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超超 220000 元元礼礼盒盒粽粽子子商商场场内内少少见见
多数价格在百元左右，各种口味散装粽子成销售主角

本报记者 王在辉 辛周伦

“这个粽叶不是硫磺熏得吧？
前几天看新闻有染色的粽叶。”前
来购买粽叶的李女士仔细的翻看
着摊位上的粽叶，发出了疑问。记
者看到，摊位上的簸箩叶有绿色
的也有黄褐色的，有大的也有小
的，选择哪种粽叶更好一些呢？如
何甄别粽叶是否染色呢？

在石臼市场上，记者随机采
访了一些正在购买粽叶的市民，
对于如何选择粽叶，大姨大妈们
各有招数。“粽叶就是买了个味
道，挑绿色的新鲜的最好，新鲜
的味道浓啊。”市民刘女士说。

“绿色的不是有染色的吗，买的
时候要闻一闻有没有刺鼻的味
道，这个粽叶一闻就有香味。”另
一位正在购买粽叶的顾客提醒。
还有些市民表示，染色的粽叶煮
完也是绿色，没有粽香味。

经营粽叶生意十多年的王先
生向记者介绍，粽叶刚采摘完都
是新鲜的绿色，但是在运输过程
中，堆在中间的粽叶会因为发热
而变色，颜色没那么均匀，局部会
发暗发黄，而染色的粽叶非常均
匀，整片叶子都是青绿色，看上去
也不自然。“粽叶老一点的好，叶
子厚，味道浓，包的过程中不易
破；嫩的叶子相对薄一些，容易
破，味道也淡，在煮的过程中还容
易粘米，剥不下来。”王先生拿起
车上的簸箩叶向记者介绍。

老粽叶包粽子

香味儿更浓些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辛周伦 王在辉 ) 端午节即
将到来。端午节要吃的食物中，
少不了最重要的“角色”粽子，
眼下各种口味的粽子已在商
场、超市集中上市。记者走访发
现，今年团购礼盒粽子的比往
年大幅减少，并且今年的礼盒
粽子开始走“亲民路线”，超过
200 元的礼盒粽子少见，而散
装粽子则成为销售主打。

29 日，记者来到了烟台路
一大型商场，在超市食品区的
显眼位置，各种口味的粽子被
整齐有序地摆放着。与往年的

高档礼盒粽子销量比重较大相
比，今年低价的散装粽子成为
主打。记者看到，散装的速冻粽
子 11 . 8 元一斤，其他袋装的粽
子价格大部分在 14 元-20 元
之间。

据该超市工作人员介绍，
今年散装粽子口味上依然以蜜
枣、豆沙和肉粽为主，此外还新
增加了杏鲍烧肉粽、金玉白细
沙粽、紫米红枣粽、金瓜百合粽
等多种新口味。“我们的粽子 5

月初就开始上市销售了，端午
节要来了，现在销量非常好，一
天比一天卖得多。”工作人员表

示。
“往年都有企事业单位来

团购礼盒粽子发福利，今年都
没有了。”海曲路一超市工作人
员介绍，有一些市民选择购买
一些实惠的礼盒粽子送给亲朋
好友，我们的礼盒可以自由组
装，市民可根据自己的喜好选
择，礼盒是免费提供的。

“原来家里还会自己包粽
子，不过馅都是糯米红枣，都吃
腻了，别的馅又不会包，就来买
点了。”在一家超市，市民李女
士挑选了几种不同口味的粽
子。

前去购买粽子的李女士
说，每年端午节前买些粽子已
成为习惯。“吃不多，就买散装
的，散装的粽子价格便宜，口味
也多，而且还可以根据自己的
口味选择很方便。”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泰安
路、海曲路上的几个大型超市
发现，各超市食品区售粽子的
专柜前，围了不少挑选粽子的
市民。而以往摆放在显眼位置
的礼盒粽子，不仅数量上减少，
而且在价格上也有大幅下降，
礼盒粽子多在 100 元左右，鲜
有超过 200 元的礼盒粽子。

教您一招

本报 5 月 29 日讯(记者
王在辉 辛周伦 ) 随着端午
节的到来，不少市民开始买粽
叶包粽子，各菜市场上也出现
了粽叶的身影。今年受春旱影
响，粽叶普遍减产且个头小，加
上收割人工费增加，粽叶价格
较去年上涨 5 毛钱。

29 日，记者在石臼市场看
到，十几个摊位在销售捆扎好
的粽叶，在售的粽叶有很多种，
有箬叶、苇叶和簸箩叶，其中苇
叶和簸箩叶都是新鲜的。价格
较低的簸箩叶在 4 元/斤，新鲜
的苇叶则是 5 元/斤。

