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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的和平岁月

买回家的蔬菜
会沾染病毒吗？

—凝聚在何申忆旧文章中的思绪
——
马明 / 文 赵阳 / 图

被誉为河北文坛“
三驾马车”之一的何
申走了，让我思绪难平，伤感不已。 和那些
与他曾有过密切交往的编辑、作家相比，我
不仅与他素未谋面， 而且和他也从未有过
文字交往，难有清晰痕迹。他给我印象深刻
的原因， 是他那些回忆早年生活在天津的
往事文章，和我儿时的生活紧密相联，引发
了我的共鸣，触动了我对往事的怀念。
何申在天津度过了学生时代， 后来插
队到承德。在《天津日报》上，他曾陆续发表
了《城里旧事》《黄家花园旧事》《插队旧事》

倾城之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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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文章，自称是青少年时期的
“
三部曲”。后
来他又在 《今晚报》《中老年时报》 发表了
《墙子河边》《伤别之地》《梦里黄花》 等文
章，丰富了“旧事”。 他将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津门市井生活世态习俗描绘得细致入
微，语言风趣，朴实感人。 我在紧张忙碌的
喧嚣之余， 悠然聆听他用天津话将旧事诙
谐地娓娓道来，颇感滋润心田。
在《黄家花园旧事（墙子河边）》
《墙子河
边》中，何申介绍了幼时常玩儿的地方——
—
墙子河畔。“
后来我上 34 中，一开始走山西

桥过保定道，但保定道松寿里有一拨小子截道
欺负人，就改走河北桥。 ”我看到此，心里一惊：
嘿！ 这不说的是当年我们胡同一帮嘎杂子，专
门和山西桥对面的人找碴儿干架， 惹是生非
吗？敢情还殃及到他出行上学。至于他当年
“
放
学过桥上坡，就做好事，帮人推三轮”，以及到
民园体育场参加大型活动， 手拿彩色纸板组
字，这都是我小时曾经历的学雷锋活动和学校
组织的课外活动。 真是寸劲儿，我和这哥们儿
的足迹怎么这么相同！他将我耳熟能详的事儿
写得像小说一样接地气，有滋有味，我顿感有
种和发小儿聊天儿的熟稔与亲切，遂引起我阅
有一阵子我不去河边了，有人
读的极大兴趣。“
跳河自杀泡得好大”，我失声惊呼，好么！ 这不
就是我当年看到的场景吗？ 这原汁原味的叙
述，分明就是我当年的切身感受。 阅读，成了他
从承德远方与我的隔空叙旧，好似一股久远的
春风，从悠悠岁月中吹来，心里荡漾起儿时放
学走过墙子河时的激动。 一个朴实、厚道、略显
顽皮的懵懂少年向我走来，让我闻到当年墙子
河的味道。
从《黄家花园旧事（三十四中）》《伤别之
地》里，我了解到何申在小学二年级就从天津
老城区搬到原属英租界黄家花园长沙路。“百
度”搜索，他之前居住在山西路耀华里，难怪
感觉他写的事儿都那么熟悉， 原来和我竟然
—我小时居住的松寿里， 和他仅隔
是近邻——
一条山西路。 他小学毕业后升入 34 中学，
1969 年从该校毕业插队下乡到承德青龙县。
我内心一阵惊喜：咱俩还真有缘分啊！青龙县
是我老家呀！ 真是老乡下乡到“老家”！ 我居
然看到了有着年少相似经历的作家邻居！ 只
不过我于 1979 年参加高考， 从而改变了像
他一样的人生境遇。一个善良、纯朴的青年身
影浮现在我眼前, 让我充分感受到他文章里

