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 年 10 月 25 日，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当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
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1950年5月15日开始，天津各界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联合发出开展“和平
签字活动”的号召，全市各界人士踊跃
签名，拥护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发出
的《和平宣言》。至10月10日，在《和
平宣言》上签字的人数达170万，占当
时全市人口的86%。

当时我正在上小学，听扩音器和
收音机经常播放两首歌：《中国人民志
愿军战歌》和《王大妈要和平》。这两
首歌，当时可以说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其中《王大妈要和平》，用抒情性
和说唱性相结合的旋律，表达了我国
人民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和反对侵略、
保卫世界持久和平的决心。曲调既富
有北方民歌风味，歌词亦饱含天津地
域特色。1954年在全国群众歌曲评奖
中获一等奖。这首歌现在我还会唱，
是当年跟同院邻居邢雅洁大妈学的。
她是街道妇女积极分子。“王大妈要和
平，要呀么要和平，她每天动员妇女们
来呀来签名。宣传的脑筋开了窍，道
理懂得清。你看她东奔西跑要呀那个
要呀和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歌
曲《王大妈要和平》的创作及演唱，均
与津沽有不解之缘。

其一，《王大妈要和平》这首歌，是
1950年时任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工
作团副团长的张鲁先生在天津即兴创
作的。其二，如今，由曾经在天津东郊
区军粮城深入生活的女高音歌唱家王
苏芬再次唱响。

据张鲁先生回忆，1950年底，作为
一名文艺工作者，他希望有机会为抗

美援朝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当时
他在天津耳闻目睹各界开展的“和平
签名活动”，被其轰轰烈烈的场面感染
了。尤其是天津街道干部、中学生、妇
女积极分子拿着签名簿深入到各个家
庭征集家庭妇女签名，场面甚是感人，
张鲁先生被深深触动。因为那时的家
庭妇女大多数没文化不会写字，但她
们认为这是一件严肃的事，不让别人
代签，坚持跟子女学写自己的名字。

笔者母亲就是让我教会她的名字，在
《和平宣言》上庄严、努力、一丝不苟、
一笔一划地写；有的笔画想不起来了，
我就用手边比划边提醒，使她终于签上
“赵美珍”三个大字；字体虽然不够规
范，但她这种执着的精神，还是博得大
家一致的赞赏。签完名后她对街道的
人说：“现在我的儿子太小，他要是小伙
子，我就送他去参加抗美援朝！”一句朴
实的话语，把周围的人都感动了。

在张鲁先生创作歌曲《王大妈要
和平》前，住在我市河北区王串场的一
位王大妈当年就是一位积极宣传抗美
援朝运动的街道积极分子。她极像歌
曲里唱的“她饿着肚子去宣传，受累也
不怕，感动了闺女小媳妇，说服了太太
李大妈。你看她和平勇士选呀那个选
上她。”咱天津这位王大妈还被选为区

级积极分子。这是笔者参加工作后听
天津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老师傅们说
的——抗美援朝期间，河北这位王大
妈的丈夫王师傅，是共产党员，是一建
二工区文件传递通讯员，工作兢兢业
业，认真负责，与王大妈可谓一对先进
伉俪。1962年，我曾亲自采访过王师
傅，询问过他妻子王大妈的先进事迹，
他说确有其事，“天津王大妈要和平”
的事迹媒体曾广泛宣传，证实了老师

傅们的传言不虚。我想，这一鲜活的
具体典型，对张鲁先生创作灵感的产
生，应该有进一步的触动。正在这时，
《文汇报》刊登了一篇报道，介绍上海
一位老大妈不辞辛苦积极动员妇女们
参加和平签名活动的动人事迹，张鲁
先生遂灵感迸发，与诗人许文先生合
作，有如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综合上
述津沽和全国广大劳动妇女平凡而伟
大的形象，塑造了一位热爱和平，不怕
苦累四处宣传的优秀典型，从而赢得
全国人民的喜爱，歌曲进而广为传唱。

