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民意通“网络回音壁·优秀联络人”评选活动
2016年已经过去，在各单位及联络人的积

极配合下，邢台民意通稳步前行，收到网友提

问约 4 千条，市直单位部门回复率达 90%以

上。为更好地推进网络问政工作，走好网上群

众路线，民意通将评选 2016 年度“网络回音

壁·优秀联络人”工作，根据部门回复率、沟通

频率等多方面进行选评。

一、推荐报名
时间：2017年1月9日-1月12日

由民意通问政部门推荐人选，每个部门一

个名额。

报名方式：微信关注“邢台民意通”，点击

菜单“评选活动”进行报名。

参评要求：
1、及时受理、回复网友留言；

2 、熟悉业务、不打官腔、语言真挚；

3、积极与网友交流互动，主动发布公开信

息；

4、网友评价良好，基本未被投诉。

二、审核评选
时间：2017年1月13日-1月15日

方式：由邢台民意通组织相关人员成立评

审委员会，根据部门月回复率排行、月问题数

排行、月回复数排行、月更新数排行、沟通频率

进行综合评选，选出 2016年度“十佳网络通讯

员”。

三、公示表彰
时间：2017年1月17日

方式：最终评选结果通过邢台民意通网站

及微信进行报道。

如有任何疑问欢迎后台咨询

咨询热线：0319-3129939 0319-3129927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邢台民意通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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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菌饺馆：鲜美又养生

食用菌类，其实也就是我们所俗称的各种蘑菇，在小编的印象当中觉得各种蘑菇一直

是食材当中的奢侈品，近日竟然在牛城发现了一家专门做菌类的餐厅，贸贸然进去没想到

价格还是非常的亲民，各位吃货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去一饱口福吧。

在冶金路的南侧悄然坐落着一家古色古香的

馆子，抬头而观会发现六个红色的大字——健康

主题餐厅。缓步入内会发现不大的馆子里被各种

绿植充斥其中，墙上也是挂满了很多菌类的介绍，

无时无刻不透露着一种做蘑菇我们是专业的自

信。

到了这里就不得不品尝一下这家店的主打菜

品——养生鲜菌菌汤组合，这是由菌汤和 13种菌

类组成，话说涮锅好不好，汤料最重要。资深的吃

货涮锅时，总是会先把蘑菇放进去，这样做有助于

汤底的提鲜，那今天我们来到了专业做菌类的地

方，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他们是怎么将菌汤的鲜

味做到极致的。怀着好奇的心情，拿起勺子舀了

一勺慢慢放入口中，瞬时鲜味充斥着味蕾，这种感

觉与平时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这么鲜

呢？带着问题我们来找答案，向锅中望去，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只整鸡，还有零散的几颗白玉菇、香

