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据大河报·大河财立方报道，
曾几何时，既有江南风味、又有北国特色的
信阳菜馆成了河南省不少地区的“标配”。
信阳菜馆的遍地开花，带出了一条具有信阳
特色的餐饮产业链。

据了解，近年来，信阳菜馆发展迅速，已
遍布河南、浙江、云南、北京、上海等16省（市）
56市，有了广阔的市场基础。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2007年到2017年，信阳市住宿与餐饮
零售额从53.64亿元增长至275.82亿元，带动
近15万贫困人口创业，已经成为信阳市打赢
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的一支生力军。

一家小店的信阳“菜谱”

在郑州，信阳菜馆遍布大街小巷，据河
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统计，目前郑州市
保守估计有3800多家信阳菜馆，尤其近两
年，新开张店面的数量迅速增长。

信阳菜为什么会这么火？讲究，这是网
友杨小客心中对信阳菜的看法。

3月18日中午，杨小客和朋友如约来到
郑州市经二路丰产路附近的一家信阳菜馆
吃饭。刚刚坐定，服务员就送上了一杯透着
香气的信阳毛尖茶。老板笑着打招呼：“来
了。吃点什么？”

杨小客来郑州工作近 20年，作为信阳
人，他出去吃饭会首选附近的信阳菜馆。与
他经历相似的李先生则说，“吃信阳家常菜
肴，有一种怀旧与回归的感觉。”而“吃信阳
菜，品毛尖茶”，则是信阳市在2016年出台
的战略规划。

“信阳菜讲究天然、本色，从原料到做工
都类似于农家菜，信阳菜受欢迎的一个重要
原因在于原材料质量好，这是信阳菜馆在河
南乃至全国风生水起的重要原因。”据这家
信阳菜馆的老板李治成介绍，他是上世纪
90年代第一批来郑州打工的信阳菜厨师之
一，这家店也已经开了14年，谈起信阳菜，
他充满了自豪感。

李治成说，信阳菜馆一直延续由信阳
“老家”统一供应食材的传统。他以猪肉等
食材为例，整猪的重量必须保证在150斤左
右，太轻或太重都会影响肉的口感；而甲鱼
必须保证在 2斤以上 3.5斤以下，并且要用
小火慢炖；萝卜必须是信阳固始县产的水果
萝卜，这种萝卜炖出的肉香而不腻……

正是这种从源头上保证食材的品质，让
一家家信阳菜馆走向了全国多个省市。遍
布各地的信阳菜馆已成为河南人怀念家乡
味道的寄托。如今信阳菜馆除省内以外，已
遍布北京、南京、苏州、上海、深圳等城市，而
这些城市也是河南人外出务工较多的地方。

2016年 4月，信阳市召开首批特色菜
肴推广工作座谈会，评出首批信阳菜特色菜
肴名单10个，这让在外打拼的“李治成们”
更添几分豪气：“有了政府的支持，信阳菜一
定会越做越好。”

叶先义与李治成同一批来郑，如今是郑
东新区一家信阳菜馆的老板兼厨师，其带出
来的徒弟遍布河南各市地，很多当了老板。
他认为，有政府的支持，只要饭店坚持诚信
经营，信阳菜的名头一定会更响。

一盘“信阳菜”的城市攻略

“小菜拉动大产业、小菜拉动大旅游。”
2018年全国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信阳市市
长尚朝阳在接受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专访

时表示，近两年，信阳市政府对信阳菜推广
持续发力，在“乡村振兴”的时代节点中，融
合种植养殖、食材加工、运输流通和服务业
的信阳菜迎来了更好的发展契机，希望通过
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推动信阳菜能
像沙县小吃、兰州拉面一样遍布全国，使之
成为信阳市打赢脱贫攻坚战、决胜全面小康
的一支生力军。

尚朝阳说，为了信阳菜的推广，信阳市
政府可谓不遗余力。根据对信阳菜的战略
规划，信阳市确定了总体工作思路，并将信
阳菜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2016年开好局、
起好步；2017年创标准、打基础；2018年上
台阶、提水平；2019年初步具备创建“中华
美食名城”的基本条件；2020 年申报创建

