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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馍29

梦回汴京
依恋故园兄弟情，

魂牵梦绕聚汴京。

包公湖畔踏歌声，

菊香盈怀登龙亭。

御街际遇
晚秋曙影平昔缓。

暮色骋，南翔雁。

朝晖青空星光熠，

发策决科簦趱。

遥涂跋涉，云集黉舍，

相携伴同窗。

繁阴顷刻花霄霰。

踏玉絮，怀觚椠。

尊师传授抱冰暖，

从业河汾怡冁。

春风中坐，醇醪如饮，

酌水簪盍勔。

天鹅回归
一宵叶落枝头净，

枯草随风萎谢行。

冬日暖阳湖水绿，

嘎声影近展霜翎。

西江月·回首桑梓
寂夜清风拂月，

菊香和煦迷人。

师尊身影待晓晨，

授业行洁暖云。

溪客争妍知夏，

红梅含笑报春。

几度烟雨雪花纷，

黉舍钟灵烙印。

烙馍，在汝州也叫烙油馍、葱油饼，是家庭最

常见的一种面食，大都用于早餐和晚餐。

早起慌里慌张上班族的一天，很多都是从一

张烙油馍开始的，到风穴路35号实惠小吃店吃

早餐的人们始终都是摩肩接踵，这里的烙油馍经

济实惠，好吃不贵。

烙油馍，首先切葱花备用，然后和面，直到面

团手感暄软为最佳。将和好的面团平均分成几

份，在案板和手上撒适量面粉，用擀面杖将面团

擀成大圆面片。均匀地撒适量盐，然后再用擀面

杖略擀使盐粒融入其中。在中间倒适量油，用面

片四周蘸取使油尽可能均匀布于面片上。撒适

量葱花，再撒少量面粉于葱油面片上（便于增加

起层）。将面片下边向中心上折，再将左右两侧

分别向中心翻折，最后将面片向上整体卷起，收

口捏紧。根据面团大小分成小面剂，将收口处捏

紧。把圆柱形面剂拧螺旋状后压扁，再将压扁的

面剂擀开成锅子大小的面饼即可入锅烙制。入

锅后稍停一会儿即可用筷子和锅铲辅助堆挤面

饼，然后翻面继续烙制，倒入少量油用锅铲抹开，

再继续堆挤面饼（协助起层）烙制一会儿即可食

用。

汝州有民谣：

日头出来红火火，好汉娶个懒老婆。好吃

嘴，怕做活，拿着麦子换蒸馍。听见邻家鏊子响，

扯着孩子去要馍。人家给她掰块馍，又称大嫂又

喊哥。人家不给她掰馍，她把鳖脸黑丧着。照着

孩子打一拳，走，咱也回家烙油馍。狠狠挖上一

斗面，舀那棉油三大勺。凉水倒有一大桶，放到

盆里去和和。不会擀，不会烙，大腿板上搓橛

橛。一头搭到鏊子上，一头扔到清灰窝。不管生

熟吃个饱，撑得光立不能坐……

又童谣：

晌午错，鬼推磨，推住娃子拾柴火，推住闺女

烙油馍。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张鸿飞张鸿飞 张晓丹张晓丹 文文//图图

新年前夕又有好消息新年前夕又有好消息，，河南弘宝汝瓷坊河南弘宝汝瓷坊

有限公司汝瓷文化传承基地有限公司汝瓷文化传承基地——弘宝汝瓷文弘宝汝瓷文

化园化园，，入选入选2022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非遗旅游景区优选项目非遗旅游景区。。

此次评选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此次评选由文化和旅游部指导、、中国非中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承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承办，，入围单位入围单位 200200

个个，，分别是分别是：：非遗旅游景区非遗旅游景区7878个个、、非遗旅游小非遗旅游小

镇镇4141个个、、非遗旅游街区非遗旅游街区4040个个、、非遗旅游村寨非遗旅游村寨

4141个个。。

弘宝汝瓷文化园位于汝州市东北大峪镇弘宝汝瓷文化园位于汝州市东北大峪镇

大红寨景区大红寨景区，，是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汝瓷烧制是以国家级非遗项目汝瓷烧制

