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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卫生类
红 榜

□赵江永

儿时听父辈们讲三国故事，说诸
葛亮发明一种木马，跑得很快。后
来，西方自行车传入中国，我想这可
能就是诸葛亮的木马吧，昼思夜想自
己也能有辆自行车。
1956 年参加工作后，我在修武
县干部业余学校任教，负责到山区给
干部讲课，县城到山区各乡村来回全
靠步行。当时各县自行车很少，需要
凭票购买。
突然有一天喜从天降，校领导从
百货公司帮我买来一辆永久牌自行
车。领导没有提前告诉我，当时我又
惊又喜，一下子傻了眼。喜的是我的
梦想终于实现了，惊的是我哪有钱买
自行车呀，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 20
元，一辆自行车七八十元，不吃不喝
也得小半年才能还清。老教师王金
惠看到我在犹豫，就说：
“你咋那么傻
呢，领导用多大劲给你买辆车，还安
了锁给你推到单位，多好的领导啊，
感谢还来不及呢？”我说：
“ 一是我没
钱，二是我还不会骑车呢。”
“ 这算啥
事，大伙每人借给你一些，以后慢慢
还；不会骑车也好办，下午我教你。”
王老师说。
当天下午，王老师就开始教我学
骑车。他找一个慢下坡的地方，让我
先坐在车上，慢慢往下滑。不到一个
小时，我就学会骑车了。第二天，我
就骑着新买的自行车下乡去了。
后 来 ，我 想 骑 自 行 车 回 一 趟 老
家，让老家的乡亲们高兴高兴。我在
修武县工作，老家在济源县（现改为
济源市）坡头镇清涧村，距离 100 多
公里，骑车得用差不多两天时间。五

一那天，我吃过早饭就上路了，途经
沁阳吃午饭，饭后从沁阳往孟县（今
孟州市）方向骑去，走到半路天就黑
了，路边有住店，也就是毛草屋，打地
铺，每人住一夜两角钱。就这样，我
就住下来，自行车就放在我的铺边。
躺下后翻来覆去睡不着，我怕一旦睡
着了，谁把我的自行车推走了咋办？
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把我的腰带
解下来，一头拴在自行车上，另一头
挂在我的脖子上，如若有谁偷我的
车，一拉我就醒了。就这样过了一
夜，第二天午后我才赶到了老家。一
到家父母见我买了一辆新自行车，高
兴坏了，街坊邻居也赶来看稀罕。
在老家待了一晚，
第二天早饭后，
我就开始返程了。为了赶到沁阳县城
住店，
我不顾路面高低不平，
车骑得飞
快，没想到快到沁阳时车坏了。当时
天已黑，我没办法只好背着自行车到
沁阳县城住下。第二天，我找个修车
店将车修好后才回到了修武。
我非常爱惜自行车，每次骑车回
来都把它擦得锃光瓦亮，车梁用塑料
布严实地包裹起来，
车胎怕着地受潮，
不骑时就把车挂在梁上。别人笑我爱
车如命，说我把车挂在梁上、拴在脖
上、背在肩上，稍有磨损疼在心上。我
和自行车有着不解之缘，几十年来换
了四五辆车，但那辆“永久”车还放在
库房里舍不得处理。
我今年 87 岁了，家里有汽车、电
动车，但我依然骑着一辆小轮自行
车。儿女们怕我骑车外出不安全，纷
纷劝我买辆老年电动三轮车，我说自
行车骑着很方便，节能环保无污染。

感谢她帮我圆梦
□王凤山

在我耄耋之年，巧遇“天上掉下
个林妹妹”，只是她不姓林，与我同姓
同辈分，名叫王秀凤，是一家艺术团
的团长。
经人介绍，我邀请王秀凤排演我
和张子义编创的古装历史豫剧《山阳
公》。第一次见面时，王秀凤就心直
口快地说：
“你我是一家呀，我本名叫
王凤德，后改名王秀凤，你叫王凤山，
你我同‘凤’字辈，你是老哥，我是妹
妹，我只有姐妹，就缺亲兄热弟。你
与张子义两位编剧正好补缺，有兄有
弟太好了！”我以为这只是套近乎的
玩笑话，不料她真的非常重情重义，
在生活上关心和照顾我和张子义。
听说我住院了，她就买一身男式唐装
去医院看我，并给我 200 元慰问金，
要我收下买爱吃的营养品；知道我还
有一位百岁母亲，又给我母亲和我老
伴各买一身衣服。
一次，张子义去王秀凤家探望，
她说：
“子义老弟，今天你把我的四轮
老年代步车开走吧，留给你用。”张子
义吃惊地问：
“姐！那哪行啊，这是你

的‘腿脚’，怎能给我？”她老伴说：
“秀
凤对人好，好得有些过分，你都不能
接受，可她是真心的，你开走吧！”殊
不知，王秀凤的人格魅力就是她常说
的两句话：
“ 世界这么大，用爱走天
下！”
“ 大地多么宽，德性应当先！”她
的毅力与决心超人，70 岁前考了驾
照开上了私家车，便把老年代步车赠
给了张子义。
王秀凤将《山阳公》第六场《药店
风波》作为突破口，找人设计音乐唱
腔、给演员分派角色，没有合适场地，
就在自家院里拉开排练，中午用餐，
几十名演奏人员她在家里招待。几
个月的劳累苦不堪言，但她立下誓
愿：要圆老兄我的梦——在建党 99
周年之际上演《药店风波》。我与张
子义在现场给她打气鼓劲，去不了现
场就打电话、发短信助威。终于，
《药
店风波》于今年七一前夕搬上了舞
台，受到了好评。她置办戏装、给演
员报酬等共投入 4 万多元，不惜精
力、财力开创民间戏剧事业，可喜可
贺。同时，我也感谢她帮我圆梦。