“中华美食名城”。
“2018 年对信阳菜产业来说，是上台

阶、提水平的关键时期。”据尚朝阳透露，今
年信阳市将继续实施“品信阳菜、喝毛尖茶”
工程，推广“名菜、名吃、名厨、名店”，促进

“信阳菜”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建设。
今年，信阳市政府计划在全省范围内

筛选一批能够代表信阳菜发展方向、烹饪
技艺、文化内涵的标准化品牌示范店，集中
展示“信阳菜”的独特文化魅力；在郑州市
和信阳市创建评选出第一批最具信阳养生
菜代表性的品牌示范店，并进行动态管理，
确保菜品的品质和安全，维护“信阳菜”的
良好声誉，让正宗的信阳味道走向全省、走
向全国。

吃信阳菜有“家”的感觉

大河网友“秋梦寻露痕”：每次吃信阳家

常菜肴，都有一种怀旧与回归的感觉。信阳

菜好吃就在于其各具特色的口味，千万别想

着统一标准，否则只会坏事。

微博网友“小胖”：信阳菜的特色是鲜、

香、爽、淳，可以概括为四个字：素瘦荤肥。

信阳菜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好吃不贵”。

知乎网友“起风”：信阳菜在河南比较有

名气。去年闺蜜嫁给一个信阳的小伙，我去

信阳给她当伴娘，吃了好几顿婚宴，我的天，

不要太好吃吧！作为一名长江流域的妹子，

我在临走时还拉着闺蜜的手，泪眼蒙眬地

说，你下次回公婆家一定要带上我，我还想

来吃信阳菜……

信阳菜在全国布局的可复制性
大河网友“李记同学”：希望信阳菜在当

地政府的大力推广下，能够超过沙县小吃。

别的不说，如果信阳菜能够在全国范围的不

同城市铺开，我等吃货，不管身在哪里，都能

吃到正宗的信阳菜，都能一饱口福，这确实

算是一件幸事。

新浪网友“食不言”：一道豫菜就是一部

浓缩的中原史诗。八方美食，根在河南，有

“中华厨祖”之称的伊尹便出生于河南洛

阳。信阳菜作为豫菜烹饪百花园中一枝奇

葩，从口味上来说，信阳菜采用天然生态食

材、以炖为主的烹饪技艺，符合现代人对健

康养生的饮食追求，市场认可度比较高，与

沙县小吃一样具有全国布局的可复制性。

网友“365爱信阳”：信阳菜以咸、香、微

辣、醇厚为主味，菜色微重、口感滑爽。与川

菜相比较，信阳菜微辣而不麻，似香辣范畴；

与湘菜腊味相比，信阳菜咸香而不含烟熏味

儿；与鄂菜相比，胡椒的用量轻于鄂菜。信

阳菜是豫菜之精髓，因此，保持信阳菜的特

点和风味特征是确立信阳菜在豫菜体系中

重要菜种地位的必要条件，也是继续发展和

提升信阳菜的基础。信阳菜要南北兼顾，既

要体现南方典雅、飘逸的韵味，又要保持北

方厚重、朴实的特点，使信阳菜朝着厚重、典

雅的方向发展。

信阳菜还有哪些路要走

谈起全国布局的餐饮业态，沙县小吃与
兰州拉面是现象级餐饮势力。对标老牌餐
饮势力，信阳菜欲走向全国，又能从这两种
餐饮业态汲取哪些精华？

有业内人士曾归纳过沙县小吃和兰州
拉面成功的因素：一方面是当地政府从政
策、工艺标准制作以及餐饮文化包装与输出
都不遗余力。另一方面是广谱性的口味适
宜全国大多数百姓的口味，工艺标准化和快
捷性出餐以及人均 20元左右的消费水平，
精准靶向中低消费人群与学生群体。

以此对比，信阳菜口味上采用天然生态
食材、以炖为主的烹饪技艺，符合现代人对
健康养生的饮食追求，市场认可度比较高，

具有全国布局的可复制性。同时，信阳菜与
沙县小吃一样，不需要太多人手，只要提前
把菜炖好就可以做到快速出餐。

在标准化上，在信阳市政府的大力推动
下，2015年商城县成功申报中国炖菜之乡，
制定省级标准 11个；2016年以来，信阳菜
推广办公室完成《清炖南湾鱼头信阳菜烹饪
技艺》等 9道省级地方标准和《面炕鸡信阳
养生菜烹饪技艺》等20道市级地方标准。

