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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粉是汝州的一种传统食物，主要原材

料是红薯粉或绿豆粉，将红薯粉或绿豆粉泡

好搅成糊状，水烧至将开，加入白矾并倒入锅

中，煮熟后放凉凝结即成，白色透明，呈水晶

状。然后用刀切成条状，装在碗里，用酱油、

醋、辣椒油拌匀即可食用，清凉爽滑，为夏季

风味食品。凉拌时也可不用刀子切凉粉，而

是用一个特制的圆形的像浅勺般上面布满圆

孔的铁皮——锼子，一圈圈在凉粉上盘旋，粉

条就从那一个个圆孔中出来了，然后装在碗

里，加上红色的辣椒水、绿色的荆芥和麻油、香

醋、细盐、大蒜汁等调料。

凉粉的吃法除凉拌外，还可煎炒食用。煎

粉和凉拌相比有点儿复杂，那是个手艺活儿，卖

煎粉的并不卖凉粉。卖家先将凉粉切成麻将块

大小，然后在锅里放上油、盐、葱、姜之类，用文

火将凉粉煎成金黄，香气四溢，让人垂涎。煎炒

的凉粉又脆又香，美味无穷，是汝州城内十分受

欢迎的食品，食客无不吃得津津有味。

有食客吟道：
凉粉真是好东西，凉拌热炒总相宜。

汝州美味不虚传，令人不禁大朵颐。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1985年说起。那一

年，王光林22岁，“1985年，我开始玩拖拉机跑运

输。1990年到1991年，我发现运输市场不行了，

就卖了拖车，买了一台耙地机干起了农业服务。”

1994年，王光林又买回两台二手背负式小麦

收割机。“为啥买两台？二合一重新组装成一台

才能用。第二年，又买了一台。”王光林说，也就

是从那以后，他开始“小打小闹”，直到2009年9

月牵头创办汝州市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其间，

王光林还干过两任村委会主任，把柳树王村建设

成了平顶山市文明村。

汝州市农机局的评选上报材料显示：汝州市老

广农机专业合作社，一路走来，由最初的单一农作

物耕种收农机服务，发展成为谷物烘干、航空植保、

农机维修、农机研发、跨区涉农服务的全程全面农

机化服务组织。合作社成立以来，农机安全生产

零事故率。2008年以来，王光林和合作社先后获

平顶山市农机监理先进个人、汝州市安全生产先

进单位、河南省平安农机示范合作社、全国农机合

作社示范社、全国农技推广科技示范户等荣誉。

2016年10月12日、2018年11月6日，王

光林发明的“开沟施肥覆土一体机”“垄底深松

施肥起垄整理一体机”分别被国家知识产权局

授予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如今，王光林担任法人、理事长的汝州市老

广农机专业合作社有社员160人、大中型农机

具150多台（套），建设了总投资410万元、占地

面积5300平方米，配备车库（棚）、维修车间等

设施的服务基地，社员收入平均高于未入社农

户收入的30%以上。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陈振旭文/图

□张鸿飞

4月9日至11日，首届中华老

字号数字创新发展高峰论坛暨

2021年老字号嘉年华在鹤壁市举

行。本次活动由河南省商务厅、鹤

壁市人民政府和京东集团联合举

办。

商务部流通司二级巡视员蔡

雯，河南省商务厅二级巡视员费全

发，鹤壁市委书记马富国、市长郭

浩出席活动并致辞。部分省市老

字号协会代表，河南省老字号协会

主要负责人，全国各地163家知名

中华老字号企业负责人等参加了

活动。

在4月9日举行的第七批河南

老字号授牌仪式上，河南弘宝汝瓷

坊有限公司注册商标“弘宝斋”获

河南老字号殊荣。中国工美行业

艺术大师、弘宝汝瓷创始人王振芳

为汝瓷行业捧回了第一个河南老

字号招牌。

老字号是指历史悠久，拥有世

代传承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具有

鲜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背景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取得社会广泛认

