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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笑话

随笔

炉灶的变迁
□程晓兰

美丽乡村走进马窑

确山县供电公司：精准服务光伏扶贫项目
为服务脱贫攻坚战略，助力确山绿

色崛起，接纳更多清洁能源，确保光伏发

电能够在更多家庭尤其是贫困户中落

户，确山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队坚持多

措并举，以全过程“保姆式”服务力促光

伏脱贫项目发展。

成立了共产党员攻关项目服务领导

小组，引导党员在项目推进中比技能、比

业绩、比奉献。建立光伏发电并网光伏

项目时限考核、回访等常态运行机制，全

过程督办光伏项目并网各环节的工作时

限，定期公布时限履行情况，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

主动电话联系有需求并网企业和家

庭，着力从“内转机制”上狠下功夫，打造

业扩报装“党员先锋再提速”工程。针对

居民光伏发电项目的建设，开辟光伏发

电并网项目绿色通道，优化流程，压缩时

限，要求低压业扩报装当天受理当天办

结，完善业扩报装协同服务机制，杜绝超

时限办理用电项目报装接电问题；不断

优化业扩服务流程，实行项目客户经理

制，“一对一”跟踪管控、统筹协调业扩报

装工程施工进度、安全质量等各业务环

节，做到“一站式、一条龙”服务；实行“党

员首管责任考核制”，坚持谁受理、谁督

办、谁负责，确保业扩报装受理快、勘查

快、审核快、验收快、通电快，让客户放心

用电。（张继成）
借车需谨慎

近日，一起危险驾驶刑事案件受到

关注。2018年10月，程某辉因去县城

接人，向程某伟借用其机动轿车，程某伟

因不放心程某辉驾驶便随车而行，在去

县城途中二人吃饭且均饮酒，之后由程

某辉驾驶车辆继续前往县城方向，行驶

至某桥路段时与一辆电动车相撞，发生轻

微交通事故。民警出警时发现驾驶人程

某辉酒后驾驶，遂对其抽取血样。经检

测，程某辉血液中乙醇含量已达到刑事立

案标准。上蔡县公安局依法对程某辉立

案侦查并移送上蔡县检察院审查起诉，但

并未对提供车辆的程某伟予以追究。上

蔡县检察院审查后认为，程某伟明知程某

辉饮酒而向其提供机动车辆在道路上行

驶，并发生交通事故，危害公共安全，其行

为与被告人程某辉构成共同犯罪，应当以

危险驾驶罪追究程某伟的刑事责任，遂向

上蔡县公安局发出追诉程某伟的建议书，

上蔡县公安局将程某伟移送起诉后，上蔡

县检察院依法对程某伟以危险驾驶罪提

起公诉。后上蔡县人民法院依法对车主

程某伟作出一审判处拘役两个月，并处

罚金5000元。（毕亚磊梁云琪）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
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农发行封丘县支行开展防范非法集

资宣传活动。一是在营业网点张贴防范

非法集资宣传海报、悬挂防范非法集资

条幅等宣传方式提醒前来该行办理业务

的客户要提高公众防范意识和辨别能

力。二是在大街繁华地段向过往群众派

发防范手册和宣传页，并为他们讲解非

法集资的危害性。通过宣传，提高了群

众抵制和防御非法集资的能力。（黄曼）
农发行新乡县支行积极开展征信宣传活动

近期，农发行新乡县支行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征信宣传活动，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活动期间，该行利用LED屏滚动

播出征信宣传口号，营造活动氛围。营

业大厅设置展台放置征信活动宣传手

册，向前来办理业务的人员进行发放并

安排专人进行现场讲解。此次活动，该

行累计发放宣传页60余份，向过往群众

讲解20余次。（王胜曹景景）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业部积极开展
“普及金融知识守住钱袋子”活动

