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卓筒宴：
餐桌上的千年盐文化

盐卤拼盘、盐焗鸡、井盐白肉、古法盐烤

鱼、盐焗辣仔骨、鲜笋卓筒鸡……十八道通

过煎、卤、炒、蒸、炸等烹饪形式，加上竹制器

皿呈现的菜肴构成了一桌丰盛美味的“卓筒

宴”；把卓筒盐文化展现在色、香、味、意、形
之间。

据大英旷逸酒店厨师长袁帅介绍，他们
依托大英卓筒井创作的“卓筒宴”，深入挖掘
大英盐文化精髓，将历史记忆融入美食，用富
有鲜明盐卤特征的菜品来诠释卓筒井文化。

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五大发明”、“世界
石油钻井之父”的卓筒井，是手工制盐的活
化石。“凿地植竹，为之卓筒井”，卓筒井制盐
技术发明于北宋庆历年间，比西方早 800 多
年。其口径仅有竹筒大小，却打井深度能达
数十丈。目前，卓筒井在大英县境内还保留
有 41 口。

大英旷逸酒店推出的卓筒宴便是卓筒井
盐卤文化在菜品上的应用。

“我们这些菜品也不全是我们新研发的，

是在传承的基础上改良而来。”袁帅说。一

如鲜笋卓筒鸡的由来，通过大量的走访，他

们了解在大英县卓筒井镇有一道鸡的传统

做法，当地人称之为卓筒鸡。在传承当地人

的传统做法的同时，通过改良，加以鲜笋、鲜

椒、小米椒等，卓筒鸡便可以出炉；其肉之细

嫩、味之鲜美、香之四溢让人回味无穷。

荷花宴：
味蕾上跳动的观音文化

荷叶锦囊、荷塘小黄鱼、荷塘莲子红娘

肉、荷花藕泥、绝味双莲、荷塘步步高……十

八道通过各式烹饪手法制作的与荷相关的

菜品组成的“荷花宴”令人垂涎欲滴。

以花入馔，自古有之。“观音文化，荷花

表达。将观音文化、荷文化融入菜品中，让

食客在菜品中感受观音文化、荷文化。”带

着这个梦想，阳春白雪实业有限公司行政总

厨向敏和他的团队研发了“荷花宴”。莲子

养心、莲藕健脾、莲叶升阳、荷花清心……根

据荷各部位的食用效果，他们研制了多种菜

品。

“既有新开发的，也有传承的，比如荷塘

莲子红娘肉就在传统的基础上研制。据传，

这道菜和‘清代蜀中诗人之冠’张船山还有

一段佳话。”向敏说。

据传，当年张船山在诗画上的造诣令许

多人倾心，当中便有四川才女林韵徵（号佩

环）。后来，张船山原配夫人离世，再加上仕

途不顺，让他很苦闷，夜不能寐，日渐消瘦。

林韵徵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一日，青青荷

塘触发了林韵徵对那位被誉为“青莲再世”

的诗人的牵挂，她灵机一动，创作了一道佳

肴——荷塘莲米红烧肉。“荷塘”“青莲”与诗

人的气韵一致，船山易于接受；“莲子”益气

安神，缓解忧愁，促进睡眠；“红烧肉”软糯适

口，补充体能。张船山终于被林韵徵的真心

和才情打动，在林韵徵的精心照顾下，他走

出了那段艰难岁月，二人水到渠成地结为了

伉俪。后来，鉴于此菜在二人婚姻当中起到

了牵线搭桥的用，张船山给它起了个名字

——鹊桥会，也被世人称作红娘菜。

遂州宴：
田野间串起的乡土情怀

半筋半牛肉、遂州状元鹅、母猪皮回锅

肉、宝塔肉……十九道充满遂宁特色乡土情

怀的菜式，组成了一桌充满乡土情怀的“遂

州宴”，它便是如家川菜遵循田席礼道、继

承乡土传统、融入涪江文化的有力见证。

如家川菜店总田勇告诉记者，“遂州宴”

