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口就沦陷的水酥饼 那是欲罢不能的味道
●记者 王宗林 吴富水
实习记者 王超 文/图

“香甜酥软，入口即化，才
吃着一口就沦陷了。”来到第七
届云南名特小吃暨民族饮食文
化节，当然要找最好吃的，西
双版纳游客波美玲来到丽江永
胜“清香斋”水酥饼展位前，
咬了一口水酥饼，不停地点头
说，这是她人生遇到最好吃
的饼。

不断有游客对水酥饼赞不绝
口，水酥饼摊位面前挤满了
人。品尝过后，所有人都开始
下单，并向老板索要电话，还
不停地询问，在网上是否可以
买到水酥饼，还用手机记住网
店的名称。

“吃的是文化。”老板周玉
华说，他的水酥饼制作工艺已
被列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他和妻子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这个制作工艺从他祖
母手上传承下来，如今已经传
承了第四代人了。工艺的特殊

性主要在于和面时加入了上等
猪板油，猪板油不能炼化，直
接打碎和面，使得成品水酥饼
掰开能看到油丝。烤制前，面
饼要在水中浸泡，再进行烘烤。

烘烤环节也尤为重要，烘
烤时要用木炭，老炉烘烤虽然

效率低，一次最多只能烤20个
饼，但他还继续沿用着，老炉
烤饼用的是明火，便于掌握火
候 ， 只 有 这 样 饼 才 能 保 持
原味。

周玉华说，他们小时候，
交通落后，面粉都是自己用石

磨来碾，普通人家很难吃到水酥
饼，当时的馅料也比较简单，板
栗、洗沙、桃仁、绿豆馅料等，现
在的水酥饼，有了凤梨、火腿、玫
瑰等，特别是今年新研发的松茸
火腿饼获得2020年度云南省金
牌月饼奖。

在永胜县开了3家店的周玉
华说：在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
开网店，深受网友青睐，商品一
度供不应求。因为整个家族有
40余人在做水酥饼，为了保证味
道一直采用传统的手工工艺制
作，所以产量有限。据统计，每
年线上和线下销售 60 万个水
酥饼。

“福寿桃”是周玉华“清香
斋”水酥饼店的商标，“清香
斋”水酥饼店也被云南省商务
厅评选为云南省老字号。周玉
华说自己在坚持传统制作的基
础上，不断推陈出新，推出了
水果系列、菌子系列、火腿系
列等新口味，他相信，水酥饼
一定会成为云南旅游美食的一
张名片。

绿的都是菜 动的都是肉

你吃过哪些红河美食？
●记者 王宗林 吴富水
实习记者 王超

红河州有11个世居民族，个
个都有其独特的饮食文化，食材
资源多种多样、美食小吃精彩纷
呈。13个县市，处处都有诱人的
美食小吃。红河州餐饮与美食
行业协会会长沈问金说，品味红
河美食，就是品味红河人，就是
品味独特的红河民族文化。

红河州因有独特的气候条
件，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红河之
百花也成为佳肴，平常大家爱吃
的就有玉荷花、石榴花、芭蕉
花、木瓜花、芋头花等。

除了花能吃，红河还有很多

虫也是上乘食材。竹蛹、树蛹、
棉铃虫、虾巴虫、蚂蚱等等，
不一而足。在红河州盛传这样
一句话：“凡绿的都是菜，会动
的都是肉”，这些都是难得的天
然 美 食 ， 也 是 当 地 百 姓 的
最爱。

如果你吃过蘸水鸡，就会看
到服务员会端一大碗蘸水上桌，
这里面有着20多种佐料，佐料中
有鸡蛋、鸡杂、花椒、香菜等，蘸
水既可以蘸鸡肉，也可以当做菜
来吃。红河人对佐料有着特殊
的偏爱，不论什么烹制方法做出
的菜，皆有佐料，即蘸水。在红
河，百草皆可以当作蘸水。常用
佐料有木浆子果、薄荷、砂姜、地