天津，既与《王大妈要和平》的创
作者结缘，亦与其演唱者有缘。继
1950年著名歌唱家郭兰英原唱半个多
世纪后，女高音歌唱家王苏芬再次唱
响《王大妈要和平》。

王苏芬 1964 年参加《东方红》大
型歌舞演出，曾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
亲切接见。她 1969 年毕业于中国音
乐学院，后赴天津军粮城深入生活；4
年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
上世纪80年代，王苏芬在太平洋影音
公司录制民歌集时，特意将歌曲《王大
妈要和平》选入。她说：“在天津军粮
城劳动锻炼期间，深切感受到天津人
民的热情好客、豪爽友善、古道热肠，
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使我受益匪
浅。我父母是老红军，我记住他们的
教诲，始终没远离普通百姓，始终没离
创作的源泉；没有在天津军粮城四年
的农村生活磨练，没有和淳朴、勤劳的
农民父老、兄弟姐妹的密切接触，就没
有我今天的艺术成就。”

在赴韩国参加“纪念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周年”演出中，王苏芬
高唱《王大妈要和平》，引起国际友人
的强烈反响。她还说：“我是革命军人
的后代，我既姓‘王’又姓‘军’；天津军
粮城老乡的优质‘粮’滋养了我，‘城’
（成）就了我；我一定不辜负天津军粮
城亲人们对我的殷切期望，要把创作
于天津的这首呼吁和平的歌曲《王大
妈要和平》，唱响全国，唱响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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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关于一首歌的记忆
吴峰

如何正确使用抹布？

冬的名要题在春将祭奠的碑上，春
将在融化的寒意里缅怀往年。烫软的
太阳被扣在天穹，而这封印上火漆印章
的信笺将寄予山河，里头会搁上鸟语、
草香，花意，会载上春满的景。映出的
春颜会有花草香在黄昏里闲逛，会有南
归的候鸟将柑橘酱厚厚地涂上天空，会
有和风偷嗅藏书香，会有云雀约定日暮
拜访新树。

你瞧啊，那些在街边兜卖风筝的小
贩，他们在预售春天。

春雨
喜欢下雨天，从小到大都是。小时

的雨天，最喜欢跳进路边的水泊，于是

微漾的水面渡去斑澜，光与影的界限被
林去，水乳交融，像业余画家的调色板；
那潋滟碎光落在衣摆，凉风吹过，布料
上缀着闪烁的星群。

现在更喜欢听雨。雨滴被云朵撒
下跌在栏杆上时的清脆，是妙不可言的
音色啊。轻声细语时，如涓涓细流淌经
寂静的山谷，潺潺水声低回轻柔；又若
一缕和煦的微风拂过斑斓的树林，寒窣
叶语温婉软绵。偶尔稍提音量，乍听似
那黄莺出谷，莺啼凤鸣。清脆嘹亮又悦
耳动听，仿佛在炎炎夏日中迎面扑来一
股甘冽的气息，是薄荷般的香远益清，
“声远愈脆”呐。

（作者系东丽中学学生）

抹布到底有多脏
平时做家务时，抹布是必不可少的

清洁工具，小到碗筷，大到家具，都需要
它来辅助打扫。你可能没想到，这块抹
布其实是个细菌培养基，身上包裹着数
亿病菌。很多人以为只要用洗洁精冲
洗后，抹布就干净了。实际上，它远比
你想象得要脏。

根据中华预防医学会发布的《中国
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在抹布随
机的调查中，一块小小的抹布，细菌数
量已经高达5000亿个。如果将外面买
回的抹布在厨房里用5天，细菌的繁殖
速度可以增长1000万倍。据权威部门
进行检测，抹布上大多藏有细菌和真
菌，大部分是大肠埃希菌、不动杆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病菌可能对人体
造成以下伤害：

1. 葡萄球菌：葡萄球菌中毒表现
为典型的胃肠道症状，恶心、剧烈而频
繁的呕吐、腹痛、腹泻等。年龄越小对
葡萄球菌肠毒素的敏感性越强，因此
儿童发病机率较多，病情也会较成人
严重。

