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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面，恐怕重庆最有发言权的，是麻辣
鲜香的重庆小面，不仅香飘在重庆的大街小
巷，更是深深藏在重庆人的心头，成为他们的
最爱、成为心结、成为乡愁。在新中国70华诞
来临之际，来谈谈长寿面。

在我国，长寿面起源很早，相传源起于汉
武帝时期。汉武帝与东方朔说到人的长寿时
说：“《相书》上称：人的面部人中长者寿命就
长，人中如有一寸长，就可以活到一百岁”。人
脸又称人面，“脸长就是面长”，于是人们就借
用长长的面条来祝福长寿，由此演化出过生日
要吃面条的习俗。年纪大的人长寿面只用一
根面条做成，制作时可以用拉抻、擀压、挤压等
方法。重庆是移民城市，一般沿用了传统寿面

的制作方法，习惯做龙须面、空心面、棋子面
（将面团压平，在竹竿上拉抻，逐渐增加竹竿，
最后按需要拉抻成长寿面）。

长寿面要选用上等高筋面粉，揉面时要加
入鹌鹑蛋、鸽子蛋或鸡蛋，煮熟后配上熬好的
乳鸽汤、鸡汤或大骨高汤。名称也很讲究：有
轩辕御面、龙福面、龟寿面、鹤禧面等。普通老
百姓给长辈祝寿时也同样讲究，看似简单的长
寿面有一整套操作程序。

巴渝地区吃寿面一般只有寿星直系亲属、
旁系血亲和少量好友参加，在寿星生日前一天
晚上拜寿仪式结束后举行，先将寿星请到上
座，其他人依次入座，晚辈恭敬地端上一碗特
制的一根面请寿星先行享用，在寿星动筷后，

其他祝寿人员也共同享用备好的面条，整个过
程既温馨简朴又欢快热烈，充分体现了中华民
族敬老爱亲、眷顾亲情、和谐友善、崇尚礼仪的
传统美德。

近日，沙坪坝区山洞街道林园社区举办了
一台百家祝寿活动，场面隆重热烈，大家准备
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长寿面，庆祝新中国70
华诞。参加者共同品尝了长寿面，一起合唱了

《我和我的祖国》，真是别开生面、感人至深，赋
予了长寿面新的含义。吃一碗寿面，为新中国
祝寿，代表了巴渝儿女的共同心愿，既符合传
统民俗规制，又带有今天的现实新意。

（作者为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巴
南区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丝丝缘可系 岁岁情相牵
——浅聊巴渝长寿面

□钟传胜

专家谈民俗>>>

9月29日,巴南龙海社区,小面师傅为
现场群众分发国庆庆生面。

特约摄影 钟志兵

9月29日,巴南龙海社区,社区群众集体品尝重庆小面。
特约摄影 钟志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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垫江协和村，村民和贫困户一起吃国
庆面，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通讯员 冉义 摄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张莎 通讯员
冉义）“小面大爱，祖国万岁”。9月29日，重
庆市倡导国庆新民俗活动启动暨巴南区“我和
新中国同龄”集体祝寿礼活动，在巴南区龙洲
湾街道龙海社区隆重举行。当天，70名与新
中国同龄的老人在这里举行集体祝寿礼，与现
场的数百名干部群众一起吃国庆面，祝福新中
国70华诞。

巴南：500多人欢聚一堂同吃国庆面

在当天巴南区龙海社区的活动启动现场，
红旗招展，歌舞欢腾。与新中国同龄的70名
70岁老人代表和社区群众、机关干部、环卫工
人代表等共计500多人欢聚一堂，一起品重庆
小面，看歌舞表演，以最生活化的表达，庆祝新
中国70岁生日。

现场一对老人脸上满是幸福的微笑，饱经
风霜的脸上，很潮的贴上了“70”大红数字。
两位老人都是70岁，与共和国同龄。携手走
过几十年，两位老人感谢新中国给予他们的新
生活。妻子霍本琴老人告诉记者，她1969年
进重庆大江厂（现为重庆大江工业有限公司），
是中国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大型装备
制造企业，作为一线工人，他们一干就是几十
年。老公何顺奎也是大江厂工人，是从部队转
业的，两人在大江厂结婚，风风雨雨几十年，为
军工企业奉献了一生。吃着长寿面，霍本琴夫
妻表示，“我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特别
感恩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生活。”

李玉銮老人今年也是70岁，退休之前，他
在企业做党政工作。1966年参加工作，他们
厂是搞工业设备安装的，他最先是技术工人，
当过电工，管道工，干过行政，2009年退休。
他说，“现在社区活动丰富，国家伟大，我们也
感到幸福”。