同、形成良好信誉的品牌。

开展河南老字号认定工作是

河南省商务厅进一步挖掘老字号

品牌文化内涵，弘扬老字号传统文

化，提升老字号企业的品牌价值，

促进老字号在传承历史中创新发

展的一项重要举措。

2021年，老字号嘉年华展会面

积约2000平方米，设标准展位100

个，邀请到国内知名老字号品牌30

家，省内著名老字号品牌70家，参

加企业以白酒、食品、工艺美术行

业为主，兼顾地方特色非遗产品，

营造“国潮”消费氛围，推广优质精

品国货及优秀民族品牌。除产品

展销外，现场还有传统技艺展示，

以展演、体验和互动等方式，集中

展示老字号传统技艺、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项目等独特文化，提升消

费者对文化内涵、工匠精神的了解

和认同。

“弘宝斋”获第七批河南老字号殊荣

党报成就了我的文学人生
□彭忠彦

35年魂梦相牵，35秋风雨相

伴——《河南日报》，我人生路上的

良师益友。

1986年4月16日至29日，原

临汝（今汝州市）县委、《河南日报》

文艺处联合举办了“汝河笔会”，省

内外作家、诗人、文艺编辑和文艺

工作者40余人与会。其间，举行

了一次文学创作报告会、一次业余

作者作品分析会。

也就是在这次业余作者作品

分析会上，我的小说《大堰》被文艺

处处长王五魁、编辑李长华老师看

中，并在5月8日《河南日报》大河

文艺副刊刊发。这对一个土里拔

脚的农村文学青年来说，真是一个

莫大的鼓舞和激励。

那一年我25岁，因写作小有

名气，从民办教师岗位被抽调到

寄料乡政府干临时工。白天写公

文，夜里爬格子写小说，讴歌农村

党员干部在土地分包到户新形势

下，奉献牺牲精神的小说《大堰》，

就是在乡政府后院的宿舍里写就

的。

火热的生活，鲜活的身边人，

熟悉的身边事，《大堰》在家乡引起

了不小的轰动。一个多月后，我被

借调到县人事劳动局工作，主要任

务是写公文并兼顾新闻报道。

写小说与写公文是两码事，好

在我有一定的文字功底，比葫芦画

瓢写起了公文。至于写新闻，心里

就更有底气。我把《河南日报》的

报道一篇篇地细读，模仿着写报

道。那时候无论工作再忙，《河南

日报》版版必看，大河文艺副刊期

期必读，然后再把副刊的文章按题

材分类剪贴珍藏。

党报不但给我提供了小说发

表展示的平台，还给了我上榜获奖

的机会。1987年3月20日，《河南

日报》公布了该报第三届（1986年

度）优秀文艺作品获奖名单，小说

《大堰》名列其中。当时，获奖的小

说共有两篇，另一篇是大名鼎鼎的

作家乔典运的《十万分之一》。

对于最底层的一名业余作者

来说，名不见经传，没有一点儿社

会背景，作品居然获奖了，我真打

心眼里感谢党报的领导和老师

们。李长华老师写信鼓励我继续

创作，冯团彬老师回临汝，约我到

文化馆面谈指导，受益匪浅。令

我至今伤怀的是，一贯钟情扶持

业余作者的李长华老师不幸病

逝，没能为他送行成了我永远的

痛。

1987年，我的小说《祖传秘方》

在《河南日报》文艺副刊·文化天地

文学作品专页发表，组版编辑是王

钢老师。《祖传秘方》同时获得《河南

日报》第四届（1987年度）优秀文艺

作品奖。

两度获得党报副刊优秀文艺

作品奖，引起了地方人事部门的重

视。1988年6月，我以闲散科技人

员的身份，被省人事厅人才交流中

心破格录用为国家干部，留在人事

劳动部门工作。赶上好风好雨的

时代，一个农村娃凭借党报文艺副

刊提供的平台崭露头角，靠党和政

府的提携跳出“龙门”，走进了管人

管事的人事劳动部门，开启了我全

新的人生。1996年，组织上提拔我

担任汝州市文联副主席，并当选汝

州市作家协会主席，从事文学艺术

组织工作。

35年岁月有风雨和雷电，一路

走来有你——党报相依，我的心中

时时温暖。35个春秋亦有冰霜和

严寒，一路行走有你——党报引

领，我的步履坚定而刚健。无论从

事人事劳动工作，还是文学艺术组

织工作；无论是政协文史工作，还

是专业文学创作，《河南日报》一直

是我生活的伴侣、工作的向导、生

命的依托。

感恩党报，数十年来，始终保

留着文艺副刊的一席之地，担当起

培养本土作家的重任；搭建展示

“文学豫军”风采的平台，是培养

“文学豫军”的一方沃土。

我常想：数十年来《河南日报》

文艺副刊以其对文学性和新闻性

的和谐结合，从思想和情感的层面

感染人，体现出真正的人文关怀，

体现出健康向上的人文体系。特

别是在网络时代，党报文艺副刊立

足改革，弘扬大文化，刮起“中原

风”，以精品反映时代、引导时代、

影响时代。

近读《河南日报》副刊刊发的

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省作家

协会主席邵丽的力作《年之下》，深

感其作品的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

达到了有机统一，爱不释手，剪贴

收藏。

匆匆岁月流，拳拳赤子心。

遽变的岁月中，我已步入花甲之

年，而不变的是对党报的一颗忠

贞和感恩之心。35年前的岁月深

处，一个农家弟子在党报的摇篮

里渐渐成长，以文学的形式书写

改革时代，反映百姓心声。党报

厚爱我——给我莫大的荣誉，以至

于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35年来

