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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健 康 生 活

我曾是天津中国式摔跤小有名气的
业余运动员。

日前，得知第十四届全运会又有了
中国式摔跤比赛，这项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时隔28年重返
全运会，让我感慨万千，不由得想起当年
我与跤坛顶尖高手过招的情景。

1964年秋天，一个周日下午，我和
亦师亦友的跤坛名宿王宝禄前往“三不
管”跤场看摔跤，宝禄兄有意让我去长长
见识，见见高手。

那时，天津摔跤特别红火，市里有
专业摔跤队，区里有集训队和体校摔跤
培训班，而且社会上还保留着卖艺敛钱
的“三不管”和谦德庄跤场，闻名全国跤
坛的天津高手几乎都在这两个跤场撂
过跤。

走进“三不管”跤场，一个身材并不
魁梧的汉子迎了过来，宝禄兄向我介绍：
这位就是孟广斌。孟广斌是全国第一批
摔跤运动健将、全国冠军，他和王宝禄都
是天津“四大张”中摔跤最棒的“大老九”
张魁元的得意弟子。

宝禄兄对孟广斌说我是白宝森老师
的弟子，特来向高手学习，一会儿你带他
撂几下。他立刻跟我握了握手，然后上
一眼下一眼打量我，说道：你是“左架”，
有下“手别”，还有“抠腿”……还没过招
他就把我的撂法看出来了，厉害！

轮到我和孟广斌上场了，二人一照
面，他单手抓我“大领”拉我就走，我一跟
步他就给我来了一下“撩勾”，我没敢犟
劲儿，顺水推舟，没倒。他“吆”了一声，
回头看了看我，跟着又是一下“撩勾”，我
只觉得两耳生风，身子“嗖”的一下从他
腿上飞了出去，躺倒地上。

再一交手，他照方开药，依然拉我往
前，我怕他再用勾子，往后一较劲儿，他
顺势抬脚横扫，“耙踢子”又将我摔个仰
面朝天。第一跤向前赢我，第二跤向后
赢我，绝！

连赢我几跤后，他有意松了点劲儿，
我看他左腿略微靠前，立刻施展“手脚
别”攻了过去，这是一下你不倒我倒的
“舍本”绊子，就见他一个前滚翻躺倒尘
埃——也许他是成心翻跤。但不管怎么
说，我跟健将过招也算赢了一跤，高兴！

转年春天，也是周日，中山门新村的
刘福厚教练带着几个年轻跤手去谦德庄
跤场摔跤，并邀我同往，我正想到云集高
手的跤场一试身手，就和他们一块去了
谦德庄。

当时跤场上“说买卖”的是天津“二
大王”之一的王海兆老师，恰巧河北省专
业摔跤队的全国冠军、运动健将王恩信
利用公休日也来此“帮场子”。

王恩信跟刘福厚打个招呼，就亲自
上场，让刘福厚带来的年轻跤手轮番上
阵。慑于王恩信的威名，连续上去两人
都是一扒拉就倒，没有回合，观众不爱
看。刘福厚就让身材魁梧劲大出众的
“大块儿”上场。“大块儿”上去就两手抓
住王恩信的“中心带”，脑袋一低，猫腰撅
腚“堵”上了。凭王恩信的身份，在敛钱
的跤场不能将年轻跤手摔伤，可他不罗
不砸要想安全地摔倒“大块儿”，还真费
点力气。三跤两胜为一局，一局一敛钱
要老大工夫，王恩信怕影响跤场的收入，
就对刘福厚说：换个腰腿活泛的上来。

刘福厚叫我上场。我与王恩信一照
面，他就给我来了下“里刀”，我顺腿一
“挡”，化解了这下绊子。随后我就与他
战在一处。为了增强观赏性，王恩信展
开身手，绊套连环，招中有招，软硬功夫
兼用，真假绊子兼施，连战几个回合后他
才将我摔躺。他赢跤赢得漂亮，我倒地
倒得潇洒，观众觉得好看，都心甘情愿地
往外掏钱——观众爱看生人交手，输赢
都是真的，看着过瘾。

