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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镇“万人大集”
年货唱主角

引镇“万人大集”是西安城南21公里处
的长安区东南部一带人最多、最繁华的传统
集市，平时只在每月农历三、六、九逢集，街
道两边的商铺里，大到家用电器，小到油盐
酱醋针头线脑，应有尽有。过了腊八节，引
镇集市就会“人山人海”，年画、对联、糖果、
烟酒、蔬菜……每一个摊点前，都围着仔细
挑选年货、与商贩们讨价还价、弯着腰从棉
袄内兜里掏钱付账的人们。

这里也是乡村美食的聚集地，天气虽然
寒冷，但热腾腾的民间传统美食就在眼前，
香味扑鼻诱惑难挡，买上一碗尝尝，你会发
现这些农家人的手艺真的不错。说起引镇
集市的招牌，要数这里色泽透亮、爽口滑嫩
的名吃“引镇冻肉”了。在集市上，三步五
步，就能看见一家卖冻肉的摊位，而不管远
近的赶集者总不会忘了买几盒冻肉回家。
您要是想去感受这种年味，或者顺便“捎”上
点年货，可以乘坐公交 918路、917路、920

路、4-23路到达，或者开车沿着雁翔路或者
长鸣路抵达。

灞桥百年老集
寻找老西安乡情

临近春节，腊月里每周一集，很是规
律。集市上的土猪肉、羊肉和时令鲜蔬都是
当地人和城里人最爱的商品。灞桥老街长2
公里左右，每个周日集市开街总是车马辚
辚、人声鼎沸，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赶集那
是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平时每个周日不
赶集这心里就感觉缺点啥，而对于年轻人来
说赶集图的就是个新鲜和热闹。听老人们
说这灞桥老街的集市历史有数百年了，但到
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谁也说不清。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购成了很
多人的生活习惯，而赶大集对多数年轻人来
说就成了个新鲜词，很多年以前老人们买个
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或者是种子农具都得去
赶集，现在想想赶集成了一种情怀。灞桥自
古就是交通重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灞桥集
市热闹的原因，数百年来无论历史如何演

进，灞桥老街的集市总是人声鼎沸，这是一
段历史，也必将会成为老灞桥、老西安人的
乡情。可以乘坐公交213路、237路、301路、
530路、269路、718路、914路、307路到灞桥
站下车即到。

周边传统集市
年味浓重

驾车来到蓝田县华胥镇杨庄村的集市
上，吃、穿、用、玩、医，农具等一应俱全。物
品以廉价为上，用具以实用为主。菜蔬新
鲜、便宜，土特产特色。蓝田县本身就是一
个物产丰富，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城。鄠邑区
余下镇长长的集镇马路两边，人车攒动，俨
然一个年货大市场：对联、年画、窗花、灯笼
摆挂起来，火红一片……

沿着西安绕城高速—六村堡立交—福
银高速—西咸北环线高速—312国道来到兴
平市店张镇，集市上三五成群的妇女们拉着
自家孩子置办年货，孩子们手里握着糖葫
芦，相互比划、耍戏，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愈
加浓烈。三原县西阳镇马张村的集市上卖
吃的最多，既有现吃的饸餎、凉皮，又有村里
的面食。更有活鸡现宰，羊蹄和羊头，现割
现卖。返回时来到阎良区武屯镇年货大集
里，各个年货大集几乎都能一站式购置齐备
年货。 本报记者赵丽莉

“娃娃娃娃你甭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了腊八节，人们便开始逛集市置年货，街边
琳琅满目的商品，回荡在耳边的叫卖声、吆喝声……是否唤起了您儿时的记忆？正值周
末，如果您想到集市上去转转，去购置大型超市里见不到的商品，那就请跟着记者走。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1月11日从
省教育厅获悉，经研究，省教育厅决定2018年
度命名碑林区南院门幼儿园等34所幼儿园为