的每一道菜都是在传承与改良的融合，每一

道菜都有一种乡土情怀，遂州状元鹅便是其

中的一道。

遂州状元鹅是如家川菜团队在进行田野

调查时，在遂宁市安居区西眉镇一户农家发

现的制作鹅的方法。如家川菜团队在传统

制作技艺的基础上，潜心研究，推陈出新，采

用遂宁本地出产，喂养时间在 2 年以上、在稻

田中生长的鹅，佐以本地莲藕等时蔬，终于

研制出具有酱香味浓，油而不腻等特点的遂

州状元鹅。

据说，这道状元鹅因明代大才子杨慎而

来，所以取名叫状元鹅。传说当年，杨慎高中

状元后回乡省亲，到父亲老友黄珂家作客。黄

珂的女儿黄峨一眼便相中了才华横溢，气宇轩

昂的杨慎，黄峨便把心事告知了母亲黄夫人。

黄夫人也心生欢喜，有意成全这桩美事，于是便

用家传手法做了一道黄焖鹅招待杨慎。一见这

菜，杨慎便明白其意，杨慎对聪慧的黄峨也有

意，择日便上门提亲。一道黄焖鹅成就了杨慎

与黄峨流传千年的爱情佳话，当地人便用这道

菜来招待未过门的女婿，并称作状元鹅。

遂州宴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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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遂宁““基层电工基层电工””有个有个““硕士班硕士班””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香约”遂宁的名宴故事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

本报讯 5 月 28 日晚，由遂宁市人民政府

残疾人工作委员会主办，四川省残疾人艺术

团、遂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承办的以“自强脱贫

助残共享”为主题的遂宁市第二十九次“全国

助残日”主题晚会在莲花会展中心开演。近

千名观众齐聚一堂，共享这场文艺盛宴。

据了解，晚会演出分为《生命之光》《铿锵

人生》《放飞梦想》三个篇章，三个主题环环相

扣；共 11 个节目。

晚会在 32 名聋哑人和肢体残疾人共同演

绎的舞蹈《舞动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蹈表现

出的自信震撼了观众，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

声。“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就像飞翔在辽阔天

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

力量……”北川断臂歌手吴刚一首《怒放的生

命》掀起了晚会的高潮，他的深情演绎唱出了

人在苦难中的自强不息。聋哑儿童情境歌舞

表演《妈妈》真情流露，一声“妈妈，烛光里的

妈妈”彰显着大爱无言、母爱如水；这种爱，温

柔而深沉，击中了观众的泪点。华丽曼妙的

舞蹈《千手观音》，一亮相便征服了大家，震撼

的视觉冲击力让现场一阵欢呼；歌曲《我和我

的祖国》更是唱出了中华儿女对伟大祖国的

依恋和歌颂，传递出浓厚的家国情怀……

这些演出节目彰显了残疾人艺术爱好者

对土地、自然、生命的热爱，折射出他们自强

不息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这些残疾朋友的表演着实令人感动，身

体的缺陷并没有束缚他们对艺术和美的追

求。”看完表演后，不少观众都被这群表演者

的艺术才情深深打动。

乐善好施、扶贫帮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相互帮助、患难扶持是社会倡导的时代

新风，为残疾人献爱心，逐渐成为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的一种理念。晚会现场，江苏秉龙

慈善基金会捐赠价值 150 万元的儿童听力语

言康复设备，遂宁摩天时代科技有限公司捐

赠价值 100 万元的脑瘫、智力、自闭症残疾人

儿童康复设备，解决了我市全面开展 0—12
岁残疾儿童康复设备所需。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遂宁“全国助残日”主题
晚会上演

