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要求如下：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
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
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
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
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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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情怀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图片故事

对厨艺， 说实在话， 我是真
的没有天分。

未出嫁前， 我是宁可跟着母
亲在稻田里挥镰刀， 也不愿留在
厨房里舞菜刀。 出嫁后， 婆婆怜
我上班辛苦， 专程从乡下老家赶
来城里为我们买菜做饭， 我只需
要抹抹桌子洗洗碗就行了， 小日
子过得无比滋润。 可去年， 公公
身体不适， 身边缺不了人， 婆婆
只得回家照顾， 幸福的日子竟如
此短暂， 眼瞅着生活还得继续，
我咬咬牙， 无奈地接过了厨房的
重担。

犹记得第一次正式做饭， 我
买了鱼和上海青， 心想着如此没
有技术含量的菜， 那还不是轻轻
松松、 手到擒来。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食材处理好， 我系
上围裙 ， 戴好袖套 ， 扣上工作
帽， 自己感觉很有一代厨神的范
儿。 锅烧热， 倒上油， 我提溜着
鱼尾巴顺着锅沿轻轻放下去 。
嗯， 步骤很完美， 我为自己点了
个赞。 热油遇水， 向四周猛地爆
开， 吓得我离锅三尺远。 等油锅
爆裂声稍微平息了一点， 我凑过
去 ， 将鱼翻了个身 ， 鱼身是焦
的， 鱼头鱼尾还是生的， 锅底留
下了半张鱼皮 。 好一阵手忙脚
乱 ， 再将鱼翻个身 ， 鱼皮又没

了， 鱼尾也断了。 再一阵手忙脚
乱， 鱼终于出锅了， 哦， 那已不
能叫鱼了， 简直不能直视。

儿子放学， 看着餐桌上面目
全非的鱼和半焦糊半夹生的上海
青，满脸是“你哄我”的不可置信。

鲁迅先生说： 不在沉默中爆
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俗话说：
外事不决问谷歌， 内事不决找度
娘。 我自觉不能阵亡在厨房这方
寸之地， 终于决定燃烧小宇宙，
左手手机， 右手锅铲， 从此开始
了我一言难尽的厨房攻坚战。

感谢万能的网络， 那一道道
家常菜， 从食材的处理到操作步
骤， 从注意事项到成品摆盘， 既
简明扼要， 又通俗易懂。 我照葫
芦画瓢， 一边看手机， 一边挥锅
铲， 对最终的成果， 儿子的评价
一针见血： “活脱脱的淘宝买家
秀与卖家秀。” 对此， 我万分淡
定， 毕竟成功的花朵还需要失败
的汗水来浇灌， 厨艺尚不成功，
厨娘继续努力啊！

就在我如火如荼地刷着厨艺
这个技能点时 ， 终于有那么一
天， 儿子对着一盘肉沫豆腐给出
了三个字的评语 ： “还不错 ！”
并且很给面子地把菜吃了个干干
净净。 不容易呀我， 从黑暗料理
到味道不错， 这绝对是一个质的
飞跃。 我乘胜追击， 一路高歌猛
进， 终于赢得了厨房攻坚战的最
终胜利。

周末， 我将满满一桌色香味
俱全的菜品收进相机， 发送到朋
友圈， 收获一片点赞与祝福。 回
想之前的辛苦付出， 看着现在的
丰收成果， 我心中充溢着无与伦
比的幸福感与成就感， 顿时豪情
万丈， 对着老公和儿子露出迷之
自信的笑容： “厨艺在手， 天下
我有！” 父子俩立马倒下。

□李晓琦 文/图

厨娘蜕变记
又到 “3·15”， 各地都在大

张旗鼓地宣传普及消费维权。 其
实， 造假、 缺斤短两等损害消费
者权益的事， 自古有之。 古代那
些维权措施和维权故事， 或许会
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迪。

消费维权最典型的是唐代。
《唐律疏议》 记载， 只要消费者
在购买时立有合约， 买回后三天
内发现问题的， 都可以找卖方退
货 。 退货时须有公证人进行验
看， 确认确实存在质量问题方可
退货， 如果商户不给退货， 消费
者便可报官， 由官府出面调停退
货， 并 “笞四十”， 也就是打卖
方四十鞭子。 唐代 《关市令》 还
规定： “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
没官 ； 短狭不中量者 ， 还主 。”
发现假冒伪劣产品， 政府予以没
收销毁； 对于缺斤短两的， 责令
商家补足或全额退款。 《唐律疏
议》 还规定： “脯肉有毒， 曾经
病人， 有余者速焚之， 违者杖九
十； 若故与人食并出卖， 令人病
者， 徒一年， 以故致死者绞， 即
人自食致死者， 从过失杀人法。
盗而食者， 不坐。” 明代 《大明
法》 中也有 “知道假货自动销毁
者， 杖十； 不销毁者杖一百； 因
为假的食物出现问题 ， 轻者充
军， 重则斩首， 情节恶劣者诛三
族， 经过商家劝告还不听者， 出

现问题不需入狱 ， 但需赔偿损
失” 等相关法律内容的记载。 由
此也可知晓， 古代中国政府对于
食品安全尤为关注， 惩处起来也
是毫不留情。

到了北宋时期， 规定按行业
登记， 经营者名单入册， 以互相
约束和监督， 其实就是 “连坐”。
食 、 药品质量也由各个行会把
关， 行业协会会长 （当时叫 “行
首” “行头” “行老”） 是 “法
定担保人”， 负责评定商品成色
和价格， 出了问题， 行首承担后
果， 轻则罚款， 重则腰斩。 北宋
也因此成为史上最早让商人们成
立行会的朝代。