“陕西省示范幼儿园”。
此次被命名的34所省级示范幼儿园中

西安有9所，分别是：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幼
儿园、西安市碑林区西铁第一幼儿园、灞桥区
东城第三幼儿园、西安市未央区明园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第三幼儿园、西安雁塔绿地幼

儿园、长安区大兆街道中心幼儿园、西安市高
陵区幼儿园、鄠邑区地华水岸新城幼儿园。
全省其他地市被命名的省级示范幼儿园，可
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询。

记者同时了解到，经研究，省教育厅认
定西京医院幼儿园等73所省示范幼儿园复
验合格，73所省级示范园中地处西安地区的
幼儿园有18所，分别是：西京医院幼儿园、西
安昆仑幼儿园、西安东方幼儿园、陕西省商

业职工幼儿园、西安市第一实验幼儿园、西
安市第二保育院、西安市碑林区西铁第二幼
儿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幼儿园、陕西艺术
幼儿园、西安庆安长庆幼儿园、西航天鼎保
育院、西安雅荷幼儿园、西安市未央区陕重
社区幼儿园、西安交通大学医学校区幼儿
园、航天幼儿园、长安区高新幼儿园、西安市
高陵区长庆金瑛幼儿园、西安市高陵区高新
长庆幼儿园。

我省新增34所省级示范幼儿园

中医世家的媳妇
是营养师

李娜和丈夫张锦博都在西安市胸科医
院工作，张锦博出身五代行医的中医世家。

李娜是中医世家的媳妇，也是西安市胸
科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师，昨天，他们回
忆说在他们老家鄠邑区一直都有腊八节吃
腊八粥的习俗，用料讲究，品种丰富。平时，
他们面对的都是身体羸弱的结核病人，李娜
深知通过食用营养丰富的粥和合理饮食有
利于疾病的康复和滋养身体。李娜说，腊八
节吃腊八粥是我国的传统民俗。一碗腊八
粥，里面有七八种原料，甚至是二三十种。
这样的粥不仅味美，而且符合营养多样化的
要求，有利于健康。如果能根据个体素质不
同细心选料，则对健康更为有利。但是不能
只在腊八节吃一天，只有坚持长期服食才能
吃出健康。

腊八粥的配料有讲究

农历腊月初八，是拉开春节序幕的信
号，从此时开始，店铺开始备上年货，家里
也动手制作各类过年的吃食，民间花会也
开始操办演练。不同地区腊八粥的用料虽
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包括大米、小米、糯米、

高粱米、紫米、薏米等谷类，黄豆、红豆、绿
豆、芸豆、豇豆等豆类，红枣、花生、莲子、枸
杞子、栗子、核桃仁、杏仁、桂圆、葡萄干、白
果等。腊八粥不仅是时令美食，更是养生
佳品，尤其适合在寒冷天气里保养脾胃。
但不同体质、不同年龄的人选用的食材也
有讲究。

消化不良者多米少豆

粳米具有补中益气、养脾胃、和五脏、除
烦止渴、益精等功用；糯米具有温脾益气的
作用，适于脾胃功能低下者食用，对于虚寒
泄利、虚烦口渴、小便不利等有一定辅助治
疗作用。因豆类不易消化，因此消化不良者
的腊八粥可以少放黄豆、黑豆等。

糖尿病者少米多麦类

糖尿病人的腊八粥不要加入过多的糯
米和白米，以免升高血糖。宜加燕麦和荞
麦。在碳水化合物食品中添加燕麦可抑制
或减慢血糖上升。燕麦和一些豆类所含的
可溶性纤维，可在胃内形成黏稠物质，抑制
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抑制餐后血糖突然上
升。荞麦中含有铬，有增强胰岛素的作用，
可用于糖尿病的营养治疗。山药含有特殊
的蛋白，也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心脑血管有病多薏米

薏米有利水渗湿、健脾作用，有预防高
血脂、高血压、中风及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黄豆营养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降低血中胆固
醇、预防心血管病、抑制多种恶性肿瘤、预防
骨质疏松等保健功能。绿豆可辅助降压，都
比较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食用。