技艺与文化为主题的国家技艺与文化为主题的国家AAAAAA级非遗旅游级非遗旅游

景区景区。。景区依托汝州原产地汝瓷的独特优景区依托汝州原产地汝瓷的独特优

势势，，建设有研学中心建设有研学中心、、技能拓训中心技能拓训中心、、古法柴古法柴

烧演示中心烧演示中心、、汝瓷艺术品展示中心汝瓷艺术品展示中心、、弘宝汝瓷弘宝汝瓷

院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及河南省汝瓷关键技术工程研及河南省汝瓷关键技术工程研

究中心等究中心等 66个科研平台个科研平台。。近年来近年来，，先后接待先后接待

来自北京来自北京、、郑州及周边地市非遗研学旅行人郑州及周边地市非遗研学旅行人

员员2020余万人次余万人次。。20182018年年，，央视少儿频道央视少儿频道““芝芝

麻开门麻开门””栏目专程到弘宝汝瓷文化园录制栏目专程到弘宝汝瓷文化园录制、、播播

出了两期非遗科普研学专题节目出了两期非遗科普研学专题节目““挑战大现挑战大现

场场——探秘汝州窑探秘汝州窑”。”。

近年来近年来，，弘宝汝瓷文化园先后被命名为弘宝汝瓷文化园先后被命名为

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河南省十佳科普教育基河南省十佳科普教育基

地地、、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河南省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河南省河南省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文化产业示范基地、、河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河南省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士统战工作实践创新基地、、河南省党外知识河南省党外知识

分子实践创新基地分子实践创新基地，，汝州市弘宝汝瓷传习所汝州市弘宝汝瓷传习所

已成为汝瓷文化非遗传习已成为汝瓷文化非遗传习、、科普教育和研学科普教育和研学

旅行的重要目的地旅行的重要目的地。。

就当下的中国而言，县城的数量，远远

超过那几个大城市的数量，在县城生活的

人数，也远远超过那几个大城市的人数。

就地大物博的中国实际而言，这些数目巨

大的县城的存在，也为地域的稳固和社会

的稳定起到极大的支撑作用。

在有着四通八达交通的大城市，绕个城

起码也要大半天，要是上了分不清的几环，

更说不定什么时候才能绕下来；而在曾经的

县城，从东关到西关也不过是半个钟头的光

景，围着几条主要街道的毛细血管一样的背

街小巷，溜溜达达怎么也不会迷路。

曾在北京、郑州等大城市工作生活过

数年，就个人感受而言，这些地方除了领

先、发达、机会多、财富广、适合实现梦想等

等美好词语加持以外，最不方便的就是，无

论工作还是生活，要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

地方，都要承受堵车、转乘搭载各种交通工

具之苦。比如在北京有朋友约吃饭，从这

边到那边要提前一个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

出发，就这还不一定能准时到达，更甭提找

人办事了。

而在县城，大概一个钟头可以环城一

周还顺带绕下商业核心区，但仅在这短短

的环城之旅里，各种光景汇聚其中。这边

厢还在星级的宾馆酒楼前看人推杯换盏，

那边厢就看到叼着旱烟蹲在路边卖菜的老

农；前脚还在商业区逛着大型超市吃着国

际知名品牌快餐，后脚就和朋友在路边支

起的小摊前撸着小串，实在等不及可以绕

过老板直接取菜补齐。

嘲讽揶揄县城的那些人在历数县城的

“罪状”时，把熟人社会、人情世故、闲散安

逸、独立匮乏、人间烟火都罗列其中，却不

知这些正是县城的魅力所在。北上广代表

着更好的发展机会、更大世界以及千般好

处，但在小县城，有父母的陪伴、朋友的欢

聚和安逸的生活，难道不好吗？

在中国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分

布了约300个城市，2800多个县城和约60

万的广大农村。生活在县城这个位于城市

和乡村之间的融合体的人们，也仿佛是在

城市与乡村的夹击之下，身上混杂着一股

子淡淡乡土气息又夹杂着大城市的一股子

时尚劲儿。

坊间曾风靡着这样的说法：北上广是中

国的幻想，唯有县城才是真实的底色。没

错，正是县城，这个地域、行政区划、文化经

济发展均处于中间地带的融合体才能更加

包容地展示出中国最真实、最多面的样子。

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灯火璀璨遮盖了

人间最初的粗糙模样，而农村淳朴的青山

绿水间又看不到科技发展带来的灯红酒

绿，所以，想要看懂中国、读懂中国，就只有

在县城之中，去真正看清这根本的底色。

所以说，你有你的光鲜亮丽的大城市理

论，我也有我的烟火氤氲的小县城意识，没

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有人的眼界看法不同。

阴阳怪气地数落，指手画脚地揶揄，咱们小

县城的人只能是冷眼相看、漠然置之了。

□李盟飞

叙事·酒
2022年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揭晓

弘宝汝瓷文化园入选非遗旅游景区

小
县
城
最
中
国

小
县
城
最
中
国

注：鲍酒师，旧时的民间调酒师
（李盟飞，1989年毕业于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学