荷花宴和它的主创团队

曾经失望，想到成为一线工人

国网遂宁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电气试验

班的 9 人，大学专业都是电气工程或油气工程

一类。在学校里做了无数次试验的他们，根

本没想到自己的工作内容会与普通电力工人

一样。

“在进班组以前，我以为我的工作就是在

办公室看看电脑、点击数据、做做报表，没想

到在现场是干些一线的工作。进班组三年

了，我们的工作就是一门综合性要求特别高

的工作。”四川大学电气工程硕士研究生毕业

的江浩对记者说。

时隔三年，江浩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爬变压

器的紧张与新奇。那是 2016 年的 8 月，当时爬

的是一台四、五米高的变压器，因为是第一次

爬变压器，接近两层楼的高度让江浩有些紧

张，在“前辈”的鼓励和帮助下，他把安全绳绑

好，咬住牙开始拧螺丝。

“拧螺丝也是个技术活。”一旁的唐圣也补

充说。这位西华大学电气工程毕业的硕士研

究生，进班组不到一年，拧螺丝拧出了丰富的

经验：“每一个螺丝里面都有油，使的力小了，

拧不动；使的力过了，油会溅出，既造成油的

浪费还有可能导致设备的损坏。”

2018 年 9 月，桃花山变电站检修是唐圣也

进入班组后的第一次现场操作，尽管在现场

观摩了很多次，但第一次爬上四、五高的主变

压器，他还是有些紧张。那天变压器上的温

度在 35 摄氏度以上，头顶烈日，脚下也是格外

滚烫。拧螺丝、接线……高温下奋战几个小

时，他成功地完成了这次检修。

大胆创新，“小白”变身业务骨干

这些年里，这个电气实验班先后被评为

“国家电网公司工人先锋号”“遂宁市优秀工

人先锋号”“四川省共青团员先锋岗”，班员先

后获得“国网公司优秀专家人才后备”“遂宁

市劳模”“省公司电力雏鹰”等荣誉。

“每个人都是从‘职场小白’成长为了业务

骨干。”江浩说，最开始他连变电站上的连避

雷器都找不到，现在通过看和听就可以确定

故障。在工作岗位上，他们学到许多课本中

没有的知识。

为了深入课题研究，电气实验班组成立了

课题攻关小组，小组成员在攻关期内将技术

技能知识的学习更深入化、更细致化，了解课

题的详细原理以及深层次分析解决问题的方

法和途径。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班组的技

术水平快速提升，班组成员先后参加了省电

力公司举办的带电检测竞赛和遂宁供电公司

组织的电气试验专业技能竞赛，在专业技能

竞赛中获得了团体一等奖并包揽了个人前两

名。

不仅在竞赛中斩获佳绩，电气实验班组的

成员们积极思考，大胆创新，研发出的“变压

器一体化接线装置”能够提高工作效率 40%，

获得遂宁供电公司职工技术创新一等奖。“基

于 VR 技术的多功能培训系统”“仪器仪表云

终端管理系统”等创新成果大大提高了班组

的工作效率，改变了工作模式。

执着坚守，点亮万家灯火很自豪

每年 3 月—7 月的春检和 9 月—12 月的秋

检是运维检修部电气试验班最忙的时候，因

为在这期间，他们要把国网遂宁供电公司辖

区的 110kV 及以上的变电站全部检修一遍，所

以通宵加班对他们来说是常事。

2016 年 11 月，清河变电站 220kV 变电设备

出现故障，因为该站的变电设备是在罐子里，

需要先抽真空再灌注绝缘气体，这样就需要

不间隙地操作。当时这个变电站的处理由江

浩和另一名搭档负责，两人轮流作战，困了就

轮流在工地上眯一会，饿了就吃一口盒饭，连

续 奋 战 两 天 两 夜 ，终 于 维 修 好 变 电 站 的 设

备。困倦不堪的两人回到市区，看到万家灯

火，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

熊玉桦是自贡人，海南大学毕业的大学

生，2017 年 7 月加入这个班组。起初，工作环

境的恶劣、独自在遂的孤独也让她彷徨过。

“看着同龄的女孩子都打扮得漂漂亮亮，而我

是一身蓝色工作服，有时上面还会沾上各种

油污，在工地上只要不是湿的，一屁股就坐在