肥胖者的腊八粥重在咀嚼口感和饱腹
感，要少加糯米和白米，不加糖。要多加皮
比较厚的豆类，比如各种芸豆、红小豆等，
让粥的质地软而不烂。某些坚果如花生、
杏仁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较高，还含有可
调血脂、降血脂的不饱和脂肪酸，适于肥胖
者食用。 本报记者 张毅伟

今天是腊八节，吃腊八粥是我国的传统民俗。西安市胸科医院营养科的临床营养
师，又是中医世家的媳妇李娜，提醒市民精心选料，根据不同的体质巧熬腊八粥。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1月14日24
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调整窗口。截
至目前，多家机构预测，年内首轮油
价将上涨，预计 92号汽油一升或涨
0.06元。

去年国内成品油经历“五连跌”后，
今年首轮油价是否会延续下跌趋势，
引发各方关注。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
师戴田东表示，本周期国际原油呈现
连续上涨走势，带动变化率处于负值
内连续上升，故年内成品油调价窗口
将迎来上涨。监测数据显示，1月 10
日收盘国内参考原油变化率为
1.81%，对应汽柴油上调79元/吨，折合
升价为 0号柴油上调 0.07元/升，92号
汽油上调0.06元/升。

目前来看，国际原油仍旧有上行空
间及动力，且国内测算幅度已经超过
50元/吨调整红线，加之仅剩最后一个
工作日，所以说1月14日24时本轮油
价上调已是板上钉钉。

92号汽油
每升或涨6分

营养师教你咋熬腊八粥

彩票开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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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019005期

中奖号码：21 26 27 29 34 05+06
福彩 3D第 2019012期中奖号码：

1 3 1 本报记者 陶颖整理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强璐璐杜豆）昨日，省气象台再次发布
大雾预警信号。下周前期，我省有雨雪
降温天气，日平均气温最高降8℃，后期
以晴天间多云为主。

又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省气象
台1月12日5时39分又发大雾橙色预
警信号：西安市，咸阳市秦都区、渭城
区、泾阳县，渭南市临渭区、华州区、大
荔县，安康市平利县、白河县，6小时内
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或者
已经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等于
50米的雾并将持续，请注意防范。

到了上午，大雾变成了雾霾混合
物，原本想周末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刘女
士，看着窗外的天气叹了口气，只好在
家里陪孩子玩耍，“雾霾严重，不敢出
门，怕孩子身体受不了。”下午时分，天
空露出了久违的阳光，霾依旧。

根据气象资料统计，11日至12日
早晨，全省共监测到53站次霾，临潼、
高陵、泾河、泾阳、潼关、华阴、大荔、蒲
城、镇巴、山阳、商南、白河、平利出现能
见度390-490米的浓雾，其中，泾河、华
州出现能见度40米的强浓雾。11日20
时，太白积雪深度达2厘米。

下周天气如何呢？13日：陕北晴
天转多云，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关
中、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重度霾；14日：
全省多云间阴天，陕南有小雪或雨夹
雪，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度霾；15日：陕
北、关中多云间阴天，陕南阴天有小雪
或雨夹雪，陕北、关中日平均气温下降
6℃～8℃，陕南日平均气温下降4℃～
6℃；16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南
多云。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间晴，有中到重
度霾，-4℃～7℃；今晚到14日多云间阴
天，重度霾转轻度霾，偏北风 3～4
级，-4℃～5℃；15日阴天，南部山区局
地有小雪，偏北风3～4级，-3℃～2℃；
16日阴天转多云，-6℃～3℃。

下周前期雨雪
后期晴间多云

感受浓浓的乡情和年味

走到这些地方赶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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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镇“万人大集”
年货唱主角

引镇“万人大集”是西安城南21公里处
的长安区东南部一带人最多、最繁华的传统
集市，平时只在每月农历三、六、九逢集，街
道两边的商铺里，大到家用电器，小到油盐
酱醋针头线脑，应有尽有。过了腊八节，引
镇集市就会“人山人海”，年画、对联、糖果、
烟酒、蔬菜……每一个摊点前，都围着仔细
挑选年货、与商贩们讨价还价、弯着腰从棉
袄内兜里掏钱付账的人们。

