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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化中，家庭所追求的就

是“团圆”二字。一家老小欢聚一堂，不论

是小孩子的童真之欢还是老年人的天伦

之乐，咱们中国人讲求的就是一个和和

美美。

不论合菜的发明者初心是否由此，

但是如今，在中国的家宴上合菜是亮相

概率较高的一个，尤其是逢年过节之时。

合菜发音与“和”“财”相似，是寓意吉祥

的一道菜。

就算再简单的事物，只要经过时间

的沉淀，都是具有人文印记的珍宝。就像

是天青色的汝瓷，就算是没有任何图案

装饰，在经历时间的洗礼之后，都有着汝

州人生活的美感。

同样的道理，一盘简单的合菜，在时

间的沉淀下，也是见证汝州家宴文化的

重要代表之一。

台湾歌手庾澄庆有一首名叫《蛋炒

饭》的歌，歌里唱到

“蛋炒饭，最简单也最

困难”，这句话用在凉

拌合菜上也极为恰

当。

红色的胡萝卜、

绿色的韭菜、黄色的豆芽、白色的豆皮、

黄白色的肉丝等，切成均匀的丝，焯水过

后放入冷水中备用，待到上桌之前，快速

加调料凉拌，搅和均匀。看似简单的菜

品，却保留着汝州人生活的原汁原味。

虽然是一道看似简单又家常的菜，

但是想要把它做得好吃，这里面还真有

门道。为了保留各种菜的口感，过水的时

间要把握好。时间短了，菜会硬而且生，

时间长了，不仅菜会老，而且还会变色，

所以掌握好时间是个重要的环节。

因为是凉拌菜，里面没有过多的油，

也没有复杂的烹饪。因此，要把这道菜做

得有别于家里日常吃的感觉，其实很考

验厨师的厨艺。

众所周知，美食讲求“色、香、味、意、

形”，既然是美食，如何让合菜更美也是

一门学问。在菜品搭配上，各种原料的比

例要搭配合理，韭菜放多了会抢味，豆芽

放多了会显得太白，豆皮放太多又会让

合菜失去爽脆感。一道看似简单的菜，其

实也是在调和人生的味道。

一道凉拌合菜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

一桌宴席里最先上桌的几道菜，合菜能否

调动食客的胃口，是一桌宴席的关键。

爽口的合菜，一方面能引起人们对

美食的渴望，另一方面让人清除口中的

杂味。合菜就如同后面大菜美食风暴来

临前的细雨微风。

任何时候， 美食都不是独立存在

的，如果说以前人们吃合菜是为了填饱

肚子，那么现在人们吃合菜更多是在吃

一种健康、吃一种家的味道，而老少皆宜

的合菜正是承载这些美好的关键。

很多时候，家的美好往往存在于微

小的细节中，相比高价的大菜而言，合菜

因为过于普通，所以原料都以本地食材

为主。不同颜色的蔬菜，像是不同年龄的

人；不同季节成熟的蔬菜，像一年四季的

变化。世界再大，总有个地方叫作家；岁

月流转，不离不弃的永远是家人。

合菜做法
食材：豆芽、韭菜、胡萝卜、豆皮、肉

丝、酱油、醋、糖、盐等。

做法：将肉丝过热水焯熟，将蔬菜过

热水焯熟，将食材放凉，加入调料搅拌。

特点：清脆爽口、解腻开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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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料镇西南十五里的山巅上有一座庙，名字叫宿王庙，说来