校，汝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干部）

采桑子 南乐际遇
方山夕照湖波净，

古槐朦胧。

景仰文宗，

拜谒仓颉华夏中。

卫河岸畔商街盛，

君子邦兴。

昌乐相逢，

叙旧簪盍酒面醒。

西凤酒海
穆公寻马施佳酿，

博望出塞赶路忙。

西凤传承熟酒海，

槐瓤六窖凤翔藏。

柳林话古今
华夏千秋载古今，

八方来贺聚嘉宾。

轮回六窖愧瓤曲，

一脉相承品柳林。

古井九酿
徽瓦白墙聚客商，

玉醅九酿匠心扬。

桃花春曲无极水，

年份原浆古井香。

鲍酒师
杜康河畔酒飘香，

店铺林中鲍酒坊。

车马迎门商客聚，

鲍师酿造美名扬。

云雾弘宝云雾弘宝

□李晓伟

走在大街上，总有熟

人打招呼；在饭店、超市，

总有熟人点头示意；在单

位、办公场所，总有熟人会

心一笑；哪怕下乡，也总有

熟人相互关照……这就是

原生态的中国县城，也是

最具人情味、烟火味的县

城生活。

最近看过一些描写县

城生活的文章，诸如《混在

县城》《活在县城》《浪在县

城》等，听名字都带着一股

儿馊味儿，让人感觉不舒

服。在这些文章里，把县城

描述的落后、封闭、不思进

取、安于现状、停滞不前，好

像县城是处在另一个星球

似的，好像这些人不是从县

城里走出去似的。

且不说“存在即是合理

的”，自秦朝郡县制产生以

来，县级作为行政管理机构

和区域划分已存在数千年，

在历朝历代都起到不可估

量的作用。而今在科技高

度发达、经济高速发展的浪

潮下，县城却成了个别人嘲

讽揶揄的对象。

有的人向往纸醉金迷、五彩缤纷的大

城市；有的人喜欢家人闲坐、灯火可亲的小

县城。

这不奇怪，也不矛盾。

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向往大城市的

一切，向往着随处可见的便利店和各种便

宜到极致的共享产品，向往着彻夜灯火的

北上广，向往着灯红酒绿和高楼耸立，向往

着每天都见得到的人间烟火气……

可后来发现，无论是南下还是北上，漂

泊的生活都不是那么的容易。毕竟，无论

是在小县城还是北上广，一个人要想实现

一个“小目标”，岂是那么容易的事。

反过来说，虽然小县城没有大城市的

繁华，小县城挣的钱也没有大城市多，但相

对来说可以有更多的时候陪亲人、陪爱人、

陪朋友。有人喜欢大城市的拼搏，有人热

爱小县城的安逸。没有好与坏，全凭自己

如何选择。

无论时光雕刻了大城市，还是岁月沧

桑了小县城，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小县

城，衬托不出大城市；没有大城市，也点缀

不出小县城。大城市里，有让人沸腾的梦

想；小县城里，则有安抚灵魂的根脉。

但是，在时代浪潮的洗礼下，小县城固

有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也不断受到冲

击。

如今，自带温度的小县城往往被其所

独有的文化所牵绊着，在传统文化的制约

下，各类时尚、文化都在努力突围中不断对

抗与妥协，形成了一种独特乡土气息下的

新兴文化。也就是说，大城市里兴什么、县

城里的人也往往不甘落后地学着什么，然

而往往画皮无骨，失去了其精髓只保留张

扬的形式而不自知。

与此同时，旧时文化的风俗习惯又一

样不落地在县城中传承，使得县城众人的

大脑不断被新旧文化的各种矛盾所冲击，

一方面向往外面的大千世界，欣赏着琴棋

书画的艺术之美；另一方面却又迷恋着抖

音里无厘头的搞笑。大城市兴起了网购文

化，小县城人亦不甘落后，玩得不亦乐乎。

就这样，小县城在夹击中生存与发展，

形成其独有的生存法则。而那些与县城一

般生存在奋进与固守间的万千民众，往往

也是被时代浪潮夹裹着前行，指尖碰触到

那巨浪的尖端，双脚却没能离开原有的属

地。也许只有这样，我们在机会来临时，才

有更多的选择与发展，小县城亦如是。

因为，县城才是中国最真实的底色。

这话没错，“小县城，最中国”。

大城市间，若非刻意邀约，大街小巷往

来其间的都是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彼此擦肩

而过浑然不知谁来自何方又将去向哪里；而

在县城，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都是似曾相识的

面孔，遍地熟人的脸上刚刚打过招呼的笑容

这个还没有落下，那一个便接踵而至。

在小县城，见谁不笑着打招呼，本尊都

感觉不好意思。至于谁与谁有什么驴尾巴

吊棒槌的层层叠叠拐弯抹角的关系，大家

都心知肚明。稍微有点名气的，家里谁都

在干什么，大家更是心照不宣。

小城的烟火味，都蕴藏在平凡的日子

之中。

浆面条、胡辣汤、手擀面、水煎包……

这些小县城专属的美味小吃，总是冒着热

气腾腾的温度，安抚着县城人的肠胃。什

么捞、什么庄、什么奴、什么基等等一系列

风靡全国的火锅店、西餐店在县城也总能

觅到芳踪。此起彼伏的叫卖声，熙熙攘攘

