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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区应急局牵头，区经济信息委、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区公安局、区人力

社保局、区卫生健康委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煤矿安全执法检查行动，对区内6所煤

矿的劳动用工和职工保险购买情况进行了检查，发现问题10余项，下发限期整

改责令书6份。 通讯员 陆安桃

1至9月，全区领取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人数达10.46万人，累计新增办理

城镇职工养老待遇人员2505人，办理死亡一次性抚恤待遇1750人，累计发放养

老待遇超18亿元。 通讯员 孙丽娜

扶欢镇自今年开展人居环境整治以来，在松山、民主、安育等10余村公路沿

线和村民聚居点房前屋后修建花台200余处，并用竹子织网对花园、菜园、庭院

等进行规范和美化，栽植树木3000余株。 通讯员 胡成渝

9月17日，东溪镇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为主题，在该镇太平庄召开青年干部座谈会，激励广大青年干部在实践中成长成

才，为古镇建设发展贡献智慧。 通讯员 冯小小

本报讯（通讯员 陈琳）近期，笔

者了解到，目前我区广大退休人员可

通过手机APP刷脸等方式完成养老待

遇资格认证。

退休人员下载安装“重庆掌上

12333”APP 后注册登录，然后点击实

名认证，领取电子社保卡，再点击电子

社保卡找到“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进行

人脸认证，根据提示操作认证成功即

可，无需反复认证。如有需要查询认

证结果的，可在提示认证成功一周后

登录网址 http://rlsbj.cq.gov.cn/qc/查

询。

值 得 提 醒 的 是 ，“ 重 庆 掌 上

12333”APP认证方式仅限市内参保人

员。市外参保人员可使用人社部APP

“掌上 12333”注册登录，在首页热门

服务中选择“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

功能完成养老待遇资格认证。若在使

用过程中有疑问，可电话咨询 12333

人工客服。

养老待遇资格认证更方便

秋天来了
文\胡光银

聂晓宏

邀一轮圆月当空照

你在我身旁，坐在一个老地方

月光顺着林荫写下宁静

今夜安静

我可能看清一棵树

向上生长的样子

你的手指缠绕我身旁

柔声细语

今夜的月儿很明很亮

人们分享它

圆月夜

有一句古老的传说

月圆指明了

让我爱着一个有月的夜晚

陪伴家人

终究是一次守望

圆月夜

“东溪霉豆腐，有它就有我；闻

起臭来吃起香，三天不吃心发慌。”