还与汉世祖光武皇帝刘秀有关。

相传这一日傍晚光景，刘秀被王莽追撵到了一座山头上，人

困马乏，正准备寻找地方歇息过夜，看见了这里有一座庙。刘秀

心里很高兴，大步跨进了庙里。当时正是三伏天，庙里不但像蒸

笼一样闷热，而且蚊子多得成疙瘩结串，“嘤嘤嗡嗡”地叫着，碰

头碰腿。刘秀说：“蚊子呀蚊子，你就不会飞到庙东头去，老是盯

着我干啥？让我好好睡一宿，天明还要赶路，要不的话，我就要被

王莽所害了啊！”说来也神，刘秀的话头刚落，那蚊群就“嘤嘤嗡

嗡”地飞到了庙的东头。庙的西头一只蚊子也没有，一股凉爽的

山风也吹了进来。刘秀心里美透了，舒舒服服睡到了天亮。刘秀

起来走到庙后撒尿，带勾的酸枣圪针刮住了他的衣服。刘秀说：

“好狗不挡路，你这圪针带勾刮衣服，拦人误大事！”说罢，那带勾

的圪针忽然直挺挺起来，没有勾了。刘秀痛快地撒完尿，精神十

足地跨马而去，与追赶他的王莽拉开了距离……

从此，人们就把刘秀住过的这座庙取名叫“宿王庙”。至今人

们还说这庙里东边有蚊子，西边没蚊子，庙后的一片酸枣圪针是

直的，没有勾勾。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宿王庙的传说

合 菜

民间故事

中原军大在临汝期间的主要
活动

中原军政大学在临汝期间，积极支持

和配合临汝县委、县政府开展的夏征夏屯、

剿匪反霸、户口清查等重大行动，在维护社

会治安、稳定秩序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一）配合临汝等县区政府开展夏屯工

作

军大迁往临汝时，正值麦收时节。学校

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原局发出的《保卫麦

收，完成麦征及加强财经工作的指示》，奉

命承担临汝、郏县、襄城3个县的所有辖区
的夏屯工作，即夏季公粮征收。学员们下乡

之前，学校举办了为时半月的集中培训学

习。培训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党在解放区的

夏征夏屯政策、工作纪律以及如何划分农

村阶级等问题。还听取豫陕鄂边区行署主

任王芸生所做的有关筹集公粮的方针、政

策、具体征收办法和当地社会情况等专题

报告。校党委发出了开展夏收、夏屯立功运

动的号召，校首长又发布了《政治命令》，规

定夏屯工作必须遵守的各项纪律。

根据《政治命令》，学校开始在学员中

开展“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的建队工作，

吸收一批政治觉悟较高的积极分子入队。

学校还创办了八开篇幅的油印小报《夏屯

生活》，利用发给学校的电台，每天接收新

华社广播，及时将中央的政策精神和胜利

消息在小报上登出或发号外。

当时，临汝县民主县政府刚从汝河南

搬进县城。汝河以南基层政权建立较早，

干部较为稳定，公粮比较好征。汝河以北

大部分地区的反动武装势力仍是夜聚明

散，贫苦农民站出来当村干部的很少，有

些村长既为民主政府工作，又为地主、土

匪办事，被称为“两面政权”。根据这种形

势，参加临汝县夏屯的学员分配在汝河以

北。他们同区干部一起，白天催收公粮，夜

间轮流值班，以防土匪偷袭。两个多月的

夏屯，学员们在实际工作中经受了锻炼，

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夏屯任务，也提高了阶

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初步学习了走群众路

线的工作方法。

夏屯结束后，1 94 8年8月1 8日，军大召
开了全校庆祝胜利完成夏屯任务和表彰大

会，有250名学员被评为劳模，受到了表彰。
不久，又召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先锋队成立

