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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最美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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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徐启峰

俗话说&好吃不过饺子'#在天津打

拼的周口商人中# 有一位靠饺子起家的

大厨谢文化#不仅自己办了食品厂#还组

建了一支车队#生意做得风生水起$

0

月中旬#&出彩周口人' 专访组在

天津津南区庆龙民生食品厂见到了这位

&饺子大王'#一位豪爽的中年人$与此次

天津之行我们见到的诸多成功商人不太

一样#他的办公室布置得很朴素#桌椅沙

发油漆斑驳#看上去很有年份$他用一个

铝水壶泡上叶片很大的&铁观音'#拿出

一摞纸杯#热情地招呼%&喝水#喝水$'显

得不拘小节# 我们的采访就在这样随性

的氛围中开始$

做厨师"客人都点#谢师傅的饺子$

/+

年前 #

'&

岁的谢文化初中毕业

后#离开老家鹿邑县张店乡东谢楼村#带

着向别人借来的
*+

元钱和一床被子#来

到了天津打工$

在天津为了谋生# 谢文化到南开区

一处蔬菜批发市场买了一些蔬菜# 到路

边贩卖$后来经过老乡介绍#谢文化到一

家饭店做刷碗工$谢文化为人实在#干活

利索#学东西也快#饭店厨师对这个年轻

人照顾有加#教他学做菜$谢文化很快入

门#厨艺突飞猛进$

一年多后#谢文化学成出师#到塘沽

区一家大酒店工作#正式成为一名厨师$

在这家饭店# 谢文化的厨艺得到客人的

赏识#冷热素荤样样拿得出手#更令人叫

绝的是他包的饺子# 皮薄馅大# 汤汁浓

郁#鲜香可口$因此#很多客人慕名而来#

饭店每天爆满#几乎是每桌必点&谢师傅

的饺子'$

谢文化的饺子为什么这样好吃( 他

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那时候#他曾经骑

着单车遍访名师#集采诸家之长#对饺子

这个再也普通不过的主食进行了一系列

革新$ 以猪肉白菜馅这个最常见的品种

来说#冬季白菜水分大#味道鲜美#在馅

中的比例可以大些#夏季白菜水分少#用

多了会发苦#就少用点)调馅时要适当放

点糖#这样汤汁更为鲜美**

掌握了这样一套&秘技'#谢文化的

饺子脱颖而出也就是必然了+ 由此让人

联想起畅销全球的&可口可乐'#其主要

配料是公开的#包括糖,碳酸水,焦糖,磷

酸,咖啡因,古柯叶等#其他竞争对手也

这样做# 但可口可乐的核心技术却是占

不到
'1

的神秘配料---&

,2

商品 '#这

个配方一直密封在银行里# 是可口可乐

的压箱之宝+谢文化饺子中的&

,2

商品'

是什么(他笑着说%&都是些小改进#最关

键的是用良心做食品#民以食为天嘛#态

度要正#材料要真#就能包出好饺子+ '

开小厂"经历风雨终见彩虹

自己的饺子这么受欢迎# 让谢文化

萌生了一个想法%做个手工饺子坊#可能

会累点#但这是自己的事业+他向酒店经

理提出辞职# 经理极力挽留# 说%&谢师

傅#你要是嫌工资低#咱们可以商量#你

随便要+ '

谢文化去意已决# 他对经理说%&不

是工钱多少的事#是我自己想做点事#如

果我去别的饭店上班 # 那是我不够朋

友+ '

离开大酒店#谢文化开始自主创业#

他向别人借了
)++

元钱# 买了一个二手

冰柜和一辆旧自行车+第一次卖饺子#他

精心配好馅#包了五六斤饺子#骑上自行

车到一家小饭店推销+ 饭店老板对他的

饺子不相信# 说%&我们进的都是正规大

厂的产品 # 来路不明的食品我们不敢

用+ '

谢文化说%&我借你们的锅煮一下饺

子 #你尝尝再说+ '一锅饺子煮好吃罢#

饭店老板说 %&明天起 # 你给我多备点

货+ '