这里也是乡村美食的聚集地，天气虽然
寒冷，但热腾腾的民间传统美食就在眼前，
香味扑鼻诱惑难挡，买上一碗尝尝，你会发
现这些农家人的手艺真的不错。说起引镇
集市的招牌，要数这里色泽透亮、爽口滑嫩
的名吃“引镇冻肉”了。在集市上，三步五
步，就能看见一家卖冻肉的摊位，而不管远
近的赶集者总不会忘了买几盒冻肉回家。
您要是想去感受这种年味，或者顺便“捎”上
点年货，可以乘坐公交 918路、917路、920

路、4-23路到达，或者开车沿着雁翔路或者
长鸣路抵达。

灞桥百年老集
寻找老西安乡情

临近春节，腊月里每周一集，很是规
律。集市上的土猪肉、羊肉和时令鲜蔬都是
当地人和城里人最爱的商品。灞桥老街长2
公里左右，每个周日集市开街总是车马辚
辚、人声鼎沸，对上了年纪的人来说赶集那
是几十年形成的生活习惯，平时每个周日不
赶集这心里就感觉缺点啥，而对于年轻人来
说赶集图的就是个新鲜和热闹。听老人们
说这灞桥老街的集市历史有数百年了，但到
底是从哪一年开始的谁也说不清。

近几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购成了很
多人的生活习惯，而赶大集对多数年轻人来
说就成了个新鲜词，很多年以前老人们买个
针头线脑、锅碗瓢盆或者是种子农具都得去
赶集，现在想想赶集成了一种情怀。灞桥自
古就是交通重镇，所以也就不难理解灞桥集
市热闹的原因，数百年来无论历史如何演

进，灞桥老街的集市总是人声鼎沸，这是一
段历史，也必将会成为老灞桥、老西安人的
乡情。可以乘坐公交213路、237路、301路、
530路、269路、718路、914路、307路到灞桥
站下车即到。

周边传统集市
年味浓重

驾车来到蓝田县华胥镇杨庄村的集市
上，吃、穿、用、玩、医，农具等一应俱全。物
品以廉价为上，用具以实用为主。菜蔬新
鲜、便宜，土特产特色。蓝田县本身就是一
个物产丰富，旅游资源丰富的县城。鄠邑区
余下镇长长的集镇马路两边，人车攒动，俨
然一个年货大市场：对联、年画、窗花、灯笼
摆挂起来，火红一片……

沿着西安绕城高速—六村堡立交—福
银高速—西咸北环线高速—312国道来到兴
平市店张镇，集市上三五成群的妇女们拉着
自家孩子置办年货，孩子们手里握着糖葫
芦，相互比划、耍戏，把过年的气氛渲染得愈
加浓烈。三原县西阳镇马张村的集市上卖
吃的最多，既有现吃的饸餎、凉皮，又有村里
的面食。更有活鸡现宰，羊蹄和羊头，现割
现卖。返回时来到阎良区武屯镇年货大集
里，各个年货大集几乎都能一站式购置齐备
年货。 本报记者赵丽莉

“娃娃娃娃你甭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过了腊八节，人们便开始逛集市置年货，街边
琳琅满目的商品，回荡在耳边的叫卖声、吆喝声……是否唤起了您儿时的记忆？正值周
末，如果您想到集市上去转转，去购置大型超市里见不到的商品，那就请跟着记者走。

本报讯（记者张彦刚）记者1月11日从
省教育厅获悉，经研究，省教育厅决定2018年
度命名碑林区南院门幼儿园等34所幼儿园为

“陕西省示范幼儿园”。
此次被命名的34所省级示范幼儿园中

西安有9所，分别是：西安市碑林区南院门幼
儿园、西安市碑林区西铁第一幼儿园、灞桥区
东城第三幼儿园、西安市未央区明园幼儿园、
西安市雁塔区第三幼儿园、西安雁塔绿地幼