大会，宣布这一组织正式成立，并表扬了民

先队员在学习和夏屯工作中所发挥的先锋

模范作用，号召大家团结全校同学，发展组

织，为完成学习任务和实现民先的宗旨而

努力奋斗。

（二）配合县委县政府开展户口大清查

临汝县刚解放时，县城有38000余人。
潜藏在城区的特务、土匪、恶霸、反动会道

门头目等国民党残余势力，以经商、教员、

店员等职业为掩护，秘密联络，串通一气，

刺探情报，进行反革命活动。他们冒充公安

人员，以查户口、追逃犯为名，抢劫民财，强

奸妇女，残害干部及其家属，并在城区周围

公开抢劫客商，制造事端，蛊惑人心，破坏

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为了消灭这股反动势力，巩固新生的

人民政权，临汝县委、县政府于同年9月1 7
日召开会议，决定趁八月十五中秋节，各种

反革命分子可能在家过节的机会进行户口

大清查，捕捉匪特，为民除害。

临汝县委决定成立户口清查委员会，

由县长王武烈任主任，县独立团团长、中原

军政大学参谋长、县公安局局长任副主任。

下设组织股，由军大参谋长负责；军事股，

由县独立团参谋长负责；宣教股，由军大政

治处宣传科负责，在清查中对群众进行宣

传教育；审委会，由公安局、军大、独立团的

保卫干部6人组成，负责审理案件及拘捕人
员的审讯处理等工作。为了确保清查工作

的顺利进行，县工委还决定从县独立团直

属营、军大、县政府、公安局等单位抽出熟

悉情况的工作人员200人，组成清查队伍，
进行全面清查。

1 94 8年9月1 9日（农历8月1 6日）晨3时，
全体清查人员以组为单位，分别集中动员。

3时半，按事先的分工到位进行清查。
这次户口大清查，共收留审查对象52 3

人。其中土匪、特务、政治嫌疑及贩毒人员

1 4 5人；没有户口、年龄不符、身份不明的人
员37 8人。通过审查，拘捕2 5人，其中特务4
人，土匪9人，政治嫌疑1 0人，贩卖毒品1 人，
勾结土匪杀人者1人。清查出各种反动物证
有：国民党公文3捆、军用图纸63张、国民
党、三青团证9件、国民党谍报手册 1 本，长
短枪1 7支，子弹1 03发，手榴弹32枚，以及电
话机、鸦片等。

这次大规模的户口大清查，逮捕了一

批土匪和特务分子，缴获了一部分枪支弹

药，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为稳定城区

的社会治安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军大文工团在临汝的活动

1 94 8年5月底，军大文工团在临汝文庙
成立。文工团团员不足百人，他们是来自伏

牛山、大别山等地区的进步知识青年。当

时，没有团长，所有组建工作都由第2大队
教导员唐新江负责。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变化，虽然反动

势力稍有收敛，但隐藏在山区及县境接合

部的土匪还经常出没，残害百姓。为了发动

群众配合夏收筹粮工作，文工团排演了豫

剧《虎孩翻身》、歌剧《白毛女》以及《灯碗里

没有油灯不明》《王老汉》等合唱节目，在临

汝县城露天剧场和纸坊、庙下等乡镇，为群

众进行了多场演出。《虎孩翻身》《白毛女》

的悲怆凄凉的故事，让观众捉襟拭泪；合唱

“灯碗里没有油灯不明，穷人没有地辈辈

穷，有了土地灯花亮，人人脸上放光明”，用

朴实贴切的比喻，唱出了贫苦农民的身受

和心声，让群众竖起拇指点头称是。

在完成夏屯征粮任务后，1 94 8年8月1 8
日，举行了隆重的“庆祝夏屯胜利表彰大

会”，军区副政委邓子恢，副政委兼政治部

主任张际春，参谋长李达等首长亲临大会，

会见全体学员，并分别发表热情洋溢的讲

话，对大家提出了恳切地要求和真挚地勉

励。当晚，还和学员们一道出席庆祝晚会，

观看了文工团演出的《白毛女》。

1 94 8年9月2日，中原军大正式成立后，
文工团也迎来了两位新领导，团长陈晓，是

太行山老前哨剧团的领导人之一，副团长

时乐濛是延安鲁艺出身的作曲家。新领导

上任后，先后排演了《血泪仇》《兄妹开荒》

《诸大嫂拥军》《逛延安》等延安时期经典秧

歌剧。这些文艺新兵，不但政治业务水平得

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锤炼出了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舞台作风。在排演《虎孩翻身》

