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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中秋，双节重合，举国同
庆。8天的中国“十一”黄金周刚刚
过去，热度仍未消退。历经突如其
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大考，面对全球
疫情仍在蔓延的严峻挑战，今年的

“十一”假期极不平凡，来之不易。
“十一”黄金周历来是观察中

国经济的重要窗口。新冠疫情防
控常态化下的首个“十一”黄金周，
中国消费市场明显复苏，旅游出
行、餐饮购物、文化娱乐均呈现繁
荣景象。外媒报道称，黄金周经济
火热既体现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
战略成果，也向世界传递中国经济
持续稳定复苏的清晰信号。

消费火热 再现流动中国
“什么疫情大流行？节假日期

间，游客激增，长城人潮涌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的
报道标题，代表了外国人对中国

“十一”黄金周的普遍印象。
美国《特克萨卡纳日报》网站

报道，酒店价格飙升，打车应用软
件忙到崩溃，长城门票售罄：经过
数月漫长的无法出远门的生活后，
数亿中国人开始度假。

一起回武汉感受“英雄城市”，
到东北粮仓坐看秋收盛景，融入

“世界屋脊”雄奇风光，穿行大西南的
绿水青山间……这个假期，数以亿计
的中国人走出家门，追寻诗和远方，
品味大美中国。北京烤鸭、广州茶
点、桂林米粉、重庆火锅……冷饮店
的生意“热”起来了，老字号的招牌
新起来了。观展览、看电影、走亲
访友……重新流动起来的中国又
现生机活力。

不少刚从中国各地旅游或探
亲访友后回家的人发现，自己发在
社交媒体上的度假照片成为外媒
报道的热点。雅虎新闻澳大利亚
频道8日说，全世界的推特用户都
被中国黄金周这些照片“震惊”了。

CNN报道称，“十一”黄金周通
常是出国旅游的好时机，但今年由
于国外新冠疫情、签证限制、隔离
检疫要求、国际航线缩水等原因，
许多中国人选择在国内旅游。

据日本IT媒体商业网站报道，
今年国庆中国人旅游有几个特点，
一是网络预约占主流。二是湖北
成为热点，官民共同推进支援湖北
省的旅行。湖北省的30个景点10
月1日、2日的入场人数和上年基本
持平，旅游收入恢复到上年的
85.5%。携程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武汉黄鹤楼排在线上预订人气景

区全国第二名，仅次于上海迪士尼
乐园。三是富有自然、民族色彩的
城市游走俏，拉萨的住宿预约量比
去年同期增长了6倍。

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9日发布
的消息显示，国庆中秋假期，全国
共接待国内游客6.37亿人次，按可
比口径同比恢复79.0%；实现国内
旅游收入4665.6亿元，按可比口径
同比恢复69.9%。

新加坡《海峡时报》撰文称，黄
金周期间，中国旅游业再次焕发光
彩。此前受疫情打击的中国旅游
业已得到提振。

随着旅游出行迎来高峰，与之
息息相关的餐饮和购物也迅速升
温。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疫情
导致出国旅游及代购受限，原本在
海外“买买买”的中国中产阶层转
而在国内挥洒购物热情。

“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到
接近正常状态。”美国《纽约时报》
网站刊文称，黄金周消费是从一个
侧面反映中国经济状况，“发出了
中国经济复苏的明确信号”。

严控疫情 护航黄金假日
中国成功控制疫情，是中国人

得以在黄金周放心出行消费的大
前提。彭博社评论，疫情在中国已
基本得到控制，黄金周假期显示了
中国对经济复苏和公共卫生措施
的信心。

《金融时报》称，中国从疫情中
恢复得益于广泛的检测和追踪机
制，武汉和北京等地的大规模检测
已开始恢复消费者的信心。不过，
疫情也改变了部分中国游客的出
游方式，比如更多游客选择短途旅
行，减少出游时间，尽量避免和他
人在飞机和火车上接触等。