据摊主吴女士介绍，她从农
历四月十五以后开始卖粽叶，日
照本地的市民一般都买簸箩叶，
因为簸箩叶香味更浓，做成的粽

子包米也多。“去年这个时候簸
箩叶卖 3 . 5 元一斤，越靠近端午
节越贵，到最后不够卖的价格能
涨到 5 元一斤。”吴女士回忆说。

“这几年都是买粽子吃，也
没有买过粽叶，可现在外面卖
的食品很难让人放心，所以我
也打算买点儿粽叶，给孩子们
包些粽子。”家住港一区的刘女
士对记者说。

王先生经营粽叶生意已经 14

年，对粽叶的行情比较了解。他告
诉记者，近几年，粽叶价格一年比
一年贵，特别是今年赶上春旱，粽
叶不仅个头小，产量也低，加上收
割人工费上涨，粽叶涨价。“簸箩
叶多产自沂水、河南等地，运费也
在逐年增加。”王先生说。

王先生表示，虽然粽叶的价

格上涨，但是销量并没有受很大
影响。从农历四月十五到现在，
两个周的时间，王先生已经卖了

近五千斤粽叶。“一年就这么一
次端午节，孩子们也喜欢吃，无
论贵贱都得买。”李女士笑着说。

一一商商贩贩两两周周售售出出近近五五千千斤斤粽粽叶叶
受春旱影响，粽叶价格比去年略高

不少市民购买粽叶自己包粽子。 本报记者 辛周伦 摄

““亲亲手手包包的的粽粽子子，，味味道道肯肯定定会会更更好好””
东港区多个社区组织居民包粽子

本报 5 月 29 日讯 (记
者 赵发宁 通讯员
张晓亮) 27 日上午，城建
花园社区居委会活动室
里分外热闹，社区邀请居
民及志愿者们欢聚一堂，
参加“邻里一家亲”联谊
会，喜迎端午这一传统节
日。

此次演出集中展示
了社区文艺团体的风采，
京剧票友队带来了经典
曲目《贵妃醉酒》、彩虹艺
术团带来的舞蹈《泉水叮
咚》、文艺爱好者带来葫
芦 丝 独 奏《 美 丽 的 金 孔
雀》等。联谊会现场欢歌
笑语，好不热闹。

联谊会结束后，社区
工作人员、志愿者及社区
居民一道，来到辖区内孤

寡老人、低保人员、残疾
人 家 中 ，带 去 粽 子 及 艾
草，并送上节日的祝福与
问候。与他们拉拉家常，
说说心里话，拉近邻里之
间的感情。15 号楼的李大
娘握住工作人员的手说：

“过节了儿女也都不在身
边，家里什么也不缺，就
希望能有个人来说说话，
感谢你们每次都能来看
我，远亲不如近邻啊！”

这次活动，丰富了居
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彰显
了社区居民之间的邻里
情，同时传承了中华民族
的传统文化。“活动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咱是
一家人。”社区工作人员
说。

城建花园社区举办联谊会迎端午

文艺团体秀拿手曲目受欢迎

社区居民用文艺表演的形式迎接端午节。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本报 5 月 29 日讯 (记者 赵
发宁 ) 端午节即将到来，东港区
多个社区近日组织居民举行包粽
子活动。活动现场，老少居民齐上
阵，包粽子、扎五彩绳，用传统方式
迎接端午节。粽子包好煮好后，社
区工作人员又将粽子送到辖区困
难居民家中，让他们也尝尝大家包
的粽子，感受节日的气氛。

天空下起小雨

居民包粽子热情不减

24 日上午，日照天空下起了
小雨，社区居民包粽子的热情丝毫
没有受到影响。“我早晨 8 点就来
到社区，就看到很多居民提前在社
区居委会门口等着了。”凯莱社区
主任姜丽丽告诉记者。

据了解，东港区凯莱社区、利
群社区、金阳社区、江豪社区、星海
社区等社区近几天内都举行了包
粽子活动，用传统形式迎接端午节
的到来。“我们在社区门口支起了
3 个太阳伞，居民在雨中包粽子。”
利群社区主任田彦芳说。

邻里组团包粽子

小朋友也积极参与

24 日下午 2 点，萃园社区四
楼活动室热闹非凡，社区居民三五
人一组围成一团包粽子。活动现
场，老人们手把手地教着年轻人包
粽子。“这位大娘是我的邻居，我们
是组团来来包粽子的。”一位年轻
居民告诉记者，得知社区组织包粽
子活动，他就带着妻子、孩子来报

名参加活动。“刚开始怕不会包，邻
居大娘说她要教我们包。”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然每年包
粽子的机会不多，但中老年人们包
粽子的手艺依然娴熟。“这粽叶、糯
米、小米都需要提前泡好，不泡好，
粽子没法包。”一居民一边告诉记
者包粽子的注意事项，一边把粽叶
一卷，放上大米，系上细线，一个粽
子就包好了。

包粽子活动现场，很多小朋友
也在家人的指导下包起了粽子。小
朋友们学着家长的样子，先把粽叶
沾水铺平，然后放上糯米，包成三
角形后，用线扎紧。“以前没包过，
这次跟着妈妈来包粽子的。”一名
小朋友说，以前都是家人包好了吃
粽子，自己亲手包的味道肯定会更
好。

萃园社区居民在社区活动室参加包粽子活动。 本报记者 赵发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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