时，扮演虎孩妻的刘国梅是从太行山出来

的老同志，她事事处处都给大家做出表率，

为了扮演好角色，她废寝忘食，刻苦钻研，

还考虑到怕影响别人的正常作息，常常独

自一个人躲在文庙大殿后面练唱，背诵台

词，琢磨表演中的每个细节，使她扮演的虎

孩妻真实、细腻，生动可信，催人泪下。

1 94 8年9月9日，军大文工团召开大会，
陈晓团长和时乐濛副团长，分别代表中原

野战军第3纵队和豫西军区选调文工团员，
组建新的文工团。经过自愿报名申请和领

导批准，刘敏、刘元铎、周靖、夏冰等29人调
中野3纵文工团；张桥等人被批准随时乐濛
团长调赴豫西军区文工团。2 9个从军大到3
纵的文艺战士，9月1 2日从临汝出发后，随
部队解放了郑州、开封，打淮海，渡长江，进

军大西南，于1 950年调到海军青岛基地，投
入人民海军建设。中原军大为人民解放战

争培养了大批的军政干部，军大文工团也

为部队输送了大批文艺战士。

刘伯承、陈毅等首长到校视
察作报告

中原局、中原军区领导十分关心中原

军政大学的建设，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张

际春、李达等首长，亲自到学校视察工作并

作报告，使学校的影响进一步扩大。

1 94 8年9月2日，中原军政大学正式开
学。在成立大会上，中原军区第一副政委邓

子恢，以《改造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为题，向学员们作了3天报告。中原军区
李达参谋长也到校讲了话。这些报告都给

学员们以深刻教育。

中原军区领导十分重视军大的工作。

1 94 8年9月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
第一副司令员陈毅，在学校政治部副主任

张衍的陪同下，到军政大学作《关于中原地

区知识分子的出路问题》的报告。他报告的

主要内容，一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

势；二是第三次世界大战能不能打起来。针

对“美国要出兵打中国，第三次世界大战要

打起来”的谣言进行批驳。科学地分析第三

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原因，教育学员用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察世界，树立革命必

胜的信心。最后，他鼓励学员“打到南京去，

解放全中国”。

1 94 8年1 0月1 7日，中原军区、中原野战
军司令员、中原军政大学校长刘伯承，带着

军政处长杨国宇和两位训练参谋乘车从军

区驻地来到中原军政大学视察工作，听取

工作汇报。刘司令员对办好军大提出不少

指示和中肯的意见。并以《目前形势和军大

任务》为题，向学员们作了长达4个多小时
的报告，主要阐明办军大的方针：第一，要

建设正规化军队，要从军大培养一大批军

事政治干部，要求办学要严格，要把青年学

生从政治思想、品德作风和军事素养各方

面培养成真正的革命军人，要像个革命军

人的样子。第二，革命的任务是艰巨的，青

年参加解放军就要有为革命事业艰苦奋

斗、英勇牺牲的思想准备。因此，军政教育

要以政治教育为主，提高政治觉悟，首先解

决好革命不革命的问题。第三，针对有些青

年来校后又想走的思想，刘校长讲了革命

是自愿的，参加军大的青年学生，我们采取

来者欢迎，走者欢送的政策。真正不愿在学

校学习的可提出来。这对当时争取青年知

识分子，使他们安定下来好好学习，起了重

大作用。

第二天，在训练参谋的协助下，刘司令

员亲自点验，从军大1 1 00名学员中挑选精
兵强将补充野战军主力。

首长们的报告激动人心，给学员们以

方向、以鼓舞、以信心、以力量。学员们政

治热情高涨，预感到一次光荣的任务即将

到来，做好一切准备，以迎接新的战斗考

验。

中原军政大学外迁及裂变

1 94 8年 1 0月2 1 日中原军政大学接到
中原军区命令：为了配合中原地区的秋季

攻势，中原军大从临汝迁往郑州办学。 1 0
月2 3日，全体师生告别临汝，开始第一次
长途行军，沿着嵩山崎岖的山路，经登封、

密县，于1 0月27日到达郑州。进入郑州后，
通过武装游行、警卫、巡逻和宣传活动，稳

定了郑州的局面，安定了民心。开赴郑州

完成任务后，1 2月2日，中原军大离开郑州
南迁许昌。

1 94 9年3月1 9日，中原军政大学3000多
名学员，告别许昌，开始千里行军，于5月4
日到达南京后，中原军大改称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仍由刘伯承兼