这是传唱在綦江区东溪古镇的一

首民谣。从民谣中就可以看出，霉

豆腐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而

民谣中的“霉豆腐”，就是豆腐乳。

东溪豆腐乳是綦江豆腐乳中

的老字号，据记载，东溪豆腐乳的

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 1400 多年

前的唐太宗时期。一千多年来，东

溪人家家户户每年都要制作豆腐

乳供家人食用，制作豆腐乳的技艺

也在民间广为流传。清同治元年

（公元 1862 年），东溪人侯积榜创

办了“仁丰和”酱园铺，将豆腐乳进

行规模化生产，有了精美的包装和

商标，豆腐乳产品也远销到了遵

义、贵阳、江津等地。

东溪人制作豆腐乳的技艺代

代相传。2011年，东溪豆腐乳制作

技艺被评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随后东溪腐乳又获得重庆市首

届“名特产品”称号和“中华老字号

始创产品时尚创意大赛”银奖。可

以说东溪豆腐乳是声名远播，已经

成为古镇的一张美食名片。

与东溪古镇山水相邻的赶水

镇，这里的人也和东溪人一样喜欢

豆腐乳，其制作技艺一脉相承，流

传千年。赶水牌豆腐乳是重庆著

名特产。2005年和2007年，“赶水

豆腐乳”荣获全国第十二 、十四届

中国杨凌农业高科技成果博览会

后稷奖。还获得了重庆市“最受消

费者喜爱产品”和“最受消费者欢

迎产品”荣誉。

东溪豆腐乳和赶水豆腐乳是

綦江豆腐乳生产加工中的代表。

豆腐乳不仅是东溪和赶水两镇的

美食符号，更是綦江民间美食中的

代表，是綦江人千百年来的文化传

承。

香飘千年的特色美食豆腐乳
豆腐乳，又称腐乳或霉豆腐，是中国民间流传千年的特色美食，因其口感好、营养

高，香味特别而深受人们喜爱。

豆腐乳在綦江的制作历史可以追溯到唐朝时期。1400多年来，綦江人一直保留着

豆腐乳的传统制作技艺。小到每家每户，大到开加工坊规模化生产。这种传统的手工

制作技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声名远播，已经是綦江的一张美食名片。

豆腐乳生产，是传统农产品手工

酿造的典型代表。

以东溪豆腐乳生产为例，从黄豆

浸泡到磨豆、煮浆、豆渣分离、点浆、装

箱、上压、切块、摊凉、毛酶发酵、制曲、

封坛保存等等，就需要 30 多道工序，

并且每一道工序都是由人工操作完成

的。

“直到今天，我们仍沿用传统的石

磨加工黄豆，豆浆、豆渣一起沸煮的熟

浆工艺。”东溪豆腐乳传承人李宗全告

诉记者，他们酿制东溪豆腐乳，选用的

是东溪盛产的黄豆。东溪黄豆的特点

是成浆浓度高，做出来的豆腐坯表面

光滑、富有弹性。

做豆腐乳坯子的辣椒，用的是东

溪出产的小米辣，色泽鲜红、味道鲜

美。就连豆腐乳坯子出笼后用的白酒

都是东溪人自酿的高粱酒。

调味装坛后，再用石膏封口，一般

要窖藏5至6个月。这种传统工艺制

作的豆腐乳，味道醇正，咸淡适宜，口

感细腻化渣，入口即化，把豆腐乳特有

的鲜香发挥到了极致。用现代的话

说，豆腐乳富含多种氨基酸、碳水化合

物、不饱和脂肪酸、钙、磷、铁等矿物

质、人体需要的胡萝卜素等多种维生

素，营养价值极高。

“无论是从营养角度，还是从口感

角度，豆腐乳都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

美食美味，也许这就是豆腐乳流传千

年不衰的原因。”李宗全介绍说，近几

年，为了满足消费者的不同口味，东溪

豆腐乳也在味道上作了一些调整，除

传统的五香麻辣味外，还做了一些清

淡的原味豆腐乳，以及微辣的、红油

的、五香的等多种口味，这种改进也是

在传统口味基础上的传承和发展。

豆腐乳的传承与发展

豆腐乳制作技艺独特

“80年代在东溪二中读初中的时

候，我吃得最多的就是豆腐乳，那时候

我家经济条件不好，经常吃是因为豆腐

乳经济实惠。”东溪人刘宗元现在在綦

江城区工作，还是经常吃豆腐乳，他说，

与小时候不同的是，现在吃的是豆腐乳

的独特味道。

豆腐乳是很多綦江人餐桌上必不

可少的食物。早上喝稀粥的时候，很多

人都会吃豆腐乳，原本寡淡的稀粥由此

多了一种别样的味道；吃羊肉汤锅的时

候，在佐料碗里放一块豆腐乳，不但去

掉了羊膻味，更为羊肉增添了一种美妙

的滋味。

刘宗元说，他读中学那几年，两块

豆腐乳就可以吃一大碗饭，豆腐乳的味

道应该有开胃健脾的作用，“我现在有

这健壮的体魄，就是豆腐乳让我胃口大

开，吃得好，身体就长得好。”

很多綦江人外出旅游也喜欢带上

两瓶豆腐乳。遇上外地餐馆的食物不

对胃口时，吃饭就来一块豆腐乳，提味

下饭，也算是把家乡味道带在了身边。

“我在北京工作快20年了，对豆腐

乳仍然情有独钟，每次回綦江都要带几

瓶豆腐乳走。”在北京工作的张海英说，

前年她春节回綦江，临走时一口气带了

20瓶豆腐乳，回到北京后给身边的重

庆老乡一人送了两瓶，“他们对我的礼

品大为赞赏。现在物质都很丰富了，山

珍海味儿都能买得到，唯有这融入了乡

情的民间美食让人感到温暖。”

黄光华是在打通镇长大的，他记

得小时候，外婆每年都要制作一大罐豆

腐乳，家里的餐桌上每顿都离不开豆腐

乳。他长大了到重庆读书，每次寒暑假

离家时，外婆都要为他准备一大瓶豆腐

乳，那是他要吃一学期的下饭菜。读大

学时外婆去世了，妈妈又接着做，每年

也要做一大罐豆腐乳，每次回校时，妈

妈就会为他准备一瓶豆腐乳。大学毕

业了，在洛阳工作了，每次回家探亲，妈

妈仍会为他准备一瓶豆腐乳。直到今

年，他妈妈已经76岁了，豆腐乳的味道

还那么鲜美地飘香在他的生活中，以至

于他已经离不开豆腐乳。

“豆腐乳里不仅有外婆的关怀、母

亲的希望、父亲的期待，更有永远的乡

情和温暖时光的记忆。”黄光华说。

豆腐乳成舌尖上的乡愁

本版图/通讯员 张雨荷 摄

本报记者 张学成 本报讯（通讯员 刘静）笔者近日

从区人社局获悉，根据全国、全市关于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有关会议和文件精

神，我区确定了 2019-2021 年职业技

能提升行动计划目标，3 年将培训技

能劳动者42500人次。

根据计划安排，我区将按照2019

年培训11300人次、2020年培训14200

人次、2021年培训17000人次，努力实

现到 2021 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

员总量的比例达到 24%以上，高技能

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29%以

上，进一步优化人才队伍结构，让人才

创造活力不断涌流。

该项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主要

针对企业职工等重点群体，采取岗前

培训学习、岗位练兵、新型学徒制等灵

活多样的培训方式，大力提升企业职

工职业技能。同时，兼顾就业重点群

体，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和贫困家庭子

女，开展技能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

兴。据统计，截至今年8月，我区已完

成5616人职业技能培训。

我区发布2019—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计划

3年培训技能劳动者4万余人次

“同学们，中国消防救援旗帜由红蓝两色组成，红色代表党和国家，蓝色代表消

防救援队伍，寓意消防救援队伍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下的纪律队伍。”近日，在营盘山

小学五年级1班和文龙小学五年级4班，美术老师正在美术课上指导学生们绘制中

国消防救援旗。目前，区教委已将绘制消防救援旗活动作为消防安全教育课的一

项重要内容，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将校园消防安全教育课不断引向深入。

通讯员 陈志刚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建）日前，我

区“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培训班在

市民服务中心8楼开班，全区50个单

位具有政务服务职能的干部参加培

训。

本次培训为期 5 天，课程设置贴

合工作实际，培训采取专题讲座、案例

教学、交流座谈、红色基因传承等形

式，对政务服务法规政策、大数据思

维、云计算、指挥城市建设和政府公共

服务创新、政务服务与网络安全等进

行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旨在贯彻落实国

家和市政府有关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重要精神，了解当前互联

网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最新发展趋

势，提升干部运用互联网推进政务服

务的能力。

我区开展“互联网+政务服务”示范培训

泡洗黄豆

石磨豆子

过滤豆渣

美味鲜香的豆腐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