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房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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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开始! 私房菜这个角色登上
了郑州人饮食文化的舞台" 前几年郑州的
一些饭店就打出了#私房菜$的招牌来抢占
顾客的眼球!但是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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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私房菜开始
遍布大街小巷!进而绝对的够私房!有些私
房菜店馆干脆开在了家里! 很多以年轻人
为主的社区也出现了这种居家户样式的私
房菜!味道嘛也对着各路人的口味!总之!

私房菜江湖各路人士各占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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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郑州私房菜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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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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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州比作一首歌!那么
这些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小事便是闪光的音
符!它们或抒情!或叙事!或咏叹!共同组成
了精彩的乐章"如果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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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州比作一
幅画! 那么这些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小事
便是赤&橙&黄&绿&青&蓝&紫!它们或冷&或
暖或明亮&或灰暗!共同拼接出一幅绚丽多
姿的画图" 对于个人!这些小事是支撑庞大
芜杂的生活的有效单元'对于一座城市!这
些小事是构建庞大芜杂的城市表情的有机
组成"

大城小事!大城无小事" 正是这些看似
很小的事!让我们的生活有了丰富的内容!

让我们的城市有了活泛的表情" 它们让城
市充满生机!充满活力!充满时刻变化着的
欣喜"小事虽小!却仿佛跳荡的音符!又仿佛
是有生命的精灵!我们身在这座城市!时刻
经历着这些属于你&我&他的小事!通过这些
跳荡着的微生物! 我们紧紧地联结在这座

城市的机体内!成为一个呼吸相闻的共生群
落" 我们通过这些小事感知身外的世界!感
知这个城市中共同生活着的人们!触摸着这
座城市的呼吸和脉搏"

因为小事! 我们在这座大得让人迷惑
的城市里才有了方向!有了目的!有了继续
叙事的勇气"

电影(大城小事)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

#我们太快的相识!太快的接吻!太快的发生
关系!然后又太快的厌倦对方%$这是用来形
容男女关系%但它同样适用于表述这座城市
里共生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匆忙的人
群之中很快相识!很快地成为朋友&恋人!也
可能很快地厌倦对方!成为仇敌% 但不管怎
么说!我们始终在交换着彼此的往事!诉说
着彼此的心事! 制造着属于我们的故事
++

生活无小事!一旦它与你发生关系!它
就是你的大事%

民生行政篇
关于民生行政法规! 似乎永远吸引老百姓

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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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郑州民生小事!行政小事一样

件件扣人心弦" 仔细盘来别有一番情绪在心间"

听证会
小事也有连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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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郑州似乎时时都有听证会!看
看这一年中热火朝天
的大小听证会吧*

%

月
"$

日! 郑州公交公司
涨价听证会召开!

$

月
"%

号! 郑州召开听证
会!讨论居民区旁能否
建变电站!这是郑州市
首个信访评估听证会'

&#

月
"#

日!郑州市集
中供暖价格改革和调整听证会在嵩山饭店举行'

&&

月
&$

日
市物价局在嵩山饭店公开举行了郑州市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
暨价格机制改革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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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尾有关郑州电动车挂牌的消
息开始出台!民众又开始出现争议!据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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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举行听证
会!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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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听证会要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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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延续咯!无论听证效
果如何! 总归郑州民众对于诸如涨价之类的事情也算有了参
与权!难怪有网民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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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郑州的听证年!那么就让我
们呼唤一下*#让听证会来的更彻底些吧, $

带薪年假
说些开心的事吧!最

让每一个在职郑州人兴
奋的也许就是带薪年假
制度的推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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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正式出台(企业
职工带薪年休假实施办
法)% 记得法规刚刚出台
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多人
的关注!每当一个新的规

章制度出台!人们似乎都比较冷静!也似乎都还在
怀疑这些条条框框究竟有多大的推广力度! 但是
当带薪年假轰轰烈烈在郑州推行起来时! 慢热的
郑州人似乎还没回过神来! 为了验证这个让人开
心的事实大家选择了国庆期间休个年假! 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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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国庆黄金周郑州旅游业跟着火了一把!