《纽约时报》指出，每一年的
“十一”黄金周都是中国经济的“晴

雨表”，今年尤甚——踏进高铁车
厢，走进疫情期间还空空如也的景
点，是全球其他许多国家都梦寐以
求的事情。这些信号意味着中国

“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恢复正常化，
这种复苏一定程度上来自中国强
有力的、自上而下的抗疫措施。相
应地，人们的信心渐渐复苏，政府
也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重启零售业
和旅游业。

把疫情损失补回来，从政府到
企业，都在抢抓黄金周契机提振消
费。外媒关注到，浙江发布价值5
亿元的旅游消费券，精选500多个
优质景区和700余家优质酒店民宿
产品，助推旅游业复苏；江西各地
推出1500余场次各类消费促进活
动，涉及旅游、零售、餐饮、汽车、电
商等领域，参与商家超过1万家；全
国各地企业纷纷推出节庆消费券、
中秋美食券、5G消费券等。

黄金周繁荣景象背后，依托的
是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及巨
大的需求潜力。“中国拥有全世界
最多的人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
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中国
消费市场的魅力正不断增强。”新
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如此评价。

“中国释放内需潜力是推动经
济持续增长的关键。”美国消费者
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认为，面对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和不确定
的世界局势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
加大努力，进一步加强国内消费对
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复苏经济 提振世界信心
美国全国广播商业频道（CN-

BC）8日报道称，中国黄金周期间的
景象与全球其他仍在与新冠疫情
抗争、经济活动“消音”的图景形成
了鲜明对比。

彭博社称，中国出行人数激

增，显现出中国经济复苏的相对实
力。9月，经合组织曾预测今年中
国经济增速将达1.8%，中国预计将
成为二十国集团中唯一实现经济
增长的国家。

瑞士《20分钟报》8日刊登了9
张中国黄金周的旅游图片，显示了
中国游客在长城等景点的拥挤，引
来许多瑞士网友的围观。一位获
赞最多的网友写道：“中国采取了
有效措施，控制住了新冠肺炎疫
情，直到传染率几乎为零。我们应
该向中国学习！”

“几个月来，中国经济复苏是
全球的成功案例。”美国财经杂志
《巴伦》周刊撰文说，“中国经济复
苏令人印象深刻，原因之一在于中
国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民众对经济
状况抱有高度信心。汇丰银行经

济学家的报告也认为，中国消费者
的收入增加和消费信心提高将推
动经济继续增长。”

美国财经新媒体Quartz则引用
中国国内流行的说法，将黄金周称
为中国人的“报复性旅游”。报道
称，尽管今年中国黄金周的出行人
数比往年有所减少，但相比于“国
际旅行直到2024年才能恢复到疫
情前水平”的悲观论调来说，中国
给出了一个亮眼的数字。

中国消费回暖将带动各国对
中国的出口和投资，促进周边经济
体及世界经济复苏。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
顾清扬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增加会
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增加世界需求
总量，促进全球经济复苏。

（来源：人民网）

国庆中秋假期旅游和消费掀热潮

喜欢吃海鲜喜欢吃海鲜，，是我们台州人的口味是我们台州人的口味。。这口这口
味固执地储存在记忆里味固执地储存在记忆里，，时不时跳出来让人惦时不时跳出来让人惦
念着念着。“。“靠山吃山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海吃海”，”，这是生活在海边这是生活在海边
人的口福人的口福。。如果有人问我如果有人问我，，在壳类海鲜里在壳类海鲜里，，喜欢喜欢
什么呢什么呢??我会说我会说：：清蒸大白蟹清蒸大白蟹。。

白蟹是我们台州本地人的俗称白蟹是我们台州本地人的俗称，，也有人称也有人称
““梭子蟹梭子蟹”，”，因为两头尖尖因为两头尖尖，，状如织布梭子状如织布梭子。。白蟹白蟹
肉多肉多，，脂膏肥满脂膏肥满，，味鲜美味鲜美，，营养丰富营养丰富。。不管怎样不管怎样
烧法烧法，，每次舌尖与之每次舌尖与之““蟹蟹””逅逅，，绝对是一场让人无绝对是一场让人无
法言喻的盛宴法言喻的盛宴。。

