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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筛酒，也就是

将浑酒放在旋子里，

用旋转的方法，使其

杂质沉淀，旋子的旋，

筛酒的筛，估计从此

而来。

青春的舞台
□安世乔

辣 爽 徐 州 □袁 冰

筛 酒 □李国文

婚藏几分情
□郑宁宁

按照辞典上的解释，筛酒，也就是斟
酒。据前人文字琢磨，这两个词似乎应该
有些区别，窃以为，筛酒好像是斟酒前一
道例行的去掉酒中渣滓的手续。

《水浒传》中行者武松说道：“不要小
盏儿吃，大碗筛来，只斟三碗。”根据这位
打虎英雄的话分析，如果“筛”等于“斟”，
那就说“不要小盏儿吃，筛来三大碗”即
可，何必还要说个斟字呢？看来，古人喝
酒前，是要将酒从容器里先筛出来，滤掉
混在其中的沉淀物，再斟到盏子或碗里
供人饮用。

《水浒传》很多提到喝酒的场合，都
用筛，而不用斟，可能因为直接筛在碗
里。比如“三个人坐下，武大筛酒在各人
面前”，筛和斟是一体完成的，从而可以
省略了这个斟字。可以从明代沈景《义侠
记·取威》里的一句唱词来判断，那就更
清楚了。“斟来，安问好和歪，但闻是酒须
筛。”看来，筛和斟，有可能是喝酒的两个
过程。

《红楼梦》描写怡红院夜宴有个小细
节，值得注意。曹雪芹写“两个老婆子蹲
在外面火盆上筛酒”这一句，提供了一个
信息，筛酒是在外间屋里进行，而且需两

个人共同操作，更证明筛和斟，不是一回
事。中国人喝酒，酒是要当着客人倒的，
只有外国人办酒会，酒杯才早早满上。贾
宝玉要是现在开生日派对的话，很可能
采取洋人的唱生日快乐歌，吹蜡烛，切蛋
糕，然后干杯的办法。那时，贾宝玉不懂
得追求洋式的时髦气派，于是，他的首席
丫鬟袭人派两个老婆子在外面先筛好，
再拿到屋里来。然后，从书中写到的“袭
人等一一的斟了酒来”“于是大家斟了
酒”“晴雯等已都斟满了酒”这些词句，用

“斟”而不用“筛”，证明曹雪芹是把两者
区分得很清楚的。也许，施耐庵时代的
酒，混浊物较多，每喝必筛，筛斟不分。到
了曹雪芹时代，酿酒业进步了，便筛归
筛，斟归斟了。

古人造酒，有可能是与今天不完全
相同的酿造方法，陶渊明诗云：“舂秫作
美酒，酒熟吾自斟。”这种家酿酒，大概
不经过蒸馏，是直接从酿造物中提取酒
液的。在《水浒传》当中，武松帮施恩夺
回他在“快活林”的经营权时，曾在蒋门
神开的酒店里故意闹事，将老板娘“隔
柜身子提将出来，望浑酒缸里只一丢”。
一个“浑”字，表明酒缸里含有酿造原

料，才称之为浑酒，为此，才有筛的必
要。《水浒传》第四回，鲁智深在寺庙里
酒瘾难耐，见到一个卖酒的，不肯卖他，
便从“地下拾起旋子，开了桶盖，只顾舀
冷酒吃”，这里提到的旋子，可能是用来
筛酒的器具。因此，筛酒，也就是将浑酒
放在旋子里，用旋转的方法，使其杂质
沉淀，旋子的旋，筛酒的筛，估计从此
而来。

中国人喝酒的历史悠久，喝酒的名
人名事也多，而文人似乎更钟情于酒，一
部《世说新语》，凡名士，无不饮。“竹林七
贤”中，以刘伶为最，成了后世酒徒们敬
奉的祖宗。结果，他的形象就是酒。人们
一提到他，只记得他是一个醉醺醺的酒
徒，其他方面，便了然无知矣。其实，他不
光喝酒，也写别的文章，因此，苏东坡为
他惋惜，写出“一颂了伯伦”的诗句。伯
伦，是他的号，说他由于写了篇《酒德
颂》，便把自己定型了。

