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风河韵里，利津水煎包四时飘香
崔向珍

写给孩子的

喜欢溜达的小鸡们，在不

能溜达的日子里，要怎么度过

呢？不如来运动运动，跳高、跳

远、花样跳！还可以学不同发声

的叫，“叽叽”“咯咯”“喔喔”，可

不是想得那么简单！有时，小鸡

们也会很安静，拿米粒当跳棋

玩，把麦秆做成麦哨，或者用小

石子儿来拼图……

面对疫情，绘本《溜达鸡》

的作者戴芸和李卓颖再次联手

创作了番外篇《这个春节不溜

达》。在信谊图画书公众号甫一

推出，这篇轻松活泼的小故事

就受到了孩子和家长的喜爱。

据不完全统计，信谊公众号及

转载文章的总阅读量超过 100

万，有2300次分享和转发。

绘本《溜达鸡》原书就是希

望传达一种放松、自在的情绪，

几只小鸡的形象设计轻松可

爱。番外沿袭了绘本的形象设

计，也沿袭了简单、活泼、温暖

的语言风格。李卓颖表示，这样

的基调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缓

解紧张的心态。

故事并没有过多地对冠状

病毒本身加以解释，而是主要集

中在小鸡们如何应对现实生活

上。“希望孩子们看到小鸡们如

何在困局中开动脑筋、就地取

材、自娱自乐，能够得到启发，也

用想象力和乐观的心态来面对

这段宅在家中的日子。”戴芸说。

虽然是一个番外，戴芸还

是按照儿童绘本的叙事要求来

构思和组织情节。“我努力避免

就事论事。希望这个作品哪怕

被放到另一个情境中，仍然有

它独立的艺术价值，是一个真

正意义上的小型儿童绘本。”当

戴芸把自己的想法与李卓颖分

享时，对方毫不犹豫，当晚就开

始绘图。“这个故事具有很强的

时效性，早一分钟，就多一分价

值。”李卓颖说。通宵达旦两天，

《这个春节不溜达》在大年初三

与读者见面了。

“有一个读者留言让我特

别感动，这位读者说：‘这让我

想起了一部叫《美丽人生》的电

影。世间最难的是在孩子面前

把不好的事以孩子能接受的方

式呈现，只留给孩子好的感受，

让这件事在孩子们的记忆中只

是童话故事而已。’”戴芸说，她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想

的就是《美丽人生》这部电影。

有读者可以体会到，说明我们

的心意大家明白了。

“疫情发生后，大家都在积

极地用自己的资源来共同面

对，一起解决问题。”李卓颖说，

“相信大家一起努力，真的可以

像‘溜达鸡’里的小鸡们一样，

迎来温暖的春天。”

孩子们可能会觉得，今年的春节和往年不太一样。也许爸

爸会说：“不要出去玩了！”也许妈妈取消了孩子期待已久的假

期旅行。为什么呢？1 月 24 日除夕晚上，一篇名为《我写给孩子

们的“冠状病毒”绘本，用它解释正在发生的一切》的文章在朋

友圈刷屏了。简洁清晰的图片、亲切的语言表达，令文章在短

短几天时间迅速发酵，达到 1500 多万的阅读量。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突发，许多家庭计划随之改

变。孩子心思细腻又敏感，必然感受到了气氛的凝重，却又懵

懵懂懂，不一定真的明白发生了什么。此时，相关绘本既是生

动易懂的科普，也是心灵慰藉。

战“疫”接龙诗
《春天花会开》获关注

本报讯（李林晅）“雪花和口罩一

片又一片，飘向湖北的天空，将武汉

包围……”近日，一首接龙诗《春天花

会开》获得众多网友的关注。

全国各地诗人以“春天花会开”