信阳市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会长王
天义告诉记者，与沙县小吃和兰州拉面均
为主打单品相比，以炖菜为主的信阳菜还
需要在厨师培训与食材供应等方面进行
努力。

他分析，正宗信阳菜还需相应生态食材
匹配才能原汁原味，虽然信阳市也培养出一
批信阳菜标准化食材配送品牌，但这些配送
品牌是否能完成全国布局，仍有一段路要
走。“另外，制定标准后，对于厨师的培训也
需要跟上，让厨师掌握新的工艺标准，让信
阳菜真正成为养生菜。”

豫菜振兴需要一个有力突破点

河南省餐饮与饭店行业协会标准化委
员会主席、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烹饪食品与健
康学院院长刘志全，曾受委托带领专家对信
阳菜地方标准进行审核。谈起信阳菜的推
广，刘志全说，信阳菜的兴起源于依托当地独
特食材，在全国布局推广时也囿于这个优势。

刘志全介绍，信阳地区处于淮河流域，
属于南北气候带过渡带，生态条件优越，山、
水、林多，信阳菜就地取材，咸香味厚，食材
多样，以炖菜为主。上述种种优势符合现代
人的养生观念，也让信阳菜逐步形成了“信
阳养生菜”这个概念。

为了打好这张地方名片，当地政府与信
阳餐饮行业也作出多方努力，从标准化制
定、厨师人才培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
在信阳菜食材供应链方面仍需破题，“正宗
的信阳菜很有讲究，比如信阳甲鱼、南湾鱼
头、固始鸡做成的信阳菜，只有使用当地的
食材才能形成这种独特的味道。”

刘志全分析，依托食材优势兴起的信阳
菜要想保持品质，就需要解决食材运输问
题。“虽然信阳当地有意识的要形成信阳菜
食材配送中心，但保持食材新鲜程度就需要
冷链运输，在超出最佳运输半径后会影响品
质。”

同时，在信阳菜地方标准制定后，在外地
工作的厨师是否能够坚持使用信阳当地食
材、并严格按照标准制作，也是一大难题。“如
果不按照标准，可能就会影响信阳菜的正宗
性和口味，对信阳菜整体品牌也有影响。”

很多美食“风格独特”，但是豫菜的风格
并不独特，或者说“不独特”就是豫菜的特
色。“比如说到湘菜你就能说出特色辣，说川
菜就能说特色麻，但是豫菜本身就有兼容并
包的特点。”刘志全认为，近年来一直提出豫
菜振兴的口号，而异军突起的信阳菜，或许是
豫菜振兴的一个有力突破点。

信阳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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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小学老师的“精准关爱”

3月12日，在郑州市经开区民族小学的一间办公室里，
举行着一场特殊的讨论。该校所在社区2015年拆迁后，各
种问题纷至沓来，给学校教学管理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校长，我们班的小海中午又没有吃午饭，从九龙镇自
己走过来上课了，多吓人！”

“校长，小赵违反纪律了，这是他今天第N次了！”
“校长，小锐同学，情绪又非常低落，有点自暴自弃。”
学校不大，针对林林总总的情况，各班班主任拿出了所

做的班级情况调研报告，着实让人头疼。必须为这些孩子
做些什么，这是老师们认可的讨论结果。

“精准‘扶贫’，精准关爱，包干到人。”单老师提出非常
有创意的建议，“国家在做精准扶贫，工作成绩显著，我们为
什么不能来一次教育的精准关爱呢？老师可以包干到人，
确保这些孩子不掉队。”

说干就干。各班主任召集任课老师，开始认真分析各
班情况，进行分工。

“我包小海吧！”冉云香老师说，小海的问题，主要是父
母生意忙，缺乏关爱孩子的意识，这个孩子才出现了一些问
题。我也有孩子，我可以多和他的父母沟通。

“我负责小陶。小陶生活在单亲家庭，非常渴望母爱，
爸爸工作又忙，这个孩子从小缺少关爱，孩子的心里缺乏安
全感，非常胆小。我是两个孩子的妈妈，我不会吝啬我的
爱。”录鹤老师说。

“校长，我负责我们班的小赵。这个孩子很聪明，主要
问题是父亲年龄快70岁了，没有能力管教。我争取每天和
他谈一次心，多给他一些宽容，多和他聊天，多给他鼓励。”
年轻的郝志华老师打开了话匣子。