还有一个阮籍，也很能喝酒，一醉累
月，狂睡不醒，喝到这种程度，也是一位
很了不起的酒徒。他听说步兵营里有个
厨师善酿，而且还存有三百斛酒，于是，
他要求去当那个步兵营的校尉，假公济

私，可见他嗜酒之深。名士沉湎于酒，是
与魏晋尚通脱的风气有关。那时，崇黄
老，好虚无，喜清谈，求性灵，是一些文人
的精神状态。所谓尚通脱，也是对当时司
马氏严酷统治的消极抵抗。其实，醉者未
必真醉，有一位叫王处仲的，“每酒后，辄
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
不已’。以如意打唾壶，壶口尽缺。”借酒
消愁，浇心中之块垒。可见，酒是一种特
殊的感情宣泄物。

古时酿酒的原料，多为秫。《本草纲
目》曰：“秫即粱米、粟米之黏者。有赤、
白、黄三色，皆可酿酒熬糖作糍糕食之。”
现在吃的醪糟（南方称酒酿），用糯米制
作，因其性黏之故。古代的酒，酒精含量
不高，也可能与这种原料以及酿造方法
有关。要不然，武松打虎，前后共喝了十
五碗酒，即或是低度酒，恐怕也醉成一摊
泥了。

陶潜为彭泽令时，“县公田悉令种秫
谷”，要不是他太太抗议，才种了一点粇
的话，就统统变成酒，灌进陶先生的肚子
里了。如果那样，他达到了“令我常醉于
酒，足矣”的最高境界；而他夫人做饭却
无米下锅了。

小雪这天，林伟光发来塞罕坝机械林场的
照片，是他巡逻时拍下的。白雪覆盖之下的松
林，苍郁而浩瀚。林伟光说，下大雪后，动物们有
时会出来觅食，打击非法狩猎是此时森林警察
的主要任务。

这是林伟光到塞罕坝的第五个冬天。他是
福建漳州人，毕业于南京森林警察学院。上大学
时，他听了塞罕坝机械林场先进事迹报告会，深
受感动。“毕业时，赶上森林公安招录警察，我激
动得睡不着觉。”说起这些，他的眼睛里闪着光。

2017年10月下旬，正是大雁南飞的时候，
林伟光从漳州出发一路向北，客运汽车，火车，
再转火车，又乘客运汽车……28 个小时后，他
终于看到了塞罕坝机械林场连绵的林海，激动
之余，又有些小失落。那时候，林海最美的季节
已经过去了，路边的草木变得枯黄，没有了游
人，沿途只看到几个小村庄。“人烟稀少”，林伟
光脑海冒出这个词来。快到支队驻地的时候，车
里的乘客只剩下他一个。

“冬天很快就到了。我至今记得第一次雪后
出警的情景。”林伟光说。林海中的公路覆盖着
厚厚的积雪，一辆警车向山上行驶，轧出雪地上
的第一道车辙。

他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雪，也没有经历过这
么冷的冬天。“每天面对着山林，工作比较单一，
一天就显得特别漫长。”漫长，更来自远离家人
的孤寂和远离繁华的冷清。

但在塞罕坝，温暖无处不在。“新时代，需要
像你们这样科班出身的年轻人。”老一辈人的话
发自肺腑。荣光无处不在。身边很多人都能讲出
塞罕坝人艰苦创业的故事。

如果当初来这里是出于青春的激情，那么
把心留下来则是出于深深的爱和责任。2021年
适逢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林伟光成为入
党积极分子。8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塞罕坝机械
林场考察调研。林伟光和所有的塞罕坝人都感
到无上荣耀。这个从南方飞来的大雁，已经在这
里安了家——爱人也从漳州而来，她愿意为了
心中的爱飞越万水千山。

让青春在时代最需要的地方绽放。一样的
高海拔，一样透亮的阳光，2020年7月，在尚义
县白彦堡村，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延展在蓝天之
下，田边是一户村民的养鸡场。潘依南从田埂上
走过来，和养鸡场的女主人打着招呼：“大姐，有
买家给我发微信，要买几只柴鸡。”

