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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到海东共品千人腊八粥
□时报记者 李玉娇 通讯员 祝美甲
八宝粥、麦仁粥喝了不少，在古驿平安千人共品的腊八粥您没尝过吧？来海东！
祈福钟、鼓楼钟敲过不少，在地道平安地儿上千人敲平安钟的经历您没有吧？来海东！
看社火、拍社火，
在平安大道千人同耍醉社火的欢腾盛景您没见过吧？来海东！
新春佳节临近，
海东大地早已开启喜庆的
“闹新春”
模式。今年，
为了让群众过一个热闹喜庆的春节，
吸引省内外游客在海东寻到纯正的年味，
平安区将从 1 月 1
日至 3 月 8 日，
持续推出千人共品腊八粥、
千人同敲平安钟、
千人同耍醉社火等近 20 项主题过年
“套餐活动”
，
让四方宾朋在乡土乡韵里，
过一个最有味道的年。
这个春节，去平安区吃啥、玩啥、看啥？时报记者为您提前准备了这份闹新春“平安攻略”，
让您在这里过一个地道的故乡年。

“醉”
精彩看点之 ——千人共品腊八粥

平安钟

时间：1 月 13 日 农历腊月初八
粥，
而部分地区晚上也会吃搅团。
上午 11 时
据平安区妇联工作人员介绍，
活
地点：
平安驿
动期间平安驿站广场中央将摆放近
赏玩攻略：
“ 小孩小孩你别馋， 百张桌子，
广场东西两侧分别设 6 副
过了腊八就是年。”今年腊八，超市
锅灶，
用于熬粥和炸油饼。广场东面
里的各类速食八宝粥就不用放在购
将摆放“舂麦仁”
器具 4 个，
现场展示
物车了，
“ 千年等一回”的外卖稀粥 “舂麦仁”
，
游客也可现场体验。
也不用下单了。开上车带上家人，
为了让广大游客品尝到地道的
到古驿平安，来一次和千人共品腊
腊八粥，
平安区将提前熬制以猪肉麦
八粥的奇妙之旅吧！这碗腊八粥一
仁粥、
牛肉麦仁粥、
羊肉麦仁粥、
小米
定会让您喝得威风八面，
风光无限！ 粥为主的腊八粥。在每桌上摆汤盆
在青海传统习俗中，腊八节首
盛粥，
并用油饼、
白饼切块摆盘，
放置
先要“献冰”，而后吃腊八粥或麦仁
青稞酒一瓶。目前，采冰、收集麦仁

等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吃完腊八粥去干啥？您可以去
平安驿参加商品大集启动仪式，早
早置办齐年货；也可到白沈沟富硒
果蔬示范基地参加采摘活动，带一
篮又大又红的富硒奶油草莓回家；
或者到平安驿袁家村参加大胃王、
寻宝等趣味比赛，看炸油饼、打腊八
冰等民俗活动，
再过一把
“嘴瘾”。
特别提醒：来平安吃腊八粥，带
上吃货的心来就够了，不用带碗了，
现场配置了一次性餐具，保证让您
吃放心吃开心。