为主题，在两天时间内写下 850 行、

7350 字的接龙长诗《春天花会开》，

为战胜疫情贡献诗歌的力量，并对奋

战在一线的英雄们表示感谢。

“诗人们以拥抱春天、热爱生命

为主线创作出了不同风格的诗歌后，

串联成一首长诗，这是一种别样的创

作体验，不仅可带来独特的阅读感

受，也很振奋人心。”诗歌组稿人杨

然说。

河北：闭馆之后
游客可在家
“云逛”数字博物馆

新华社石家庄2月10日电（记者

冯维健）为避免人员聚集感染，连日

来，河北各地博物馆相继闭馆。记者

从河北省文物局获悉，闭馆期间，游

客可通过河北数字博物馆公共服务

平台在家“云逛”博物馆。

据了解，游客通过河北数字博物

馆公共服务平台可以在线观赏 500

件（套）河北珍贵文物以及26组重点

博物馆数字展览。依托该平台，游客

不仅可以随时随地全景在线看展，还

能虚拟把玩各类 3D 精品文物，进行

真实的AR/VR互动体验。

河北数字博物馆分为三维文物、

数字展览、文物探秘、文创开发等多

个内容版块，是河北省多家博物馆集

门户、新闻发布、论坛、社交媒体于一

体的综合信息网站，也是河北省文物

局运用现代高新技术多视角、多维

度、深层次解读文物内涵，构建文物

知识图谱的重要举措。该平台的投入

使用对激发文博创新活力、丰富社会

文化供给具有重要影响。

游客可通过访问河北数字博物

馆公共服务平台在线观看石家庄市

博物馆、邯郸市博物馆、雄安新区文

物资源陈列展等 26组重点博物馆数

字展览，还可通过访问河北博物院官

方网站观看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战国

中山遗址出土文物、河北古代四大名

窑瓷器、石刻佛教造像等多展厅陈列

文物，一睹长信宫灯、错金银四龙四

凤铜方案座、彩绘散乐浮雕等镇馆之

宝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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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