“好啊，来，帮我抓一下吧。”大姐也不见外。
如果不介绍，你会以为这个小伙子是村里谁家
的后生，实际上他是毕业于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是人民警察队伍中的新成员，也是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

2019年，他和同是北大研究生毕业的同事
一起来到白彦堡村，加入驻村扶贫的行列。那
时，省公安厅驻白彦堡村工作队正帮着村里建
一个现代化养牛场，建设已经进入后半程。坝上
冬天来得早，一上冻就没法施工，大家争分夺秒
赶工期。潘依南俨然工地上的“小工”，跑前跑后
做着力所能及的活儿。

养牛场竣工了。赶在下大雪前，村民们赶着
牛群入了场。由省公安厅党委协调帮扶资金、工
作队帮村集体选购的首批36头基础肉牛也入
驻养牛场。人手不够，工作队全员上阵。两个年
轻人当起了“牛倌”。“这些小牛犊可是能给村民
们带来收益的宝贝，我们要分外精心。”这头叫

“奥利奥”——黑白相间，那头叫“大熊猫”——
黑眼圈……俩人挨个给这些圆头圆脑、皮毛光
亮的牛犊起名字。

冬天的坝上，滴水成冰。每天早上拌草料，
一杈子下去，草料都是冰碴子。36头牛一天要
吃上250余公斤的草料。驻村队员把这些活干
完，个个头上冒热气。临近中午，水槽里的冰还
化不开。怕小家伙喝冷水拉肚子，潘依南他俩想
办法把水加热。

“研究生养牛，觉得屈才吗？”我问潘依南。
“没觉得呀。”小伙子笑了笑。他说，扶贫的经历，
让他与土地和农民血脉相通，他会把这份感情
融入未来的人民公安工作中。他利用自己的专
长在网上开通“冀盾扶农”商城，帮助村民们销
售农产品。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他把青
春写在了希望的田野上。

塞罕坝林场、白彦堡的田野……祖国和时
代最需要的地方，便是青春最广阔的舞台。不仅
仅是林伟光、潘依南，还有许许多多的青春身
影，或扎根在社区，或巡逻在深山，或驻守在乡
村……他们脸上的汗水、脚上的泥土，我们看到
了；他们秉持的初心、传承的薪火，我们看到了。
我珍存这些记忆，用笔尖上跳动的火焰为他们
喝彩。与时代同向同行，这青春的身影，让苍茫
大地风华正茂，生机盎然。

巴蜀不怕辣，云贵怕不辣，湖湘辣不
怕。其实，苏北徐州同样喜欢吃辣。四川人
麻辣，湖南人甜辣，贵州人酸辣，徐州仅有
一个字：辣。简简单单、利利索索。去过徐州
的人，都惦记当地这道特色菜——辣子鸡。

辣子鸡，以当年春天的鸡苗，喂到仲秋
更好。走亲访友时，端来热气腾腾、馨香四
溢的辣子鸡，便是苏鲁豫皖接壤地区的待
客看家菜。虽说日子好了，菜的花样繁多，
但是，辣子鸡的香味，还是常常弥漫在家乡
村庄的每张餐桌上。

烹调的辣椒，称为“秦椒”，摆放在屋后
的小空间里。随节令种上十几棵秧苗，够用
了。不仅炒辣子鸡用秦椒，其他菜也少不
了。比如，秦椒炒肉、秦椒炒鸡蛋、秦椒炒小
鱼、秦椒炒盐豆，等等，只要有秦椒，就没什
么不能炒的。

炒好菜，吃也有节奏。开始是用筷子
夹，一样一样地品尝，喝着小酒，吃着辣子
鸡，冒着汗，幸福感油然而生。嗓门也慢慢
变得像辣椒一般，开始和和气气，吃着喝
着，脸就红了，嗓门也就高了，酒量也就大
了。嘴里像点着了火一般，你一句我一句，
讲楚汉传奇，其中，闪耀着刘邦、项羽、张
良、韩信等名字。可不是嘛，这方土地不仅
是刘邦故里，还是楚国旧都，满眼都是楚风
汉韵。那些传说轶事，代代相传，加上古迹