的车流声，这是小县城里的独特烟火气。

晨曦初露，漫步在小县城的各个公园游

园，能听到各式各样的商贩们此起彼伏的吆

喝声，老人晨练时闲话家常的聊天声，还有

忙碌的家长们载着自家孩子，穿梭于人流

里，买早餐、送孩子上学、自己去上班，平凡

小县城一天的序幕就这样徐徐拉开了。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小县城里又是另

一番热闹景象。无论是大酒店还是小饭

馆，无不人声鼎沸，热气蒸腾。人们结束了

一天的劳作，开始了不算夜生活的夜生

活。亲朋好友三五成群、一家和睦扶老携

幼，纷纷来到这些地方，点上自己喜欢的饭

菜，沸腾各自喜欢的火锅，你劝我让、吆五

喝六，自是一番热闹景象。若不愿凑热闹，

就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在暖黄的灯光下，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着饭，有说有笑，各自讲

着今天所发生的事。时而欢喜时而忧愁，

时而高兴时而吵闹，一切都是那么的朴实

无华，却又是那么的自然惬意。

小县城的生活，处处都是琐碎的温暖

和感动。每个人都在用力地呼吸、全力地

奔跑、认真地生活着。

不错，在县城，“熟人好办事”。在这个

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基本上都存在着

一种私人关系，或者通过熟人的熟人的熟

人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一张张关系网。

这张大网，网住了县城的熟人社会，令这里

的人们依然无限向往着体制内的工作和生

活。毕竟除了稳定的工作、可观的收入和

福利之外，更意味着“无限接近地方资源分

配的中心”以及在这个县城里的阶层地位。

就收入而言，县城人的月收入三几千元，

远胜于大城市的数万元。且不说房贷，因为

县城人的父辈，不管有钱没钱，基本上都会竭

尽全力为子辈们提前购置好房产备做婚房，

所以经济上基本没有什么压力。同时，县城

消费水平普遍较低，只要不去沾染黄赌毒，这

些收入基本够用。至于豪车，在县城里也能

像模像样地看到几辆，不用问，肯定是当地几

位比较有名的本土企业家所有。

小县城的人口流失，源于父辈们的外

出打拼，毕竟，大城市的机会多一点。有能

力的、有资源的，起步就是到大城市做生

意，经过闯荡拼出自己的一片天地，然后买

房举家迁入大城市，融入更加广阔的空

间。文化层次较低、资源匮乏的，则只能从

事底层的服务行业和体力劳动，却无论如

何都难以融入大城市的血脉。若干年之

后，只能无奈地从大城市撤退，把自己无法

实现的梦想寄托到下一代身上。

小县城的人口流失，由此拉开序幕。

受时代浪潮影响，如今县城的孩子们

也学野了，只要在大城市里上过几年学，学

识高了，眼界宽了，都不大愿意回到生于兹

养于兹的县城了。要不要留在北上广，似

乎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成了县城年轻人

纠结的问题。因为已经在大城市打拼的年

轻人再回到家乡、回到小县城里去，这里的

人情关系会让适应了北上广效率的他们感

到不适应。再说，大城市的虹吸，也让更多

的县城年轻人蜂拥而去。

小县城的人口流失，也就此达到高潮。

但是，由于一级基层政府的存在，县城

的基本盘依然稳定如初。该有的机构都有，

该有的设施具备。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这就决定了县城的无限稳定性。

同时，因为我们的社会在高速发展，小

县城也在逐步扩张，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

城买房，安居下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城

市版图的扩大，小县城也有可能会变成大

城市；而那些更小的城市，也有可能会随着

人口的外迁而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我们无法阻挡整个社会慢慢变成这

样。在县城的增扩过程中，一些与大城市一

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也由此产生。所以，

在由传统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的过程

中，县城人必须处理好“重构信任”这一课

题。只有建立了陌生人社会中的“信任”，我

们的社会、我们的县城才会变得有温度。

【壹】

【贰】

【叁】

【肆】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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