有些内地人见到有些内地人见到““白蟹白蟹””的样子的样子，，并无多大并无多大
好感好感，，可能是它的模样有点怪异可能是它的模样有点怪异。。它青色硬壳它青色硬壳，，
两只大钳子张牙舞爪两只大钳子张牙舞爪，，不管什么东西不管什么东西，，碰到就会碰到就会

““放死钳放死钳”（”（当地的一种俗语当地的一种俗语），），一副我钳死你的一副我钳死你的
样子样子，，唯有两只竖起来的眼睛唯有两只竖起来的眼睛，，圆圆的圆圆的，，有点精有点精
灵样灵样。。手指触一下手指触一下，，它就马上伏在眼眶里它就马上伏在眼眶里，，一动一动
不动不动，，等你没动静时等你没动静时，，它又巴眨着眼睛它又巴眨着眼睛，，灵活地灵活地
闪动着闪动着。。但又有谁知道它外表粗陋坚硬但又有谁知道它外表粗陋坚硬，，内心内心
却隐忍着如此鲜美的肉质呢却隐忍着如此鲜美的肉质呢。。

我有个北方的朋友我有个北方的朋友，，一次远道来看我一次远道来看我，，我在我在
家做了一道清水煮白蟹家做了一道清水煮白蟹。。当我把这一大盘壳红当我把这一大盘壳红
体大的白蟹端上来时体大的白蟹端上来时，，他一时不知从哪下口他一时不知从哪下口。。
刚开始一直说不吃不吃刚开始一直说不吃不吃，，待我把蟹壳剥开待我把蟹壳剥开，，让他让他
尝一尝时尝一尝时，，才小心地咬了一口才小心地咬了一口，，北方人重口的味北方人重口的味
蕾里突然涌进这么一种小清新的鲜劲蕾里突然涌进这么一种小清新的鲜劲，，他惊呆他惊呆
了了。。蟹肉细腻鲜美蟹肉细腻鲜美，，蟹膏结实蟹膏结实，，竟让他愈嚼愈竟让他愈嚼愈
香香，，后来一直念念不忘这白蟹的美味后来一直念念不忘这白蟹的美味。。

白蟹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吃到白蟹也不是随时随地都能吃到，，每年的禁每年的禁
渔期渔期，，菜市场就成了一片淡季菜市场就成了一片淡季。。我挎着菜篮子我挎着菜篮子，，
从海鲜市场的东头逛到西头从海鲜市场的东头逛到西头，，也看不到一只小也看不到一只小
白蟹白蟹，，除了几个摊位塑料盆里的几条胖头鱼除了几个摊位塑料盆里的几条胖头鱼，，还真的找不到时令海鲜还真的找不到时令海鲜。。这这
对于一个嗜好海鲜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嗜好海鲜的人来说，，真是一种煎熬真是一种煎熬，，每次从海鲜摊位走过每次从海鲜摊位走过，，我竟我竟
有几分惆然有几分惆然。。这种滋味也只有生活在海边的人才能深深理解这种滋味也只有生活在海边的人才能深深理解，，心里暗暗心里暗暗
期盼禁渔期快快过去期盼禁渔期快快过去。。99月份月份，，禁渔期一禁渔期一““解冻解冻”，”，人们就纷拥向菜市场人们就纷拥向菜市场。。
最初的几天最初的几天，，菜市场的摊位上全是白蟹菜市场的摊位上全是白蟹，，淡薄了许多日子的舌尖淡薄了许多日子的舌尖，，渴望着渴望着
海味的肆虐海味的肆虐，，这个时候的白蟹就是最好的风味这个时候的白蟹就是最好的风味，，不仅价格实惠不仅价格实惠，，还特别新还特别新
鲜鲜，，一只只活蹦乱爬一只只活蹦乱爬，，嘴里吐着泡泡嘴里吐着泡泡。。一长溜的摊点上一长溜的摊点上，，白蟹白蟹、、小蓝脐小蓝脐、、膏膏
蟹全在眼前晃着蟹全在眼前晃着，，每一只都是那么丰腴每一只都是那么丰腴，，那么让人无法取舍那么让人无法取舍。。白蟹肉质细白蟹肉质细
嫩丰腴嫩丰腴，，小蓝脐丰满成双壳小蓝脐丰满成双壳，，膏蟹则是膏沃充盈满口浓香膏蟹则是膏沃充盈满口浓香，，在挑挑拣拣的在挑挑拣拣的
过程里过程里，，人们的脸上是一种对海鲜的无比眷恋人们的脸上是一种对海鲜的无比眷恋。。