任校长、政委。

1 94 9年1 0月，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随
第二野战军进军大西南，1 950年3月，全部
抵达重庆。4月，改称西南军政大学。1 951年
初，改称第二高级步兵学校。

1 952年，第二高级步兵学校调迁哈尔
滨，以该校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

事工程学院，史称哈军工，陈赓任院长兼政

委。

1 960年哈军工开始分建，形成了今天
的南京理工大学、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

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的一

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院、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军工程大学的一部分、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工程大学的一部分。

1 97 0年，哈尔滨工程学院分拆、内迁，
火箭工程系、电子工程系、电子计算机系和

基础课部、院机关迁往长沙，成立长沙工学

院，1 97 8年改建为国防科学技术大学；原子
工程系迁往重庆，与哈尔滨工业大学有关

专业合并组建重庆工业大学，1 97 4年重庆
工业大学解散，原哈尔滨工业大学南迁部

分返回哈尔滨，原哈军工原子工程系归并

长沙工学院；海军工程系拟迁武汉，后留原

址组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1 994年更名
哈尔滨工程大学；航空工程系迁往西安，并

入西北工业大学，该系的风洞实验室留哈，

现为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哈尔滨

院区。

1 951年6月30日，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地，临汝县城大
街小巷都被一股热浪笼罩着。这时，在临汝县五届二次各界

人民代表大会和首届抗美援朝爱国模范代表大会的会场上，

气氛比外边的太阳还要火热。

中共临汝县委书记王武烈站在主席台上慷慨激昂地讲

话。汗珠顺着他的面颊滚落，他不顾擦拭，高声讲道：“同志

们，朝鲜战场上，我们的志愿军战士正浴血奋战，现在我们安

静地坐在这儿，没有枪声，没有炮弹轰响，也没有飞机投弹

声。可是啊，在朝鲜战场上，战士们不顾枪林弹雨，忍饥挨饿，

吃炒面，啃冰块子，用刺刀与帝国主义侵略者厮杀。我们的战

士用自己的胸口顶住敌人机枪枪口，为后边的战士冲锋赢得

了时间。我们的战斗英雄驾机与敌人拼杀，最后用自己的座

机撞向敌机，与敌人同归于尽。我们的战士邱少云，当烈火燃

烧到他自己面前时，为了不暴露秘密，宁死不动。我们一个战

士高呼着：‘向我开火’，为的是炸死更多的敌人……”

王武烈讲到此处，台下的代表们再也难以控制愤怒，振

臂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向英雄们致敬！”“美帝国主义

是中朝人民的死敌！”

王武烈等口号声停止，继续讲道：“同志们，我们的新中

国刚刚成立，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底子还比较薄。在朝鲜战

场上，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使用的完全是现代化武器，轰炸

机，坦克车，榴弹炮甚至使用细菌武器，这些我们都没有。在战场上，美

帝侵略军用飞机控制了天空，用坦克横冲直撞，用炮弹毁灭我军阵地，

尽管我们的战士勇敢不怕死，用血肉之躯抗击敌人，但我们的伤亡太

大，代价太高，怎么办呢？”

讲到这里，王武烈略作停顿，突然继续提高声调讲道：“怎么办？有

办法！最近，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号召，要求全国

人民齐心协力，捐献飞机，捐献大炮和坦克。咱们的县委县政府也做出

了决定，坚决响应这个号召，我们今天在这儿召开代表大会，就是要求

你们在座的每位代表作全县人民的表率，站出来做榜样，钱多的多捐

点，钱少的少捐点，没有钱的，千方百计筹钱也要捐点……”