洋溢着的乡土气息。
《黄家花园旧事 （西安道上）》《梦里黄花》
则散发出当年黄家花园恬静的市井格调：山西
路小百货公司柜台与收款之间通过上空“滑
轨”独特结算方式，西安道委托店里千奇百怪
的稀罕物， 稻香村诱人的杂样儿，“五满意”令
人垂涎的豆腐脑儿， 全市闻名的第二游泳池，
设施良好的曙光影院以及留下很多人记忆的
赤峰照相馆(后改名红艺照相馆)……这一切，
沧桑而成独有的文化积淀，蕴含着这个街区的
气质。“一切看上去那么美好，每天早上迎着黄
家花园前方的朝阳去上学，我感到就像一只要
展翅高飞的小鸟！”他对岁月留下的甘甜，挥洒
真情，溢满笔端，让我感受到天津老城浓缩着
他钟情故土的赤子情怀。我不禁被他过往岁月
沉淀出的情感所打动， 唤醒了自己的成长记
忆：珍藏心底的稚嫩趣事萦绕脑际，儿时的懵
懂冲动历历在目， 青涩的年少时光回味悠长，
留下青葱岁月划过的深刻痕迹。 一位作家说：
“无论多平淡的日子，当它积累成岁月，积累成
白发，积累成琥珀一样深情的时候，你就会深
深地感到，只有岁月才是最深刻最深刻的。 ”从
此，我每当看到他的新作，就刻意收藏，并期待
下一篇。那个带着海河味道，文中透着谦和、朴
实、厚道的老大哥已走入我的生活。
进入 2019 年，何申的文章突然少了。 我时
而猜想：该不会创作大部头小说而中断散文随
笔吧？ 2020 年的春天已经来临， 他却遽然离
去。 那个在作品中记载着令我心动往事的邻家
大哥已离我远行，使我深感痛惜与惆怅。 正如
《天津日报》 原编辑宋曙光在追念何申所作的
《读者不会忘记你》 一文中所说：“是读者的一
大损失，他那诚实、鲜活、有趣的作品，从此不
会再有更新。 ”
何申与他的作品，将被我铭记和珍藏。

一卷诗书入画来
—庞恩昌绘画作品选登
——

庞恩昌，天津大学副教授,毕业
于天津美术学院； 天津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国钢笔画联盟理事，天津美
协钢笔画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天津
美协水彩专业委员会理事， 天津政
协书画艺术研究会水彩画艺术研究
院理事，天津市出版局专家库成员。
多年来， 他一直坚持写实钢笔画及
水彩画的创作， 参加过数次全国性
及市级专业绘画展览， 两次获得全
国钢笔画作品展览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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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不少市民关心蔬菜果肉等
在运输、售卖的过程中，是否会附着新型冠状病毒？ 买回家后
应该如何处理才能放心食用？
1.保持清洁
病毒污染到蔬菜、肉和水果的概率很低，但食品安全的风
险还是存在的。所以，蔬菜、水果、肉类等买回家后先用流动水
清洗。
烹饪前、烹饪过程中接触不洁物品后，烹饪结束后均要用
流动水加洗手液（肥皂）充分洗手。
2.生熟分开
将生的肉、禽、海产品与其他食物分开，单独存放；处理生
食要用专门的刀具、砧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交叉污染。
3.烧熟烧透
特殊时期尽量不吃凉拌菜；肉、禽、蛋和水产品类等微生
物污染风险较高的食物一定要烧熟煮透。
4.食材安全
坚决不吃野味，不接触活禽畜；从正规渠道购买食材；不
吃平时很少食用或没食用过的食品，避免出现过敏；做好的食
物尽快食用，剩菜剩饭再次食用前要彻底加热，不吃过期、变
质的食物。
5.餐具卫生
家庭要养成使用公勺公筷的好习惯。一般情况下，餐具用
“清洁剂 + 流动水”冲洗干净即可，必要时可通过煮沸 20 分
钟或使用消毒柜消毒。
6.合理膳食
怎么吃才能安全又营养呢？谷类为主食多样，鱼禽蛋肉吃
适量；奶类大豆多蔬果，限盐少油控酒糖；吃动平衡贵坚持，体
重合理才健康。
随着大部分企业和单位复工复产复市， 提醒大家不要聚
餐、减少堂吃，避免人群聚集和非必要接触。疫情当前，一份营
养安全的美食也是战“疫”良方，优秀如你，宅家解锁厨艺，复
工比拼便当吧！
和平区健康教育指导中心 整理