复回。”李大诗仙诗中之海当是渤

海，而黄河入渤海之处则是我引以

为傲的家乡。一年四季，或青绿或枯

黄，家乡的芦苇都是在音律悠扬的

海风河韵里飘摇着的，摇着家乡的

历史，摇着家乡的富庶，摇着利津水

煎包的诱人香气。

从小到大，祖国各地的包子吃

了一肚子，可就是没吃够吃了几十

年的利津水煎包。那种一半酥脆一

半柔软的感觉掺和着浓浓淡淡的缕

缕乡愁，在字里行间不停地纠缠，从

李白的床前明月光到老家的火炕，

从春天的青草发芽一直到冬日的雪

花纷落。

要做利津水煎包，首先要发面，

要有新鲜的韭菜和猪肉。韭菜切碎

放入盆中，猪肉要切成小丁，不能用

剁馅或绞馅——那样就“坏”了水煎

包的味道。从水煎包诞生到现在，韭

菜和猪肉从来就没共处过一盆之

中。韭菜里什么作料也没有，干干的

就是韭菜。猪肉丁却是最有讲究的，

一刀刀切成黄豆粒大小，包之前要

用面酱或酱油加各类调料腌制入

味。包包子时舀一匙韭菜铺底，再舀

一匙猪肉置入韭菜中间，包成圆柱

形状即可。包子包好，调好面浆水，

就进入煮的程序。先用一炉猛火攻

热平底锅，锅底均匀地抹一层油，包

子口全部朝下排放在锅内，将面浆

水均匀灌入包子缝隙，直至水淹全

军包子面半露为止，此时开始大火

强攻，满锅里咕咕嘟嘟唱着香喷喷

的欢歌，抑扬顿挫诱人心魂。

此时木柴堆叠，火焰赤红，香味

四溢，牵着人的鼻子直往锅里边使

劲儿。慢慢地咕咕嘟嘟的声音小了，

锅底的火焰也小了，锅内的面浆水

只剩下了三分之一，只见一把长柄

大铲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一锅包子

就乖乖地翻了个儿。果断地盖上锅

盖，文火慢烧开始蒸包子了，此时只

闻香气不见包子——唉，美味总是

来之不易的吧，蒸包子的同时也

“蒸”人呢！

当锅里的浆水越来越少的时

候，听锅底开始噼啪炸响了，就得改

用文火细细烤制，待浆水彻底收尽，

揭起锅盖，提起细嘴油壶，瞄准包子

的根部四周挨个注入豆油或麻油，

油壶挪腾闪转之间，令人眼花缭乱。

煎包煎包，现在就开始煎了，不大一

会工夫儿，包子的底部起了一层金

黄色的焦壳，热气蒸腾中令人垂涎

欲 滴 的 利 津 水 煎 包 终 于 可 以 出

锅了。

一个白生生的大平盘，黄澄澄

的煎包扣满，莹莹亮亮的，使人不忍

下箸。但美色终究是抵不过美味，一

筷子下去，先取一块薄脆的焦壳细

细品尝，咸鲜适口，麦香味里带点甜

头，一阵咔咔嚓嚓利落的酥脆之声

后，水煎包的盖子下了肚。

此 时 的 水 煎 包 可 真 是“ 露 了

馅”，绿生生的韭菜，油亮不腻香味

扑鼻的猪肉一一登台亮相了。这时

候千万别把面皮和馅分开来吃，只

需夹起一个，轻轻地咬上一口，松软

弹牙的面香里裹着汤汁浓厚的绵

长，透骨爽心的鲜香让人直打哆嗦。

科技在发展，时代在进步，如今的

利津水煎包也不再品种单一。白菜馅

的，大虾仁馅的，韭菜粉条馅的……用

料之精，盛器之美，花样之多，只有

想不到没有用不到。但是在我固执

的乡愁里，都不及粗瓷大盘里那吃

了许多年的韭菜猪肉馅来得更为踏

实和满足。

利津水煎包技艺作为文化遗

产，自有它与众不同的一面，一样的

面皮裹馅，不一样的煮、蒸、煎三道

工序，水与油的交融之中，流淌出的

肯定就是让人百吃不厌的独特滋

味，吃一回，美好的回味三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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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前夕，安潇照常在自己的

微信公众号上推文，这是她分享儿

童教育理念和方法的园地。细心的

她发现，许多父母在留言中都表达

了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焦虑和挣扎。“他们一边担心自己

和家人受传染，做着全家的防护工

作；一边又在人际关系中纠结：家里

的孩子可能并不明白事情真相，被

限制了出行，却并不配合，让本来就

凝重的家庭气氛又加一层困难。”

虽然远在伦敦，身为母亲的安

潇一样感同身受，自己的女儿在学

校里也听闻了中国正在抗击病毒的

新闻，非常好奇。“我觉得应该给读

者的孩子梳理这件大事的因果关

系，孩子有权利了解大人正在面对

的挑战，也有能力理解大人的各种

决策。”

给孩子讲科普，最好的方法就

是通过绘本。于是，撰文、配图、制作

分享文件、推文，安潇一气呵成，仅

用了不到一天时间。《我写给孩子们

的“冠状病毒”绘本，用它解释正在

发生的一切》就这样诞生了。虽然制

作有些仓促，文章一夜之间就传遍

了网络。热心网友还根据绘本制作

出了科普音视频节目。

网络传播的力量让安潇太震惊

了。“很多读者告诉我，孩子看完以

后真的懂了，开始主动配合大人，他

们很感激。”安潇认为，也许是因为

这篇科普小短文给了许多父母一个

向孩子解释处境、安抚情绪的新思

路。家长忽然意识到，让孩子了解、

参与公众事件，也是对孩子极有价

值的学习、思考和成长的机会。“很

高兴可以帮助到小朋友，让他们不

惧怕、有参与地了解到正在面对的

挑战。”安潇说。

很快，广东教育出版社与安潇

取得联系，提议迅速将绘本出版成

纸质书，以便在这个特殊时期帮助

到更多家庭。从修订绘本的科学用

语、到强化故事的教育意义；从重

新定制精美插图、到联系专家学者

一同审阅……2月 5日，距离安潇推

文 10 天时间，《写给孩子的新型冠

状病毒科普绘本》书本诞生了。出

于公益目的，此书的出版安潇不取

分文。据悉，此书将通过安潇的微

信公众号免费赠予 5000个家庭，广

东教育出版社还会赠予一批线下

幼儿园。

地球是一颗病毒星球呀！

乍一看这个标题，有点吓人，事

实上这是有科学依据支撑的。

在《给孩子的疫情图鉴：地球是

一颗病毒星球呀》绘本里，作者

“脑花”写道：病毒是一种微小

的非细胞生物，在世界上还没

有人类的时候，病毒就早已经

存在了。

从病毒星球说起，绘本渐

次递进，讲到一个闯入者——

新型冠状病毒来袭，它持续地

攻击着人类，人类正面临一场

严峻的战斗。医生、科学家、建

筑工人，包括病人自己的免疫

系统，都在全力以赴，勇敢地与

病毒作战。那么，小朋友们要做

些什么呢？宅在家、勤洗手、戴

口罩……末章，绘本告诫孩子

们要记得保持谦卑，面对自然

要保持敬畏。

绘本拟人化的文风亲切活

泼，画风清新暖萌，有趣又有

料，非常吸引人。作者还免费分

享了这本绘本的打印稿。“脑

花”说，绘本创作的初衷是想给

疫情下的孩子做点什么，更希

望父母看了文末“给大人的话”

后，能通过当下的疫情引发孩

子一些思考。

在“给大人的话”中，作者

列出好几个颇有启发性的问

题，供家长与孩子共同思考和

探讨，比如未来城市该如何规

划？人与自然该如何共处？理想

的动物园设计应该是怎样的？

等等。“当孩子们皱起小小的额

头开始思考的时候，一个更理

性平和的世界，也许就会在他

们这代人长大成人之后慢慢展

开。”“脑花”说。

“脑花”说，也有一些读者

质疑绘本中的观点，她都有在

留言下简单回复和解释。“这样

的留言，让我想要以后再画一

些关于病毒的绘本续集，更详

细地说说病毒。”