出游归来的郑州人个个神清气爽% 接着带薪年假
在郑州也慢慢拉开序幕%

限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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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道比较特别的禁令就是
(

月
&

日实行的
-限制使用塑料袋$!一直都在怀疑这道命令是否能够推行
下去!目前来看!还算比较小有成效!毕竟马路上白乎乎的
塑料袋确实少了!其实关于-限塑$!还掀起另股时尚风!那
就是各种环保袋的出现!刹那间!年轻人的时尚搭配中!又
多了个环保袋的大比拼% 某天!看见一个老太太又重新挎
起菜篮子!那种返璞归真的心情确实让人舒畅许多%

志愿者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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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的一场地震牵动了亿万国人的心! 也深
深震撼着每位郑州人!也许你从未认真回顾这期间我们周
围的变化! 只要用心我们会发现人们之间多了份关爱!多
了份牵挂% 地震之后!郑州出现了许多志愿者!奥运会来
临!志愿者继续活动着!他们身上有种精神灼灼发光!郑州
人称之为志愿者精神!在很多国家!志愿者服务已形成一
种长期机制% 大到奥运会!小到社区服务!都能见到志愿者
的身影% 这股精神一直延续至今!相信也会一直在郑州延
续下去% 志愿者服务!其实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标志!也
折射出公民社会责任的意识%

商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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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郑州有着太多的事情让时尚达

人为之心动" 走遍郑州的各大商业中心以及

那些有名的时尚地儿!你会发现!那么多新面

孔悄然而至!走近郑州人民的身边!慢慢影响

我们的生活品味! 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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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的阴

云!郑州商业依然倔强而坚强"

曼哈顿
随着郑东新区的绚烂前景日益呈现! 郑州的城市中

心已经悄悄开始向东推移%老燕庄的拆迁&改造使得更多
的人把金水路由未来大道至中州大道一线看作城市发展
的新中心% 位于此间的郑州曼哈顿广场第五大道商铺的
推出!顿时成为投资者的热点话题% 开发商更是以-新财
富时代!我主沉浮$的醒目标题主打广告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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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
个商业地产的梦想在郑州拔地而起! 借美国曼哈顿街区
为规划原型的曼哈顿广场! 预示着郑州城市新中心轮廓
的出现,

红高粱
&#

月
&#

日!郑州再-种$红高
粱!这个重出江湖的餐饮店位于郑
州市农业路和政七街交叉口%全新
的-红高粱$以新的特色和营业理
念吸引顾客眼球% 不知这次!红高
粱能否以它全新的面貌来征服郑
州人民的胃口!长久扎根郑州%

丹尼斯和新玛特
当然!大好的发展形势一定不会被商家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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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丹尼斯最大的亮点无疑就在
于花园店的开业!

&*

层的高度&

&&

万平方米的规
模!创造了河南商业百货新的高度!国内罕见% 但
是与其他连锁企业相比! 丹尼斯的扩张动作稍显
缓慢!在丹尼斯的版图中!发展

&&

年后开了第二
家百货店% 大商集团在郑州的商业版图也在不断
扩展!

'

月份!位于花园路的大商店开业也吸引了
不少人士的关注! 众多品牌的入住也增加了它的
吸引度!时尚范儿看着这个河南商
业百货的新高度!也急不可耐地想
去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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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园路大商店和
丹尼斯店的开业让人们不免会幻
想在郑州继 -二七$ 商圈后的第

"

大商圈是否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
在北区诞生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吧% 希望这个梦想会成真%

横店影城
爱看电影吗. 总觉得看电影是够小资的一

种娱乐项目!郑州影城屈指算来!不过是保利&

奥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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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影城界又添一员!

(

月
"*

日!位
于郑州市二七商圈
核心的郑州横店影
视电影城盛大开
业! 如此豪华及高
品位的电影城为郑
州的高品位生活者
提供了一处休闲娱
乐的好去处% 节假
日或休闲的空儿 !

携三五好友到影城
去震撼一把也是一
个年轻态生活模式
的不错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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