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花夕拾杏林旁，偷闲再把童
谣唱。不觉年华逝如水，一曲童谣
午梦凉。

童谣是指那些口耳传唱于儿童之
间、带有浓厚地域色彩的歌谣，具有韵
律和谐、琅琅上口、内容简短、通俗易
懂、诙谐幽默、易于传唱等特点，充满了
童真童趣，深受孩子们喜爱，往往一学
就会，张口就唱，小时候的我自然也不
例外。可以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离
不开童谣的陪伴。

在我咿呀学语的时候，大人们就开
始扳着手指，教我唱童谣了：“一二三四
五，上山打老虎，老虎没打着，捉到小松
鼠。松鼠有几只，让我数一数，数来又
数去，一二三四五。”后来上了幼儿园，
学到的童谣就更多了，如《拍手歌》：“你
拍一，我拍一，一个小孩开飞机。你拍
二，我拍二，两个小孩丢手绢。你拍三，
我拍三，三个小孩来搬砖。你拍四，我
拍四，四个小孩写大字。你拍五，我拍
五，五个小孩敲锣鼓。”这些童谣把数字
描写得形象具体，寓教于乐，让我轻松
愉快地学会了认识数字。

岁末年初，正值农闲时节，周围村
庄爱好唱豫剧的村民联合组织了一个
票友剧团，在各村巡回演出。一旦剧团
巡回演出到外婆村里，外婆就让小舅来

叫我们去看戏。一听到这个消息，喜出
望外的我便高兴得手舞足蹈，拍着手唱
童谣：“扯大锯，拉大锯，外婆家，唱大
戏。接闺女，请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因为到时候不仅能看到好戏，还能吃到
外婆做的美味菜肴，如今想起，依然怀
念不已。

小时候，村里经常停电，电视还没

有普及，更不用说上网了。还好，村里
一年到头能放十几场露天电影，足以让
我们小孩子兴奋好久了。我最爱看战斗
片，像《地道战》《地雷战》《小兵张嘎》
等。有人就根据这些电影编成了童谣，
如歌颂革命英雄的《李向阳》：“学习李向
阳，坚决不投降。敌人来抓我，我就上高
墙。高墙不顶用，我就钻地洞。地洞有
枪子儿，专打小日本儿”。我们互相传
唱，既丰富了精神世界，又接受了爱国教
育，对英雄人物的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随着年岁渐长，我对童谣的理解
更加深刻了。追循着模糊的记忆，印
象最深刻的童谣便是奶奶教给我的
《小白鸡儿》：“小白鸡儿，挠墙根儿，一
挠挠出来个落花生儿。剥俩籽儿，卖
俩钱儿，娶个媳妇儿，生两个孩儿。一
个叫白妮儿，一个叫黑孩儿，一个打烧
饼，一个卖蒜苔儿。”这首童谣浅显易

懂，让我意识到了要想过上幸福生活，
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另外，还有童
谣如：“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谁
要变，谁混蛋。”让我认识到了为人做
事要讲诚信，失信就会遭人唾弃。还
有童谣《小板凳》：“小板凳，你别歪，让
我奶奶坐下来。我给奶奶捶捶背，奶
奶夸我好宝贝。”让我明白了敬老孝老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除了上述童谣，还有根据当时热播
的电视剧改编成的歌谣，同样广为传

唱，如《西游记》：“唐僧骑马咚了个咚，
后面跟着个孙悟空。孙悟空，眼睛亮，
高高举起金箍棒。金箍棒，有力量，妖
魔鬼怪全扫光！”此外，儿时的自己也曾
饶有兴味地传唱过一些幽默搞笑的童
谣，如：“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庙里
有个碗，碗里有个勺，勺里有块肉，我吃
了，你馋了，我的故事讲完了”。至今想
起，仍忍俊不禁。