地上吃饭、休息 ...... 感觉自己活得不像个女

生。”然而她的这种彷徨没有几天就打消掉

了。她入职那年的 11 月，她参与检修花溪变

电站，晚上 12 点过，在工地上奋战十几个小时

的她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处时，供电还没

恢复，她当即便真切地感受到自己工作的意

义，从此她不再彷徨。

“电是看不见的，用户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却能尽享它带来的便利。”是这个班组的终极

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他们付出青春，付出汗

水，付出智慧。就如唐圣也说的那样“抱着做

事的态度到这个岗位，为实现自己的价值，这

样奋斗的青春是无悔的！”

高空检修

在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遂宁供电公司，有一个平均
年龄不到 30 岁的班组——
运维检修部电气试验班。班
组 9 人中，有 5 个硕士研究
生，4 个本科生，除班长是
“70 后”外，其余均是“85 后”
或“90 后”。这群高学历、充
满活力的年轻人主要负责遂
宁电网 220KV 及 110KV 变电
站的电气试验、油化试验、带
电检测以及化学、绝缘技术
监督工作。他们用青春、智
慧、汗水致力于当好遂宁地
区电网的“内科医生”。

近日，历时三个月的“香约遂宁·膳在蜀中”遂宁名宴评选活动圆满落幕，参加决赛的有“荷花宴”“卓筒宴”“遂州
宴”等 20 桌名宴作品。据了解，它们都是遂宁兼具融合与特色的美食典范，一道道美食，就是一串串充满遂宁味道的
人文故事，让广大市民和远道而来的客人们，通过味蕾窥见遂宁历史人文的厚重底蕴。

观音湖湿地公园将成为
国家级湿地公园

本报讯 近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派出的

验收组完成对四川省三处拟建国家湿地公园

考察验收，并原则通过验收评估。遂宁观音

湖湿地公园是三处之一，这意味着该公园将

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国家湿地公园是自然保护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指以保护湿地生态系统、合理利用

湿地资源、开展湿地宣传教育和科学研究为

目的，经国家林业局批准设立，按照有关规定

予以保护和管理的特定区域。

观音湖生态湿地公园位于遂宁市城区，

紧贴涪江东岸沿线，是利用荒滩岸线打造的

一条集绿色、生态、文化、经济、品牌为一体的

滨水观光中心，绿色生态走廊。

经过多年的开发建设，北起席家洲北端，

南至通善大桥，东至五彩缤纷路，西至滨江

路，观音湖湿地已由昔日的荒凉河滩改造成

为一个集人工湿地打造、自然湿地恢复、湿地

展示游赏、野生动物栖息、生态科技体验、休

闲体验观光于一体的美丽湿地公园。

在这里，除了可以发现湿地公园应有的

水系、湖荡、各种水生植物、野生动物外，还有

生态栈道、生态体验广场、植物博览广场、生

态茶室等让人贴近自然、亲近湿地的完善的

观光旅游服务、接待设施。

如今的湿地公园已成为人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乐园，这里除了栖息着大量的野鸭外，还

有白鹭、苍鹭等野生鸟类，甚至还能看见白鹤

等珍稀鸟类。

游观音湖，赏山水园林城市风光；徜徉河

东湿地、席吴二洲湿地，感受休闲慢时光；圣

莲岛看荷花怒放，静享荷香……近年来，我市

湿地公园建设更成为打造生态田园城市建设

的一大亮点，湿地公园成为遂宁的城市形象

和名片，作为城市市民高品位的游憩场所，不

仅显著提升了遂宁的城市形象，也有效提升

了市民的生活品质，更给生活在这座城市的

人们增添了更多的幸福。

（全媒体记者 王锡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