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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敬业践初心A

五四青年节前夕，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优秀
青年干警“传承五四薪火·展现青春风采”座谈会，汝州市
人民法院骑岭法庭一级法官于延坡，受到共青团平顶山
市委、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表彰，获“新时代模范
青年法官”称号。

“一片丹心映天平，一腔热血为人民”是战友们对于
延坡的评价。

2011年，于延坡大学毕业后带着对法律的崇敬，跨入
汝州市人民法院的大门。10多年来，他始终踏实肯干、锐
意进取、勇于担当，在平凡的岗位上播撒青春，守护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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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又是先进！”战友们既夸赞

又欣羡地对于延坡说道。

近年来，于延坡的审判质效始终位

于汝州市人民法院前列，这源于他扎实

的审判业务素养，更源于他勤勉敬业的

工作态度。

基层法庭距离城区较远，为了不让当

事人等待，他总是早早出发第一个赶到法

庭；中午匆忙吃过工作餐，他顾不上休息便

伏案撰写文书；周末也闲不下来，带着孩子

去加班已经是他的工作常态。为了不耽误

案件的审理，他在生病住院期间，还抽空坚

持开庭，敬业奉献，诠释初心。

怀揣着当年那份初心，于延坡用忠

诚、干净、担当换来了一方平安，维护了

一方稳定，促进了一方和谐。

□本报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石晓莉文/图

“汝瓷的造型及单色青釉的审美特

征是什么？”

“未来的汝瓷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王振芳的专著《问汝窑》上篇，

“你问我答”的第42和第77个问题；下

篇是“你赏我析”，内容为102个汝瓷传

世经典器型和现代及文创产品的介绍。

日前，这本由海燕出版社2020年5

月出版，汇集了汝瓷历史、工艺、审美等

77个问题，为收藏者、鉴赏者提供了引

领赏析参考的汝瓷专著《问汝窑》，在河

南省首届“出彩中原”荐书大赛中揽获

优秀奖。

首届“出彩中原”荐书大赛由河南

省出版协会、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主办，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分为

现场荐书、微视频荐书两个环节。《问汝

窑》从现场荐书环节的75组竞争者中脱

颖而出。

王振芳，弘宝汝瓷创始人、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工美行业艺术

大师、省级非遗传承人。《问汝窑》是王

振芳关于汝窑的第四本专著，封面上，

有这样一句话：学问是问出来的，也是

答出来的。以问答来传承，以传承来弘

扬——这或许就是王振芳执着汝窑精

耕汝瓷数十载的初心与坚守。

在坚持依法办案的前提下，对一些弱

势群体，杨林辉也能充分运用法律武器维

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李某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因李某