白发苍苍的刘思群老人，当过知青，从商
业战线到国防军工战线，她一直从事着后勤工
作，无怨无悔。她说，现在的退休生活非常幸
福，有老年卡，逛公园，坐公交都不要钱，有退
休工资，业余时间还可以参加社区活动，老年
生活丰富多彩，感谢党和政府给他们带来的幸
福生活。

“吃碗长寿面，为祖国点赞，祝福祖国繁荣
昌盛、国泰民安！”70岁老人刘丝群说，这个活
动很有意义，不但自己参与，还要积极动员家
人和朋友一起参加。

程凉面为现场的群众免费派送出300碗
程凉面，重庆小面协会还为与新中国同龄的寿
星们定制了过生日的国庆面。每碗面由70根
小面，56种调料，一根剪成70数字的火腿肠，
一个煎蛋构成，寓意同庆新中国70华诞。

大渡口：10月1日出生的居民免费
吃一碗小面

连日来，为隆重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市各地广泛开展了致敬革命英烈、升挂国
旗、传唱爱国歌曲、国庆体验旅游、开发国庆美
食、倡导全民健身、灯光秀烟花表演等各类活
动，营造了良好的节日氛围。其中，“吃重庆小
面 庆祖国华诞”新民俗爱国活动，在各地都
受到群众的广泛关注，大家都踊跃参与。

29日中午，10月1日出生、以国庆为名的
市民侯国庆，来到大渡口义渡古镇詹小面面
馆，免费吃上了一碗重庆小面，他说：“和新中
国同一天生日我自豪，衷心祝愿祖国繁荣昌
盛。”

“当天，辖区内10余名道德模范、重庆好
人、感动人物代表，在义渡古镇詹小面面馆集
体吃国庆面，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大渡口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开展
的“吃重庆小面 庆祖国华诞”活动，将从9月
29日持续至10月1日，期间，大渡口各镇街将
指定一个定点面馆，对大渡口区10月1日出
生的人员免费赠送一碗小面。

与此同时，为了倡导国庆新民俗、打造爱
国活动周，大渡口区还组织了吃生日祝福面、
敬老孝心面、家人团圆面、青春成长面、单位同
心面等主题活动。此外，各级政府机关食堂、
学校食堂、企业职工食堂和社会单位也将统一
安排机关干部职工、学生、企业员工和市民吃
面。通过“大手牵小手”的方式，发动家庭小辈
为长辈煮一碗国庆面，让长辈为小辈讲述祖国
的发展的辉煌历程。

南岸：同吃国庆面 和国旗合个影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重庆市
400万中小学生中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把
爱党爱国爱人民的朴素情感融入广大青少年
的内心深处，9月29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
重庆市文明办、重庆市教委主办的重庆市中小
学生“我和国旗合个影”主题活动暨“同吃国庆
面”新民俗活动在南岸区融侨公园举行。

主办方将炊具搬到活动现场，人民小学和
南开中学的家长们准备好面条和调料，和孩子
们一道，亲手做寿面，同吃国庆面。

家长还与孩子们一起制作祝福祖国创意
菜品。记者见到，有寓意繁荣昌盛的荣昌凉
粉，有寓意国泰民安的泰安鱼，有祝福56个民
族一家亲的56道菜煮成的重庆火锅，有荷叶
与螃蟹一起熬的“和谐粥”……各具特色、丰富
多彩。

市文明办负责人介绍，“十一黄金周”正在
逐步转变为“爱国活动周”，国庆节吃国庆面只
是今年国庆节新民俗活动的其中一项，还有致
敬革命英烈、与国旗合影、传唱爱国歌曲、开发
国庆美食、参加红色旅游……让挂国旗、敬先
烈、唱爱国歌曲、吃国庆面等，像春节贴春联、
吃年夜饭一样，成为重庆人的新民俗。

垫江：为贫困户免费送面条上门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结合垫江特
色美食，垫江在全县开展同吃国庆面活动，号
召相关面店、美食店现场煮面给群众免费品
尝，并为全县所有贫困户免费赠送面条。

9月28日，在垫江县高安镇协和村一农
家院坝，几张圆桌依次排开，大家团团围坐，一
边吃面条，一边讨论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感恩党的好政策。旁边，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
里，煮着垫江特色美食高安面条。当天，共有
30名贫困户与帮扶干部同吃国庆面。

协和村村民张德碧说，她去年做了个大手
术，花了七万多元，报销后，自己只花了七千多
元，“真切感受到日子变好了，大家一起吃国庆
面，希望祖国越来越好！”