如今，童谣离我们已经越来越远
了，许多儿时的童谣都消逝在悠悠的岁
月长河里，再也记不得了。尽管许多童
谣早已散佚，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珍
视这些童谣，因为它们毕竟是孩童时代
精神世界的真实记录，不但愉悦了我们
的身心，净化了我们的心灵，还陶冶了
我们的情操，启迪了我们的心智，丰富
了我们的精神世界，促进了我们的健康
成长。在那个没有电脑游戏，没有手机
电话，就连电视也未曾普及的童年时
代，这些童谣作为我们精神世界的重要
组成部分，缺少了它们，我们童年就不
再完整了。这些童谣，承载着童年的纯
真与梦想，伴随着我们茁壮成长，如今
已在脑海里化为涓涓细流，洗刷着疲
惫，滋润着心灵，净化着灵魂，每每想
起，仿佛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平淡的生
活便多了一份美好和纯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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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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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劳动模范”这个称号又有了
新鲜感，是缘于一位文学批评家竟两
次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称号。据闻，
在此之前的群众文化工作者，还从未
有 人 获 过 这 种 荣 誉 。 此 公 的 大
名：——赵宝山。

天津市作家协会也曾三次向他颁
奖，分别是园丁奖、枫叶奖、特别奖；天
津市文化局曾授予他特殊荣誉奖、东
丽区政府颁给他特别贡献奖……赵先
生到底“特别”在哪里、如何“特殊”？

话还要从头说，他曾是首都师范
学院的高材生，毕业后分配到河北省
重点中学芦台一中任教，全身心投入
教学。为抵御当时“读书无用”的社会
风气，不断改进授课方法，一心想做个
问心无愧的教师，最终却成为“贯彻资
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急先锋”，不得不离
开学校回到故乡军粮城，被安排到当
时东郊区文化馆分管群众文艺创作。

此时“文革”已经结束，全社会正处
于精神荒芜状态，这是个自己找事就有
事干，不找事就没事干的闲差。而赵宝
山还保留着一身教师的职业习惯，对学
生摸底排队，关心他们的精神状态，留
作业、判作业……文艺得以发展的基
础，是文学的繁荣。而东郊区的文学创
作还几乎是空白，群众却有一种文学饥
渴，具备阅读能力的人几乎都喜欢看文
学作品，痴迷文学的人又容易萌发写作
的冲动……赵宝山开始在文化馆不定
期地举办文学讲座，亮出旗帜，吸引文
学爱好者，发现作家。

有些作家形容自己听赵宝山讲课
时的形态：“直着眼听傻了”，那真叫
解渴！他对区里的文学现状有了粗
略的了解以后，便开始走乡串村，或
访问业余作者，或入户谈稿子。郊区
的农家大多都养狗，赵宝山无论什么
时候去了，重点作者家里的狗们都不
叫。不是它们惧怕这位“赵老师”，而
是他去的次数多，对他太熟悉了。狗
有狗的机灵，知道自己的主人对这个
人很客气，它们又怎敢招惹？

后来几乎每个乡里都有了文学
组。但东郊区毕竟方圆数十公里，有
30多万人口，创作的热情调动起来，
各种稿件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赵宝
山的办公桌上，比当年的学生作业还
多，靠他那辆瓦圈下挂着块烂胶皮的

自行车已经跑不过来了，只能用书信
的形式谈自己的读稿意见。人家一
篇小稿 200 字，他的回信写了 400 多
字还打不住，谈文学、说稿子，短了哪
说得清楚！他的信都是长信，每封信
都像“创作讲义”，30多年下来，他写
了 1100 多封这样的长信。东郊区的
作者们一直把赵宝山的信当成宝
贝。散文作家徐津华说：“我真正爱
上写作，就从读赵老师的来信开始。”

区里的创作队伍初具规模，赵宝山
的家就成了重点作者的“活动中心”，有
工作的下了班，下地的农民收了工，从
10多里或20多里外赶过来，或谈构思、
或讨论语言……那时赵宝山住着他妻
子学校分配的一间教工宿舍，总共十几
平方米，天天热热闹闹，灯火通明。写
作的人谈起写作，常常忘记时间，那时
城郊接合部还经常停电，有的作者便自
备嘎斯灯。还有人患夜盲症，去的时候
天还挺亮，自行车后边驮着女儿，回来
时深更半夜他看不清道，就让女儿驮着
他……大家怀着一种特别的热忱和勤
奋，让向往文学变得很美好。