遗存还在，便为高谈阔论增添了不少佐证，
说不完，讲不够。讲的热闹，听的附和，一场
辣子鸡就酒，吃得深情盎然、热气腾腾。

吃到高潮，还会拿出用鏊子烙的烙馍，
这也是徐州特有的面食。圆圆的、薄薄的、
软软的、热乎乎的烙馍在手里折叠成长方
形，中间夹上各种辣椒炒菜，卷起来，大口
吃下，看那气势，卷起的不仅是乡愁，还是
有滋有味的人生。

长大后离家，总忘不了辣子鸡的味道。
每次回家，总迫不及待地吃上一顿辣子鸡
解馋。家乡，丰县城里，辣子鸡、地锅鸡比比
皆是，热腾腾的铁锅，烧得旺旺的柴火，新
鲜香辣的公鸡，常牵引人的目光，扯回遥远
游子的脚步。

由于工作之故，不能常回家乡，便想办
法在工作地开垦点空地，买上些辣椒苗种
上。看着辣椒从柔柔弱弱的小苗长到枝繁叶
茂，叶子碧绿可爱，米粒般大小的白花开满
枝丫，一颗颗小辣椒次第从枝叶间钻出来，
心中的期盼就一层层加深。再等辣椒由小到
大、由青转红，眉宇间的羞涩渐渐消退，长得
生动饱满时，便成为炒辣子鸡的最佳季节。

于是，呼朋唤友，洗菜的洗菜，剁鸡的
剁鸡，剥蒜的剥蒜，切辣椒的切辣椒，大家
各司其职，全部上手。待铁锅油热，佐料下
锅，先是把鸡放进热锅，开始翻炒；接着，使

出专业颠锅绝活，让鸡肉均匀受热，以便更
好炒熟入味；随后，放入调味品，最后放入
辣椒，随即，满室飘香。辣子鸡上桌，让人垂
涎欲滴，人们一边冒汗一边赞叹：“就是这
个味儿。”

家乡人爱辣，说不清为什么。想不到，
辣子鸡早已成为美食名片，随着家乡人走
南闯北，传播到各地。家乡味道，浓浓乡情，
总会让人产生不知身在他乡之感。一盘辣
子鸡，就扯心揪肺地成为味蕾上的乡愁。

四百多年前，辣椒植根中国。此前，智
慧的祖先也曾体验过这种舌尖上的快感，
那时，不叫“辣”。按先秦时期民间流传的五
味看，是“酸、甜、苦、辛、咸”。而“辛”，就是
在辣椒之前，祖先们体会到的“辣”。

发出“辛”气味的调料，古时只有以茱
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茱萸，自身散
发辛香味，可除虫防霉。同时，人们用茱萸
为食物去腥增香，这就是最初“辣”的起源。

辣子鸡之于徐州，就像烤鸭之于北京，
生煎包之于上海，鸭血粉丝汤之于南京，火
锅之于成都。那份咸辣鲜香带来的畅快淋
漓，既是徐州人的情有独钟，又是对外魅力
的特殊名片。

一盘辣子鸡，此味最乡愁。与其说是为
了解馋，不如说，藉此思念故乡，品评风味
人间。

无论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婚礼都是非
常喜庆和神圣的大喜事。其实，世界各地的
婚礼习俗，尽管各有差异，却不会脱离五彩

缤纷的祝福主题。
犹太人成婚，隐藏不了一个细节，那就是踩玻璃杯。每场仪

式末尾，新郎都要摔碎一只玻璃杯，并用右脚踩踏，才能宣告婚
礼的圆满结束。倘若没有这一个庄严举动，居然不能算是一场真
正的婚礼。

还有德国婚礼，同样重要的一项就是“摔碗砸盆”。所有应邀
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每人都要带几件破碗、破碟、破盘与破瓶
之类的物品，然后猛砸猛摔一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帮助新婚
夫妇除去昔日的烦恼，迎来甜蜜的开端。似乎通过这种仪式，新
婚夫妻足以保持火热的爱情，终身形影相伴、白头偕老。显然，类
似的婚礼安排，做法看似有点“狂野”，隐含的寓意却美好甜蜜。