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买几只白蟹我几乎每天都会去买几只白蟹，，拿回家清洗后便开始各种各样的炒拿回家清洗后便开始各种各样的炒、、
蒸蒸、、烤烤。。女儿喜欢炒白蟹女儿喜欢炒白蟹，，浓郁的香和鲜浓郁的香和鲜，，一直是她的最爱一直是她的最爱。。其实我也乐其实我也乐
于做于做，，每次都会小心地先用刀把白蟹齐腰切成两半每次都会小心地先用刀把白蟹齐腰切成两半，，备好姜备好姜、、葱葱、、酒酒、、少许少许
盐盐，，待锅微热待锅微热，，倒入油倒入油，，把切好的蟹放进锅里把切好的蟹放进锅里，，经过油温浸润经过油温浸润，，白蟹在热锅白蟹在热锅
里爆出微红的色泽里爆出微红的色泽，，这个时候添加佐料这个时候添加佐料，，然后是料酒然后是料酒、、水水，，用大火烧开用大火烧开，，待待
香味渐渐弥漫开来香味渐渐弥漫开来，，加上几根葱段加上几根葱段，，这炒白蟹就算完成了这炒白蟹就算完成了。。

我个人的口味还是喜欢清蒸白蟹我个人的口味还是喜欢清蒸白蟹，，享受着最原始的海鲜味享受着最原始的海鲜味。。不加料不加料，，
就放在铁锅里就放在铁锅里，，把蟹平铺在锅里把蟹平铺在锅里，，加清水加清水，，然后用火煮然后用火煮，，待水差不多了待水差不多了，，揭揭
盖会有浓稠的鲜味溢出盖会有浓稠的鲜味溢出。。世间所有的美好世间所有的美好，，大概都需要一场水与火的碰大概都需要一场水与火的碰
撞撞。。这时候的白蟹这时候的白蟹，，蟹壳鲜红蟹壳鲜红，，如果蟹肥的话如果蟹肥的话，，壳与蟹脐之间会有淡黄色壳与蟹脐之间会有淡黄色
的膏溢出的膏溢出，，那才是最本真的人间至味那才是最本真的人间至味。。开吃时开吃时，，先倒一小碟醋先倒一小碟醋，，把生姜切把生姜切
成小块成小块，，放在醋里放在醋里，，然后慢慢剥开蟹壳然后慢慢剥开蟹壳，，去掉蟹腮去掉蟹腮，，蘸着吃一口蘸着吃一口。。蟹的味道蟹的味道
和醋的味道融到一起和醋的味道融到一起，，飘入心中的是一种奇特的味道飘入心中的是一种奇特的味道。。而蟹壳里的浓膏而蟹壳里的浓膏，，
金黄绵香金黄绵香，，是是《《食神食神》》电影里那种黯然销魂的美味电影里那种黯然销魂的美味。。

都说人间有味是清欢都说人间有味是清欢，，遵循自然的饮食习惯遵循自然的饮食习惯，，就是美食最简单的模就是美食最简单的模
样样。。吃蟹吃蟹，，如果不讲趣味和风雅如果不讲趣味和风雅，，随心所吃随心所吃，，满手满嘴都是蟹味满手满嘴都是蟹味，，那是一种那是一种
自然的放飞自然的放飞，，也是心中最本真的清欢也是心中最本真的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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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下你加个朋友，你肯定会喜
欢吃她的饭，看她的花园，爱上她的
植物染。”