■清阁苑（解放区普济路与解放
路交叉口）证照齐全并集中公示，环
境卫生整洁，操作间物品按要求摆
放，
“三防”
设施完善。
责任单位：
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责 任 人 ：史 石 强（解 放 区 上 白
作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
长）
■经纬渔港餐饮管理中心（市太
极体育中心体育场 C 区）证照齐全并
集中公示，操作间干净整洁，物品摆
放整齐。
责任单位：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陈莎莎（山阳区新城办
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尚上捞火锅店（中站区解放西
路）证照齐全并集中公示，
“ 三防”设
施达标，前厅后厨整洁卫生，物品摆
放整齐。
责任单位：
中站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郑凯（中站区许衡办事
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解放区第一幼儿园（解放区太
行路）外部环境干净整洁美观，
“三
防”设施齐全，操作间布局合理，人员
定岗定责。
责任单位：解放区市场监管局、
解放区卫健委
责任人：周国超（解放区七百间
办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张明凯（解放区卫生计生监督所监督
员）
■崎诺美容美发旗舰店（山阳区
山阳潮街）证照齐全并集中公示，店
内环境整洁，理发、美容分区设置，
染、烫发区相对独立设置，有机械排
风设施，
室内空气质量达标。
责任单位：
山阳区卫健委
责任人：张超杰（山阳区卫生计
生监督所监督员）

黑 榜
■锦绣宾馆（解放区太行西路）
卫生许可证过期，部分禁烟标识不规
范，消毒间无机械排风设施，窗户无
窗纱，布草间无机械排风设施，堆放
杂物。
责任单位：
解放区卫健委
责任人：张明凯（解放区卫生计
生监督所监督员）
■宏焱风格酒店（中站区东李封
北 1 号）卫生检测报告过期，仓库内
干净布草和杂物混放，消毒间形同虚
设，
消毒间外饲养宠物。
责任单位：
中站区卫健委
责任人：赵勇（中站区卫生计生
监督所所长）
■鑫诚宾馆（马村区靳作新村
91 号）未见营业执照，公共场所卫生
许可证过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和卫
生知识培训合格证过期，防蝇帘离地
过高，
前厅摆放杂乱。
责任单位：
马村区卫健委

责任人：焦亚军（马村区卫生计
生监督所所长）
■小芳餐馆（马村区马村街道广
垠路西段）食品安全信息公示栏不完
整，前厅屋顶蜘蛛网较多，冰箱内物
品摆放杂乱，使用有色塑料袋存放食
品，操作间下水密闭不严，排风设施
未安装防蝇网。
责任单位：
马村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崔莎莎（马村区马村办
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副所长）
■美食饭店（山阳区焦辉路冶金
技校旁）超范围经营，前厅堆放有杂
物，直接入口食品无遮挡，冰柜内物
品摆放杂乱，使用有色塑料袋存放食
品，
操作间物品摆放杂乱。
责任单位：
山阳区市场监管局
责任人：马明辉（山阳区太行办
事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所所长）
（市“四城联创”指挥部督导组提
供）

顺手买体彩，
“90 后”小伙收获 1800 万元
7 月 27 日，体彩大乐透第 20068 期开 好的憧憬。
奖，浙江温州的一名购彩者揽得全国唯一
当天他感觉很好，
而且看到店门口的海
的 1 注追加一等奖，
奖金 1800 万元。
报说购彩单票满 10 元可以参加浙江体彩的
7 月 28 日下午，这位中奖者来到浙江 “体彩幸运大转盘”
活动，
于是让店员再打一
体彩中心，领取了属于他的幸运奖金。这 注，并且采用了追加投注。
“不巧的是，当时
位幸运的购彩者姓王，刚踏入社会不久，是 已经凌晨 3 时，活动时间已经过了，既然号
个
“朝十晚十”
的
“90 后”
上班族。
码都选好了，我就让店员打出来了，没想到
说起购彩经历，小王用了一个
“巧”字 就这样收获了 1800 万元。
”
小王说。
来打开话匣子。
“那天下夜班，
我约上朋友去
谈到奖金的用途，小王说将全部用于
吃夜宵。吃完夜宵，
已经次日凌晨了。
”
小王 创业。他说：
“我刚踏入社会不久，
希望能让
说。突然，他心血来潮想买体彩。虽然体 这笔钱发挥最大的作用。现在我还有干劲，
彩实体店关门了，但十足便利店是 24 小时 想趁着年轻拼搏一下。这样等老了，
回头看
营业，他之前在那里买过体彩。于是，他便 也不会后悔，
哪怕失败，
我至少尝试了。
”
去家附近的十足便利店买了几注体彩大乐
幸运不打烊，公益
透，
还顺便买了一些饮料。
随手做。让生活中你我
说起彩票中奖，小王称自己平时都是 的点滴善举，为社会公
买 2 注体彩大乐透，也不追加，他没想过有 益 事 业 和 体 育 事 业 添
一天会中大奖，买体彩就是给自己一个美 彩！⑨
姚广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