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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炒肉、
酸辣大白菜、
爆炒墨鱼仔、
凉拌海带丝、
糖醋排骨……这些湖南人熟悉的
味道，
在端午节也被端上了德国华人谭棣天的餐桌。这个端午，
他特意约了好友相聚，
没
一个人闲着，
各显神通做了一桌好菜。粽子也是少不了的，
谭棣天说，
“中餐馆早在一个月
前就开始卖粽子了，
2.5欧元一个的价格深受学生们欢迎。
”
而在美国波士顿市中心一家有名的湘菜馆，
老板娘也特别推出了纯手工粽子，
包括
了长沙人钟爱的香菇咸肉粽和红豆沙甜粽，
仅支持外送和到店领取。希望能在这个特殊
的时期，
为家乡人一解节日的乡愁。小小的粽子，
一根五彩绳系上的却是海外游子心，
一
片粽叶包裹的也是一份淡淡的思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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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朋友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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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

晨报驻意大利、
美国、
德国通讯员向你讲述他们的端午假期

德国：
中餐馆2.5欧元的粽子受热捧
本报特约通讯员谭棣天 布伦瑞克报道

临行前，亲友拿给丁墨的一包粽子。图/受访者提供

6月25日下午

本报特约通讯员丁墨 米兰报道
疫情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不少烦恼，
正值端午佳节，
端午自古就蕴含了驱虫避疫
的意义，
我也希望端午节作为一个新的开始，
能为意大利带来好运。
虽然在国外，但我依然决定给自己放个“端午假”。25 日，我来到了亲友一家
人在意大利圣雷莫经营的海边酒店。不仅能享受意大利的海边风光，还能吃到亲
友自家做的粽子。
至于能吃到什么样的粽子，
身处异国他乡，
我早已不在意甜党与咸党之争了。

6月24日晚

出发去海边只为赴粽子之约

“明天端午节，我给你们带粽子当
早餐。
”
打开手机，
看见仲哥发来的短信后
我心头一暖。尽管每次在意大利遇到
中国的传统节日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
说的感受，
但今年的端午因为疫情的关
系感触尤为强烈。西晋《风土记》中说
“仲夏端午。端者，初也。”意味着夏天
的开始，
也希望是一个美好的新开始。
最近我的状态一直不太好，思虑

6月25日上午

颇具异域风味的鹰嘴豆粽子

早晨 9 点洗漱完毕后，已经迫不及
待要到一楼餐厅吃早餐，因为早餐有
粽子。毫不夸张地说，昨晚入睡前我
回忆了很久，一直没记起来粽子的味
道。毕竟现在不比国内，想吃什么都
能轻松买到。上次吃粽子，还是去年
端午时房东阿姨送来的粽子。
餐厅吧台旁仲哥像往常样靠在一
边。
“ 起 了 呀 ？”仲 哥 笑 着 问 。
“ 嗯 ，是
嘞。”
“ 昨晚睡得怎么样？”
“ 挺好的，只
是昨天走得太累了。”
“嘿嘿，你等一下
我马上给你恢复下元气。”仲哥神秘兮
兮地笑着转身走进后厨。
我猜他肯定是去拿粽子，侧过头
向后厨方向张望。
两 分 钟 后 ，仲 哥 端 着 一 个 雪 白
瓷 盘 从 后 厨 走 出 来 ，瓷 盘 上 放 着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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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三还是决定出门去海边走动走动。
我来到了仲哥一家人在意大利圣雷莫
经营的海边酒店。往年这个时间正是
他家客人变多的时候，今年无疑是受
到了疫情的影响，意大利的旅游业整
体下滑。希望端午之后能带来一些新
的转机。关上手机我开始猜想，端午
节仲哥带来的是北方的蜜枣甜粽，还
是南方的腊肉咸粽？忽然非常期待谜
底揭晓。