农发行新乡市分行营业部在营业大

厅向客户发放金融知识宣传折页并耐心

讲解相关金融知识。利用微信公众号、

网站，宣传非法集资、电信诈骗、反假币

等金融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金融知识

的重要性，并将一些有针对性的案例和

预防信息进行公布，增强了群众的风险

防范意识和责任意识，进一步维护金融

安全稳定。（林磊）

6月28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8

周年，喜迎祖国70华诞，郑州中原新区中

部片区土地一级开发联合党委在郑州西流

湖控股有限公司三十里铺安置区河南五建

施工现场举办“红映新区匠心筑梦安置房

建设惠民生”庆“七一”文艺会演。

文艺会演分为“风雷”“澎湃”“巍峨”三

个篇章。参加文艺会演的演员全部来自中

原新区起步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各个企业

的基层员工和一线建设工人，他们用饱满

的热情和极具时代感的表演赞美党、祝福

祖国，充分展示了当代工人健康向上、奋发

有为的精神风貌和时代风采。山川 摄

“店里生意还不错，天天觉得可高

兴。”见到原阳县陡门乡邢堂村脱贫户

张正启时，他一边在卤肉店里忙活，一

边笑盈盈地告诉记者。张正启今年53

岁，身体残疾，在2016年精准扶贫中被

识别为贫困户。

扶贫工作开展以来，一系列的帮扶让

生活困难的张正启一家，重新燃起了希

望。张正启的儿子张传康在郑州职业技术

学院上大专，享受“雨露计划”教育补贴，减

轻了家庭教育负担；妻子李玉兰根据医疗

政策办理了慢性病卡，落实医保政策和大

病救助，减少了家庭医疗费用的支出。

张正启身残志不残，意志坚定要摘

掉贫困户的帽子。经过驻村工作队及帮

扶责任人多次沟通和自己努力，2018年，

张正启登记注册工商营业执照，在家里

建起一个小型冷库，开始做卤肉生意。

一家人勤劳能干，卤肉店的生意十

分不错，现在张正启家年人均收入达

9000多元，超过贫困线标准，2018年顺

利脱贫。谈及脱贫后的生活，张正启激

动地说：“感谢党的政策，我们现在吃不

愁、穿不愁、住得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在新乡县古固寨镇三王庄村38户

贫困户家中，都仔细收纳着一个棉门

帘，在他们看来，这不仅是过冬御寒的

好物，更是驻村书记王晨光留给他们的

念想。“门帘上印有王书记的名字和电

话，现在他去别村工作了，想他了俺就

打电话！”7月1日，三王庄村贫困户孔宪

群告诉记者。

2017年11月，新乡县工商局指派

王晨光到该县人口最多的行政村——

古固寨镇三王庄村任第一书记。驻村

之后临近寒冬，王晨光向单位协调了

6000元资金，为五户贫困户购买了被

褥，还为每户贫困户和村委会的6个办

公室定做了棉门帘。王晨光还把自己

的名字和联系方式都印制到棉门帘的

正面，更方便群众和自己联系。

“王书记，俺的残疾证找不到了！”一

天，王晨光接到了贫困户孔祥瑞的电

话，“证可以补办，路远不方便，我带你

去……”挂了电话，王晨光就带着孔祥

瑞去了县里……办的一件件贴心事，让

村民对王晨光越来越敬佩。

三王庄村的扶贫取得了一定成效

后，2018年9月，王晨光又被调整到古

固寨镇前辛庄村继续扶贫工作。冬天

来临之前，他又为贫困户定做了棉门

帘，以挡风寒，棉门帘上同样印着他的

名字和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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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户张正启

