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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谁来自山川湖海，却囿于昼
夜、厨房与爱。”

从 2007 年儿子出生开始与厨房
打交道到现在，张颖瑜的 14 年，经历
着从破解挑食难题的果腹，到注意餐
具选择的美食搭配，再到线上开设厨
房美学课程的进阶。作为网上知名美
食博主，她的“木可厨房”至今已收获
26 万粉丝、5209 个讨论和 589.7 万的
阅读量。

“我儿子小名叫‘柯柯’，所以，
2010 年 10 月 18 日加入新浪微博时，
就把博客取名为‘木可厨房’。”张颖瑜
说，自己做饭的最初动力，就是要让挑
食的儿子吃得丰富一点。一点一滴用
心地做饭、拍照、分享。直到 2011 年 6
月23日，她的博文第一次被推荐到了
新浪美食首页，开启了这个常州妹子
的网红美食博主生涯。

“其实很多人下厨，最先考虑的都
是要帮孩子克服挑食的毛病。当然，也
有一部分是自己喜欢吃。”张颖瑜说，老
一辈烧菜式样比较单一，想改变孩子挑
食的习惯，只有多花点心思。有的蔬菜
孩子不爱吃，但剁碎做成饼或者变成
馅，接受度就高了；某些水果孩子可能
也不爱吃，但榨成汁就喝了。

“一碗一碟”是张颖瑜最早为自
己的淘宝店取的名字。“饮食也需要
仪式感”，抱着这样的念头，她的小店
里陈列的大多是自己用过的或是觉
得好的餐具，这也是木可厨房最早的

“带货”范围。张颖瑜说：“那时候电商
竞争没有现在这么激烈，我很多时候
都是‘被动售货’，就是我发了个博
客，有人看到了就会跟我说，‘这个盘
子比较好看，哪儿有得买’；也有人会
跟我说，‘你做的菜挺好的，我能跟你
学做菜不’⋯⋯就这样，一碗一碟，一
点一滴，把生活乐趣变成了我现在认

定的事业。”
她说，虽然邻近的宜兴也产陶瓷，

但茶壶居多，她所需要的烹饪容器还
是集中在景德镇、广州等地，“要跟美
学搭点边的餐具，出口会偏多一点”。
光做餐具投入高，且在平台“花钱换流
量”的趋势下，“木可厨房”的微博和淘
宝店，不仅互相输导着读者，也逐渐尝
试着将范围多元化。

张颖瑜说她最拿手的是糖醋排
骨，“这道菜网上有很多做法，大同小
异，关键是细节得把握好”。她说，首先
得选一个好的仔排，这是“味之始”；然
后炒出一个好看的糖色来，这个字念

“shai”，第三声，就是用冰糖炒到化，
这是“色之美”；纵观始终，温度、火候
等等，每一步都很重要。

3 月 23 日，作为“#宅家美食#PK
大赛”的参与作品，张颖瑜在“木可厨
房”里推荐了“齿物香肠”和两道点心
食谱“毛毛虫面包”“毛毛虫香肠卷”，
在九宫格排布的美图中，不仅详细地
列出了做法步骤，还格外提到了制作
要点。她说：“我推荐的每一道菜肴、点
心，都是自己细致的做菜经验和观察
所得。我们虽然注重美感，但更注重实
用，并不希望出现形式大于功能的情
况。烹饪的味道才是最关键的。”

随着摄影技术的提升和美食心得
的精进，最终，张颖瑜决定将“木可厨
房”重新定位为“厨房美学的传达者”。
她不仅继续保持着微博、淘宝的更新，
还在微信公众号上推出了若干课程，
包括手机美食摄影、家庭烹饪基础、中
式发面点心等等。

“木可厨房”微信群内现有 425
人，张颖瑜经常在线上分享，每周五都
会有美食课堂微信直播课，还会让大
家在学习后把自己做的饭菜拍照发进
群内“交作业”。他们也会分享用得好
的餐具和厨房小家电等。