个粽子。
“啊！粽子，粽子，粽子。”我开心
得像个孩子，眼睛一直盯着盘子里的
粽子，生怕它们会在我的视线里消失。
“你嫂子前两天包了些粽子，但没
买到腊肉，里面换成了腊肠不太好吃，
就没给你拿。这个是法国的朋友前两
天带过来的，这里面我也不知道是什
么馅，你尝尝。
”
扯开红色的捆绳，一层层地剥开
粽叶。以前总嫌弃剥粽叶麻烦，弄得
一 手 粘 腻 ，现 在 一 边 剥 一 边 想 ：对 ，
对！就是这个感觉，一定很好吃。一
口咬下去，香软的糯米和具有淡淡板
栗香味的鹰嘴豆，这样的搭配我还是
第一次尝试，两样搭配起来毫无违和
感，
味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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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对她说
“端午快乐”
“情爱的祝你端午节快乐，福寿安康！”
这是我意大利朋友艾玛发来的短信。
“ 情爱的”？
我迅速明白了她的意思应该是“亲爱的”。
艾玛正在学习中文，我们的日常沟通中，没少因
为语言差异闹笑话。这次除了要纠正她的错字之外，
我还得好好解释一下端午节不能祝别人“快乐”这件
事了。我应该怎么解释才能让外国姑娘理解呢？
可爱的艾玛不是唯一一个发送端午节祝福的外国人。
在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 Federico 也向我表达了端
午祝福：
“嘿嘿，祝你端午安康！吃粽子。”
那不勒斯的丽达说：
“ 瑞午安康！”显而易见她把
“端”字写错了。
在北京工作的意大利人 Martina，是几个人中对中
国了解最多的。她还把关于粽子的介绍翻译成了意大
利语放在了网上。点开链接，我看到内容里还提到了
“五芳斋”
的粽子。
这几条祝福短信让我深感意大利朋友对于中国文
化的喜爱。同时也惭愧于自己怎么没有学会包粽子，
不然也可以自制一些粽子送给朋友们。既然今年来不
及，那就开始为明年做准备，想到这便开始发信息，向
我朋友里厨艺最好的、生活在比萨的冯女士请教。
“做粽子的材料在意大利都能买得到吗？”
我问
没一会儿冯女士就回复我了，
“ 差不多，有的原材
料你自己提前自己做也行。今年我家的咸蛋黄是我自
己腌制的”。
“那粽子叶呢？好买吗？”
“有的，中国食品超市都有。你们米兰肯定更多。
像比萨这超市粽叶 3 欧元一包。
”
“一包有几片，能包几个啊？”
“要就你一个人吃，一包足够了，我具体没数，大概
60 到 70 片吧。
”
冯女士给我分享她包粽子过程中的美图，给我实
例教学。我们一来一往地聊着家乡的味道，关心着彼
此疫情期间的生活。
以前总觉得端午节包粽子，不仅仅是为了解馋，更
是为了一种纪念。现在人在异乡，包粽子也变成了一
种多层次的、难以言说的特殊感受。
晚上，从圣雷莫回米兰的火车上，手边多了一个白
色袋子。这是告别仲哥时，他塞给我的，里面装了好几
个粽子。而我的微信朋友圈也被粽子刷屏了。点开推
送后才知道，我离开米兰的这两天，当地华人街举办了
“万水千山‘粽‘是情”活动，每一个到活动现场的华人
同胞都免费获得了一袋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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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端午佳节，正赶上德国的社交封锁政策
解除，今年端午临时组局，正好约上了三位长沙老友，
凑了一桌湖南人爱吃的端午佳肴。朋友各自带了食
材来我家，在厨房各显神通。不过一会儿，辣椒炒肉、
酸辣大白菜、爆炒墨鱼仔、凉拌海带丝，还有我最拿手
的糖醋排骨便在饭桌上香味四溢了，这算是疫情暴发
以来我家餐桌上出现的最丰盛的菜肴了。当然，端午
节更少不了粽子这一应节之物，本地的中餐馆早在一
个月前就开始卖粽子了，2.5 欧元一个的价格可以说
是十分亲民了。餐馆的粽子深受学生们欢迎，我也提
前一个礼拜购入了 6 个粽子，等着端午节这天与朋友
一齐分享。
席间谈天说地，今年的疫情就成了一个绕不开的
话题。
老王聊起近况，透露着些不顺心。已经毕业的他
本来在慕尼黑周边找好了工作，与公司签订了合同，
没想到疫情突然来袭，导致外管局近乎停摆，导致他
的学生签证转换工作签证的手续被搁置，至今都没有
明确消息。这样一来，没有工作签证的他签订的合同
也无法生效，只能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承担南德的高
额房租。这次他回到北德也是为了处理签证的事宜，
希望外管局恢复运行之后能解决他的问题，让他能够
顺利入职。
小何也是年初时刚毕业，她倒是没有签证方面的
烦恼。因为她在疫情开始之前已经从学生签证换成了
找工作签证（找工作时用的签证，有效期通常为一年
半）了。可是疫情暴发严重影响了德国的经济，
许多公
司裁员都还来不及，原本的招聘计划更是纷纷取消。
投出去的简历许多都石沉大海，已经面试过的被通知
等疫情过后再联系。小何与老王这两位雅礼同届的高
材生都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可谓是
“难姐难弟”
呀！
去年端午时，我才刚到研究所工作没多久，所里
一位来自武汉的博士老哥邀请我们一群中国同事到
他家包粽子，我也是在那时才第一次接触到粽子的制
作环节。今年由于博士老哥端午节这周要出差，我们
就约在上周末聚会，依然是一起包粽子，提前庆祝了
端午佳节。
值此佳节，希望飘香的粽叶能带来好运，给海内
外所有同胞带来幸福安康。