年龄偏大，儿子女儿未完全尽到赡养义

务，导致李某生活困难，故李某将其子女

诉至法院要求其子女承担赡养义务。

该案件是一起赡养纠纷，杨林辉第一时

间联系李某之子女，向其陈述赡养父母不仅

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法律规定儿

女应尽的义务。但李某之子女互相推诿，甚

至有的子女表示因为李某对其不公平，自己

不应为李某养老。鉴于案件的特殊性，杨林

辉向被告送达开庭通知书，并决定将开庭地

点定于李某子女所在的村民委员会。

开庭地点的转变带来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李某子女主动联系杨林辉，将李某

所诉的赡养费全部履行完毕并交于杨林

辉。收到案件款后，因李某行动不便，杨

林辉又到李某家将案件款交于李某。李

某在收到案件款落泪的一瞬间，杨林辉觉

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那么有价值。

红薯粉条是汝

州传统名产，是利

用红薯为原料，靠红

薯内的淀粉来制作的

一种食材。

红薯粉条的加工有

以鲜薯为原料先加工成淀

粉再加工成粉条，也可直接以淀

粉为原料加工粉条。另外粉条加工的有

传统工艺和现代化工艺两种，传统工艺一般是以农

户单元进行小规模加工，现代工艺采用中小企业规

模化生产。

汝州庙下镇、小屯镇等是远近闻名的粉条生

产加工基地。

传统加工粉条，需要先选优质红薯清洗，用打

粉机粉碎，然后，用吊浆布过滤，过滤液入池2天

后，把池内水放尽，加水搅拌，再过滤一次，将过滤

液放入小池沉淀。澄清后排水，取出表层油粉，把

下层淀粉取出吊成粉砣曝晒后，制成淀粉。将若干

淀粉掺冷水放入盆内。盆放入锅内煮沸，不断搅

拌，打成浆糊。预备一锅开水，锅内水沸腾时开始

漏丝。丝条沉入锅底再浮出水面时，即可出锅，经

过一次冷水缸降温，用手理成束穿到木棒上，经过

另一次冷水缸降

温，不断摆动，直至

粉条松散为止。然

后放在室内，冷透后

拿出室外晒丝，晒干

后包装即成品。

红薯粉条里富含碳水

化合物、膳食纤维、蛋白质、烟酸

和钙、镁、铁、钾、磷、钠等矿物质，柔润

嫩滑，爽口宜人。

红薯粉条的起源没有明确记载，但从其他资

料佐证，起码有400年以上历史。红薯粉条，最常

用的就是平时做粉条豆腐菜，油炸豆腐和粉条用肉

汤烩在一起，配油条食用，味道醇厚鲜美。

绿城广场负一楼美食大街李中现豆腐粉条

菜，采用本地纯正红薯粉条和卤水豆腐，高汤烩制，

做出了汝州粉条菜的特色。

汝州顺口溜：

红薯粉条誉天下，有黑有白有真假。

真的再煮不会燶①，假粉一煮全抓瞎。

注释：燶①，谐音，汝州方言，意为食物煮得过

烂，没嚼劲。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孙利芳

每个人对家乡的热爱，既是从脚下

的每一块土地开始，也是从每一口美食

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开门七件事，位

居第一的就是吃。吃，不仅仅是我们生

命延续的需要，也是人生乐趣之一，更是

饮食文化的传承。吃，不仅仅是至俗之

事，也是至雅之事。

在《舌染清欢》的字里行间，李晓伟

以俗托雅，将美味引出的至俗的“哈喇

子”描写的惟妙惟肖，用“刺溜刺溜”的声

音描绘对美食的馋相，妙趣横生，用细腻

的笔触浸润到烟火人生中，“烘焙”成一

道道美食，温暖着我们的胃，浸染着我们

的心，让我们的舌尖欢愉地品尝烟火的

气息，让我们的心灵也一路清欢。

汝城处处有美食，餐餐美食皆真

情。从中大街到西关桥头，从老南关到

北城门，从钟楼集市到老城隍庙口，老汝

州的每一寸土地几乎都有美食的踪影，

而每一处美食都有作者的脚印。

汝州面面观，碗碗皆盛宴；好吃不

过饺子，包容方可豁达；江湖流派胡辣

汤，荤素搭配真叫爽；红尘往事琥珀膜，

质朴纯粹慰心灵；汝州揽锅菜，乡音乡情

乡味浓；异域风情大盘鸡，辣味饱满酣畅

淋漓；焖面醇厚健脾胃，焖出幸福滋味

来；市井风情水煎包，随意恬淡余味飘；

手擀面里满乡愁，远行千里思一口；馋那

一碗蒜面条，最是清爽滋味长；菜角只是

寻常香，却将甘美腹中藏；不蒸馒头蒸卤