此时，赵宝山也对自己的新工作
信心陡增，东郊区或许是一片文学的
沃野，藏龙卧虎。农民子弟许向诚喜
欢写诗，下洼为自留地浇水，一路上脑
子里都在琢磨词句：“祖父说土地是个
女人/种什么就生什么/祖母说土地是
个男人/长什么就吃什么……”快到中
午时有乡邻从地边经过，一个劲儿向
他道谢，原来他费了半天劲儿是浇了
别人的地。对诗痴迷至此，却投稿50
余次均无结果，诗稿存了一箩筐。赵
宝山读了这些作品后，却称他“是诗的
天才，为诗而生，由诗而灵”。

当然，他对有些诗也会提出自己
的修改建议，并从中挑选了一组短诗，
直闯天津作家协会的文学月刊《新港》
编辑部，力荐许向诚的诗。经《新港》
“隆重推出”，许向诚由此打开局面，他
的诗投向哪里都是一路绿灯，还常常
被放在头条，不足10年就陆续出版了
3部诗集，成为天津新诗坛上数一数二
的人物。无论会上会下，他都自称“是
赵老师来了改变了我的文学命运，实
际是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

赵宝山的自信和勇力，让最基层
的业余作者们受到鼓舞，看到希望，他

说好的作品，那就是真好，拿出去确能
发表，最重要的是他能不遗余力地帮
助和推举这些从未登上过文坛的人。

1979年初秋，我的小说《乔厂长上任
记》在当地受到批判，甚至由文坛波及社
会，一时间，“乔厂长”成了能给人带来麻
烦的敏感语。赵宝山却公开著文反批
判，盛赞“乔厂长”。后来张贤亮的《男人
的一半是女人》又起争论，他写文章支持
作者；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发表，他
是最早写评论叫好的人……他伏身基
层，却站到了高处，成功地由一位优秀教
师转变为具有全国视野的文学批评家。
其胆识和水准，令东郊区的业余作者们
信赖和钦服，甚至连一些文学圈儿外的
人，也以认识他或知道他为荣。喜欢写
作的青年农民刘同顺的母亲，坐在门口
和邻居们聊天，接到邮递员送来赵宝山
的信，高高兴兴地向邻居们炫耀：“赵老
师又给我儿子来信了！”赵宝山似乎正在
恢复文学的名誉及其群众性。

水到渠成，东郊区该有一个发表
文学作品的报刊了。扶持群众创作不
能没有自己的阵地，这有助于培养和
提高文学爱好者的写作水平。于是赵
宝山申请刊号、募集资金，创办了文学
月报《东郊文艺》，后改为季刊《群众作
家》。有了自己的刊物，第一个重头戏
就是连载姚宗瑛的长篇小说《跤坛风
云》。作者自幼习武，尤擅摔跤，初中
毕业后下乡务农13年，装着一肚子天
津卫跤场上的掌故。赵宝山先听他讲
故事梗概，帮着选择人物，结构情节，
写出后在自己的刊物上连载10万字，
然后请天津作家协会专职的老编辑和
作家为这部稿子开讨论会。姚宗瑛吸
收了大家的意见后从头修改，赵宝山
将改稿推荐给《天津农民报》连载，随
后被出版社看中出版了单行本，赵宝
山又在《天津日报》撰文评介这部书。
作者被报纸的连载催着不停地写下
去，几年下来竟创作了 80多万字，出
版社也为他一本接一本地出书。

有作家这样形容赵宝山这套办
法：先撒大网，发现大鱼就紧锣密鼓，
八方协同，流水作业，一鼓作气推出
一个新作家。经过这样一番磨砺，这
个作家也成熟了，几年后姚宗瑛出版
了长篇小说《天时》，沉实而锋锐，书
写了一代把生命的黄金时期献给了

农村的人，有对农民命运非同一般的
思考，是一部厚重的大书。

每个作家都不相同，赵宝山介入他
们写作的方式也不同。王焕庆是个有
耐力、思虑缜密的作家，历时30年完成
了130万字的长篇小说，赵宝山也跟踪
王焕庆的创作30年，写了3万多字的
“读稿笔记”。后由作家出版社一次性
推出了这套《时代·农民·命运》农村改
革三部曲，赵宝山也释放激情，著长文
《惊心动魄的农村改革史诗》评赞此书，
在《文艺报》上占据了一个整版的篇
幅。还有狄青、王绍森、陈东……如今
都是天津文坛上的“一线作家”。