9月底的一个清晨，我刚睁开眼
睛，便收到友人tudou的信息。

于是，大约两分钟后，简单的寒
暄过后，“有空来染一条秋天的丝
巾。”这个叫小敏的新朋友说。

从此，总感觉秋凉一丝一丝漫
过，念想一阵一阵泛起。

没有等太久，在国庆长假的第
六天，一切意想中和预料外的美好
都如期而至。

花 事
秋天的美，美在一份明澈。
小敏的院子在城南紫砂岙。17

年前，它以苗圃的姿态问世，几个最
寻常不过的绿植大棚、几间朴素的
平房，起初并不引人注目，小敏接手
打理后，布置小景、种植花卉，浙渐
把这里的风格带偏了。蔷薇花开的
季节，小院是临海一众漂亮的小姐
姐心水的网红打卡点。

“院子乱糟糟，群舞开时有些好

看。”秋季在主人看来并不是开
门迎客的最好季节，对于这次邀
约，想必小敏是略有一丝忐忑
的，但是，我笃定生活会暗藏惊
喜。

进入小院的第一眼，那一大
片在风中摇曳的格桑花，率先印
证了我的预感。曾以为格桑花
只代表夏的热情，没承想它与秋
的恬淡也是如此配一脸！格桑
花之外，还有各色花卉在努力招

展着自己的美。蓝雪花簇拥在一
起，就让人恍然大悟：浪漫如果有颜
色，那一定是蓝紫色的。三角梅想
必是植物界活到极致的代表，红就
红得透亮，白就白得耀眼。假连翘
优美的枝条和明丽的花朵总是那么
撩人情思。非洲凌霄有点高冷，却
又时时泄露内心的柔软。

在城南一隅，这个花事不了的
小院，当真是天地间令人欢喜的存
在！

美 食
为了这次聚会，小敏显然有所

准备。“有一个馄饨做得很好吃的小
姐姐。”她提前透露了下。

这个小姐姐就是洪萍伊，她做
的馄饨岂止好吃，必须是全临海最
好吃之一。老临海人想必都记得原
来开在街心花园的吴美仙多肉馄饨
和炒麻糍店，吴美仙就是她亲妈。
作为吴美仙多肉馄饨的嫡亲传人，
洪萍伊还凭做馄饨的这手绝活上过
台州电视台《山海经》栏目呢！

馄饨本是很接地气的食物，但
经了一两朵格桑花的映衬，便似带
了仙气，不仅慰藉胃肠，也滋养心
境。

别一朵格桑花在发际，做菜也
是一种艺术创作，必须有仪式感不
是？馄饨之外，再献上本地特色小
吃乌饭麻糍，在美厨娘的一双巧手
之下，人间烟火也布满了诗意。

植物染
午后，阳光微煦，和风欢畅，生

活行到此处，宜整理出一颗浪漫的
女人心，染一条秋天的丝巾。

白纱巾和染料，女主人早就准
备好了。工序貌似并不复杂，把丝
巾铺开，洒点水使之平整之后，对折
成长条状，慢慢卷起，再用棉线紧紧
捆扎，在清水中浸泡一定时间，使纤
维充分舒展，便算是完成了前期的
准备工作。把丝巾投入染缸之后，
我看花看草，后来干脆闭目小憩，浑

不知缸里的世界发生着怎样激动人
心的化学反应。不知过了多久，听
见同行女伴们的欢呼，奔出房门，便
看到了一条条丝巾的华丽变身。

因为每个人卷丝巾和捆扎丝
巾的手法不同，染好后的每条丝巾
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存在，这
真是一份充满禅意和哲思的手作
呢！

我必须用12分的骄傲向世界
宣告：我的第一件蓝染作品，秋冬两
季的上镜率就靠它了！女主人亲手
染色制作的第一个小布包也归我
啦！如果你们眼馋，不妨耐心期待，
说不定某一天女主人心情大好，决
定开发植物染系列产品……

毕竟，从 25 岁开始做花卉生
意，之后种蓝莓、经营绿植出租，这
位49岁却活出满屏少女感的女主
人与植物的缘分已深，未来会与自
然、与土地、与植物产生怎样的碰
撞？这值得期待……

有空来染一条秋天的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丝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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