这时，台下的代表纷纷站起身来，高声喊道，“我捐！”“我捐！”“我也

捐！”喊声打断了王武烈的讲话，有的代表甚至跑了过来。

王武烈摆手制止，讲道：“大家先别急，听我讲。临汝县自解放以来，

短短两年多时间，老百姓的生活逐渐好了起来。农业，工业，商业的发展

非常迅猛。前段时间，我们在全县开展了保卫世界和平签名活动，也开

展了志愿抗美援朝劳动竞赛活动，全县人民的积极性都很高。一些私营

工商户为支援抗美援朝，积极纳税，三月份有五天时间就完成了5600多
万元的纳税任务，有些商户还主动预缴了三四月份的税金。我县劳动模

范许牛娃同志还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了他们互助组为支援抗美援朝制

定的爱国增产节约计划。可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给许牛娃同志亲自回

了信。这些，《河南日报》在4月2日的头版刊登了一篇在抗美援朝爱国增
产运动推动下，临汝工作开展很快的消息报道。另外，我县今年的粮食

获得了大丰收。据统计，我县今年的烟叶面积也扩大到22万多亩，棉花
面积扩大了64 000亩，为了大丰收，我们新挖渠道1 80条，可以扩大灌溉
面积1 6500多亩。洼地除涝将近1 3000亩。应该说，我们还是大有实力的。
因此，县委县政府决定，这次捐献，我们的目标就是：全县坚决完成一架

飞机的捐款数目。我们要让临汝县捐献的这架飞机马上飞到朝鲜战场

参加战斗。狠狠地揍死美帝侵略者，大家说这个任务能不能完成？”

全场代表一起喊道：“坚决完成，哪怕三天不吃饭，也要省下钱捐出

来。临汝人民不是孬货！”

捐款活动现场举行。

到会代表依次一个个走到主席台的捐款箱前，把钱投进钱箱。这

时，队列后边有一个叫陈老呆的代表，在身上左摸右摸，摸出了三张纸

币。他看见前面的人都是大把地往钱箱里投钱，突然犹豫起来。犹豫一

阵，他拔腿退出来，走到一个熟识的代表跟前，把手里点着的一根旱烟

递给那个代表，悄声问道：“你看我这个旱烟锅咋样？”

那是一个不平凡的烟锅。他的烟杆是黄铜做的，烟嘴和烟锅是玉

的。那个代表说：“不错，是杆好烟锅。”

陈老呆说：“不瞒您说，这是前年分地主财物时，我要求工作队特地

分给我的。你看这烟杆、烟嘴、烟锅都是珍贵东西。听说当年那个地主花

了好几个大洋买的。今天捐钱我身上只有3万元，捐出来太少，老丢人，
你把它买了吧。我只要2 0万。”

那个代表说：“我也没带那么多钱呀。”

陈老呆说：“昨天你不是说进城时替人捎中药吗？把那个中药钱先

拿出来。”

那代表说：“不中，钱给你了，我用啥给人家捎药？”

陈老呆急了，说：“晚几天再买药也中，我这时急着多捐几个钱。要

不这个烟袋50万我也不卖。”
两人正说着，县委书记王武烈走了过来，问陈老呆说：“老陈，我看

你从前边退了出来，是不是身上缺钱，缺钱的话，有多少捐多少，别作

难。”

陈老呆马上说：“有钱，有钱。”

就这样，陈老板用自己心爱的旱烟袋换了20万元，全部捐出来了。
捐款结束，经过工作人员现场查点，代表们共捐了将近1 5亿元。王

武烈书记高兴地宣布：“同志们，今天我们共收到十四亿九千八百三十

七万元。足够买一架飞机啦，在此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向大家表示感

谢。”王武烈书记话刚说完，代表们立刻鼓掌欢呼。

“临汝号”飞机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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