儿园、长安区大兆街道中心幼儿园、西安市高
陵区幼儿园、鄠邑区地华水岸新城幼儿园。
全省其他地市被命名的省级示范幼儿园，可
登录省教育厅网站查询。

记者同时了解到，经研究，省教育厅认
定西京医院幼儿园等73所省示范幼儿园复
验合格，73所省级示范园中地处西安地区的
幼儿园有18所，分别是：西京医院幼儿园、西
安昆仑幼儿园、西安东方幼儿园、陕西省商

业职工幼儿园、西安市第一实验幼儿园、西
安市第二保育院、西安市碑林区西铁第二幼
儿园、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幼儿园、陕西艺术
幼儿园、西安庆安长庆幼儿园、西航天鼎保
育院、西安雅荷幼儿园、西安市未央区陕重
社区幼儿园、西安交通大学医学校区幼儿
园、航天幼儿园、长安区高新幼儿园、西安市
高陵区长庆金瑛幼儿园、西安市高陵区高新
长庆幼儿园。

我省新增34所省级示范幼儿园

中医世家的媳妇
是营养师

李娜和丈夫张锦博都在西安市胸科医
院工作，张锦博出身五代行医的中医世家。

李娜是中医世家的媳妇，也是西安市胸
科医院的营养科临床营养师，昨天，他们回
忆说在他们老家鄠邑区一直都有腊八节吃
腊八粥的习俗，用料讲究，品种丰富。平时，
他们面对的都是身体羸弱的结核病人，李娜
深知通过食用营养丰富的粥和合理饮食有
利于疾病的康复和滋养身体。李娜说，腊八
节吃腊八粥是我国的传统民俗。一碗腊八
粥，里面有七八种原料，甚至是二三十种。
这样的粥不仅味美，而且符合营养多样化的
要求，有利于健康。如果能根据个体素质不
同细心选料，则对健康更为有利。但是不能
只在腊八节吃一天，只有坚持长期服食才能
吃出健康。

腊八粥的配料有讲究

农历腊月初八，是拉开春节序幕的信
号，从此时开始，店铺开始备上年货，家里
也动手制作各类过年的吃食，民间花会也
开始操办演练。不同地区腊八粥的用料虽
有不同，但基本上都包括大米、小米、糯米、

高粱米、紫米、薏米等谷类，黄豆、红豆、绿
豆、芸豆、豇豆等豆类，红枣、花生、莲子、枸
杞子、栗子、核桃仁、杏仁、桂圆、葡萄干、白
果等。腊八粥不仅是时令美食，更是养生
佳品，尤其适合在寒冷天气里保养脾胃。
但不同体质、不同年龄的人选用的食材也
有讲究。

消化不良者多米少豆

粳米具有补中益气、养脾胃、和五脏、除
烦止渴、益精等功用；糯米具有温脾益气的
作用，适于脾胃功能低下者食用，对于虚寒
泄利、虚烦口渴、小便不利等有一定辅助治
疗作用。因豆类不易消化，因此消化不良者
的腊八粥可以少放黄豆、黑豆等。

糖尿病者少米多麦类

糖尿病人的腊八粥不要加入过多的糯
米和白米，以免升高血糖。宜加燕麦和荞
麦。在碳水化合物食品中添加燕麦可抑制
或减慢血糖上升。燕麦和一些豆类所含的
可溶性纤维，可在胃内形成黏稠物质，抑制
葡萄糖的吸收和利用，抑制餐后血糖突然上
升。荞麦中含有铬，有增强胰岛素的作用，
可用于糖尿病的营养治疗。山药含有特殊
的蛋白，也有降低血糖的作用。

心脑血管有病多薏米

薏米有利水渗湿、健脾作用，有预防高
血脂、高血压、中风及心血管疾病的功效。
黄豆营养十分丰富，并且具有降低血中胆固
醇、预防心血管病、抑制多种恶性肿瘤、预防
骨质疏松等保健功能。绿豆可辅助降压，都
比较适合心脑血管疾病患者食用。