就这样#谢文化一家一家进店推销#

饺子打开了销路+他的饺子味道好#口碑

相传#一传十,十传百#生意越来越红火+

靠单干起家# 谢文化也经历了很多

艰难#让他最难忘的有两件事+一是有次

他和妻子买食材回家#下起了大雨#来到

江边坐轮渡时发现钱不够了# 他请求免

费载他们一次#船资不过
/

元钱+售票员

说%&我不认识你们#这样做违反规定+ '

谢文化一想也是#不能让人家为难#就和

妻子骑车多绕六七公里# 过海门大桥回

家+ &多亏我们年轻身子骨壮#不然非淋

出病来+ '

还有
/+++

年冬天的一天#天津下起

大雪+ 谢文化像往常一样到各个饭店送

完货#又去菜市场买了一车蔬菜才回家+

他骑的三轮车经过海门大桥时出了状

况#发动机熄火+ 迎着风雪#谢文化推着

沉重的三轮车走上海门大桥# 他的外衣

被雪淋透#内衣被汗水浸透#里面两层都

是水#好不难受+

他回到家换衣服的时候# 被岳父母

看到#老人心疼地说%&咱们不干了#回家

也饿不着#不能在外面受这个罪+ '

但是谢文化干劲正大#

/+++

年他每

天能卖几百斤饺子#一年挣了
*

万块钱#

而在家乡一年能挣三四千就已不错了+

&那年年底#我买了辆天津大发#是我们

村第一个有车的人#有好几年没回老家#

但有了车觉得要回去一趟了+'谢文化嘿

嘿一笑#&现在我们公司卖饺子送货的车

有几十辆了#却没有了那时的虚荣心+ '

/++)

年#谢文化生产的饺子已经在

天津市卖出了名气# 当地技术监督局负

责人找到谢文化# 帮助他成立庆龙民生

食品有限公司# 并办理
34

企业食品生

产许可证#扩大经营规模+有了正规的工

厂#谢文化的业务量扩张更加迅速#其生

产的速冻水饺以天津市为中心# 向周边

城市辐射#如今在北京 ,唐山 ,沈阳 ,德

州,保定,石家庄等多地均有代理商+&按

综合能力# 庆龙民生食品厂在天津能排

在第三#但是单论饺子#我们是数一数二

的+ '谢文化自信地说#目前天津市大约

有
0+1

的饭店, 食堂的速冻水饺是他供

应的#每天销量达
')

吨+

现在谢文化已不再亲自动手包饺

子#但每批饺子出来样品后#他必须亲自

品尝+ 在他的工厂里有个电磁炉专门煮

饺子# 谢文化说这是他们的质检室#&我

做饺子这么多年#只要是在工厂里#每天

都要尝尝我们自己生产的饺子# 味道不

好就要查找原因迅速改进# 直到煮出我

满意的饺子+ '

谋做大"寻求多样化发展

随着食品行业竞争的加剧# 谢文化

的水饺厂也受到冲击+&我们以前是以手

工水饺起家# 最多时厂里有
/++

多名工

人包饺子#但是人力成本越来越高#实在

难以承受#不得已上生产线#实现机械化

操作+ '谢文化无奈地说#上一批机械就

得裁一部分人# 现在厂里只有
*+

多人#

但是为了生存#也没办法+ 即使这样#一

吨水饺也就赚二三百块钱# 利润相当微

薄+

食品生意如此难做# 谢文化也另想

了一些出路#他在山西组建一个车队#有

各种大型机械车辆十多辆# 已成为他目

前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他又怀着 &搞搞

看'的态度#做了一个银饰品店#效益尚

可+但他最大的心思还在食品厂里#为了

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他准备走多样化发

展的道路#在生产速冻水饺的基础上#增

加汤圆,粽子,扣肉等产品#让顾客有更

多的选择+

&不怕不赚钱#就怕货不全#靠单一

品种真的太难了+'谢文化说#&我以前当

厨师#做扣肉是我的强项#前不久#我试

着做了一批扣肉#送到饭店里去#反馈很

好+ '