面，香香软软常思念；相濡以沫浆面条，

落尽繁华才是真；羊肉汤里叙家常，其乐

融融多欢畅；精致优雅小馄饨，香滑滋润

情意长；等闲识得八大碗，汤汤水水亦甘

甜；温情暖暖砂锅面，适宜暖心冰雪天；

甜酒汁子来一碗，甜甜蜜蜜幸福满；最是

汝州锅盔馍，此味只应天上有；嘎嘣嘎嘣

油滋拉，大快朵颐脆香香；麻辣兔头下酒

来，香味萦绕味悠长；温暖今生烤红薯，

暖心暖胃母爱长；温温润润炒凉粉，浓香

扑鼻话家常；绿豆粉皮禅意浓，四季皆宜

清玉香；东方不败花生米，百变美人百味

欢；百菜唯有白菜美，家家户户最常亲。

书中小城的美食，既让我们的舌尖

香味缭绕，又让我们的心灵无尽清欢。

不管是胡辣汤的江湖流派，还是琥珀馍的

红尘往事，揽锅菜的汝州解码，大盘鸡的

异域风情，都曾经让我们的味蕾倍感滋

腻；滋味深长的烙馍，温存的凉粉，糊涂

面，浆面条，则淡而有味，淡中清雅，淡里

清欢。再普通不过的美食，只要用心去品

尝，总有一股清欢在舌尖弥漫，总有一种

感悟浸润心头，总有一种哲理醍醐灌顶，

犹如乡愁，宛若清风，在自己的味蕾间和

岁月的流转中挥之不去，盘旋，缠绵。

汝州这座城，就在《舌染清欢》的一

道道美食中永远刻印在我们的心中。

普普通通的面粉，在人们的巧手下，做成

手擀面、蒜面条、蒸卤面、浆面条、砂锅

面，或长或短，或扁或圆，或蒸或煎，或炸

或煮，不同的烹饪方法而变的千姿百态

千滋百味千回百转。这正是因为汝州人

民对生活无比的热爱，才会创造出如此

普通却又伟大的美食。汝州人把对亲人

的爱都揉进了那一团团的面粉中，温暖

着亲人的胃，强健我们的身体，浸润着我

们的舌尖，拉近了朋友的心。那一口口

饭菜充满了母亲的味道，浸染了家乡的

乡愁，让我们爱上这个家，爱上这座城。

我常想，李晓伟，一个温文尔雅舞

文弄墨的才子，竟然对美食研究如此精

通，如果拿起锅铲定能满室生香一鸣惊

人。那些看似平常的家常便饭，那些看

似信手拈来的美食佳句，那些看似简单

实则繁琐的制作程序，他都能如数家珍

一气呵成。如果不是土生土长的土著，

如果不是对生活打心眼里热爱，如果不

是平时留心的细致观察，如果不是媒体

人特有的独特眼光，如果不是满腹的诗

书才华，他又怎能妙笔生花呢？

《舌染清欢》里的每一道美食，都有

着浓浓的情，深深的爱，或是家的味道，

或有温馨的记忆，或是美好的期盼，或有

一缕清香丝丝缠绕，暖身、暖胃、暖心，挥

之不去，馨香甘甜。

爱上一个人，从温情开始；爱上一

道菜，从舌尖开始；爱上一座城，从美食

开始。不管是一个人的清欢，两个人的

温暖，还是一群人的狂欢，都离不开美

食。当你拥有了《舌染清欢》，你就永远

也走不出这雅俗并存的烟火人生了。

汝州，这座古老的中原小城，因有

了《舌染清欢》，多了一种熟悉的味道，多

了一抹浓浓的乡愁，多了一道迷人的风

景，多了一种淡淡的清欢，多了一种美食

文化的底蕴。

（作者简介：孙利芳，女，中国自然
资源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会
员、汝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院
自然资源系统作家研修班学员，曾参与
中州古籍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的《汝州
市地质矿产志》的编撰工作，出版散文集
《素心芳语》）

汝城有味是清欢
——读李晓伟新作《舌染清欢》有感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石晓莉

日前，河南省科协、河南省文明办

发文，河南省科普教育基地2021年度

考核结果揭晓，河南弘宝汝瓷坊有限

公司再次被评为河南省优秀科普教育

基地。这是该公司2020年度获此项荣

誉后，再次获得这个称号。

该公司还获评全国科普教育基

地。4月15日，河南日报农村版曾在

RIV版刊发了《“弘宝汝瓷”获评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的消息。

弘宝汝瓷坊再获省优秀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问汝窑》获省首届“出彩中原”荐书大赛优秀奖于延坡：