的风雨征程中，一个普通干部、业

余作家，在党报副刊的浸润中日臻

成熟，提升了生命质量。党报成就

了我，今生与你相依相偎远行，幸

哉、快哉、乐哉！

（作者系中国散文协会会员，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汝州市作协

名誉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曲行天

下》，中短篇小说集《黄金女》《窑

祭》《天爱》《青精灵》，散文集《古韵

汝州》《乡情似火》及报告文学集、

人物传记等近 30 部。散文《瓷乡

听瓷》被《散文选刊》选载并获奖。）

虎狼爬岭在汝州当地特指有野兽出没的蛮

荒不毛之地。汝州市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服务

的王寨、杨楼、寄料等乡镇，多虎狼爬岭，而且地

里的石头非常多。

在服务农户和烟农的过程中，王光林发现买

回来的农机具在虎狼爬岭作业时不经用，损毁率

高，便用心琢磨发明自制农机具。通过一次次的

田间作业试验，除两项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外，还利用经济作物开沟施肥覆土机、深松施肥

起垄机工作原理，发明了实用性强的农机深松

犁、烟草拔秆机、万用起垄机等。

常素鹅，今年56岁，是王光林的妻子，也是

王光林参与创办的汝州市金豪烟叶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法人、理事长。

4月12日，汝州市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大院

里，常素鹅指着施肥机、烟垄覆膜机、中耕机、起垄

机、单沟起垄施肥一体机、双沟起垄机和松土用的

深松机等一件件发明并自制的农机具，如数家珍，

“他可辛苦了，整天在地里跑，才弄出了这些东西。”

常素鹅半是埋怨半是赞赏的话很实在。这

些年来，王光林的日程安排得很满，合作社从每

年10月开始烟田作业，深耕、旋耙、起垄，直到第

二年4月底作业结束，5月下旬开始收割小麦、烟

田中耕，7月和8月淡季时间开始维修保养农机

具，到9月又开始收获玉米，还田、深松土地、机

耕旋耙播种小麦，小麦播种结束后，又开始烟田

深耕作业。

王光林说，除了螺丝这种标准件和犁头外，

合作社发明自制的这些非常适合虎狼爬岭作业

的农机具很受农户、烟农欢迎，“按订单生产，谁

来买，都要先交定金。”

为满足农业生产和烟农需求，汝州市老广农

机专业合作社以日工资200元的薪资，从汝州本

地及郏县、汝阳县等地聘请技术娴熟的农机手、

维修工，多的时候农机手有15人，维修人员有两

三人，随叫随到，竭尽全力为农户、烟农提供服

务，并定期组织农机维修知识培训，提高参训农

户、烟农的技术水平。

32岁的王豆豆是王光林的独生子，自2008

年起便踏踏实实地跟着父亲学、跟着父亲干，既

是合作社的农机好手，也是维修高手。在一辆刚

购回的东方红1604型拖拉机旁，王豆豆和父亲

王光林拍下了一张合影照。

“买这辆大型拖拉机，国家补贴四五万元，合

作社花了15万元。”王光林说，这些年，党和政府

支持力度很大，作为汝州市政协委员，他也要更

多地回报党和政府的关爱及支持，为有需要的农

户和烟农提供更满意的服务。

正在合作社大院拌烟肥的王庄村种烟户孙

帅顶说，老广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好得很，热

情周到，还给烟农提供拌肥料的场地，他种了七

八十亩烟，有合作社的支持，好收成没问题。

采访中，王光林的手机铃声再次响起，来电

话的人是王寨乡訾庄村的王国正，预约第二天起

烟沟的事。

若您有服务需要，请联系汝州市老广农机专

业合作社，王光林的手机号码：13782455435、

15617308567（微信名“广阔天地”）。

拖曳着自制单

沟起垄机的“东方红

1000”驶过，虎狼爬

岭上耙过的土地被

犁出一道深沟，翻起

的湿润泥土吸引了

二三十只喜鹊翻飞

觅食。

4月12日，在汝

州市杨楼镇叶庄村，

站在田间的生产路

上，看着开着拖拉机

来回奔忙的儿子王

豆豆，王光林的脸上

泛出了笑意。

“地犁得好，沟

起得直。”汝州市王

寨乡王庄村党支部

书记、村委会主任、

种烟大户郭恒欣说，

他能在杨楼镇叶庄

村流转 200 亩土地

种烟，一是有效益，

二是因为王光林服

务好，啥时说啥时

到。

王光林是王寨

乡柳树王村人，今年

58岁，1979 年高中

毕业后就与土地打

交道，“1985 年，我

开始玩拖拉机跑运

输，2009 年创办了

汝州市老广农机专

业合作社。”

日前，农业农村

部办公厅公布了全

国农机使用一线“土

专家”名录第一批

306人入选名单，王

光林名列其中。在

这个名单中，河南省

仅有10人。

王光林
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

农民王光林因何入选全国“土专家”？A

“土专家”能提供啥服务？B

凉
粉

10

王光林父子俩

在东方红 1604型

拖拉机前合影

王豆豆驾驶拖拉机作业王豆豆驾驶拖拉机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