葱、香菜而已，这和我自行脑补的画面完全不一样

啊，我以为会有多么复杂的食材，这时作为老板又

是大厨的李大哥笑着揭开了谜底，原来看着是重

头戏的整鸡只是一个辅助食材，真正的奥秘是在

汤里，这汤是将数十种菌类磨成粉，再加水精心熬

制而成，接着我们再来看看这旁边放着的各种各

样的蘑菇们吧，恕小编见识短，从来没有见过这么

多蘑菇同时放在一起，迫不及待地向李大哥请教，

李大哥一边介绍着名字也一边介绍着特点，知识

总是伴随着美食一起吃进了肚中，而后又慢慢的

流逝，现在回想起来，除了蘑菇的鲜味以外知识也

就剩下一点点了，洁白的白玉菇又称白雪菇，是一

种珍惜的食用菌类。在口感表现上菇体脆嫩鲜

滑，清甜可口。有镇痛、镇静、止咳化痰、通便排

毒、降压等功效；“虫草花”并非花，实质上是虫草

子实体，而不是冬虫夏草子实体，俗名不老草，是

虫，菌结合的药用真菌，现代珍稀中草药；鸡腿菇，

学名是毛头鬼伞，因其形如鸡腿，肉质肉味似鸡丝

而得名，是近年来人工开发的具有商业潜力的珍

稀菌品，被誉为“菌中新秀”。鸡腿菇营养丰富、味

道鲜美，口感极好，经常食用有助于增进食欲、消

化、增强人体免疫力，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还有

结实的杏鲍菇、细长的金针菇等等共计 13种这里

就不一一表述了，反正最后就是一句话总结——

营养价值十分丰富。

作为大食量的我，无论吃了多少菜最后不吃

点主食总是会有点心慌的感觉。吃了这么多菌

类，最后的主食用一道菌类饺子做收尾那真是完

美至极了，经李大哥推荐，选择了一份发菜饺子，

因为发菜与发财谐音，所以这一般是客人们必点

的主食之一，等饺子上桌迫不及待地咬了一口，发

现原来这发菜就是因为长的像头发所以才得名，

经了解，这野生的发菜可是来头不小，因其生长环

境主要是在沙漠中，所以采集野生发菜是中国沙

尘暴主要形成的原因之一，每采集2两重的野生发

菜，便会破坏相当于16个足球场面积的草原，使这

片草原至少10年寸草不生。在这里小编也是呼吁

一下大家，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腹之欲，而使国家环

境遭到破坏，做一个文明的食客，对于一些珍惜的

食材做到“少食多滋味，造福大环境”。

说了这么多肯定有人不禁要问，这样一套菌

类组合肯定要不少钱吧？其实不然，如今拿着本

期邢周报到店消费，不仅价格低廉还更有好礼相

送。

文|高洋 图|范玉明

美食热线：0319-2055556
地址：桥西区冶金生活区西门南侧

（持本期《邢周报》进店消费，赠送每人棒棒鱼一条）

力荐
食单

松鼠鱼 48元/份
烧六菇 25元/份
发菜水饺 18元/份
养生鲜菌菌汤组合 128元/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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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邢台的南城门坐落在现在清风楼前、

步行一条街南头、火神庙门前。是我市保存

时间最长的一座瓮城门。进入南瓮城是古邢

台中心地带的府前南街。志书记载，南瓮城

进行过四次重修和改变名称。

明代天顺四年 （公元 1460 年），邢台郡

守杨浩修建南门瓮城。以邢台城南幅员辽

阔，沃野千里之意，在城楼上题字取名“通

远门”。

明代成化二十一年 （公元 1486 年），顺

德府知府林恭修建四门时重修四门，以南方

熏风扑面，吉祥如意之意，将南城门改为

“来熏门”。

明代万历十年 （公元 1583 年），顺德府

知府王守诚重修四门时，取合九省以达京师

之意，将南城门改为“率宾门”。

清代乾隆十五年 （公元 1751 年），顺德

府知府徐景增重修南城门，将南城门改为

“来宾门”。

以上四次重修城门，更改名称后，一直

沿袭了三百余年。此间，经过了日寇侵华和

洪水地震等天灾人祸，南瓮城一直稳固如

初。就是在1945年的邢台解放战争中，因为

八路军攻城部队没有对南门实施爆破，只是

在花市街路西裕民当铺楼上、以密集火力、

居高临下向南门射击。并用喊话和散发传单

方式进行政治攻势。只在东仓巷南端城墙上

炸开一个豁口，迫使守城汉奸弃城逃命，一

举解放了邢台城。

南瓮城是一座四重城楼，四道拐弯的

“扭头”城门。城楼气势恢宏，高大壮观。一

条横贯东西的外城河滚滚流淌。河水往北分

为左右两支流入瓮城内城河。人们进城需要

自南往北跨过马路街外城河石桥，穿过四道

城门，走过半圆弧形街道才能进入府前南

街。城门上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南马道，是

巡逻骑兵巡视城区安全的必经之路。

瓮城内弧形街道上建有一座火神庙和刘

应节遗爱祠。解放后 1947 年，拆除了南城

门。南瓮城一直保留到 50 年代中期才被拆

除。现在坐落在该街南头的火神庙是90年代

重建的。后在城市建设中，南城门一带挖出

几通石碑，是刘应节的去思碑。刘应节，字

子和，潍县人，进士出身。明嘉靖三十九年

（公元1561年），任顺德府知府，他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受到人民爱戴。后升任刑部尚