十五名同学，就这样被“包干”了，等待他们的是老师们
无私的爱。

3月19日，该校校长表示，学校所在社区拆迁之后，很
多家庭暴露出了问题，缺乏对孩子教育的思考，一些家长忙
于工作，忽视了对孩子的陪伴。而对老师们来说，让这些孩
子找到爱、感受到爱，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对这些孩子
的精准关爱，也是学校的“精准扶贫”。（孙华峰 郭小宾）

一盘“信阳菜”花开16省56市
网友：八方美食 根在中原 专家：豫菜振兴需要一个有力突破点

“当年她说她没家，我说没家跟我走吧，我给你当保
姆，中不中？”王大爷回忆称。3月 19日，一条名为“你不
好我怎敢老”的微博登上了热搜榜。3月 16日，在郑州，
一位60多岁的大爷在打快板说唱，坐在对面的老伴听着听
着流泪了（见下图）。原来，5年前他老伴患上了偏瘫，不
会说话，走路需要人扶。大爷说：“她这是感动了，我学快
板就是让她高兴。”不少网友表示，这才是爱情该有的样子。

不少网友表示这波“狗粮”有质量，羡慕王大爷这种纯粹的
感情。网友“小小大愿望”称：我年纪不小啦，不好骗，见的套路也不

少。过来人说我们这代人就是活得太明白了，所以畏畏缩缩，他们

那个年代什么都没有就傻乎乎地在一起，后来什么也都有了。

有的网友认为有王大爷夫妻这种细水长流感情的人非
常幸福。网友“想和你在一起是真的”说：突然很羡慕那些

谈一次恋爱就能过一辈子的，一起走过人生这段幸福旅

程。那时候的爱情是“东西坏了就修一修”，哪像现在“东西

坏了就换”。祝福老人！

还有网友建议大家不要迫于外界压力，就放弃寻找真
爱结婚。网友“可乐派”认为：人难免在一定年龄段有被逼

婚的压力，真的需要等待那个你喜欢的人出现，曾经母胎单

身的我去年终于等到了那个他。姑娘们以后一定要找一个

自己爱的也爱自己的人。

郑州一老人照顾偏瘫老伴5年获赞

网友：你不好我怎敢老？
□大河网记者 何心悦

微博炉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陈沛 丁倩 孙华峰 祝传鹏 何心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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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街头的一家信阳菜馆 白周峰 摄

网聚观点
深度解读

□河南报业全媒体记者 成安林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平安中
国，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

伴随着经济社会稳步发展的脚
步，修武平安建设一路相随。过去一
年来，修武县公安局坚持以“打造全国
最平安县域、建设人民最满意警队”为
总目标，以“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
度”为标准，维护了社会稳定，护航了
经济发展，打造了高素质公安队伍，为
全县夺取全国综治平安建设最高奖项

“长安杯”作出了卓越贡献。
“安全”是群众对社会治安的直观

感受，“亲民”是群众对公安民警的最
佳褒奖。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提升的
背后，是修武公安民警栉风沐雨、任劳
任怨、默默奉献的身影。

重拳出击，守护社会安宁
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先来

看一起发生在20多年前的案件：
1994年 9月 3日，犯罪嫌疑人郭

某因纠纷在家中将妻子杀害，又将岳
母捅成重伤后潜逃。案发后，修武县
公安局调集警力，赶赴山西、四川、新
疆等七省区开展抓捕工作。20多年
间，每年都组织精干力量梳理案件信

息，组织实施抓捕工作。
去年 3月，修武县公安局获取了

郭某可能潜逃新疆的重要线索，最终
在新疆将郭某成功抓获。

“紧追不放”，是修武警方对命案
积案的一贯态度。对历年未破刑事积
案全面梳理、逐案归档，对有线索可查
的未破刑事案件登记造册、串并案分
析，寻找破案契机，抓获了潜逃 23年
的命案逃犯，侦破了 25 年前的“5.23
强奸杀人案”，中央电视台《撒贝宁时
间》对此案滚动播出。

近年来，修武县保持现行命案低
发态势，去年共发现行命案2起，均全
部侦破。开展“三打击一整治”专项行
动和“打黑恶、反盗诈、破系列、缉枪治
爆”四大攻坚战，侦破了一批有影响力
的案件，有力维护了社会平安。