中国婚礼则始终彰显喜庆。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墙上、树上，
到处贴满鲜红的“喜”字。到场宾客，无论辈分与年龄，早已笑作
一团，共同送上对新人的祝福。新婚挚情犹如《诗经》所言：“今夕
何夕，见此良人。”更像卓文君在《白头吟》中的祝愿：“愿得一心
人，白头不相离。”还有北宋词人李之仪的《卜算子》：“只愿君心
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

少数民族的婚庆风俗也是异彩纷呈。比如，摩梭族女子据说
是以“走婚”来挑选可心的夫婿。白天，当地男女很少单独相处，
只有在聚会上以唱歌、跳舞的方式对意中人表达情义。若男子倾
心的话，双方约好，会在半夜爬窗到女子的“花楼”，把帽子等物
品挂在门外，表示两人正在约会，预告外界，不要干扰。看来，想
要娶得心仪女子，摩梭族男士先要练就一身攀爬的本领。

相比“走婚”，哈尼族婚俗就更热闹了。订婚总安排在收割冬
荞之后，结婚却在次年“祭寨门”之前。这期间如果双方有反悔是
可以退婚的。到了临近婚期的时候，新娘会与娘家朋友一同给自
己准备嫁妆。殊不知，这群人还要演唱“哭嫁歌”，表达自己对娘
家的一往情深与恋恋不舍。尤其在婚前三天，还要展露一种悲恸
的歌调。这样一来，方圆十里的人就知道，这家有姑娘要嫁人了。

新郎的迎亲队伍与送亲队伍在路上相逢，迎亲队伍要故作
声势把新娘“抢”到身边，送亲队伍也要装模作样，阻挡迎亲队伍
往回抢人。争来抢去，新娘终于跟着迎亲队伍，赶到新房。热闹了
很久，沸腾的婚礼才算收尾。

忽然想起，泰戈尔先生来华访问，他满心期望林徽因与徐志
摩能够联姻，可惜，林徽因早已心有所系，泰戈尔只能无可奈何
地写诗感叹道：“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
风叹了声‘唉’。”谁能想到，婚姻是不能导演的，即便是大诗人也
只能“唉”了一声。这远远比不上摩梭族的“走婚”与哈尼族的“抢
婚”那样真实、率性了。

印象中，最多情的婚礼当属1919年1月9日林语堂的新婚
典礼。当年，林语堂25岁，廖翠凤24岁。时值黄昏，烛光摇曳，林
语堂把结婚证书举到蜡烛上，顷刻间白烟冒起。看着一脸惊讶的
妻子，林语堂解释道：“我把它烧了，婚书只有在离婚的时候才有
用，我们一定用不到。”

红红的火苗，点燃了林语堂要与妻子白头偕老的决心。寥寥
数语，廖翠凤赢得了毕生的感动。作为回报，她用一生，细心呵护
夫妻情感，两人相敬如宾。“同心相牵挂，一缕情依依。岁月如梭
逝，银丝鬓已稀。幽冥倘异路，仙府应凄凄。若欲开口笑，除非相
见时。”这是林语堂送给妻子结婚50周年礼物上刻的诗句。廖翠
凤当然很激动，半个世纪的相守，幸福莫过于此。难怪林语堂说：

“把婚姻当饭吃，把爱情当点心吃。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
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倘若你智慧，即使婚前你和爱
人不相识，婚后，你也是能和爱人琴瑟和鸣相敬如宾的。”

想必，婚礼各异，主题相同，只为夫妻眷顾、相互倾心的那一
缕痴心真情吧。

塑造窗口服务品牌

冰 上“ 劈 啦 猴 儿 ” □宁 雨

难得他那么安生，乖乖躲在屋里，削斫
一只“劈啦猴儿”。一拃多长的枣木段儿，在
手里慢慢捯着，铅笔刀细细地削过去，木屑
花儿一卷一卷落在脚下，堆成了小小一堆。
他是我的邻居兼同学，按辈分喊他小五舅。