卤肉店里的“幸福忙碌”
□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马啸

王晨光

送棉门帘的驻村书记
□本报记者马丙宇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魏国武

80岁的老母亲乔迁新居，住进了120

平方米的电梯房，三居室洒满阳光，温暖

明亮。整体厨房全屋定制，烤箱、蒸箱、微

波炉、电磁炉、燃气灶一应俱全，方便适

用。置身敞亮的厨房，看着这些现代化的

灶具，以前家中使用的各种炉灶不由一一

浮现眼前。

柴锅

童年时，我家住在两间低矮狭小的平

房里，那时家中的炉灶是一个大柴锅。柴

锅搭在外屋窗下，砖砌的炉灶上放置一个

大铁锅，锅灶旁边是风箱。每次做饭时，

母亲坐在灶前，把干枯的玉米秆放入灶

膛，用火柴点燃，然后低头凑近灶眼噘起

嘴巴轻轻地吹着，等到红色的火苗将炉膛

里的玉米秆全部引燃，母亲便一边加入玉

米轴和枯树枝，一边轻轻地拉动风箱，有

了风箱的助力，欢腾的火焰映红了炉膛，

也映红了灶前母亲的脸庞。在柴草噼噼

啪啪的声响中，母亲炒菜、熬汤、蒸饭，偶

尔也会给我们炖一锅肉解馋。用柴锅煮

饭，需要经常查看炉火的情况，火势弱了

要及时添柴，勤拉风箱，火势盛了就要少

添柴不给风。有时遇到阴天，柴火返潮点

不着，一团一团往外冒烟，熏得人直流眼

泪，不停咳嗽。每次做饭，对于母亲都是

一次烟熏火燎的考验。

土炉子

土炉子是父亲用青砖亲自垒的。土

炉子搭在里屋土炕前，四四方方，中间是

炉膛，口小膛大，直通到炉灶下的灰坑，灰

坑和炉膛间用几根钢筋棍隔开，钢筋棍既

能防止填进炉灶的煤泥掉下去，又能将炉

灰漏下去。炉灶正面靠近灰坑的地方有

个炉眼，用来通风和帮助掏灰。土炉子挨

着土炕的一角嵌入一个较大的瓦罐，名曰

“暖罐”，当炉火燃烧时，可以传导一部分

热量把罐内的水温热，这样做饭洗漱就有

热水可用了。土炉子烧的是煤泥，即把无

烟煤面和黄土按一定比例混合用水搅拌

到软硬正好，填进炉眼压实，然后用粗大

的通条扎一个孔，透到下面灰坑。每次做

饭，提前揭去炉盖，让火着起来，做完饭做

开水一炉火就用乏了，需要拌煤添火，把

火封起来。相比柴锅，土炉子整洁干净也

省事多了，但是它受煤面质量的影响，常

常会“闹情绪”，往往正是做饭的时候，它

却迟迟不肯着起来，这时任你如何着急也

没办法，只能干等着。

蜂窝煤炉

蜂窝煤炉是我们搬入四间瓦房后父

亲自己动手做的，找一个废弃的水桶，用

黄土膛出一个圆柱形的炉膛，下置一个铁

箅子，炉底处留出一个小小的灰口，蜂窝

煤炉就做好了。蜂窝煤炉的特点是随时

可以用，只要需要，打开炉盖，一会儿红红

的炉眼就燃起七彩的火苗，火苗很快就把

整块蜂窝煤烧成红色，这时煮饭烧水都很

快。蜂窝煤炉体积小不占地儿，用着方

便，但是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有煤气，

如果晚上放在屋子里，不开窗通风很容易

煤气中毒。

煤气罐

十几年前，家里用上了煤气罐，煤气

罐连通的煤气灶是电打火，拧开煤气罐，

只要轻轻一扭灶台旋钮，淡蓝色的火苗立

刻一蹿老高。煤气灶可以根据需要调节

火候，并且有两个火眼，能同时炖汤炒菜，

效率特别高。有了煤气罐，逢年过节全家

团聚的时候，煎炒烹炸，不一会儿，一大桌

色香味美的大餐就备齐了，全家人围坐一

起边吃边聊，开心又快乐。几年前天燃气

又通到了家家户户，用上了天然气，再也