保民安，既要破大案，还要抓小
案。侦破入室盗窃案 130余起，侦破

“6.15”网络诈骗案件，打掉 11个诈骗
公司……对群众反映最强烈、最痛恨
的侵财类案件全力查破。

组建街面防控网络，形成动态巡
防、动态接处警的工作格局；建设“智
慧公安”系统，实现街面巡组快速落地
查人；运用大巡防机制直接破获现行
案件12起，化解矛盾纠纷80余起。

开展“清源”“护航”“织网”等专项
行动，巩固了良好的治安局势；履行安
全生产监管职责，保持了治安、交通、
消防、监所等方面向好的工作态势。

“更稳、更准、更快地打击各类违法犯
罪活动，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加幸福安宁、
更有安全感，是修武公安不懈的追求。”修
武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牛三群说。

克难攻坚，护航经济发展
对于修武公安而言，过去的一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出色完成了“十九
大”、各级“两会”、中国汽车越野巡回
赛云台山站、“一赛一节”等重大节点
的维稳安保工作任务。

去年10月3日，副省长、省公安厅
厅长舒庆冒雨来到云台山督导检查安
保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执勤民警，查看

景区周边交通流量、应急保障等工作，
对修武县公安局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旅游警察大队全员进驻云台山景
区巡逻，对茱萸峰、小寨沟等景点重点
设岗、全面布控，严打社会人员非法上
路揽客、扰乱旅游秩序违法行为，帮助
游客求助咨询万余次。

“去年，旅游警察大队共办理组织
游客逃漏票案件24起，抓获嫌疑人31
名，行政拘留 13人，带领逃票游客补
门票456张。”修武县旅游警察大队副
队长孟源介绍说。

运粮河黑臭水体治理改造工作
中，修武县公安局以经济建设大局为
重，专啃硬骨头，专挑硬仗打，创造了
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没有出现
一例上访案件的奇迹。

周庄派出所以构建和谐警企关系，
打造良好企业发展环境为目标，架起了
与企业沟通的桥梁；经侦大队与税务稽
查部门密切配合，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税收环境。

严查封门堵路、寻衅滋事、聚众闹

事、恶意阻工等损害企业经营的违法
行为，刑拘 41 名非法采砂点经营业
主，查处污染环境刑事案件 13起，解
决了企业反映强烈、影响企业发展和
安全稳定的突出治安问题。

“公安机关克难攻坚、永不退缩的
过人勇气和过硬作风，为全县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了坚强的保障和有力的支撑。”
焦作市委常委、修武县委书记郭鹏对修
武县公安局护航经济发展如是评价说。

强化管理，打造过硬队伍
打铁还需自身硬。
去年2月12日，省公安厅举行“忠

诚使命”2017河南公安记忆暨第四届
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揭晓仪式，修
武县公安局“1991.5.23”专案组被评为
第四届河南公安十大忠诚卫士，是全
省公安机关唯一获此殊荣的集体。

以文化宣传为载体、喜报贺信为抓
手、人才培养为核心、辅警荣誉为延伸，修
武县公安局推树了“最美警察”吴军、“身
边的榜样”孙昊、付新忠、梁明霞和全市

“最美政法干警”王静等先进典型，形成了
向先进学习，向榜样看齐的浓厚氛围。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铸牢全警对党忠诚
的政治灵魂，确保公安队伍绝对忠诚、
绝对纯洁、绝对可靠；组织民警学习党
章党规，做好“党员活动日”等规定动
作，增强“四个意识”，铸牢忠诚警魂。

开展执法安全教育整顿活动，强化
执法安全；针对办案单位办理的复杂案
件开展“提前介入式”培训，提升执法效
率；对立案、采取强制措施等重点执法
环节全面审核，强化执法监督。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2017年，修
武公安向全县人民交上了一份高分答
卷：上半年，修武县获得“全省公众安全
感满意度调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修
武县公安局被评为“2017年度全省优秀
公安局”“全省优秀公务员集体”……

飞速发展、日新月异的城市面貌，
见证着千年古县的发展变迁；平安和谐、
秩序井然的社会治安，凝聚着修武公安
的默默奉献；追赶超越、无怨无悔的砥砺
奋进，体现着修武公安的忠诚担当。

回首过去，激情满怀；展望未来，
信心百倍。今年，修武公安继续撸起
袖子加油干，有信心、有能力为全县经
济建设、社会安全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修武县公安局：守护一方安宁 护航经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