在与王恩信争战中，我看准机会给
他来了下“里舀子”，却见他飘腿而过，
我顺势上步，抬腿就是一下“拦门踢”将
其踢翻在地，立刻引起观众一阵叫好
声。王海兆老师马上到我面前问我：
“这跤是你赢的吗？”我马上回答，是他
翻（让）的。

其实，这一跤是我真赢的，但不是
他真输的——要是正式比赛，对付“里
舀子”他绝不会“飘腿”，只要“盘腿”或
“崴桩”，轻则让我躺下，重则让我腿伤。

就在自我感觉摔跤挺棒的时候与孟
广斌、王恩信过招，如果不是他们有意相
让，我连一跤都开不了张，真是人外有
人，天外有天，我这两下子，差远了！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姚宗瑛

□ 中国画 王佩翔/绘

我是家乡的一撮土
落地或飘舞
我都属于这里
不论风把我带到哪里
我还会回来
寻找我的乡音和乳名

一撮土
孔德芝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诗歌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 诗歌

一
是谁
穿透了黑暗的阻挡

让我们
在午夜里看到阳光

二
记忆潮汐
时常涌过岁月之窗
漫卷
生命的坚强

城市月光
依然缄默流浪
漂洗着
那些小村的张望

三
村庄
这个曾经土得掉渣的名词
还有低矮的泥屋
坑洼的土路
一双双被生活打磨得遍布老茧的手掌
一张张被岁月揉搓得尽是皱纹的脸庞

记忆深处
如炊烟一样缭绕回荡

那时候
泥土很软
撑不起
为一粒米弯曲如钩的脊梁
把一块钱勒进肉里的肩膀
甚至
对一件新衣服躲躲闪闪的
目光

四
时光如水
静静迂回流淌
别说
期盼在枝头晒成了旧梦的忧伤

那些懂得和被懂得的日子
都被季节收藏
希冀之中
最难忘微笑脸庞

每一串足迹
不只迷惘与惆怅

总有美好
深深印在心上

五
历经筋骨调整洗礼
承受脉络转型激荡
小村
终于长出城市温暖的翅膀
音符跳跃的街道
笔墨渲染的洋房
像春风一般
延绵流淌

这时候
泥土很硬
托得住
让一种眼神充斥渴望的光芒
把一段脚步满载美丽的向往
甚至
每一寸心田烙印上幸福的
力量

六
重回儿时模样
注视往复了千万次的灵魂守望

真的可以
采撷生生世世的祈祷
永驻春光

不只温暖的微笑隐却流浪
不只微笑的温暖抚慰忧伤
幸福花开
于曾经孤零的心底
静静绽放

七
缘自纯朴
起于粗犷
当命运
永恒为所有曾经的过往
心灵
温暖而又坚强

记下
您最美丽的模样
慢慢懂得
那些执着守候的昨日阳光
能够
晒干今天的衣裳……

最美的模样（组诗）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立 言

烧烤虽然不太健康，但它的诱惑难
以抵挡。如果特别想吃，注意以下几点
能将危害降到最低。

1.避免吃路边烧烤
路边车辆、行人来往比较多，汽车

尾气和空气中的粉尘，很容易直接落到
肉串和调味酱料上，带来健康隐患。

2.尽量不选明火烤
用明火烧烤的温度无法控制，更容

易产生致癌物。相对而言，炉烤、电烤
等“温和”或可以控温的烧烤方式更好。

如果选择可控温的烤炉，将温度保
持在160摄氏度以下，可以大大减少致
癌物的产生。

若只能选明火，也要挑从下面抽烟

的方式，并且食材与明火的距离要远
一些。

3.食材提前腌一下
有研究表明，将肉类食材提前用大