（《人民日报海外版》赖睿）

病毒科普绘本

● 让孩子不惧怕、有参与地了解正在面对的挑战

● 用想象力和乐观心态面对“宅时光”

● 希望引发孩子进一步的思考

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
新揭露29处遗迹

新华社重庆 2 月 11 日电（记者

刘恩黎）记者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获悉，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完成

了对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南区高台

建筑基址的主动考古发掘，清理面积

810平方米，揭露各类遗迹29处。

老鼓楼衙署遗址位于重庆市渝

中区解放东路望龙门街道巴县衙门

片区，地处金碧山下、长江左岸的台

地之上，背山面江、坐北朝南。遗址兴

建于宋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且曾

为南宋川渝地区的军政中心。

据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

人员蔡亚林介绍，该研究院于 2019

年 8 月至 12 月对老鼓楼衙署遗址南

区高台建筑基址开展了主动考古发

掘，新清理面积 810 平方米，揭露台

基、房址、道路、排水沟、灰坑及石

（砖）墙等各类遗迹29处。他表示，本

次考古工作基本廓清了高台建筑基

址在该地区的分布情况和保存现状，

确认该处台基面阔 70.92 米，进深

27.8 米，经初步比较，老鼓楼遗址高

台建筑基址体量普遍大于其他现存

宋元时期谯楼。

据了解，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是

“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百大新发现”

文物点，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指定申报

的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鼓楼衙署遗址高台建筑基

址，是宋代砖砌高台重要的实物资

料，是当时营造技术水平的直观、真

实反映。”蔡亚林认为，此次考古发掘

对探讨、丰富高台建筑营建、修葺及

废弃过程提供了新的线索，为后续保

护展示工程及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

供了实物依据。

这个春节，史家星手中的画笔几

乎没有停过，他已经完成了三幅以疫

情防控为主题的绘画作品，现在，他

正在进行第四幅画的创作。史家星是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新添堡村的一

名农民画家，这些天，全国上下众志

成城共同抗疫的精神让他深受感触，

他想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一些东西，

也希望通过自己的画，向更多人传递

抗击疫情的精神。

史家星的第一幅画是在大年初

二开始构思的，那天新添堡村下起了

雪，他本只是想看看雪景，却刚刚好

看到触动他的一幕。为了防控疫情，

村里设了执勤点，帐篷正好搭在他家

附近，外面白雪纷飞、天寒地冻，可

值守的村干部和党员们仍然站在帐

篷外工作着、坚守着。“他们好像守

护者一样，默默守卫着我们村。”史

家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依然满是感

慨，“当时我就想，我也得做些什么，

我是大通农民画的非遗传承人，我要

把这个画面画下来。”经过几天的精

心绘制，一幅展示基层干部雪中坚持

工作的农民画诞生了。画作一完成，

史家星立即发到了大通县书法美术

家协会的群里，希望大通县更多的书

画家行动起来。

史家星并不是第一个往群里发防

疫主题相关作品的人，书画家朱锦明

与他不谋而合。“看了很多疫情的消

息，心里很震撼，立刻就提笔了。”朱锦

明说，他相信艺术有凝神聚力、抚慰心

灵的积极作用。朱锦明目前已经创作

了十多幅作品，现在他正在构思一件

四联画。“第一幅展示村口检查点的工

作情况，第二幅展示村里干部怎么进

行宣传工作的，第三幅想画当下老百

姓在家的生活，第四幅画医务人员、街

上的执勤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朱锦

明解说道，这些都是当下他了解的村

里的防疫现状，“防疫工作和老百姓的

生活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朱锦明和史家星的带动下，大

通县的书画家们纷纷行动了起来。大

通县书法美术家协会也倡议全县书

法美术工作者积极行动起来，运用手

中的笔描绘或书写出针对疫情应有

正确态度、科学方法的作品，发挥书

画界力量，让人民群众以喜闻乐见的

形式，轻松简明地了解抗疫的信息。

何德库第一时间响应倡议，他目

前已经完成了两幅防疫主题作品。

“这次抗疫感触很多。我们身边就有

一家人，家里的丈夫是医生，要出发

支援疫区，妻子说家里有她在，老人

孩子她会照顾好，让丈夫安心去支

援。我把他们离别的场景画下来

了。”何德库表示他会继续创作下

去，把防疫中的爱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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