想想也是，一场满心期待的冰上游戏，
怎能缺了那只任性的劈啦猴儿呢。那时候，
作为村童玩具的劈啦猴儿，其实算一种简
易的陀螺吧。顶端平圆，上部分接近圆柱
形，下半儿则呈锥状，一般是实木削成。倘
论胆量和玩的水平，小五舅当然称得上顶
尖高手。他不仅在村街上、场院里玩，还到
村南大坑、村北白河的冰上玩。鞭子、细棍
儿，甚至一根竹竿，也能把劈啦猴儿赶得滴
溜儿转。

数九寒天，落雪或结满雾凇的村野，混
沌如一，时而有一波一波的寒气，随着风、
随着雾霭充塞于天地间。冰却是稀少的，只
有夏天雨水，到坑塘蒸发剩下一个底儿结
成冰，山上水库放的水残存下来，在白河的
河床上东一洼、西一洼结成冰。所以，“冰上
走”只是一个说辞，摆明了日子很冷的意
思。人们想尽办法御寒，为一膛炉火、一床
棉被绞尽脑汁，谁还有心思去想着那点儿
冰，甚至专门花工夫到冰上跑一跑，跳一跳
呢。囚在屋子里猫冬，两手瑟瑟地拾掇棉花

分拣、棒子搓粒一类的活计，才是正途。
然而，冀中平原的村庄，确乎就冒出了

小五舅这种酷爱玩冰的孩子。一个学一个，
冰嬉者就汇成了群。技艺高的，在冰上赶劈
啦猴儿，打冰仗。胆子稍怯的，带上小凳子，
拴了皮绳或干脆拴根腰带，两个人结伴在
冰上拉冰床。泼辣的小姑娘们，专练冰上踢
毽儿，花棉袄，红头绳，粗黑的麻花辫子，随
着身体轻轻甩动，那身段简直美极了。

少年冰嬉，把生活边缘的村庄拉回到原
点。赶劈啦猴儿的鞭声刚落下不久，村东头
的芦花鸡就响起第一声高高的啼鸣。接着，
西街上卖豆腐脑的敲起梆子，东街上有人到
井上挑水了。连街里的老人也早早起来溜达
着吊嗓子，或者擦亮生锈的红缨枪，要给小
辈们教授武术戏。人们的精气神，赶在春天
之前醒过来了。

正月十五，燃花灯，烤百病，白河边升
起团团篝火。红红的篝火，白白的月光，映
着弯弯的白河，村庄到了新年的沸点。孩子
们玩腻了篝火，就跑到河冰上赶劈啦猴儿。
少年们滑翔的英姿，嬉戏的欢笑，成为沸腾
的村庄里最明亮、最欢腾的浪花。

是冰上劈啦猴儿改变了村子的脾性
吗？或许沾点边，但不全是。一群冰嬉少年，
却成为关于故乡的独特记忆。

若干年后，大学开设了滑冰课。老师姓
杨，身材娇小，肤色白净。一进了学校北院
的人工冰场，她便换上一身紧身衣，穿起冰
鞋，燕子般在冰上绕起来。杨老师教如何穿
冰鞋，如何调整冰刀，如何在换步中保持身
体的平衡。一两堂课过后，同学们也能在冰
上滑翔了。一群年轻的身影，燕儿一样自由
自在。

游戏于燕阵中，一忽间，我的神思却回
到村庄，回到童年。原来，爱冰嬉的人，不独
独我的童年玩伴。从乡间的冰上劈啦猴儿
勇士，到城市的溜冰高手，隐隐仿佛看见一
条精神的密道，穿越时空将他们链接在一
起。冰雪运动，自古滥觞。新疆阿勒泰地区
的先民滑行涉雪，他们把大片的兽骨绑在
靴子上，满雪原飘飞。居住在东北的南北室
韦人，冠以狐狢，衣以鱼皮，在积雪深厚的
林海骑木而行，捕貂为业。18世纪，北欧挪
威人成立了世界上第一支滑雪部队，滑雪
运动正式诞生。与冰雪共存互友，与天地精
神相往来，这便是冰嬉者自由而欢畅的
境界。