蒜汁、桂皮粉、迷迭香、柠檬汁、番茄汁
等富含抗氧化物质的调味料腌制一下，
有助于减少致癌物的产生。用番茄汁
和柠檬汁涂在烤肉上吃，可以减少致癌
物的危害。

4.烤时包裹一层“外衣”
用锡纸、竹筒、荷叶等将肉包裹后

再烤，可避免过多含致癌物的烟雾进入
食物中。如果没有“外衣”也可以将肉
本身的皮当作外衣，烤时可带肉皮烤，
吃时去掉肉皮即可。

烧烤的肉类越肥，脂肪越多，产生
的致癌物就越多。因此，少选择太肥的
肉，也可以带点吸油纸，吃前用吸油纸
擦一下。

5.烤制时间不要太长
在勤翻动的情况下，肉的表面受

热均匀，避免局部温度太高。同时，受
热均匀也会减少烤的时间。一般肉类
烤制时间不超过15分钟(与切块大小
有关)。

6.烤糊的部位不要吃
需要注意的是，烤得越黑的部位致

癌物含量越高，所以应将烤焦部位去掉
再吃。

7.烤肉用菜卷着吃

用生的绿叶菜裹着烤肉吃，或用紫甘
蓝、西兰花、菜花等拌个凉菜搭配烤肉
吃，对于降低烧烤危害有积极的作用。

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吸附有毒有
害物质，并将其带入粪便排出，防止有
害物质被吸收进入血液。

蔬果中丰富的抗氧化物质、植物
化学物等可抑制有毒有害物质的致癌
作用。

8.烤点淀粉类蔬菜
烤红薯片、土豆片、藕片等淀粉类

蔬菜，既能保护胃肠，又能增加膳食纤
维，还有利于各种矿物质的平衡。

(区疾控中心供稿)

入伏那天又闷又热，下班后经过
小区附近的人行道时，看到有一个卖
西瓜的摊位，一面包车的西瓜个头不
大但价格也便宜，才5毛钱一斤。我
就走过去请摊主帮着挑了一个，人家
用手掂了掂随口说道：“甭称了大
哥，您给两块钱吧。”我点点头，掏出
手机利用微信付款后，就提着装有小
西瓜的塑料袋走进了小区。

开门走进房厅换着鞋，望见妻正
在厨房里忙活着，她走出来让我先去
洗手。当妻看到西瓜时，满面含笑地
夸奖道：“今天怎么这么好啊，是不
是预感到我想吃西瓜，本来刚才要买
的，手里菜太沉就算了。”我本想说
因西瓜不是很重才决定买，见妻如此
高兴，也就“顺坡下驴”地说：“是啊
是啊，就是特意给你买的。”

吃饭的时候，妻用水果刀将西瓜
一切为二：薄薄的皮、红红的瓤、黑黑
的籽，看上去水汽很大、吃起来甜度
适宜。妻用勺一擓吃了下去，又一擓
送进我的嘴里，继续夸奖道：“今天表
现不错，奖励你喝口酒吧。”我诚惶诚
恐地接过妻递过来的汾酒瓶子，满满
地倒了一杯，咂了一口说声“好酒”，
便伸手挟了一筷子菜，心里也是觉得

美美的。妻从冰箱里取出一罐啤酒，
我俩便说说笑笑吃喝了起来。

这是近几年少有的吃饭时“琴瑟
和鸣”的场面了：自从孩子上大学去
外地后，我俩每天下班回来后，忙忙
活活做饭或干脆叫点外卖。吃饭的
时候，我喜欢在电脑上看些战争题材
的纪录片或电视连续剧，妻则钟情于
平板电脑上“追剧”，俩人既然看不
到一起去，干脆就互不干涉，谁也不
搭理谁般“各自为战”……

在入伏之日，我用两块钱就“赚
来”了稳稳的一晚上的幸福，看似偶
然、实则必然。在日常生活中，一家
人毕竟过得大都是“柴米油盐酱醋
茶”的日子，一点点的惊喜，也许会
打破平静沉闷的气氛，使之变得活
跃。这样辨证地看来，幸福实在是件
很简单的事情，只要大家平时稍微有
意无意地用一点心思“创作”，就一
定能够取得不错甚至意想不到的好
效果。

