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码看大厨手艺

老字号加班加点赶制团圆年夜饭

本版编辑 /唐 戟 视觉设计 /窦云阳
2021 年 2月 9日 星期二4

    “福”字贴起来，鲜花摆起来，年货备起
来……这几天， 街头巷尾的年味越来越浓。

和往年不同，今年的春节，很多人响应号召，

选择就地过年。

知易行难，对中国人而言，春节是合家
团圆的日子；选择就地过年，委实不易。 “对
于就地过年的人，我非常敬佩。 没有谁认为
就地过年是理所当然的，期盼了一年的春节
不能回去，他们是为整个城市、整个社会作
出了自己的贡献，应该对他们道一声感谢。 ”

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如是说。

根据交通运输部相关数字显示，2021

年全国春运期间预计发送旅客 17亿人次左
右， 日均 4000?人次， 比 2019年下降 4

成多。去年此时，“闷在家里也是作贡献”；今
年选择不回老家过年的人，也理应得到“第

二故乡”的厚待和关照。

上海在坊间有“魔都”之称，聚集了来自
五湖四海的白领、外来务工者等。就地过年，

不仅是发礼包等物质慰问； 更需要精准施
策，根据不同人群、不同需求，为他们送上暖
心的服务和精神慰藉，这也是对城市治理水
平和温度的一次考量。

喜庆明媚的“中国红”，从春联上、福字
里、朵朵年宵花中流进每一幢楼宇……新年
伊始，陆家嘴金融城就开始为“就地过年”谋
篇布局。其中包括策划开展商务楼宇“暖楼”

系列活动：送“福”进楼宇，白领们手作年宵
花、体验传统剪纸等。春节将至，温暖还在延
续，陆家嘴管理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
党委策划开展 “陆家嘴金融城陪你过年”系
列活动，从除夕到大年初六，从线上到线下,

?寄家书、登高望远、缘聚轰趴、白领音乐
会、 城市摄影赛等 7场缤纷活动，7天走心
陪伴。 即使“独在异乡”的白领也不必“为异

客”黯然，不妨享受“此心安处是吾家”的从
容。 据透露，已经突破 100幢税收“亿元楼”

的陆家嘴金融城还有更大的 “目标”， 将向
“百亿元楼”进军。 一个个奇迹的创造，需要
打造有温度的金融城，吸引汇聚八方英才。

就地过年，不仅是针对“高大上”的区
域，还需要将关爱的触角延伸到身边的平凡
人，让阳光普照到社区的每一个角落，形成
这座城市的情感“粘合剂”。 春节前夕，在东
明路街道湾流域居民区， 居民们联合签名，

为社区的保安送上了一封 “我们不能没有
你”的感谢信；居民区党总支还举行了一场
特别的“慰问保安工作者新年团拜会”。 “谢
谢你，我的兄弟；谢谢你，忠诚的卫士。 我们
不能没有你！ ”相信居民们真诚的致谢，会成
为这些保安人生中的 “高光时刻”； 在看似
“高冷”的“大上海”，也能感受到在家过年的
温暖。

在宝山，曾有一则“欲走还留”的营商环

境生动案例。一家业务蒸蒸日上的高科技创
业公司原本打算搬迁， 开发区负责人几经
挽留都无果， 最后把他们留住的理由非常
意外。他们要搬走的那天，小区居委干部都
来送行，还帮着一起打包行李。创业者回想
起了刚来宝山创业， 第一顿年夜饭就是这
些阿姨们陪他一起吃的， 在这里的第一个
生日，也是阿姨们给他过的。 “以前总觉得
创业的人是没有家的，但在这里，真的找到
了家的感觉。 ”在那一刻，创业者们下定决
心不走了。

为了让大家安心就地过年，上海政府部
门推出了不少政策，许多企业也为就地过年
的新年新风尚做足功夫。 带薪休假、“一人
食”或“小家庭”套餐、“新上海人”和“老上
海”家庭结对等。待到春暖花开，这些曾经温
暖过游子心的一点一滴，会在他们心里种下
“喜欢上海的理由”，也将成为人民城市的暖
心底色。