书，离任时府城百姓夹道泣送，难割难舍。

事后，为他建了遗爱祠，立了去思碑。以示

歌颂与怀念。

府前南街经过多次扩建和修缮，现在已

经成为一条集购物，游览，居住、娱乐于一

体的明清步行一条街：北端古称“郡楼”的

清风楼与中兴路路南新建的明月楼遥相呼

应；每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府前南步行

一条街上就会呈现出；南北两楼，彩灯辉

映，明月当空，清风拂面的人文自然景观。

邢台城西北郊区有一个古老

的村庄，会宁村。远在北宋时期

此地有两个村庄：一名张庄，一

名马家坑。北宋咸平年间就有宁

姓、肖姓在此定居。当地民间传

说，村西有条会龙河，河西有座

会龙寺。明初寺毁，两村合并，

村庄更名会宁村。另一传说，是

北宋年间，村名改为会宁村的。

当时村中只有十来户人家，以宁

姓居民为主。会龙寺的和尚，作

风霸道，为害乡里，民不聊生。

辽国军队不断在北方边境抢掠骚

扰。宋将杨文广领兵抵御入侵的

辽军，路过会龙村。被会龙寺的

和尚截杀阻拦。杨文广因军情紧

急绕道前往，打败了辽军。凯旋

班师之时路过会龙村，杀了和

尚，烧了寺院，为民除了一害。

将村名改为会宁村。自此，会宁

村的村民真正得到了安宁。

会宁村原属邢台县，是一个

乡政府所在地。是邢台县一个较

大的村庄。又是太行山东麓平原

通向山区的北路门户。历史上就

是邢台重镇。经济、文化、交通

比较发达。

改革开放后会宁村划归邢台

市，改为会宁镇。会宁村归会宁

镇管辖。全村有 1000 多口人。

均为汉族。有耕地 5042 亩，主

要种植小麦、玉米、油料作物。

村庄呈不规则方形，有东西街道

5条，南北巷15条。邢昔公路穿

村而过。村西一公里处建有红星

汽车厂。村东驻有军队营房。农

历每年正月十八为龙王庙庙会，

是较大的物资交流大会。影响波

及沙河、任县、内邱等县。每逢

庙会附近各县农民纷至沓来购买

农具，购销农副产品，呈现出人

潮如流购销两旺的繁荣景象。

城郊村落今昔系列<<

文|岩溪

古寺遗址会宁村

街巷溯源系列<<

南城门内访古街
文|岩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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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1月 25日下午，在龙泉小学的足球场上正在进