2.大肠杆菌：毒性强，对细胞的破
坏力极大，主要侵犯小肠远端和结肠，
引起肠粘膜水肿出血，同时可引起肾
脏、脾脏和大脑的病变。

3. 沙门氏菌：沙门菌进入肠道后
会大量繁殖，破坏肠粘膜，并通过淋巴
系统进入血液，出现菌血症，引起全身
感染。

大量的活菌会释放出毒性较强的
内毒素，内毒素和活菌共同侵害肠粘膜
继续引起炎症，导致出现体温升高和急
性胃肠症状。

抹布最忌讳“一布多用”
不少家庭总是“一布多用”，擦完

餐桌的抹布又转而擦厨房灶台，这种
做法可能造成细菌交叉感染，增加致
病风险。

厨房抹布要做到专布专用，可以考
虑按照绿、白、黄、红4色区分。

绿色抹布：可专用于清洗碗、筷、
匙、盆等。

白色抹布：清洁和消毒很方便，可
专用于揩干洗净的碗筷，建议选用吸水
性好的棉布，并经常保持干燥。

黄色抹布：用于擦抹台面，由于其
颜色较浅，容易发现污垢。在材质上，
最好选用涤棉面料的，吸水性较好。

红色抹布：可以用来清洁微波炉等
电器。抹布质地以涤纶料为好，方便去
污、绞干。

各种材质抹布的优缺点
1.毛巾或口罩等棉织品。这种抹

布的清洁效果很好，但棉质材料吸附性
强，很容易沾染油污，变得滑腻，不易干
燥，同时它是霉菌的“温床”，最好经常
用碱水煮一煮。

2.百洁布。由尼龙、丙纶丝加上胶
黏剂黏合而成。这种布料虽然擦洗餐
具效果较好，但由于是以化纤为原料，
长期使用，抹布中的一些细小化学纤维
会粘在餐具上，应该经常更换。

3.胶棉布。这种布看起来像海绵，
其实是由聚乙烯醇高分子材料构成，更
具弹性，抗腐蚀、吸水性强，平时要多用
清水冲洗。

4.纯木纤维布。这种布具有很强
的亲水性和排油性，比较适合洗油锅、
油盘。使用时无需太多洗洁精，是比较

理想的洗碗布。
除了以上材质，还可根据具体用途

选择。比如，洗碗布可以用传统的丝瓜
瓤，既能去污，又很环保。

抹布正确使用方法
1.抹布分区。家里的抹布最好按

照区域划分，如厨房、卫生间、客厅、卧
室等。其中，厨房里清洗擦拭餐具的抹
布，必须和擦拭台面的分开。具体来
说，抹布应该保持柔软度、清洁度、不能
过硬，且不应有黏湿感，特别是不应该
出现明显的不清洁印迹。

2.更换周期。建议大家视抹布的
清洁程度来决定是否需要更换，尽量两
三个月换一次。频繁接触餐具等的抹
布，一星期左右就需要更换，就用加少
许碱的沸水煮一煮，时间一般不少于5
分钟。

3.清洁抹布。细菌喜欢潮湿的环
境，使用后不要随手将抹布放置在水池
边或者操作台上，否则会“培养”更多细
菌。每次使用后，要用清洁剂彻底清
洗，注意洗的时候不要窝成一团洗，最
好分区域一段一段洗，并充分漂洗，最
后自然通风晾干。给抹布消毒时，可以
用沸水煮或高压锅蒸10~15分钟，能杀
死一般细菌。

（区疾控中心供稿）

春 叙（外一篇）

曹嘉欣

清爽的早晨适合做什么呢？
汪曾祺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

篇，那样的清晨很舒服。
这是对他而言的。对我而言，这些

还不够，应该再加上一条，做家务一遍，
这样的清晨才舒服。

窗外的阳光将晨曦照得微微发亮，
清啭的鸟啼蘸着露水，有一种通透的水
灵。满目的绿意，一半在阳光下成浅
色，一半在楼的阴影里是深色，与天空
的蓝色接在一起，沉静，适合孕育思想。