就地过年，人民城市的暖心底色
宋宁华

新民眼

    前店人气十足，后厨就忙得脚打后

脑勺。这两天，杏花楼的大厨们凌晨 5

点到岗，晚上 10 点下班，加班加点现制
现烧。50多人的团队，昨天甚至开起了

夜车，要赶在今天上午把做好的 1350

套年夜饭半成品送出去。等到年三十，

老字号的味道不仅在店里，还在千家万
户的餐桌上。

半成品制作“没日没夜”

这两天，要“抓”到国家高级烹饪技
师、杏花楼餐饮技术总监徐璎俊可不容

易，三楼冷菜间、六楼热菜间，还有配菜
间、办公室，上上下下都有他忙碌的身

影。厨房信号不佳，最终记者通过办公室
里的监控镜头，才在六楼厨房找到他。

“往年我们面对的，是门店五六十桌

年夜饭，但今年在疫情防控要求下，不少

人更愿把半成品带回家吃。光是定制年夜

饭套餐，今年就订出去 5500套左右，比往
年翻了一倍。2月 3日起，后厨就进入了

常规出菜和半成品制作的‘双线作战’。”
徐璎俊告诉记者，杏花楼有 3种年菜

套餐，第一种是自家工厂生产的 4套礼
盒，第二种是方便冷冻菜，第三种是门店现

制的大厨定制款，而让后厨“没日没夜”、

“绷紧神经”制作的，就是第三种。一方
面因为供应量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为了

确保顾客到手的半成品是最新鲜的，大厨
们必须卡着点制作，因此总是争分夺秒。

记者了解到，从 2月 3日开始，50多名

厨师全员到岗，早上提前上班，取消下午休
息时间，晚上继续加班，以前所未有的强

度投入到年夜饭半成品制作中。一刀刀
切、一锅锅炒、一份份装，全都是手工活。

“流水线”生产“全家福”