既然两块钱可以挣得满满的幸
福，那我们何乐而不为呢。从今天开
始，我们就每天动动小心思：为爱你
和你爱着的、喜欢你和你喜欢着的、
尊重你和你尊重着的人……

两块钱“赚来”的幸福
清秋

大杨宝辇项目位于东丽区无瑕街
道大杨村，该项目传自清顺治十三年
（公元1656年）。至今已历时四代，目
前的代表性传承人是邓洪平。 2009
年9月被授于“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013年被授于“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
文化遗产项目”。

大杨宝辇髙4.3米，穹窿顶，八角形
木制雕花翘檐。八只龙头伸出檐外，翘
檐和龙头贴金，龙头挂八盏坠角灯笼。
顶灯为八角形，穹窿顶装20盏灯笼。
辇身为八角形，高2.2米，上部周边垂檐
透雕两层，第一层雕12条金龙戏珠，第
二层雕10朵凤凰牡丹。辇身围黄呢布

绣花围子，挂有20盏挑灯。辇座为四
角形须弥座，宽2.18米，长1.88米，高
1.12米，四面围栏，围栏顶端雕小狮子
12只，周围挑灯12盏。须弥座第一层
雕云字符，第二层雕行云流水，四角雕
龙首，四条龙爪踏绣球，座围浮雕石榴
花卉，全部贴金。辇杆 6 米，总质量
600多公斤。

大杨宝辇以出会形式每年参加街、
村庆春节活动和区组织的元宵花会表
演，还多次参加天津艺术节、第二届中
国·天津妈祖旅游节、金街旅游节、第二
届北洋文化节开幕式等活动。

（区文化馆供稿）

大杨宝辇

八招降低烧烤危害
□ 服务

“执行合同”是衡量营商环境的重
要指标之一。区人民法院对标“执行合
同”指标，不断深化营商环境的改革与
实践，在缩减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降
低解决商业纠纷的成本、延伸司法职能
等方面，提出如下具体举措。

一、在缩减解决商业纠纷的时间方
面：一是持续加强审限管理。严格执行
法律和有关司法解释关于审理期限的
规定，全面落实上级法院关于审限管理
的各项工作制度，提高审限意识，明确
工作标准，最大限度缩短案件审理时
间；二是严格执行审判流程标准。持续
强化各审判流程的节点掌控，确保案件
审判程序严谨、规范，进一步缩短办案
时间，防止案件久拖不决，最大限度保
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三是加大“分调
裁审”工作力度。扩大小额诉讼程序适
用范围，推进案件繁简分流、快慢分
道。完善专业化审判机制，实现类案集
约审、难案精细审，全面提升审判质量
和效率。

二、在降低解决商业纠纷的成本方
面：一是深入推进网上立案、跨域立案、
电子诉讼服务全覆盖，深化“移动微法
院”建设和应用，提高智慧服务水平，为

涉诉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司法服务；二
是提高送达工作集约化水平。通过社
会化专业服务平台进行一体式集约化
送达，提高电子送达、电话送达等集约
化送达率，节约送达时间和成本；三是
完善执行案款管理机制。运用“一案一
账户”案款管理系统,简化案款发放操
作流程。充分发挥执行指挥中心监督
管理职能,对案款发放节点及时预警、
及时提醒、及时督促,确保案款发放及
时准确。

三、在延伸司法职能方面：一是加
强与企业的沟通交流。定期深入包联
企业，及时了解各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提供与诉讼业务相关的法律指导，提升
企业的风险防控能力。二是加大司法
建议工作力度。针对在审判工作中发
现的涉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企
业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及
时提出司法建议，帮助企业规范内部治
理，预防法律风险；三是加大司法宣传
工作力度。开设“营商环境”专栏，充分
发挥新媒体优势，扩宽宣传的广度和深
度。丰富宣传方式，通过开展讲座、解
答法律问题、邀请企业代表旁听庭审等
方式强化法治宣传。

区人民法院多措并举

维护公平正义 优化法制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