文海撷珍

谈谈“意境”
宝剑有双锋。
人生中有很多事也都一样。
刺猬只有刺，没有皮毛，在寒冷时只有互相依偎取暖，但
也经常会刺痛对方。
“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不冷了，可是会刺痛彼此；不靠在一
起，虽然不痛，却会冷。 ”这是一种说法。
“我们靠在一起，虽然有点痛，却不冷了；不靠在一起，虽
然有点冷，却不痛了。 ”这是另外一种说法。
人也像刺猬，有的悲观，有的乐观；有的只想到痛苦的一
面，却忘了人生中毕竟还有欢乐。
我看电影，总喜欢快乐的结局；我看小说，总喜欢欢乐的
结束。
我自己写作时也一样。
我总觉得，人生中不如意、不快乐的事已够多，不需要我
们再去增加。
喜剧所表达的， 也许永远不如悲剧那么深刻； 欢乐的意
境，也许永远没有悲伤那么高远。
可是我宁愿让别人觉得我俗一点。我宁可去歌颂欢乐，也
不愿去描述悲伤。
不管怎么样，阳光普照着的大地，总比灯火阑珊处好。
摘自《青年博览》

创新工作机制 释放政策红利
(上接第 13 版)
为进一步释放政策红利，和平区积极落实“132”工作机
制，11 位区领导、33 个成员单位、136 个“132”帮扶工作组全
力送政策上门，开展政策宣传、防疫指导，切实为企业落实政
策、解决难题。 已累计开展政策宣传 2.44 万次、指导防疫工作
2.86 万次、 协调解决问题 2335 个，606 家规上企业、65 座楼
宇、22 家大型商场等重点企业以及属地街道帮扶的企业商户
均已完成政策送达，基本实现全区企业商户宣传覆盖率、服务
走访到位率、政策知晓率“
三个百分之百”目标。
和平区还创新性地不断优化“132”工作机制：实现与“双
万双服促发展”问题解决机制的结合，建立企业问题台账以及
典型案例、创新经验周报机制和企业问题协调解决机制，企业
问题反馈全面采取《问题转办单》线下流转跟踪方式，千方百
计帮助企业商户解难题、谋发展；实现与经济预警帮扶清单化
管理机制的结合，根据各行业数据预警情况，梳理下发包括6
大行业、56家重点企业在内的 《一季度重点行业企业帮扶清
单表》，由区科技局、区商务局等10个行业部门会同各帮扶工
作组，逐企业提出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助力企业尽早稳产达
产；实现与信用承诺制的结合，建立企业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
信用承诺机制，采取“
一承诺一卡”的承诺制核验复工，助力企
业商户尽快复工复产，全区通过承诺制核验复工的企业达1.1
万余家，占全部复工企业的90%以上。
今后， 和平区将充分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
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坚持疫情防控、稳产达产、经济发展“三
线战斗”，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坚持防控监管常态化，筑牢
“关口要塞”外防输入，坚持常态化内防反弹，健全企业复工、
商业复市、学校复课、人员通勤的常态化防控，努力营造安全
稳定环境。直面企业经营遇到的房租减免、用工就业等困难，
充分发挥“132”工作机制作用，不折不扣地将市、区各项惠企
暖企政策落实落细落到位，助力企业尽快稳产达产。加大援企
稳岗补贴兑现力度，落实稳外贸稳外资“八条措施”，鼓励中国
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天津分公司加大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支
持，持续降低要素成本；积极组织区内外贸企业参加网上“广
交会”；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融资担保范围扩大至
个体工商户。化危为机创造发展机遇，捕捉招商信息，以商招
商，打响招商大会战，创新用好“云”方法，大力推行“云招商”
“
云签约”，以优质服务加快推动企业在和平区注册落地。带动
带活消费市场，办好“
畅享和平”促进居民消费特别活动，以金
街步行街、五大道市级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为引领，辐射带动全
区商贸流通及生活服务业领域企业， 尽快度过疫情带来的消
费“空档期”，步入新的消费“活跃期”。实施项目带动战略，加
大民生社会领域重大任务、重点项目谋划力度，加快谋划一批
人工智能、物联网、5G网络、区块链、医疗健康等“新基建”“新
产业”项目，千方百计撬动利用社会资本，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新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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