至此，一个新兴的作家群落已经
形成，有批评家、诗人、小说家、散文
家……可谓“成龙配套”，以人才齐
整、创作力旺盛，引人瞩目。

作家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对创作
的发展和提高非常重要，历来凡有文
人形成群落，都会带来一个时期或一
个地区的文学繁荣。古代有“竹林七
贤”“唐宋八大家”“苏门四学士”“明末
五大师”等等；民国时期在上海闸北一
条千八百米长的街区就居住着鲁迅、
叶圣陶、茅盾、柔石、冯雪峰、周建人等
多位重量级的作家；新时期由不同的
作家群落分别创造了脍炙人口的“山
药蛋派”“京味儿小说”，甚至直接以军
事建制命名作家群落，如“湘军”“陕
军”……因此，由于东郊作家群落的崛
起，该区自然就成了一块极为突出的
文学高地。近几年来，他们总共发表
和出版文学作品3000余部，获得国家
和省市一级的重要文学奖120多项。

看着作者们一个个硕果累累，名
气越来越大，最高兴的或许不一定是
作者们，而是赵宝山。他很辛苦，又
很幸运，他不负作者们，作者们也没
有负他。当下中国的批评家有很多，
能亲自促成一个作家群落的诞生和
崛起，还有几人？

(转载于2016年8月24日《中国
文化报》)

作者简介：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第
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
席等职务；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蒋子龙同志改革先锋
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改
革文学”作家的代表。

一个作家群落的形成
蒋子龙

夏天，一杯冷饮总能带给人冰爽和
快乐之感。冷饮好吃，但易伤脾胃。脾
胃喜温不喜凉，肾也是喜暖不喜寒，肾
为人体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气
血生化之源，保护好脾胃、肾对健康非
常重要。

中医提倡，人体气血阴阳平衡，认
为“血，遇温则行，得寒则凝”，过量食用
冷饮会导致气血凝滞，气机运行不畅，
从而对身体造成不利影响。

一、冷冻饮品都有哪些不同
冰淇淋主要以水、乳制品、糖等为

原料。雪糕主要以饮用水、乳制品、油
脂、糖等为原料。冰棒主要以水、糖为
原料。它们最大的不同在于“乳脂”和
“蛋白质”含量的差异，雪糕中的含量一
般都会比冰淇淋少很多。

过量食用冷饮，可能导致摄入热量
超标，还易导致中暑。大量冷饮进入肠
胃后，可能迅速带来3种不良后果：1、
过量饮用的冰镇饮料，需要体内水分稀
释，使人更易受暑热侵袭。2、冷饮进入
体内，体内温度骤降，暑热积聚在体内
某些部位无法散发，使中暑的几率加
倍。3、吃过凉的食物会增加心脏负担，
冲淡胃液，影响消化，引起恶心、呕吐
等。此外，短时间内吃大量过凉的食物

易引起胃肠道痉挛性收缩，导致腹痛、
腹泻等症状。

二、哪些人群不宜吃冷饮
1、肠胃不好的人：对于有肠易激综

合征的人，或者术后、体弱消化功能不
太好的人，食冷饮可能会给肠道带来一
些刺激。大量、快速食用温度明显低于
体温的食物会导致胃部血管暂时性收
缩，不利于消化液分泌和肠胃蠕动。消
化系统功能本身就较弱的人，还可能会
出现肠胃不适、腹泻、腹痛等症状。

2、有偏头痛病史的人：大量吃冷饮
可刺激神经而引起头痛。大脑对温度
相当敏感，当血流量增加，血管扩张时，
可向脑内输入温暖血液，为大脑保温。
而血流的突然变化必然会产生压力，导
致疼痛。

对于普通人来说，当冰冷的食物突
然进入口腔，使头部和面部的血管急速
收缩，引起颞动脉痉挛，人会感觉额头

中部或太阳穴附近疼痛，有人甚至会恶
心呕吐。

3、心脑血管病患者：患有高血压、
冠心病、动脉粥样硬化等疾病的人，血
管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较差。突如其来
的“骤冷”导致血管骤然收缩，可能会诱
发心绞痛、心梗、脑栓塞等。