椒、苤菜、野葱、野姜等，不胜枚
举。如果你在餐桌上，看到有几
碗蘸水，你也别惊奇。这次文化
节，就有木姜子蘸水卷粉，门前
可是排着长队。

山茅野菜是红河人的“座
上宾”，红河山茅可成宴。红河
州有着一句谚语：“吃花不如吃
果，吃果不如吃叶。”绵延的群
山、特殊的气候，孕育了丰富
的野生蔬菜。有灰条菜、抽筋
菜、鸡脚菜、龙爪菜、观音
菜、车前菊、蝴蝶菜、刺五加
叶、木瓜叶、甜叶、蕨菜、苦
果、魔芋、海草等。野菜范围
很广，至少有近百种之多，叶
类、果类、植物芽苞、苔藓

类、蕨类、菌类等均可入席。
人常说，无酒不成席，红河

少数民族弟兄多善饮，红酒最著
名的就是“云南红”。白酒要数
焖锅酒和包谷酒。焖锅酒入口
留香，这是哈尼族人用心酿出来
的。如果你到哈尼族家中做客，
他们都会说：“不醉不够好朋友，
不醉不出家门口!”

此外，红河州还盛产茶叶，
于是就有了茶叶炒小肠等系列
菜。关于茶，还不能不说的就是
一种土制凉茶，实际上是一种中
草药，大多在烧烤摊上都有这种
凉茶，吃烧烤上火了，可以喝凉
茶泻火，当地把这种野生茶叫
作“山茶”。

顾客选购水酥饼顾客选购水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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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猛 文/图

泸西县永宁乡城子古村被誉
为民居建筑发展史上的活化石，
拥有迄今600多年前建造的“彝
族土掌房”1000多间，极具旅游
开发价值。城子古村有着悠久的
革命历史，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爱
国将领张冲将军少年时期曾在此
就学。解放战争时期，这里曾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盘北
指挥部所在地，中共泸西县委、
泸西县解放委员会就是在此成
立。在城子古村开发与保护工作
中，永宁乡党委充分利用红色资
源，采取党群联动的方式，将城
子古村打造为红色资源丰富、时
代特色鲜明、社会影响广泛的基
层党建示范点和精准脱贫示范
村，使城子古村成为宣传党的主
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
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乡村振
兴的“红色村”。

党群联动破解古村建设难
题。针对群众保护意识不强，村内
乱搭乱建，古村风貌破坏严重的问
题。永宁乡党委采取党群联动的
方式，动员群众积极主动参与，破
解城子古村保护开发难题。将城
子村党支部列为基层党建示范点，
通过优化队伍结构，充分发挥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动员党支部36
名党员主动拆除违建、打扫卫生，
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组织党
支部30余名党员入户宣传城子古
村保护开发意义，动员群众置换房
屋进行维修保护，为城子古村开发
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在取得群众
支持后，县委成立旅游文化投资开
发有限公司和城子古村管委会，统
筹县内人才、项目、资金力量，发挥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和市场运作优
势，对城子古村实施统一规划，统
一维护，统一开发。

挖掘红色资源打造旅游胜
地。永宁乡党委在开发城子古村
中，从规划设计到建设，注重挖
掘“红色资源”，通过重建和修缮
张冲旧居、盘北指挥部等红色遗
址、文物，建设红色文化系列展
厅和文化景观，挖掘和梳理红色
故事、人物、历史，推出一批红
色文化作品，把城子古村建设为
集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
育、党风廉政教育为一体的党员
教育基地，助力乡村振兴。目前

已完成张冲旧居、盘北指挥部等
革命遗址救治修缮改造及村史馆
建设，挖掘整理出 《张冲演艺》
《中国城子历史文化研究资料》
《城子古村历史文化简介》 等一
批红色文化作品。

红色旅游促农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在城子古村保护开发中，
永宁乡党委始终坚持“一个人保
护不算保护，全村人保护才算保
护；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
才算富”的理念，通过景区分红、
土地入股、民俗展示、建设务工、
经营餐饮住宿、特产销售等助农
增收。一是通过建立“党总支+

合作社连农户联龙头企业”的模
式，每年从旅游门票收入中提
取 8%至 10%的收益拨到服务
社，作为社员的分红资金。二是
优先保障当地居民的就业，对当
地居民进行分类施策培训，主动
参与到城子古村保护、发展和管
理中，既生活在古村，又能转变
为产业工人，获得稳定的工资收
入。三是依托城子古村的发展，
通过招商引资吸引各类龙头企
业发展特色种植、养殖、民俗、农
事体验项目，加快文旅、农业产业
发展，助农致富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