在杏花楼热销年菜中，“全家福”一定
榜上有名。按照上海人的习惯，在吃好冷

菜和热炒之后，热气腾腾的“全家福”不但
吃得落胃，而且有好口彩。这天下午，六楼

热菜间的领班小林就带着他的团队开始
制作 300多份“全家福”半成品了。

一筐又一筐的百叶包、蛋饺、咸肉、虾

球、基围虾、肉皮、娃娃菜、粉丝被摆上操
作台，几大摞一次性打包盒放在旁边。数

了数食材已经齐全，戴着口罩和厨师帽的
六七位大厨重新换了一副一次性手套，一

字排开，开始流水线操作。
抓了三把娃娃菜，在盒底铺平后，喊

了一声“下一个，走起”，小林把餐盒递给
旁边的广东师傅，他接着往里铺上一层粉

丝，把 6只金灿灿的蛋饺排成扇面，接下
去几位师傅分别放入 6只百叶包、6片咸

肉、6片肉皮、6只虾，再在中间放上 6只
虾球。最后一位师傅拿起透明盖子，轻轻

往下压平盖紧。一份“全家福”制作好了。
“蛋饺、百叶包、虾球都是我们提前自

制的，还要发肉皮、切肉切菜、泡粉丝、给
基围虾飞水，这些前期准备工作做好后，

摆盘还要花工夫。”徐璎俊说，“全家福”需

要一块块拼得美观，预计 5个小时才能做
好 300多份。

全员在岗不离沪
水晶虾仁、杭椒牛柳……一道道杏

花楼的招牌热炒分为主料、配料和调料，

经过预处理后包装好，顾客只要按照操作
建议一步步做，就能做出大厨的味道。冷

菜、点心更是不必说，打开后装盘，或者再
蒸制一下，就能直接上桌，还原出堂吃的

味道，成为一桌圆圆满满的年夜饭。

一份份制作的半成品套餐送出去后，
大厨们的年夜饭都在哪里吃呢？“晚上 10

点多到家，和家里人一起吃。”徐璎俊说，
今年依旧有部分顾客选择在店里堂吃年

夜饭，因此要收工后才能到家团聚。“除了
去年，过去的每一年，都是家里人先垫垫

肚子，然后等我到家再吃饭。”
春节是餐饮消费旺季，今年考虑疫情

常态化防控，所以杏花楼的厨师团队全留
沪过年，来自广东、安徽、河南的大厨，再

次在工作中过新春。广东大厨告诉记者，大
年三十忙好了，店里会安排打包年夜饭给他
们带去宿舍。“‘?鸡不成

宴,?鱼不成席’，广东人

过年餐桌上一定要有鸡
和鱼，寓意新的一年吉

祥如意、年年有余。”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大厨的手工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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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牛年年味渐浓。大学已陆续

放假，但各高校仍有不少学生留
校过年。昨晚，地处临港的上海建

桥学院学生宿舍，来了一群特殊
的外卖小哥，他们是留校辅导员

和各学院领导，送餐盒里是刚出
锅的、还冒着热气的“年夜饭”。

这个寒假，学校有近百位师

生留校过年。“就地过年，‘年味’
不能打折，谁都值得拥有一份温

暖的年夜饭。”一位辅导员这样
说。为减少人员聚集，今年年夜饭

改为“一人份”的盒饭形式，由老
师送餐上门。有一份关于美食的

“传说”：寒假留校学生的年夜饭，
都是校领导掌勺烹制的。其中必

不可少的，是副校长俞晓光的拿
手菜：红烧牛尾。

为了这道拿手菜，俞晓光下
午 2时就赶到食堂。“这道菜要烧

得入味，没两三个钟头不行。”戴
着围兜、厨师帽，转变身份的俞晓

光看上去一点儿也不违和。“我早
年刚来临港时，牛尾一根才卖 15

块钱。那会儿就开始学烧红烧牛
尾了。如今，牛尾价格翻了几番。

这顿年夜饭，光买牛尾就花了

1600?。”他告诉记者，好几回有
人劝他烧个容易些的菜，都被他拒

绝。“年夜饭怎少得了硬菜，何况马
上迎来牛年，红烧牛尾不能缺！”
红烧牛尾还在锅中煨炖，学校党委书记江彦

桥和校长朱瑞庭也赶来厨房。洗好手，戴上围兜，
“今年我给大家烧一道红烧肉。”朱瑞庭边说边用

冰糖熬糖色。这是他第四次为学生做菜了，狗年新
春，他烧过可乐鸡翅，很受欢迎。“我的厨艺是二十

多年前在德国留学时练出来的。每年春节前，能让
学生尝尝我的手艺，感觉就像和家人吃团圆饭一

样幸福。”给锅中倒入生抽调味，加入老抽上色，放

上桂皮八角，朱瑞庭的这道红烧肉完成了大半，
“再焖一小时就出锅啦！”另一边，江彦桥也开始腌

制鸡肉。他要给学生们做的，是菠萝鸡块。开背虾、
炒青菜……其他校领导也纷纷上阵，献上拿手菜。

“今年我们为留校学生准备了红包。”朱瑞庭
介绍，“春节假期七天，我们每天为留校学生提供

70?餐券。学校还给学生准备了牛奶、坚果和防
疫物资等新春大礼包。”拿到“一人份”年夜饭时，

留校学生小李正在给寝室门贴上自己写的“福”
字。“之前就听说校领导会为留校学生烧饭，很惊

喜。我一定‘光盘’。”昨天，学校还特意直播了这次
年夜饭的烧制，近万人收看，大家纷纷用弹幕分享

自己家乡年夜饭的特色菜，为留校的小伙伴们送
上新年的祝福。 本报记者 郜阳

年关已近，福州路上的
杏花楼总店里人头攒动。两
手空空进来，满满当当出去，
手里拎得最多的，就是年夜
饭半成品大礼包。八宝鸭香
喷喷，大黄鱼满口鲜，全家福
好彩头，八宝饭甜糯糯……

团团圆圆的年夜饭，就出自
这一盒盒的美味珍馐。

■ “大厨定制款”正在忙碌制作中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