“醉”
精彩看点之 ——千人同敲平安钟
腊八粥

牛头宴

时间：
1 月 28 日 农历腊月廿三
驿广场将举行千人敲钟活动启动仪
地点：
平安驿广场
式，届时，九钟齐鸣，浑厚悠远的钟
赏玩攻略：敲响平安钟，吃柴火
声将响彻平安城区。
鸡，
赏新春灯会，
这一天的“超值套餐”
吃货朋友们可要注意了！敲完
活动您可千万不能错过。平安区历史
平安钟，建议您赶紧移步到平安驿
上被称为平安驿，
系唐蕃古道、
丝绸南
袁家村、大团结柴火鸡、马驿新村或
路上的著名驿站。每年，
大批民众赶
城区内各大农家院先行“占个座”，
至该区平安门，
敲响平安钟，
祈福吉祥
因为中午，这些地方将开展热火朝
成了附近群众过年的
“标配”
。
天的“吃柴火鸡·喝青稞酒”活动。
据平安区住建局工作人员介
肉食爱好者还可在平安硒岛参加
绍，今年平安区将制作安装九座平 “品牛头宴”
活动。
安钟，钟体直径为 1.5 米，高 1.8 米，
平安柴火鸡最大的特点，就是
重 1000 公斤。九座平安钟钟体腰线
以柴火作引，鸡现杀现炒。因做法
将分别楷书雕刻“一路平安”
“ 岁岁
独特，颇具风味，因此很受食客们的
平安”
“一生平安”
“四季平安”
“祝您
喜爱，多家柴火鸡餐饮店内几乎每
平安”
“幸福平安”
“吉祥平安”
“全家
天都座无虚席。平安牛头做法就是
平安”
“ 健康平安”，形成一钟一主
将整只牛头煮熟后，整个端上席，客
题，
与顶端
“平安钟”
形成呼应。
人们用刀子切割牛头上的牛肉食
农历小年这天上午九时，平安
用，大快朵颐。牛头选材于高寒地

区牦牛，是纯天然绿色有机食品，富
含硒。牛头有多种吃法，最原始的
是撒上青盐直接食用。随着平安富
硒资源的开发，蘸富硒蒜酱是食补
的好方法。
怎么样？这些地道的平安美食，
保证会让美食爱好者们大饱口福！
吃 饱 了 可 别 走 ，好 戏 还 未 结
束。您可到平安周边的村庄里转
转，看一场精彩的农民运动会，参与
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晚上 6
时，您可沿着平安驿、新平大道、平
安大道赏灯展。华灯初上，整个小
城将显示另一番静谧娴静的姿态，
夜景中品味这座在兰西城市群崛起
的新城魅力也是不错的选择。
特别提醒：当天敲不到钟不必
遗憾，腊月二十三日起，平安区每周
都将开展敲钟活动，
您可择期前往。

“醉”
精彩看点之 ——千人同耍
“醉”社火
河湟社火

柴火鸡

时间：2 月 19 日（元宵节）
地点：
城区、
中心广场
玩赏攻略：观社火游街、穿四季
龙门、赏平安街灯……今年的元宵
佳节来海东过吧！正月十五白天，
平安城区将开展千人同耍“醉”社火
游街活动，
并举行社火调演。
正月十五，在传统观念的影响
下，
海东各地的社火表演队浩浩荡荡
聚集在一起，争奇斗艳，集中展示着
各自乡村的特色，
将正月里节日的气
氛渲染得异常红火。这里的社火，
除
丰富多彩的表现形式外，
还具有相当
浓厚的地域文化内涵。一些诸如
“火
龙”
“五鬼点灯”
“亭子”
“竹马”
“螭鼓

舞”
“敬德洗马”
等早已成为了河湟地
区的经典社火文化之一，
更有一些进
入了国家非遗保护名列。
河湟社火是从古人崇拜自然的
祭祀活动中发展而来。作为民间文
艺活动形式，
社火深深植根于广大群
众之中，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群众性
文化活动，
经久不衰。尤其是一年一
度的春节到来，
人们用耍社火这一艺
术形式来欢度春节，
预祝新的一年五
谷丰登，
人民安康。社火成为城乡人
民群众文化生活最主要，
也是最重要
的活动内容。一台社火中囊括了音
乐、舞蹈、曲艺、戏剧等多种文艺演

出，
内容极为丰富，
节目花样繁多，
形
式也是多样，
演员队伍阵容庞大。主
要以锣鼓、
灯官、
秧歌、
舞龙、
舞狮、
旱
船和乐队在内的小唱，以及高跷、高
台等节目组成。
备好相机，带上孩子，一起来领
略这些河湟民间艺术奇葩的魅力
吧！当日晚间，平安城区内还将开
展走平安大道、观排灯、穿龙门、赏
街灯活动，
精彩依旧。
特别提醒：3 月 7 日，平安驿广
场将举办“二月二”农民趣味运动
会；3 月 8 日，农历二月二，平安驿广
场上将举办集体婚礼活动，同样值
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