4、老年人：脾胃消化功能日渐虚
弱，进食冷饮，会出现胃痛、怕冷、不想
吃饭、腹泻等症状。

三、食用冷饮的方法和最佳时机
如果忍不住想吃，怎么做才能最大

程度减少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进食时间：中午。可以选择在中午

12点到下午3点，少量食用。空腹吃会
对胃肠造成过大刺激。边吃饭边喝冰
饮料也不好，短时间内冷热交替刺激，
易伤肠胃。应该在吃饱饭之后，至少隔
1小时再吃冷饮。

激烈运动完、大汗淋漓时、头痛或

肌肉酸痛时，以及感冒、气喘、咳嗽等呼
吸道不适时，都不适合吃冷饮。

进食速度:喝液体冷饮最好小口慢
饮；吃固态的冰镇食物，可以先含在嘴
巴前端，等接近体温后再慢慢吞下，也
可以先在嘴里含大约5秒钟再慢慢吞
下。酸奶等只能低温食用的食品，可以
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下放10分钟再
吃。

食用量:购买时尽量选小份的。一
次连续吃雪糕、冰棍不要超过两根，瓶
装饮料一次不要超过半瓶。

吃冷饮时,如果感觉头痛不适，可
以用舌头顶住上颚，有助加速上颚恢复
常温。还可以用手捂住嘴和鼻子，快速
呼吸，能够增加进入上颚的热气流，缓
解头痛。但如果持续恶心、呕吐、头痛，
应及时就医。

（区疾控中心供稿）

政府采购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组
成部分，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利于
维护政府采购市场的公开公平公正，加
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系。区财政局多措并举，切
实提高服务质量，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助
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1.推行政府采购意向公开，营造开
放有序市场环境。制定下发我区政府采
购意向公开工作方案，要求采购人根据
已批复的部门预算，将本部门、本单位当
年度所有政府采购项目的采购预算、采
购内容、需求概况以及预计采购时间等
列入采购意向，依托天津市政府采购网
设立采购意向公开专栏，向社会公开（涉
密信息除外），为供应商提前了解采购信
息提供便利。

2.传达政府采购负面清单，规范政
采各方当事人行为。转发并督促采购相
关当事人认真学习《天津市政府采购负
面清单》，在我区政府采购领域贯彻防范
我市统一的禁止性规定。该清单结合我
市工作实际，着眼于治理突出问题和规

范执行管理，共明确涉及采购人、供应
商、代理机构、评审专家等4类政府采购
主体的177条禁止性事项，适用范围涵盖
了所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当事人，以
清单的方式对政府采购活动涉及的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当
中的禁止行为进行了汇总，是对政府采
购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的精细化和
目录化，方便各方当事人快速地进行查
询，可以更加有效地约束其行为。

3.依法处理政府采购投诉，保护各
方当事人合法权益。高度重视政府采购
投诉的提起和处理工作，严格按照法定
程序和时限处理供应商投诉。落实供应
商质疑投诉事项核查机制，做好质疑投
诉事项的审查和核实，依法依规、权责对
等、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向提出质疑和
投诉的供应商做出答复处理，为供应商
提供高效便捷、公平公正的维权服务。

一曲童谣午梦凉
王树振

夏天来了，可春天是个倔女子
她不想让夏天来
她们吵了起来——
春没吵过夏
哭了！

三月枝头
春风拂过垂柳，
柳树正当新秀。
秀也不过桃花，
装点三月枝头。

□ 习作园地

春和夏(外一首)

薄茗川（10岁）

□
国
画
高
山
仰
止

赵
振
凯
画

区财政局多措并举

助推企业持续健康发展食用冷饮的注意事项

深情地祝福您
我伟大的母亲
我亲爱的妈妈

您每条河流的甘泉
都像乳汁哺育我长大
这深情的爱
蜿蜒于您峰峦叠翠的芳华
广袤无垠的大地
烟火
人家

如果游子的惆怅
可以任思念化作绿叶对树的牵挂
我
就是一只快乐的小鸟
依偎在您怀中
温暖于
青葱繁茂的枝桠

其实

我更愿做一颗螺丝钉
像雷锋、焦裕禄、张富清
哪里需要
根就深深地往哪里扎
像邓稼先、钱学森、袁隆平
以赤子之心
矗立成伴您前行的灯塔

走过静好的街巷
我看见春光如海
到处
盛开鲜艳的花
还有
比花儿更美丽更幸福的脸颊
从旭日升起
到漫天彩霞

深情地祝福您
我荣光的母亲
我自豪的妈妈

祝福您，妈妈
——谨以此诗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敬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