泸西县永宁乡：

党群联动打造“红色村”

●通讯员 付矢

本报讯 近年来，屏边县以卫
生整治、监督检查、制度约束、
激励引导4个常态化，构建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长效机制，实现村
庄“脏、乱、差”向净化、亮
化、美化转变。

卫生整治常态化。充分发挥
606名“组长助理”、1598名保洁

员、4282名帮扶责任人“三支”
队伍作用，引导村民紧盯屋内屋
外、院内院外、村内村外，持续
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监督检查常态化。用好用活
299 名驻村扶贫工作队队员和
328名村干部“两支”力量，定
期和不定期对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情况进行检查，适时通过党员大
会、群众大会对检查结果进行通

报，掀起比学赶优的良好氛围。
制度约束常态化。积极发动

广大村民，开展以人居环境提
升、移风易俗 等 为 主 的 大 讨
论，修订完善706个自然村村规
民约，并通过用好村务监督委员
会、鼓励村民相互监督等方式，
确保村规民约落实落地。

激励引导常态化。以行政
村为单位，建立爱心超市 76

个，通过以表现换积分、积分
换物品的方式，激发群众参与
人居环境提升行动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目前，已累计兑换190余
万积分。

●通讯员 师燕芳

“组长，跟你汇报一下，已
经辞职的小组长，他人是走了，
可账却一直没理清交接呢。”在
红河县委第十二轮巡察对红河
县洛恩乡娘宗村委会娘宗下寨
巡察时，有村民这样反映。

针对巡察发现的问题，该
巡察组及时采取个别谈话、深
入农户走访和查阅财务收支情
况等进一步核实。

“娘宗村委会娘宗下寨前
任村小组长李冲保离任财务手
续不清，群众意见大，2019年
11月村里召开过一次村民大会
讨论这件事，希望乡党委、政府
能出面处理，但一直没有结果，
希望巡察组能够帮助处理这件
事，还群众一个合理说法。”巡察
组在与洛恩乡娘宗村村组干部
个别谈话时，娘宗下寨现任村小
组长李娘龙无奈地说。

经调查了解，2019年5月，
李冲保辞职，口头告知其他小
组干部，其任职期间领取的集
体生态公益林金和天然林补
助金已全部用于村内公益事
业支出，无剩余钱款。后经巡
察组核查，李冲保在2016年5
月至 2019 年 9月担任娘宗村
委会娘宗下寨小组长期间，领
取集体生态公益林金和天然林
补助金共计45542元，其中，用
于本村道路修建、其他公益支出
共计21260元，截至目前，该笔
资金还剩余24282元在其手上。

巡察组在核查情况属实
后，第一时间联系当事人李冲
保进行个别谈话。起初，当事
人李冲保对其私自留存任职期
间的剩余集体资金一事抱有侥
幸心理，并予以否认。对此，巡
察干部与当事人进行了深入、
认真、严肃地谈话，并指出：“集
体生态公益林金和天然林补助
金属于村集体资金，岗位调整
后村组干部应及时就涉及的财
物进行交接，这既是对村集体
负责，也是对自身负责。如不
及时进行财务交接，将要负主
要责任，后果极其严重。”经教

育，当事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当即表示愿意将剩余资金
进行移交。

“村集体资金被离任组长
长期占用在手中，对其他村民
也不公平；而且村集体资金的
长期流失，影响了村集体经济
实力的壮大、集体资金使用效
益的提高。”巡察组认真分析
后，对该问题形成了立行立改
交办件，交由洛恩乡党委进行
核实办理。

在巡察组的督促下，洛恩
乡迅速行动，协助娘宗村委会
娘宗下寨进行追缴，于今年10
月 13日上午在娘宗下寨组织
召开村民大会，原组长李冲保
与现组长李娘龙现场进行了财
务交接，至此拖延了近一年的
财务交接工作得到了圆满
解决。

“组长，娘宗下寨‘老’组长
已经把钱交出了，感谢巡察组
的同志！我们村账务问题终于
有了结果，不然还不知道这个
事情要闹到什么时候才能解
决。”一大清早，县委第一巡察
组组长李志新接到娘宗下寨村
民的电话。