采访结束# 谢文化热情地请家乡客

人到饭店吃饭# 上车时他特意安排司机

说%&多带几袋水饺#让家乡人尝尝+ '结

果那天中午# 他拿的
&

袋水饺被一扫而

光#我们看着桌上一堆饭菜#再难下筷+

,-./012345

记者 李一

李静是川汇区七一路办事处新闻社

区一名普通居民+不管是不是刮风下雨#

她都会热情地帮助有需要的邻居+ 她甘

心帮大伙儿跑腿办事儿# 已经坚持十年

了+ &热心人'&社区工作宣传员'.*一

个个形象的名词#成了她的代称)乐于助

人,关心邻里**一件件小事,一个个故

事让她变成了小区里的&名人'+

上世纪
$+

年代末#李静夫妇双双下

岗# 之后他们靠着做一些小生意贴补家

用#家庭生活十分困难+

/++)

年#社区主

任张凤梅了解情况后# 根据政策为她一

家办理了低保+偶尔有一次#邻居有急事

办事不方便# 热心肠的李静帮着去办理

了+之后#李静就常常帮邻居跑腿去社区

办理业务#&李静对社区工作门儿清'这

句话渐渐就传开了+ 邻居谁有急事或者

办事不方便#都会求助李静去办#李静也

对社区工作的流程逐渐熟悉#如办理/独

生子女父母光荣证0, 办理一胎准生证,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 就业

困难人员认定,城乡社会养老保险等等+

去年夏天# 李静帮助邻居们办理了
&

个

/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0# 最多一天办理

了
0

个+

现在#邻居们去社区办事前#有的会

先咨询李静#有的甚至全权交给李静#让

她帮忙办理+&我就是帮助邻居们做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李静说#&我觉得能为

大家做点儿事情#我也很开心+ '

&李静真是好# 我们做邻居这么多

年#从来没见她跟谁红过脸+她是个热心

肠#经常帮助别人#只要在我们这个小区

住的#谁有点儿事都会请李静帮忙1 '小

区居民袁双兰说+

家里的事还忙不完# 哪还有功夫操

闲心( 可李静并不这么想#&我总觉得住

在同一个小区里#自己的家在这儿#邻居

的家也在这儿#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

互相照顾,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我愿意为

邻居们跑腿#因为我熟悉办理流程#何必

让邻居们多跑2冤枉路3呢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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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张

晓丹"近日#不少市民打电话反映#市

区建设路东段有叉车, 吊车占道揽活

的现象#严重影响了车辆和市民通行#

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

月
/0

日上午#记者来到大庆路

与建设路交叉口#看到红绿灯口东边#

道路两旁停放了
'+

多辆吊车和叉车$

由于这些车辆占用机动车道# 车辆左

拐右拐#都受到很大影响#很容易造成

交通堵塞$一位年约
)+

岁的男子介绍

称#这里已形成了工程车&马路市场'#

因该处聚集的工程车较多# 每天都有

租赁者来此洽谈生意$

建设路是周口中心城区交通主干

道之一#人多车多#人车混行安全隐患

很大$ 便利店主张先生对记者说%&这

些车都是揽活儿的# 一有活儿他们就

把车开出去了#结束后就停在这里#车

多的时候#路两边停得满满的#这样已

经有
/

年了#也没有人管$ '

&这些车停在这里不光影响交通#

也影响城市形象$ 希望有关部门能重

视此事#让这些车停到该停的地方#这

样既方便司机#也方便市民出行$ '路

人王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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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张晓

丹"进入四月中旬#在轻柔的春风微微吹

拂下# 杨絮柳絮便如雪花一样在空中轻

舞飞扬# 给刚从冬天走来的市民带来一

份温暖惬意的&冬意'$ 飞絮景色虽如漫

无边际的飞雪一样美丽# 但也给市民带

来一定的烦恼$

据了解#正常气候状况下#杨絮会持

续
0

周左右,柳絮持续
/

周左右$柳树以

滨河路为主#景色最为怡人#市民也深受

其害$ 记者在滨河路段采访了一位用纱

巾捂着头和脸的路人# 她说%&好看是好

看#就是太折磨人了#一不留神它就钻进

你鼻子里去了#有时候钻进眼里#弄得睁

不开眼$ '一位家住河岸的市民反映#因

柳絮太多#飞得家里桌上床上都是#以至

于不敢开窗户$

杨絮柳絮对身体有一定的危害性#

尤其对过敏性体质的人$ 医院门诊医生

介绍#因杨柳絮过敏#去医院就诊的市民

相应增多$ 医生提醒市民出门要捂好脸

和眼# 杨柳絮本身无毒# 但被吸入鼻腔

后#会引起强烈刺激,流涕,咳嗽和哮喘

等反应)过敏性体质#会引起皮肤瘙痒)

