢吃。”金绯珍自
豪地说，其实只要是她烧的菜孩子们都很喜
欢吃，但是平常一般不会特地去做这些东
西，过年了特意做起来可以让他们吃个够。
只见金绯珍将洗净的猪大肠的一头用绳
子扎紧，再将提前泡好的糯米灌入肠中，并
把糯米肠的另一头也扎上，一圈一圈地放到
筛子上，然后放到锅里蒸。记者注意到，金

绯珍要时不时地观察糯米肠的状态，并且还
用牙签将其刺破。她说，这是为了防止糯米
肠因为里面气太足糯米“炸”出来。
金绯珍说，糯米肠是东阳人过年吃的传
统美食，以前灌糯米肠一般有三个日子，腊
月廿五过小年、农历除夕过大年、正月十五
闹元宵。而最集中的就是大年三十，几乎家
家户户灌糯米肠。“不过现在因为很多人嫌麻
烦都去市场买现成的，我是在享受做糯米肠
的过程。”
在蒸糯米肠的间隙，金绯珍开始做桂花
圆，只见她熟练地将肉、香菇、姜、蒜一起
剁碎，然后将肉泥搓成一个个小丸子，再加
鸡蛋调面，准备好做桂花圆的材料。她说，
其实桂花圆跟桂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将
肉丸裹上鸡蛋面糊，放到油里炸至金黄有些
像桂花。“这个一般不单吃，到时候加上冬
笋、青菜等，煮成一道汤，非常鲜美，也是
拜年吃饭的最后一道菜。放到冰箱里，平时
想吃的时候拿出来煲汤也特别方便。”
糯米肠还是冒汽了，金绯珍赶紧掀开锅
盖，用筷子试了一下糯米的成熟度，就赶紧
起锅了，食物的香气引来了正在写寒假作业
的孙子轩轩，他迫不及待地抓起一根小糯米
肠就想尝尝鲜。他兴奋地说，刚出炉的糯米
肠特别香，但他也很喜欢过年时候的烤糯米
肠，就盼着过年的时候能吃到平常吃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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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1-1 为幼儿园用地
东阳市迎宾大道
幼儿园 50 年；
（公建配套）；
以东、江滨北路 80090
商业 40 年； 1.2-1.5
A-01-2 为商住用地；
以北 A-01 地块
居住 70 年
A-01-3 为商业用地

笑怒骂，都是属于年轻人的欢乐和喜庆。“人
多热闹嘛，我觉得部队过年的气氛还是挺浓厚
的。”年夜饭席间，战友们穿插了游戏和抽奖
环节，引来了阵阵欢笑。在抽奖环节，陈凯也
成了当天最大的赢家，抽到了全场一个一等
奖。
军嫂何定：丈夫在哪里，年就在哪里
大队长王斌的妻子何定特地带着孩子从义
乌赶过来，陪丈夫提前吃上一顿年夜饭。
“他当兵 20 年了，一共就回家过过两次
年。每年的年夜饭，他都是陪着战士们吃的，
而我和孩子则在家陪老人过年。”作为一名军
嫂，结婚 8 年，何定早就从最初的不情愿转变
为了如今的习以为常，“春节阖家团圆的日
子，他们反而是最不能离开岗位的。”守着孩
子和老人过年也就成了军嫂的责任。
为了让丈夫也能享受家庭的温暖，每年的
年三十，何定几乎都在赶场。浦江、义乌、东
阳、金华……丈夫在哪里，年就在哪里。“经
常是家里的年夜饭吃完就连夜赶到他的驻地陪
他守夜，有时候实在脱不开身，就等年初一一
大早再赶过来。”何定说，这么多年，夫妻俩
难得能在一起吃上一顿真正的年夜饭。
夫妻俩育有令人羡慕的三胞胎，但是对
于一名军嫂来说却意味着更多的艰辛与付
出。三胞胎是早产，体质比较弱，每次生病
时都是轮番袭来。特别是一个多月前的那次
流感，3 个孩子同时发高烧三天三夜，何定
夜不能寐，一个人在医院、家里两头跑，心
力交瘁。然而再难的时候，她也没有让丈夫
离开岗位。“也不是没有怨言的，但是回过头
来想想，他也是身不由己，怪不得他。”何定
笑说，多年的军嫂生活，早就将自己磨成了一
个女汉子。“结婚前，我是手不能提、肩不能
扛、娇滴滴的小姑娘，什么都不会干，现在家
里修马桶、换灯泡、装柜子都是我自己来，只
要有个说明书，几乎没有什么是自己干不了的
了。
”
听着妻子的笑谈，一直静静陪在一旁的王
斌悄悄地离开，走向了营房。

家人团圆就是最美味年夜饭

经东阳市人民政府批准，东阳市国土资源局决定通过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拍卖出让一幅地块的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地块位置

7

≤31% 26%-27% 28730

10000

地块具体规划要求详见规划条件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但被列入东阳市土地、矿产权出让黑
名单及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竞得人除东阳市内有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外，其他企业 （自然人和其他组
织） 均须在 《网上交易成交确认书》 签订后 2 个月内在东阳市按有关规定注册成立房地产开发企业。申请人可以
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设有底价 （保留价），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 （确定竞得入
选人的具体要求以地块出让须知为准）。

制作糯米肠
传统美食。
“刺啦。”原来，金绯珍又开始忙活上了
炸桂花圆，裹着“黄色外衣”的肉丸下了油
锅，满满地变金黄，就可以将其捞出，圆嘟
嘟的，十分可爱，没一会儿，香味就扑鼻而
来，肉香与鸡蛋的香味通过油锅完美地融合
在一起，十分诱人。
金绯珍还准备了不少冻米糖、干果、水
果等年货，都是孩子们爱吃的。她说，尽管
以前大年三十只有她和老伴两个人，但她一
点都不觉得落寞，因为平时他们没事都会回
家吃饭，而且很孝顺，前几天大儿子还特地
过来帮她打扫卫生。当然年三十一家人能团
团圆圆吃个年夜饭，真的是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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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让时间安排
1.公告时间：2018 年 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7 日
2.报名时间：2018 年 2 月 13 日至 2018 年 3 月 7 日 （竞买保证金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7 日 16 时）
竞买保证金到达指定账户时间以银行信息系统为准。
3.拍卖时间：2018 年 3 月 8 日 10 时开始。
五、申请方式:申请人须办理或持有有效的数字证书 （CA 证书），使用 IE 浏览器 （IE7.0/8.0/9.0/10） 登录浙
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填报相关信息，缴纳竞买保证金后参与地块竞买。
六、联系方式：
1.联系电话：0579-86629569
2.联系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3:00-17:00
3.联系人：赵先生、李先生
4. 浙江省土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
http://land.zjgtjy.cn/GTJY_ZJ/
5.系统网络技术咨询：18627599793 18932430170
东阳市国土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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