行着一场比赛，双方的小球员你争我夺，互不相让，赛况非

常激烈。这是桥东区小学生男子组校园足球比赛的决赛。在

上半场的最后时刻，马市街小学足球队利用定位球直接破门

得分，取得了领先。下半场比赛变得更加激烈了，而最终随

着裁判哨声的响起，马市街小学足球队夺得了桥东区2016年

小学生男子组校园足球比赛的冠军。小队员欢呼呐喊，奔跑

着，跳跃着。在历时两个月的比赛中，马市街小学足球队齐

心协力，顽强拼搏，最终站到了桥东区小学生校园足球的最

高峰。这样的荣誉与成绩不是凭空得来，而是马市街小学多

年来大力开展足球校本课程，辛勤栽培结出的硕果。

校本课程 一步一个脚印

一走进马市街小学，绿意盎然的人工草坪迎面而来。正

值下课时间，校园内一片热闹的景象，学生们有的在做游

戏，呼喊、追逐；有的在聊着天，欢声笑语响彻耳边，还有

一些孩子踢起了足球，奔跑、拼抢互不相让，他们互相招

唤，脸上都挂着灿烂的笑容。旁边站着一位年轻的老师，不

时在说着话。他就是马市街小学的体育老师申龙。“从 2014
年9月份，学校组织第一支足球队，我就是教练。”申老师戴

着一副眼镜，文质彬彬的样子，真会误以为是教文化课老

师。2015年 7月份他得到桥东区唯一的名额，参加了全国青

少年校园足球体育骨干教师国家级的专项培训。15天的培训

不仅帮他提高了专业的足球教学能力，还与外教老师建立了

良好的关系。10月份，他邀请荷兰籍外教来到马市街小学，

专门给学生们授课培训。学校的足球环境也在发生着重大变

化。2015年 8月份，马市街小学被评为全国青少年校园特色

学校，12月学校得到桥东区教育局的拨款，建成了专业的 5
人制人工草坪。

编写课程教材、安排足球课、组建兴趣社团、选拔队

员、组织训练……学校的快乐足球校本课程也在如火如荼的

开展。“快乐性原则、激励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层次性原

则、身心兼育原则是我们开展校园足球的实施原则。在具体

的操作中，学校构建了足球课堂教学模式、三级足球活动网

和教育学比赛相结合。平时教学的内容也很丰富，分成兴

趣、技术、身体、战术和比赛几个部分。”申老师历数着的

校本课程内容，这也是他们不断通过实践，总结完善出来的

成果。

快乐的校园足球
“我们足球队训练都是在每天下午的第三节课，下课就比较

晚了。文化课的老师会专门抽出时间来给同学补习

功课，查漏补缺；而家长也愿意把孩子们交给我们

训练。”“学校足球课程的开展最离不开的就是老师

和家长们的支持。”这是申老师反复说的一句话。

从组建足球队的第一天开始，马市街小学足球

队就积极参加邢台市和桥东区的各类校园足球比

赛，2014年桥东区校园足球第四名，2015年桥东区

校园足球第三名，邢台市校园足球前八名……2016
年桥东区校园足球比赛冠军。有胜利的喜悦，就有

失败的泪水，每一次的比赛，申龙都会去认真总结

分析，再反馈到平日的训练当中去。“我平时的训

练要求比较严格，每天

都要求队员们达到训练

的目标，只有这样训练

才有意义，比赛的时候

才能有效果。而每一次

比赛都是一次学习的过

程，有哪些是这次没有

做好的，下次比赛时一

定要补上这一块，所以

多比赛、多交流是非常

重要的。”“像这次的决

赛，我们提前就做了很

多的准备，比赛中就是

利 用 了 任 意 球 机 会 得

分，加上努力的防守和

坚强的比赛精神，才获

得了冠军，队员们非常

不容易。获胜后，有的孩子的眼圈都红了，我也是非常激

动。”说起球队中的小队员，申老师的脸上扬起了骄傲的面

容，“我们球队的风格非常坚韧，不怕苦、不怕累，这也跟

平时的训练有关。球队的左路突破非常犀利，右路是我们的

队长，擅长组织还有一脚不错的远射，有定位球非常好的，

有防守非常稳健的……都是特别优秀。除了球队的队员，我

们还有一个人数更多的足球兴趣社团，每个人都在这个集体

中获得了足球带来的快乐。”

当在球场上看到孩子们露出的笑容时，你会感觉到那是

一种非常纯粹的快乐，没有任何的杂质。“我希望足球可以

带给他们的不仅是身体上的锻炼，性格的改变，兴趣的培

养，还有积极向上的力量，能够让学生们终身受益。”申老

师这样说。

爱上足球
探访马市街小学“快乐足球”校本课程

文|周报记者 王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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