擦一擦，抹一抹，洗一洗，家务其实
不是面目革新的大手术，只是细节的微
调。整齐的可以更整齐，规矩的可以更
规矩，使桌子，地板都浥一层润润的水
汽，清爽，敞亮，家便不是死的，是可以
呼吸的活物。

家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码置物
品的器皿，一个半封闭的遮风挡雨的空
间，一件精美的供人欣赏的展品。它是
带温度的，和自己同呼吸共命运的与生
活的联结。可以把家当成是母亲的子
宫，这是一种包容，也是一种孕育。你

的气场决定它的气场，它的环境又反过
来作用于你。

家是内心世界的外在折射。打扫
家务，其实是打扫一份心境。我不相信
在凌乱的家里，会保持一份通透的心
境，就如同在明净的家里，不会产生混
乱的心情一样。归置物品，是对思绪条
理的理顺；擦拭清洁，是对垃圾情绪的
扫除。在家务的进行中，思想和情绪是
会随着一同改变的——越来越清爽，光
洁，敞亮，坦坦荡荡。所以古人才说“一
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修身与齐家并列，
然后才能治国平天下。齐家自然不仅
指家务，但家务却是不可少的一环。治
国平天下太大，也太远了，那是国之栋
梁。普通人，做好自己，做好家务，已经
是很简单又不简单的要求。

纵横宙合一微尘，家，是世界的最
小单位，家务，也是基础态度的处世哲
学。它是一次返观内照，也是一种净化
内省。

闺女读书声传来，莺入绿荫，窗明
几净，这样的清晨很舒服。

家 务
林慧

□ 随笔

□ 习作园地

大郑剪纸项目位于东丽区新立街大
郑村，创建于民国初，该项目源自大郑村
王氏家族，后由王秀英带至大郑村刘家，
传至第二代刘洪源，现为第三代传承人
刘长会研习,第四代传承人张琪、单艳
国。通过各代传承人的不断努力，逐步
形成了具有本地域特色的剪纸艺术，有
着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2009年，大郑
剪纸被授于“天津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大郑剪纸与时俱进，一代代传承人
在制作工具、用料、作品内容等方面逐步
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作品内容新颖
朴实、刀法细腻利落、线条粗犷有力、形
象逼真生动的特点。随着大郑第三代剪
纸艺人的兴起，大郑剪纸开始向产业化
发展，作品集观赏性、艺术性于一体，并
将中国工笔画和西方油画效果融入到剪
纸中，剪制了《清明上河图》《仕女图》《百
马图》等大型剪纸作品。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郑剪纸开始
走向国际化。大郑剪纸代表天津剪纸艺
术参加第三届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博览
会交易会、韩国银川天津民间艺术交流
活动、上海世博会等，受到了中外友人的
青睐和赞誉。同时，大郑剪纸紧跟时代
发展要求。2008年，创作了融入体育项
目和水立方、鸟巢元素剪纸作品作为唯
一剪纸类礼品送给北京奥运会；2016年
制作了五福“中国梦、航天梦”的剪纸作
品，随长征七号搭载上了太空；创作中国
赞“讲文明、树新风”为主体的民间艺术
作品入选中央文明办公益广告素材。

大郑剪纸
□ 东丽非物质文化遗产

美丽东丽 刘长会 作

阳光有些耀眼
春风有些随意
白云有些调皮
花朵有些惬意
天空把颜色调成蔚蓝
大地把画布涂成多彩
如果还有什么不称心
那就是你还没有走进图画

春景

高 低 高 低
一对白色的翅膀翩翩飞舞
悠悠落在黄色的花瓣之上
静静地静静地

享受春天的甜蜜
当我轻轻走近它
想定格属于它的时光
忽地，那对白色翅膀飘远了

高 低 高 低
驻足在另一朵黄色小花儿上
嘘！让它尽情惬意吧
温暖的阳光
和煦的春风
还有它身下刚刚萌芽的绿草
组成了初春最美的图画
我多想入画
或许
我就在画中

春 恋（外一首）

刘君梅

□ 诗歌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