此外， 据 《明代人物轶事》
载： 明代嘉靖中， 浙江按察使陈
察， 接到大量民众状告钱塘江上
江霸的状纸， 说他们长期霸占江
道， 勒索乘客钱物， 哄抬物价，
过往商客深受其害。 陈察看了举
报信， 十分震怒， 用今天的话来
说， 这些江霸严重影响当地的形
象和发展！ 为了勘察实情， 陈察

决定亲自到船上微服私访。 当船
到中流， 江霸们逼迫他和其他乘
客加钱敛财的神态举动果然非常
凶恶 。 陈察看不下去了 ， 说 ：
“现今陈按察使治事十分严厉 ，
你们这样无法无天， 难道不怕官
法 吗 ？ ” 江 霸 极 其 轻 蔑 地 说 ：
“哼 ！ 官法再严 ， 也没有煮人
锅！” 陈察回衙门后， 立即下令，
派出所有衙役缉拿江霸， 一个都
不能少。 他又特地靠墙安了十口
大锅， 并从墙背各开灶门。 江霸
一个个被押到后， 陈察冷笑道：
“看见了没有， 这就叫煮人锅！”
江霸们这才看清上面坐的官员便
是上次被讹诈的客人， 一个个吓
得屁滚尿流， 连声称有罪。 陈察
冷冷一笑， 一声令下， 就将这些
罪恶累累的江霸都扔到了滚沸的
锅里。 从此钱塘江上再也没有江
霸了。 现在看来， 陈察如此惩处
江霸， 似乎有些残酷， 但是吃尽
苦头的老百姓， 听说此事之后，
却纷纷奔走相告， 一致称赞陈察
为民除了一大害。

□魏益君古人维权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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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遍青山人未老 ， 风景
这边独好！” 素有 “夏都” 之称
的延庆， 绿波芳草， 百里画廊，
是北京的后花园， 也是2019 年
中国 “长城脚下的世园会 ” 举
办地 。 林业人用绿色装扮着家
乡， 林业女子用智慧和刚毅渲
染生命的色彩 ， 编织着这片热
土的生机和希望。

作为一名林业人 ， 绿色是
第一要素 ， 年龄和性别早已淹
没在万木葱茏的林海中 。 每次
进行森林资源一类清查 ， 需要
摸清有名有姓的树木5年来的生
长变化 。 林业女子都是和男同
事一样负重爬山 。 背着仪器 、
自喷漆等必备工具， 带着铁锹、
镐等辅助工具 ， 装着火勺 、 火
腿肠及药品 。 鞋上 、 裤脚上抹
着大蒜 ， 预防蛇等侵害 。 她们
在山高林密中找固定样地 ， 标
记号、 测胸径 、 量树高 、 挂树
牌、 涂红漆 ， 为下次测量留下
明显标记和准确资料。

小陈和老吴一组做调查 ，
背着的仪器不知怎么捅了土蜂

子窝 。 说时迟那时快 ， 土蜂子
被激怒一样全体出动 ， 像暴雨
似的乌压压袭来 ， 上下翻飞 、
前后围攻 、 左右攻击 ， 尽管两
人捂得严实 ， 架不住土蜂们全
方位多角度报仇。 头皮、 鬓角、
眼皮 ， 就连裤脚也不放过 ， 浑
身上下全被 “吻” 过， 所 “吻”
之处顿时红肿鼓胀起来 ， 每人
鼓出数十个硬包 。 原本清秀靓
丽的姑娘 ， 成了一个鼻青脸肿
的丑女 。 小陈还是过敏体质 ，
土蜂蛰后昏昏沉沉看不到路了。
组长老吴有经验 ， 让她赶紧吃
药， 两人吞下解药10片、 15片、
22片……山高路远 ， 唯一能解
救的就是超大剂量服药 ， 来驱
除毒液 。 尽管损害肠胃 ， 也算
是两害相较取其轻吧 。 谈到那
次经历 ， 小陈说大山深处时常
遇到野猪 、 獾子 、 野鸡 ， 参加
调查的人都见过 。 她们要么悄
悄爬上树躲着 ， 要么屏息凝气
藏在山石下 ， 和动物们和谐相
处， 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

作为林业人的女子们，没有

冲锋陷阵，但是用脚步丈量家乡
的平原沟壑，用双手移植勃勃生
机。 她们参与完成了妫河生态休
闲、龙庆峡下游森林 、官厅水库
库滨带、北山生态旅游观光带四
大生态走廊，使延庆获得生态涵
养区、国家园林城等荣誉称号。

正如局宣讲员所说 ：“我们
单位的女同志都是钢筋铁骨，是
林业战线的花木兰，就算很受伤
也一样冲锋在前。 她们在大地上
谱写绿色的诗行，在家乡描绘生
命的篇章！ ”

林业女子工作的时候 ， 和
男同事一样 ， 经常是一身迷彩
服，像个女战士。 虽然戴着帽子、
口罩， 也遮挡不住风吹日晒，皮
肤都晒得黝黑发亮。 但她们往往
会选择花色的口罩，系上一条斑
斓的丝巾 ， 抑或在鼓鼓的背包
上拴上小饰物 ， 凸显爱美的天
性， 飘动着女人的妩媚。

绿树村边合， 青山郭外斜。
在碧波绿海中 ， 林业女子像流
动的树 ， 成为绿色风景中迷人
的一抹红。

□赵文新 文/图

绿海中的一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