冬奥在即，“冰雪大篷车”载着装备器
材深入乡镇。小五舅已过“知天命”，作为一
个老冰嬉迷，若是见到冰雪大篷车，指不定
得多欢喜。

栾城供电：保障设备安全稳定运行
随着又一轮寒潮的到来，国网栾城

区供电公司开展新一轮供电线路特巡
工作。该公司运用红外测温、在线监测
等方式，对可能出现的重载、过载的电
力线路和设备进行巡视检查。（卞策）
满城供电：强化监督优化营商环境

近日，国网满城区供电公司纪委对
纪检专项问题治理工作进行再动员再
部署。监督和健全线上线下信息公开渠
道，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使电力用户诉
求快速查办、及时回复。 （李长春）
徐水供电：开展反窃电降损增效活动

连日来，国网徐水区供电公司积极
开展反窃电降损增效专项活动。该公司
加大对高损台区巡查力度，在有效打击
窃电行为的同时，也为公司经营质效提
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耿旺）

赵县供电：安全用电宣传进社区
日前，国网赵县供电公司党员服务

队和青年志愿者深入村镇、社区，开展
冬季安全用电知识宣传。为群众义务检
修线路和用电设施，提高农村安全用电
水平，确保冬季安全用电。 （侯西果）
栾城供电：推动纪检宣传工作提质增效

12 月 28 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
坚持把纪检宣传工作作为促进党风廉
政建设的突破口，通过“总结提炼、守正
创新、成风化人”三项聚力行动，推动纪
检宣传工作提质增效。 （卞策）

博野供电：持续深化政治监督
近日，国网博野县供电公司纪委落

实各项政治监督工作职责，深化保暖保
供等专项治理工作。该公司纪委将持续
加大监督工作力度，为提升优质服务水
平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刘静）

满城供电：推动“三全”监督落地落实
日前，国网满城区供电公司纪委组

织供电所兼职监督员开展“三全”监督
体系、清单内容培训学习。切实强化岗
位风险各项管控，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李长春）
献县供电：冬季保供电 纪检来护航

国网献县供电公司纪委始终把保
供电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近
日，对广大客户进行走访调研，对公司
优质服务和保供方面开展监督检查，助
力保暖保供电工作做细做实。（梁少波）

栾城供电：廉政课堂进基层
12 月 28 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

纪委在孟董庄供电所开展廉洁教育“微
课堂”。该公司把推进廉洁教育作为加
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抓手，把廉洁教
育“微课堂”送到班组一线。 （卞策）

康保供电：慰问冬奥保电人员
日前，国网康保县供电公司工会到

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崇礼赛区，慰问坚
守在一线辛勤工作的冬奥保电人员，为
保电人员送去慰问品。随后，还慰问了
保电人员家属。 （张伟）
满城供电：开展“三指定”问题专项治理

近日，国网满城区供电公司纪委牵
头开展“客户受电工程‘三指定’问题专
项治理行动”。对公司关联企业等进行

重点检查，确保“三指定”问题治理不走
过场、不流于形式。 （李长春）
栾城供电：优化营商环境加强服务监督

日前，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纪委对
供电所、服务站、营业厅优化营商环境
工作等监督检查，对优质服务管理进行
风险管控，增强员工优质服务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卞策）
满城供电：开展党风廉政专题党课

为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近日，国网满城区供电公司纪委结
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曝光专区通
报的典型案例，组织公司各党支部书记
开展警示教育专题党课。 （李长春）

栾城供电：力保百姓节日用电
随着元旦假期临近，国网栾城区供

电公司开展了节日供电保障行动。该公

司早布置早安排，加强线路巡视力度，
全力确保百姓的节日用电。 （卞策）
赵县供电：开展廉洁自律警示教育

国网赵县供电公司通过廉洁短信、
签订“双节”廉洁自律保证书、基层走访
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开展全员节前廉洁
自律教育活动，确保廉洁过节。（侯西果）
献县供电：力保电采暖客户度冬无忧

国网献县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
对客户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和安全用电宣
传，协助客户对电采暖设备检查等，加强
配套电网设备运行维护。 （毛卫东）
栾城供电：推动电力保供责任落实

近日，国网栾城区供电公司全力以
赴打好电力保供攻坚战，推动电力保供
责任落实，保障基本民生用电需求，坚
决守住民生、发展和安全底线。（卞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