何嫄图文报道

木 可 和 她 的 厨 房 美 学
毗毗 陵陵 ·· 发现发现

2020年初春，城市仿佛被疫情按
下“暂停键”，但寂静中，有一种力量在
蓬勃生长：他们是战役一线的医者，他
们是幕后的勇士，其中就有坚守岗位
的检察官群体。

今年春节是我过的最长的一个假
期，却不是一个安心的假期。宣布春
节假期延长后，我为手头的案件发
愁。假期可以延长，但犯罪嫌疑人的
羁押期限不能延长，确保办案期限是
我们检察人员最基本的职业原则，不
能因为疫情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
益。但检察工作的特殊性还在于，案
件办理必须依托我们的专用网络和专
用软件，其他行业提倡的居家办公对
我们来说并不适用。在不能聚集办公
的情况下，案件如何办理？讯问工作
如何开展？出庭公诉工作如何继续？
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道难题⋯⋯
所幸，最高人民检察院及时指明方向，

《关于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期间
刑事案件办理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
及多个正式文件和内部通知的发布，
让我们在特殊时期的办案有了明确途
径——云办案。

云提审。批捕案件办案周期最
短，也最棘手。2 月 7 日，我接手了一
起提请批准逮捕案件。这起案件案
情复杂，涉及面广，即使不在疫情期
间，办案难度也很大。考虑疫情期间
的实际情况，我和同事商量好错峰上
班，用 3 天时间集中阅卷，同时与公
安机关的承办民警及时通过电话和
视频沟通案情。之后，如何提审成了
首要解决的问题。和看守所沟通后，
我们决定采用远程视频的方式。“云”
办案理论上安全易行，转变办案方式
的具体实践却非易事。视频通讯是
否畅通？文书能否顺利送达？我立
即与技术部门联系。在技术人员的
配合下，各项工作准备到位，讯问时

却出现了新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于部
分事实闪烁其词，缺少了当面对质的
强大压力，要获得有罪口供比以往更
难，加上信号传输时强时弱，问答有
一定的滞后性，整个讯问工作用了一
天才艰难完成。后期通过看守所协
助，完成了笔录签字和告知工作，该
案才顺利结案。

云庭审。远程出庭也是我们云办
案的一部分，以往剑拔弩张的严肃法
庭，变成了一间仅有一台显示器的小
屋子，舞台变小了，公诉人的气场不能
弱。为此，我们制作了专门的视频背
景，标准检察蓝配上庄严的检徽，加上
特制的“公诉人”席卡，严格按照标准
着制服，通过我们语调高亢的讯问、举
证、发表公诉意见、法庭教育⋯⋯该有
的程序一样不少。

云宣告。另外还有一类案件也让
我们犯了难。一些犯罪情节轻微的案
件，法律规定检察机关有不起诉权，但
作出决定以后必须公开宣布。案件时
效不等人，被不起诉人的权益我们同
样需要维护，早一天作出不起诉决定，
就能早一天解除犯罪嫌疑人的身份。
为此，我们通过充分沟通，用微信视频
通话的方式进行了不起诉公开宣布。
镜头里，被不起诉人不仅真诚地悔过，
也对我们检察机关因时制宜的举措表
达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在这场战疫中，我们积累了新的
办案经验，体现了新的检察特色，相信
无论遇到多严峻的形势，我们办案都
不打折扣！

讲述人：张彦婷
整 理：张 敏 童华岗

疫情之下：不打烊的云办案

本报讯 24 日下午，常戚路消
防站、丽华消防站的20名消防员携
带 4 台消杀设备，来到市三中开展
消杀。从 3 月初以来，市消防支队
组织 7 个消杀队，免费为各学校开
展消杀，目前已完成23所学校的消
杀任务。

把好消毒关，筑好防控墙。为确
保顺利开学，3月23日晚，常州消防
发出通告，将为全市有需要的学校提
供免费消杀服务，截至昨天上午，已
有57个学校致电119申请帮助。

为全力做好此次校园消杀工
作，消防部门依托城区及金坛、溧阳
7 个消防站成立了 7 支专业消杀队
伍，配备手推喷雾机、电动背负式喷
雾器，使用有效氯浓度 50 毫克/升
的含氯消毒剂，并为消杀队员准备
了隔离防护服、口罩、护目镜等个人
防护用品。消杀专业队将根据各学
校的不同需求，严格按照科学方法
和规程进行消杀工作，重点对办公
楼、教学楼、宿舍楼等区域进行喷雾
消毒，尤其是对楼梯扶手、公厕等公