重庆有深厚的小面文化

为什么国庆节要吃面？重庆有着怎样的
面文化？“古为汤饼，今为面，一根根面条穿起
远古的岁月，也牵起的是新中国这70年的光
阴，更连着重庆的一脉传承。”重庆小面协会负
责人介绍，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灿烂的文化，自
古就有生日品上一碗长寿面的习俗。重庆作
为中国小面之都，有深厚的群众基础。

“小面虽小，大有名堂。”他说，国庆面独具
匠心，“一口海碗承载悠悠乡愁家国情怀，一双
竹筷挑起上下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一只汤勺舀
起和和美美的幸福味道……面的饮食文化根
植在每个中华儿女的血脉里，一碗重庆小面，
饱含着3000万重庆人民对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的祝福。”

活动组织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将
倡导开展“吃重庆小面 庆祖国华诞”新民
俗活动，通过吃爱国面、吃文化面、吃成长面、
吃集体面、吃团圆面、吃温暖面、吃祝福面、吃
生日面、吃家乡面、吃创意面“十面”活动，激
发广大群众爱国之情、强化爱国之志，共享
祖国荣光、感受生活美好，不断增强获得感、
幸福感。

我是消防指战员，我倡议，国庆吃
碗爱国面。保家卫国，爱岗敬业！我是
文艺工作者，我倡议，国庆吃碗文化
面。传承文化，永续血脉！我是少先队
员，我倡议，国庆吃碗成长面。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我是企业职工，我倡议，
国庆吃碗集体面。携手共进，团结向
前！我是社区居民，我倡议，国庆吃碗
团圆面。爱国爱家，幸福团圆！我是志

愿者，我倡议，国庆吃碗温暖面。温暖
有爱，祥和同在！我是商户代表，我倡
议，国庆吃碗祝福面。有情有义，有乐共
享！我是与新中国同龄人，我倡议，国庆
吃碗生日面。风雨同舟，盛世共荣！我是
外出务工人员，我倡议，国庆吃碗家乡
面。千山万水，难忘乡愁！我是国庆面
制面师，我倡议，国庆吃碗创意面。创
新驱动，永立潮头！

倡议书

佳节同吃重庆小面 市民追捧国庆新民俗
巴南区数百名市民与70位新中国同龄人同吃国庆面，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上接A1版）《赞歌》《翻身农奴把歌唱》唱出各
族儿女开启新生活的无尽喜悦，《英雄赞歌》
《我的祖国》讴歌保家卫国的爱国情怀，《我们
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抒发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蓬勃斗志……交响情景表演《共和国
之恋》中，“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以身许国，在
飞机失事前用身体保护珍贵文件的场景，感动
了在场每一个人。

第三篇章“团结奋斗”通过歌声和舞蹈表
达对改革开放事业的深情礼赞。《祝酒歌》《在
希望的田野上》《春天的故事》《走进新时代》
《江山》等唱出国家发展欣欣向荣、人民生活幸
福甜美；《东方之珠》《七子之歌》《故乡的云》等

表达对祖国的深情眷恋、对国家统一的热切期
盼；《战决口》《生死不离》《长江之歌》等展现中
华儿女血脉相连、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一首
首经典歌曲、一段段精湛表演，让人们重温风
云激荡、天翻地覆的发展奇迹。

第四篇章“奋斗吧 中华儿女”展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壮阔图景。朗诵《致敬人民》赞颂人民改天换
地的伟力，歌舞《天耀中华》承载了华夏儿女祝
福祖国平安昌盛的深厚情感，《一个都不能少》
记录脱贫攻坚的奇迹，《强军战歌》抒发新时代
军人的豪迈气概，《我的绿水青山》描绘绿色发
展的生动实践，《和平——命运共同体》呼唤守
望相助的美好未来，《不忘初心》《复兴的力量》

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唱出“万水千山
不忘来时路”的庄严承诺，唱出“万众一心奔向
前方”的壮志豪情。

“奋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步伐不可阻
挡。奋斗吧中华儿女，新时代的前程无比辉
煌……”晚会在大型歌舞《奋斗吧 中华儿
女》中落下帷幕。大会堂内灯光璀璨，歌声和
掌声汇成欢乐的海洋，气氛被推向高潮。

全场起立，共同高唱《歌唱祖国》。习近平
等走上舞台同晚会演职人员亲切握手，祝贺演
出成功，并与大家合影留念，全场响起经久不
息的热烈掌声。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

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
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
政协副主席，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观看晚会。

出席观看晚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
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
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同志
代表，“共和国勋章”“友谊勋章”“八一勋章”和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代表，全国先进模范人
物、全国重点优抚对象代表，少数民族代表，港
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及归侨、侨眷代
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和在
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
兵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大型文艺晚会《奋斗吧 中华儿女》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