飞进眼里#眼结膜会发红#严重的还会影

响睡眠$ 另外#杨柳絮在飘扬过程中#夹

杂了汽车尾气,尘埃,花粉甚至致病菌#

很可能传播病菌# 导致敏感人群诱发疾

病#甚至加重病情$ 因此#每年杨柳絮纷

飞时节#过敏患者也会增多$

医生建议#有支气管哮喘,过敏性支

气管炎及鼻炎, 皮肤过敏的市民外出时

应戴上口罩或围上纱巾# 尽可能避开杨

柳絮飞扬的路段$当鼻腔,口腔等黏膜粘

上杨柳絮后不要用手揉# 可以用干净的

手帕擦拭或清水冲洗# 这样可以避免手

上的病菌趁机侵入人体$

杨柳絮也易成 &导火线'$ 由于杨

柳絮很轻 # 飘浮在空中一旦落下就会

聚集成团 # 成团的杨柳絮极易引燃 #

而且速度很快不易控制 $ 家长 , 老师

应该对小孩做好教育工作 # 防止小孩

因贪玩点燃杨柳絮造成大火 ) 一些抽

烟的市民吸完烟后要确保烟头完全熄

灭后再将烟头丢弃 ) 居民家中的厨房

窗户最好配置纱窗 # 防止生火做饭时

因杨柳絮飘入而带来安全隐患 ) 工厂

的锯切 , 抛光等工序车间特别要防止

火星引燃飘入的杨柳絮 # 可采取勤加

打扫 , 配置纱窗等方式清除 , 阻断杨

柳絮 $ 此外 # 多在地面洒水降燥 # 也

是治理杨柳絮的好办法$

市园林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

植物飞絮属正常现象 # 产生飞絮的杨

树和柳树 # 都是观赏性极强的常见树

种 $ 因此 # 目前还不能完全杜绝杨柳

飞絮的发生 $ 市区柳树主要集中在滨

河路和中州路 # 目前解决措施除了洒

水降燥以外 # 主要还需市民出行时加

强自身防范$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市区八一大道桥东的孙猴庙泵站设备破损老化严重

LMNOP QGRST

本报讯!记者 马四新 实习生 刘迎

迎"近日#记者从市政管理处了解到#孙

猴庙泵站目前正在整修改造#预计今年

年底完成改造$ 改造完毕后该泵站将具

有污水和雨水分流功能#还附近居民一

个环境优美的坑塘$

孙猴庙泵站位于市区河北八一大

道桥以东#建于
'$&0

年#原来向沙河排

放的是雨水# 由于该泵站使用时间较

长#原来配备的三台离心混流泵设备破

损老化严重#附近居民的生活污水流入

泵站#致使该泵站煤灰坑进水口长期有

污泥淤积#无法分流雨水和污水#所以

这些雨污混合水便流入沙颍河#并散发

出刺鼻气味#给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带

来了许多困扰$

市政管理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现在我们正在老泵站西侧煤灰坑

内新建一座排水泵站# 改造为雨污分

流泵站# 具备向沙北污水净化中心提

排污水及汛期向沙河提排雨水两项功

能$ '

据悉#现在沿河堤及八一大道桥北

的出水管已完成了铺设#近期将在坑塘

北侧原污水进水口处修筑一道围堰#对

进入坑塘的污水进行了截流#以便进行

坑塘内污水进水管道铺设及泵站主体

施工$ 改造完成后#泵站污水将抽排至

八一大道北段污水主干管#最终进入沙

北污水净化中心进行污水处理$

&看到正在施工我们心里就踏实

了#天气越来越热#希望早日改造好#不

再有臭气熏天的污水流入沙河$ '家住

附近的张大爷高兴地对记者说#&家门

口的河水干干净净的# 环境变好了#我

们住着也舒服呀$ '

昨日!川汇区卫生系统开展义诊活动!为居民发放健康宣传资料
')++

多份!测

血压
'&+

余人次!免费义诊咨询
/.,

人次" 该活动倡导良好的个人生活习惯!提高

了居民们的自我保健和防病意识!受到居民们的好评"

王秋来 摄

谢文化在生产车间 召开员工会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