共部位进行全面消毒作业，不留死角、
不留盲区，从源头上防止病毒的产生
和蔓延。

据晋陵路消防站指导员何奇光介
绍，他们中队是全市最早成立的消杀
专业队之一，从 3 月初开始已经完成
了清潭中学等 7 所学校的消杀工作，
受到学校的欢迎。市消防救援支队支
队长王士军表示，希望通过开展防疫
消杀，有效遏制疫情传播，为全市学校
安全开学提供保障。

（周璐 芮伟芬图文报道）

7支专业消杀队伍为学校免费防疫消杀

消防员“转型”消杀员

本报讯 记者昨天获悉，自 3
月 16 日全省开展交通安全专项整
治“飓风行动”以来，武进公安分局
查获了两辆严重超载车。

3 月 23 日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
常武路武进大道交界口，一辆由东
向西行驶的黑色五菱面包车在路口
等红灯。值勤交警发现小客车内人
头攒动，挤满了人，遂示意司机靠边
停车，让所有乘客下车。经清点，包
括司机在内，这辆核载 7 人的面包
车内共载了13人。车内乘客皆为在
武进大道做绿化的工人，12 名绿化

工人原本乘两辆面包车去目的地，
但一辆面包车在途中突发故障，无
法行驶。为了不延误绿化工作，12
人全部挤到了一辆面包车内。结果
刚开了两三分钟，就被细心的交警
发现了。交警对司机潘某进行了批
评教育，让其分批接送绿化工人，及
时消除了交通隐患。

3 月 13 日，武进公安分局交警
大队礼嘉中队民警在执勤时，也查
到了一辆严重超员的小客车。当天
中午时分，一辆香槟色东风小客车
从礼嘉镇礼洛路周成桥路段驶过，

引起了值勤交警的注意，将该车拦停
现场清点人员后，发现核载 7 人的小
车实载15人。民警对驾驶员孙某及乘
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分流了
超载人员。

据了解，孙某负责为公司招募工
人，当天是将这些人从临时宿舍接往
公司进行备选考察的。最终，孙某受到
了罚款 100 元和驾驶证记 6 分的处
罚。由于孙某驾驶证已记有8分，加上
此次已满12分，民警扣留了孙某的驾
驶证。

（小波 汪驰）

核载7人实载10多人
武进查获两辆超载车

本报讯 近日，身在连云港的建
筑工人蒋某收到了武进法院汇给他的
4348元执行款。对于因受疫情影响无
法正常工作、暂无收入来源的蒋某来
说，这笔钱就是雪中送炭。

2018 年 9 月，常州某公司承包了
武进区某建设工程，后将该工程转包
给张某。张某在施工中雇了蒋某等 17
名工人运输工程材料，可当工程承包
公司与张某结清材料及运输费后，张
某竟携款消失。17 名工人联系张某未
果，遂起诉至武进法院。法院判决张某
按期给付 17 人运输费共 11 万元。判
决生效后，张某未按期给付相关款项，
蒋某等人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今年 1 月，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张
某在接到法院执行通知书后主动申报
财产，称自己有一笔工程应收款，足以
支付工人运输费，申请法院与工程结
算方沟通支付。第三方债务人在与案

件承办人沟通后，得知涉及工人工资，
表示会及时与张某结算。1 月 23 日，
11万元执行款汇至法院账户，12名在
常工人在农历春节前领到了 7.7 万元
工资。

工友的消息让身在外地的蒋某看
到了希望，他和另外4名外地工友商量
好，年后回常复工后再到法院领取执
行款，可疫情让他们不得不暂时搁置
回常计划，经历暂无生活来源的焦灼。

在综合考虑疫情防控需要和申
请人实际生活需要后，法官逐个电话
通知蒋某等 5 位申请人：他们的工资
会由财务第一时间汇至他们提供的
银行账户，请他们按照当地防控要求
做好各项防疫措施。蒋某等人表示，
本次发放的执行款真是雪中送炭，对
法院表示感激。目前，最后一名工人
的工资已发放完毕，17 件执行案件
已全部执结。 （小波 陆羽）