美国：
办了40年的龙舟赛传统暂停了
本报记者胡潇予 美国报道
美国波士顿的端午节，算是在北美的亚洲节日文
化中最古老的一个节日。每年的端午节纪念活动，会
在波士顿和剑桥之间的查尔士河畔举行。1979 年查
尔士河上的龙舟比赛至今已经举办了 40 届。今年因
疫情原因，持续了 40 年的龙舟赛传统，看不到了。
“每年来自美国和全球的 70 多支队伍，都会在这
里进行一场精彩的龙舟赛，那场面热闹极了，比起国
内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华侨李军一说到全家每年
都不落下的端午佳节就停不下来，他告诉我们，往年
这些队伍在春季就开始练习，为 6 月的比赛做准备，除
了龙舟赛，端午节那一周的周末，还会有很多华人来
到河边公园，展示来自中国的各种文化，中国美食和
代表中国古代庆典传统的艺术和手工艺品。可惜今
年随着美国的新冠疫情日益严重，
全部取消了。
李军说，美国是全世界华人聚集较多的国家之
一，大家因为家人的工作调动或求学，以及种种原因
来到这里，家乡却成了一个遥远又难以触及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每逢传统节日，华人们思乡的情绪也越
来越浓，唯一的办法，就是举行一些纪念活动，让后人
不要忘记祖国的传统文化和节日。
今年的龙舟赛取消，节日的气氛自然淡了很多。
不过华人们纪念家乡传统节日的心情还是一刻都按捺
不住。早早地就在社区和网络发帖，询问今年哪里能
买到粽子。而超市的粽叶和糯米最近也成了抢手货。
湖南人彭超时刻关注着国内的端午节话题，他一
边翻着手机给我们看，一边说：
“ 过去，美国来自五湖
四海的华人，大家总为了粽子吃咸还是甜争执，没想
到现在国内的话题都已经是粽子可以包一切了，连臭
豆腐粽子都有，好想吃啊！
”
彭超说，
“我们要不要包一个波士顿的龙虾肉粽，
或
者奶油蛤蛎粽、
蟹肉饼粽发到网上大家相互馋一下呢？
”
据了解，端午节这周几乎每一个华人家庭都会在
家包粽子。虽然超市有卖现成的粽子，但彭超告诉我
们，由于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华人，想念自己家
乡的味道，都想包出老家最正宗的粽子。彭超已经在
微信朋友圈学到好几个地区的粽子包法了，
“ 这也是
我们思念家乡的一种方式吧”。
波士顿市中心一家有名的湘菜馆，老板娘也特别
推出了纯手工粽子，包括了长沙人钟爱的香菇咸肉粽
和红豆沙甜粽，
仅支持外送和到店领取。老板表示，
也
算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为家乡人一解节日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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