不用担心出现饭做了一半煤气罐没气的

现象了。

如今，各种现代化灶具如雨后春笋般

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些灶具科技含量高，

自动化程度高，功能完善，使人们的生活

更加便捷舒适。炉灶的变迁，是我家从贫

穷到富裕再到过上小康生活的见证，也是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

步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缩影！

一个胃，一个男人的胃，怎么就轻而

易举地在豫东南的商城被抓住呢？

这是一道炖菜。盛菜的是一个大而

圆的不锈钢锅，敞口，里面的内容一览

无余：足足有两斤重的鱼被砧成块状在

锅里堆积，汤水丰盈，呈乳白色，青葱绿

蒜飘浮其上；锅底小炉烧酒精块，火光

幽幽闪闪，不徐不疾。

我始终认为，一条斤两足够的鱼，块

状的烧法肯定比整条的更加入味。这

显然是一条青鱼，《随园食单》上有做

法：斩小方块，盐腌透，风干，入锅油煎；

加佐料收卤，再炒芝麻滚拌起锅。如此

操作，做成的是苏州小巷里一碗汤面的

浇头，当然好吃；商城是炖的章法，滋味

且又如何？

终于开席。我方知此鱼名“筒鲜

鱼”，一尝便好之而不能停箸。

我很孤陋寡闻，总以为炖菜是东北

专有，无非是猪肉炖粉条、小鸡炖蘑

菇。殊不知在这“最北的南方、最南的

北方”，有一块灵秀丰饶之地，这里的百

姓乡亲，守着一口口锅，热气腾腾地吃

着喝着，有滋有味地过着小日子。同为

炖菜，东北是两两搭配，浓汤大料伺候，

豪放恣意；而商城讲究原味清纯，旷达

不乏细腻，大气亦有婉约。

一钵老鸭汤，实在是南北通吃，东西

皆宜。谓之商城炖菜头牌，实至名归。

老鸭肥硕，肉厚腿壮，显北地气魄；汤则

清澈如许，有南国做派；配料有鸭血萝

卜，前者鲜嫩，看得出鸭被斩杀后，对此

物的处理恰到好处，拿捏得当；后者酥

烂，入口即化，其特有气味在颊齿间缭

绕留回，可断定来自农家自产自销的菜

园地。

老鸭汤内敛，看似不动声色，实则为

沸腾后的平静。汤中物夹起后，须在小

碟里放置一分钟后方可入口；像我这样

性急之人，亦要在唇边拂吹三遍。尤其

鸭血，食时更须小心，热汤已满满灌注；

倘若你急不可耐地一口咬下去，香汤喷

薄而出，定要灼伤口腔黏膜。

话要说回来，这汤一定要趁热吃。

袁枚的话我是烂熟于心的：菜肴的鲜

美，“全在起锅时”，“略为停顿，便如霉过

衣服，虽锦绣绮罗，亦觉旧气可憎矣！”

最后一顿晚饭安排在金刚台下里罗

城村的一户农家。这里四面环山，风景

别致。尤其是乌桕树，很有年头了，一株

两株地立在田野里、小河边，老干虬枝，

绿叶初绽；淡淡的暮霭里，剪影生动优

美。可惜不是深秋，没法领略那五彩斑

斓如醉如痴的迷人。众人在村里到处溜

达，身心放松如闲云流岚。农家院落宽

敞，随意喝茶聊天，文学人生都是谈资。

主人夫妇在灶间忙活，心无旁骛地

操持几道炖菜。我想帮忙，无从下手。

三个灶头一下午不曾熄灭。火一点

都不张扬与恣意，那份含蓄与内敛所带

来的热能，没有丝毫轻浮。它孜孜不倦

地分解反映着锅中之物的分子结构，聚

散依依，引逗着我时不时地进出并得到

一个至关重要的结论：商城炖菜能否功

德圆满，火功是临门一脚。当然是文

火，一味成熟稳健之火。

功夫菜，千年火，炖出了这人间至

味，香飘天下。

久闻登封马窑盛名，几次都是擦肩而

过，却无法结缘。听说登封市送表矿区马

窑村近年来获得“郑州市美丽宜居村庄”