肥胖者的腊八粥重在咀嚼口感和饱腹
感，要少加糯米和白米，不加糖。要多加皮
比较厚的豆类，比如各种芸豆、红小豆等，
让粥的质地软而不烂。某些坚果如花生、
杏仁中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较高，还含有可
调血脂、降血脂的不饱和脂肪酸，适于肥胖
者食用。 本报记者 张毅伟

今天是腊八节，吃腊八粥是我国的传统民俗。西安市胸科医院营养科的临床营养
师，又是中医世家的媳妇李娜，提醒市民精心选料，根据不同的体质巧熬腊八粥。

本报讯（记者郑伊琛）1月14日24
时，国内成品油将迎来调整窗口。截
至目前，多家机构预测，年内首轮油
价将上涨，预计 92号汽油一升或涨
0.06元。

去年国内成品油经历“五连跌”后，
今年首轮油价是否会延续下跌趋势，
引发各方关注。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
师戴田东表示，本周期国际原油呈现
连续上涨走势，带动变化率处于负值
内连续上升，故年内成品油调价窗口
将迎来上涨。监测数据显示，1月 10
日收盘国内参考原油变化率为
1.81%，对应汽柴油上调79元/吨，折合
升价为 0号柴油上调 0.07元/升，92号
汽油上调0.06元/升。

目前来看，国际原油仍旧有上行空
间及动力，且国内测算幅度已经超过
50元/吨调整红线，加之仅剩最后一个
工作日，所以说1月14日24时本轮油
价上调已是板上钉钉。

92号汽油
每升或涨6分

营养师教你咋熬腊八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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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首席记者 姬娜 实习生
强璐璐杜豆）昨日，省气象台再次发布
大雾预警信号。下周前期，我省有雨雪
降温天气，日平均气温最高降8℃，后期
以晴天间多云为主。

又是一个大雾弥漫的早晨，省气象
台1月12日5时39分又发大雾橙色预
警信号：西安市，咸阳市秦都区、渭城
区、泾阳县，渭南市临渭区、华州区、大
荔县，安康市平利县、白河县，6小时内
可能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的雾，或者
已经出现能见度小于200米、大于等于
50米的雾并将持续，请注意防范。

到了上午，大雾变成了雾霾混合
物，原本想周末带孩子外出游玩的刘女
士，看着窗外的天气叹了口气，只好在
家里陪孩子玩耍，“雾霾严重，不敢出
门，怕孩子身体受不了。”下午时分，天
空露出了久违的阳光，霾依旧。

根据气象资料统计，11日至12日
早晨，全省共监测到53站次霾，临潼、
高陵、泾河、泾阳、潼关、华阴、大荔、蒲
城、镇巴、山阳、商南、白河、平利出现能
见度390-490米的浓雾，其中，泾河、华
州出现能见度40米的强浓雾。11日20
时，太白积雪深度达2厘米。

下周天气如何呢？13日：陕北晴
天转多云，关中、陕南多云间晴天，关
中、陕南部分地区有中到重度霾；14日：
全省多云间阴天，陕南有小雪或雨夹
雪，关中部分地区有中度霾；15日：陕
北、关中多云间阴天，陕南阴天有小雪
或雨夹雪，陕北、关中日平均气温下降
6℃～8℃，陕南日平均气温下降4℃～
6℃；16日：陕北晴天间多云，关中、陕南
多云。

西安今天白天多云间晴，有中到重
度霾，-4℃～7℃；今晚到14日多云间阴
天，重度霾转轻度霾，偏北风 3～4
级，-4℃～5℃；15日阴天，南部山区局
地有小雪，偏北风3～4级，-3℃～2℃；
16日阴天转多云，-6℃～3℃。

下周前期雨雪
后期晴间多云

感受浓浓的乡情和年味

走到这些地方赶集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