“现在村集体账目清楚了，
群众也没有什么意见啦，今后
我也会认真履行好组长的职
责，让群众的每一分钱都公开
使用并及时接受群众监督。”洛
恩乡娘宗村委会娘宗下寨现任
村小组长李娘龙感激地说。

巡察组针对“三资”管理混
乱的现状，要求洛恩乡党委在
全乡范围内迅速开展专项
治理。

“巡察的群众情怀，巡村最
能体现。核查出来的钱并不
多，但只要是群众关心的、在意
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三资’
管理问题是群众最关切的问题
之一，开展村级巡察，就是要聚
焦这一重点，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纠正，进一步规范村集体资
金管理，切实维护集体资金安
全，使资金所有者、使用者的合
法权益得到保障。”红河县委第
一巡察组组长李志新表示。

红河县：
巡察监督规范村干部离职财务交接

屏边县“四个常态化”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提升

河口县稳步推进创业担保
财政贴息贷款发放工作
●通讯员 杨辉娟

本报讯 河口县财政局以
服务为导向，创新思路，运用
贴息奖补等财政政策工具，通
过加大对再就业人员以及小微
企业创业小额担保贷款投入力
度，有力支持“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

2020年 1季度至3季度，

全县共发放创业担保财政贴
息贷款 2539 万元，惠及人
数 522 人，累计拨付财政贴
息资金 227.98 万元。充分发
挥创业担保贷款贴息资金的
引导作用，有效缓解疫情
期间个人创业就业与中小
微企业复工复产资金困难
等问题，为扶持该县经济建
设做出积极贡献。

●通讯员 李宗慧

本报讯 自“厕所革命”
工作启动以来，个旧市农业农
村局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充分
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宣传带动
作用，把农村“厕所革命”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举
措，按照“有序推进、整体提
升、建管并重、长效运行”的基本
思路，坚持试点示范、面上推广
与整体提升协调推进，因地制宜
推进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建设
和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公厕建
设改造，全面提升农村厕所改造
品质和管理质量，引导农民群众
养成良好如厕和卫生习惯，切实
增强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强化领导，落实责任。为确
保个旧市“厕所革命”扎实、有
序、高效推进，个旧市农业农村
局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加强统
筹部署，明确责任分工，实行党
政一把手负总责亲自抓，分管领
导具体抓，包村干部、村支部书
记坐镇抓的责任网格，进一步靠
实了责任、形成了合力，有力推
进了改厕工作。

强化宣传，营造良好氛围。
通过召开会议、张贴标语、LED
屏、村村通广播、实地考察等多
种形式，大力宣传农村改厕对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提高农民生活
质量和健康水平的重要作用，与
群众细算改厕的经济效益、健康
效益和环保效益，采用“线上+

线下”的方式，广泛宣传财政补
助政策及户厕改造工作的重要
性和紧迫性，形成“一传十、十传
百”的浓厚氛围，使改厕工作家
喻户晓、人人皆知，努力培育广
大群众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
习惯和生活方式，带动提高群众
讲文明、讲卫生、除陋习的意识，
增强改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整村推进，有序完成厕
改。严格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二类县市的标准和要求，整
村推进个旧市农村厕所改造建
设，个旧市把农村“厕所革命”
纳入脱贫攻坚工作体系，以脱
贫攻坚工作体制机制为农村厕
所改造工作推进平台。制定了
农村“厕所革命”实施方案，建
立完善农村户厕改造调度、通
报、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明确目
标、细化措施、压实责任，有序推
进农村改厕工作。制定了建立
农村改厕技术指导员制度实施
方案，对照农村厕所改造建设技
术标准要求，对改厕技术指导员
开展专业技术培训，切实提高
改厕质量，确保农民群众满
意。截至目前，个旧市完成无
害化卫生户厕改建 12887 座
（新 建 12495 座 、 改 造 392
座），完成上级下达8933座年
度改建任务的144.26%，已有
卫生户厕 38394 座、覆盖率
88.27%，比 2020年底目标超
出3.27%；完成行政村（涉农
社区）所在地无害化卫生公厕
改建27座，完成率180%。

个旧市农业农村局
坚持党建引领助推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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