“河南省级卫生村”等殊荣，我们沿途来

到马窑村文化广场，“紧跟党中央，共筑

中国梦”的村史文化墙向村南走去，在一

处石板铺路红漆大门前停了下来，村张

书记介绍，这里是村委会兴建的生态农

庄。进院一看，院内亭台楼榭、小桥流

水、萍浮鱼跃、鸟语花香、怪石林立，精雅

别致，站在晾棚向四处探望，满目苍翠，

心清神明，忍不住深吸一口清气，顿时便

滋生了一丝丝困意……

我们迈步来到了一楼院中，院北是一

排修缮如新的窑洞宾馆，客厅背景墙是一

块天然巨石。走在碎石小路上，顺着葡萄

架搭成的绿色长廊漫步、果园里叶繁果

累，菜园里菜青瓜硕，花园里花招蜂蝶，水

池里水流鱼浮。凉亭、树林、青菜、鲜花、

绿叶、清风、幽香融合在了一起，赤橙黄绿

青蓝紫相映生辉。突然，几声“呱呱呱”的

声音传来，回头一看，原来是两只野山鸡

正在南边地头嬉戏角逐，大秀恩爱，忽然

又腾空而起，展翅远飞，在寂静的原野里

留下了它们飞翔的倩影。好一幅赏心悦

目、心旷神怡的田园风光啊。

正陶醉在这桃花源似的神话世界里，

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清凌凌的水来蓝莹

莹的天”的戏曲声，我们闻声来到一户农

家，只见院子里有一群人正在自娱自乐。

一位男乐师在有板有眼地拉着二胡，一位

中年人在认认真真地打着梆子，几位青年

妇女和着乐器在尽情歌唱，还有几位老太

太在聚精会神地听着戏曲，小树旁卧着一

条家狗在眯着眼睛假寐，仿佛也正陶醉在

这优美的戏曲声中，就连几只家鸡也在漫

不经心地迈着八步、画着梅花……

信步来到一处厂房院子前，院里养了

一群牛，牛圈收拾得干干净净，草料摆放

得整整齐齐。原来这院子是本村返乡创

业女青年李瑞瑞租用的，一楼爱人在养

牛，二楼是李瑞瑞在加工鞋帮，在二楼几

个房间里，有十几位中青年妇女正在蹬着

缝纫机忙碌着。走近细问，都是附近的乡

邻，她们是计件工资，每天可收入50元左

右，有空就来干活儿，不耽误回家做家务

和照看孩子……

漫步在幽静的林间小路上，路旁的桐

树、杨树、槐树等冠荫路面。偶有几棵挺拔

的楝树，那树干像黑色的虬龙，刚强而坚

挺，珍珠似的小楝花微微张开小嘴，正在吐

蕊绽放，恍若满天闪烁的紫色星星，定睛细

看，每一朵小花都有五片花瓣，白嫩中透出

淡雅的紫，释放出了淡淡的清香……

越过小树林向西有两个小型人工湖，

湖面青翠幽绿，水深数米，湖底常年泉涌

不止，水源充沛，汛期时水满自溢，可满足

全村人生活用水。湖堤上垂柳依依，绿草

青青，蜂舞蝶飞，莺歌燕舞。

我们又驱车去参观垃圾处理厂，一

路上，水泥村道干净整洁，垃圾分类收集

箱随处可见，居民庭院依山坡而建，白墙

黛瓦，门前空地均用竹子或木板围着，房

前屋后的花草树木青翠欲滴，花香鸟语，

路边有几位中老年妇女在大门前纳鞋底

缝补衣服，两个小顽童正在门前空地上

欢快地骑着扭扭车，还有几位老人在树

荫下吸着香烟，喝着清茶，下着象棋，喷

着闲空。

出村后，我们看到了路边栽满了桃树、

梨树、山枣树等，全部都用栅栏围着，各种

果树郁郁葱葱，果实累累。在道路拐弯处，

我们看到了河南领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仿古树造型大门，开放别致，寓意深刻。

很快就来到了村西北部的送表矿区

垃圾处理场和郑州中鼎环保设备有限公

司，“让蓝天白云永驻，愿绿水青山长留”，

代表了郑州中鼎公司人的拳拳心声。

从综合整治环境起步，向美丽乡村进

发，让天空更蓝，空气更新，水更绿，山更

青，生态环境更美好，马窑村走出了一条

适合自身发展的创新之路。

私下

上高二了，数学的难度大大加深。某

天数学课时，老师对同学们说：“我知道我

们高二的数学很难，以后若有哪些同学对

课本的内容有疑问，就私下来问我。”几天

后，小明去请教老师，老师惊讶地说：“你

怎么把书撕下来了？”小明回答：“老师，您

不是说要我们撕下来问您吗？”

擦玻璃

“我要停一下车，把我的前挡风玻璃

擦一下。”

“老爸，您这电瓶车哪儿来的挡风玻

璃？”

老爸停下车，掏出手绢，擦了擦眼镜。

考查

给小侄子买了几块糖，我心想正好

可以考考他数学，就从里面拿出 5 块，

问：“这是几块糖？”

侄子：“5块！”

我一看这小子行啊，识数了。于是

拿起来吃了一块，继续问他：“现在还有

几块？”

侄子：“4块。”

我心想数学不错啊，就又拿起了一

块。

小侄子怒道：“您再吃就要赔我了

啊！”（李彦锋）

一炖天下香
□许若齐

□陈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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