脚踏实地办实事 不负韶华勇争先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张明凯文/图

于延坡不仅是办案能手，其他各项

工作也都是排头兵。

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多少乡村、

学校、企业都留下了他普法的身影；为

服务企业发展，他积极回应企业司法需

求，及时帮助企业化解矛盾纠纷、防范

法律风险，助力优化营商环境；疫情防

控关键时期，他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

彰显共产党员本色。

在工作中，于延坡秉持“要做就做

好”的原则，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

在千头万绪的工作中做到了有条不紊，

忙而不乱，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于延坡

也因此连续多年被汝州市人民法院评

为办案标兵、调解能手、优秀共产党员，

2022年2月被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评

为基层法院办案能手。

作为一名法官，肩扛天平，手持正

义，于延坡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在

平凡的岗位上为审判事业贡献自己的

力量。

“法律无情人有情”，于延坡说，法

官在用法律维护公平正义的同时，还要

注重法与情的融合，

关心当事人的一件件小事，能极大

地温暖着群众的内心。

在办理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的时

候，于延坡发现该案中的小女孩父母常

年在外，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且患有疾

病，生活很困难，他便在孩子生日的时

候为孩子送去了蛋糕和慰问品，同时为

老人申请了司法救助，解决了他们的问

题，也让他们感受到了司法的温度。

农忙时节，为给家住大峪镇深山区

的当事人调解案件，他主动上门服务，促

使双方当事人达成一致协议，为偏远地

区的群众带来方便。在办理一起矛盾较

大的婚姻家庭案件时，为促使案结事了，

真正化解纠纷，他苦口婆心，连续三天劝

解双方，最终促成案件调解结案并当庭

履行。当事人送来锦旗称赞他：执法为

民一身正气 勤政为民两袖清风。

司法为民暖人心B

时时处处当先锋C

在远离城市喧嚣的乡村，在远离法院机关的基层法
庭，有一位以庭为家、情系百姓、无私奉献的优秀法官，他
在司法审判和调纷止争的最前沿，坚守了10余个春秋。

2010年11月，杨林辉经公务员考试招录至汝州市
人民法院工作，历任执行员、书记员、法官助理、员额法
官，先后在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庙下人民法庭工作。

参加工作近12年来，杨林辉始终坚守在第一线，从一名
青涩的书记员成长为一名独当一面的员额法官，默默无闻地
将青春挥洒在基层沃土之上。在基层法庭工作期间，他用足
迹丈量辖区内的每一个村庄，共审结民商事案件近1500
件，年均结案300余件，先后被评为法庭工作先进个人、办案
能手、优秀共产党员、精品文书撰写人、精品庭审承办人。

杨林辉：

扎根基层十余载 青春无悔铸法魂
□本报记者张鸿飞通讯员杨松播陈晓许文/图

杨林辉深知，在办理民事案件过程

中，调解是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最有效

的途径。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只要存在

一丝调解的可能，他都会抓住机会，倾

尽全力、千方百计地促成案件当事人达

成和解。

法槌之下，有速度也有温度，在处

理某公司诉李某某、赵某某、杨某某等

不当得利纠纷案件中，原告共起诉6起

案件，针对这类系列案，杨林辉在庭前

通过查阅卷宗，组织双方证据交换，花

费大量的时间向双方释法析理，真情

劝解，经过几天的努力使双方达成了

初步和解协议。最后，他又趁热打铁，

起草了调解协议，将调解书送达各方

当事人，使这起系列案得以完美结

案。在基层人民法庭，这些看似普通

的案例有很多，但在杨林辉眼中，这些

事都非小事，群众事无小事，一个案件

可解一方忧难，一纸调解能构建一片和

谐！

法官不仅要居中裁判，更要有一颗

和老百姓一起思想、一起跳动的心。杨

林辉在基层人民法庭工作中，恪守一个

法官的职责，切实做到依法办案，维护

社会公平与正义。他办公室悬挂的一

面面锦旗，不仅是群众对他工作的肯

定，更是督促他坚守司法为民的一面镜

子，激励他始终秉持一颗公心，用法槌

敲响和谐正义之音。

杨林辉办事严谨，待人宽厚。扎实

的法律功底和多年的审判实践，造就了

他一身高超的办案技能。

他说，聆听是一种学问，也是办好

案件的关键，对于所办的每一起案件，

都要耐心地倾听，让当事人把话讲完。

在倾听的过程中，一方面可以探寻双方

矛盾发生的根源，另一方面也能及时提

出解决纠纷的有效意见。

在一起健康权、身体权纠纷案件

中，原告李某因年龄小，在超市电梯附

近玩耍时不慎受伤。受伤后因超市经

营者未支付原告任何医疗费用，原告

父母对超市感到非常不满，将超市经

营者诉至法院。法庭上双方对原告如

何受伤，超市经营者应承担何种责任，

意见分歧较大、矛盾突出，甚至在庭审

时双方发生激烈争吵致使庭审中断。

对此，杨林辉紧抓矛盾焦点，分别与原

被告沟通谈话，且多次对李某受伤时

的视频资料进行仔细核对，在查明案

件事实的同时逐步缩小双方对于赔偿

一事之间的差距，最终通过调解将该

案件妥善解决。

司法为民护弱者铁骨铮铮为公平A

善于倾听于细微处解纠纷B

情系百姓法槌之下有速度也有温度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