民工收到工资款
法院执行暖人心

本报讯 24 日上午，新北区法院
通过网络远程视频方式，适用简易程
序快速审结了一起涉疫情妨害公务
案，被告人王某某犯妨害公务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该
案系常州市首例涉疫情妨害公务刑
事案件。

2020 年 1 月 14 日 24 时起，江苏
省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新北区薛家镇根据工作部署，开展新
冠肺炎疫情接触人员全面排查工作。
王某某及家人于 1 月 29 日从福建省
自驾，途经浙江省温州市等地返回常
州，未主动向社区报告，也未自行居家
隔离。当社区工作人员上门告知居家
隔离要求时，王某某因居家隔离的起

算日期与社区工作人员发生分歧并产
生争吵，拒绝张贴居家隔离告示单。
当晚，派出所民警至王某某住处，就居
家隔离事项进行沟通。王某某未佩戴
口罩，民警提醒其佩戴口罩后再沟通，
王某某拒不配合，抢夺民警手中的手
电，同时咬了民警左手小臂。之后，王
某某被民警当场制服。

新北区法院审理后，以妨害公务
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某有期徒刑六个
月，缓刑一年。

此案庭审中，社会公众通过扫描
二维码观看同步直播，多名区人大代
表也对该案进行了线上观摩和评议，
取得了较好的法治教育效果与社会宣
传效果。（小波 王芳 刘一珉 舒泉清）

被告人被判缓刑
我市首例涉疫情妨害公务案一审

3月20日，溧阳市埭头镇余家坝村一处违法搭建被拆除。据了解，该违法搭建是
一家机械加工小作坊，存在多年，严重影响乡村环境。 贡雨家 芮伟芬图文报道

本报讯 近日，新北区小河辖区发
生多起网络“仙人跳”敲诈勒索类案件，
大部分是美女主动引诱男事主裸聊，然
后拍下裸聊时的视频和照片，以威胁扩
散为手段，对事主敲诈勒索。

3 月 3 日，市民章某发现一个叫“小
雪”的人添加他为好友，头像是个娇滴滴
的美女，章某立马就通过了验证。“小雪”
热情豪放，时不时找章某聊天。聊着聊
着，两人的话题就暧昧起来，“小雪”提出
了裸聊的要求，章某欣然接受。裸聊了
2 分钟后，“小雪”发来章某的裸照和视
频，要求章某转1000元给她。害怕的章
某通过扫描二维码转了1000元给对方，
哪知，对方又不断向他索取费用，无力支
付的章某最终选择报警。

3 月 10 日，武某来到小河派出所报
警，称在某软件聊天，加了好友后对方和
他进行裸聊，裸聊结束后，对方以裸聊视
频和照片威胁他付钱。思来想去的武某
选择报警求助。

警方提醒，犯罪分子往往先通过木
马软件获取受害人的个人信息，随后让
美女主动裸聊截取录像，以备后期敲诈
使用。民警提醒广大网民，在日常生活
中要洁身自好，切莫因色迷失自我，得不
偿失。 （童华岗 金一飞 姚好）

网络“仙人跳”
男子被下“套”

本报讯 货车闯入禁行区域，车厢
内还载着一名乘客。3 月 20 日，武进
交警及时拦停了这辆货车，消除了安
全隐患。

当天上午 10 点，在武进区 312 国道
湖滨路口，一辆来自山东的货车驶入了
牛塘镇货运车辆禁行区域，车厢里还坐
着一名男子，交警立即将其拦停。

据了解，车厢里的男子蒋某是帮司
机装货的，因其单位距离不远，装完货便
想搭个顺风车，没想到被交警拦下。交
警对蒋某和司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
育，告诫他们，货车载人是非常危险的违
法行为，行驶状态下，一旦车辆紧急制动
或是发生任何交通意外，车厢内的人员
因没有任何安全保护措施，后果不堪设
想。随后，民警按规定对驾驶员进行了
相应处罚。 （小波 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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