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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京津冀“菜篮子”，拼了

隰 道德模范

爱在路上

—记河西务镇大沙河蔬菜批发市场总经理李凤山
——
■ 赵立安
“凤山，现在疫情这么严重，春节
期间咱们的蔬菜批发市场还开放吗？
种了这么多菜要是卖不出去， 这一年
就白干了！ ”
“王叔，您放心！ 从初三开始，咱们
市场每天上午限时开放，这段时间还免
收管理费。 您要卖菜的话，记着戴好口
罩，到市场门口测体温、登记……”
河西务镇大沙河蔬菜批发市场总
经理李凤山一边在电话里向菜农耐心
地解答着疑问， 一边在市场里逐个摊
位巡查， 指导督促菜农和菜商做好防
控工作。
大沙河蔬菜批发市场作为京津冀
地区蔬菜流通的重要枢纽，辐射带动了
周边十几个镇近 10 万亩大棚蔬菜基地
的发展，是保障京津冀地区蔬菜供应的
重要
“菜篮子”。 为确保市场正常开放运

疫情下的常见情绪反应
①焦虑多疑
疫情出现后特别关注身体的各种变
化， 将自身各种不舒服与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联系起来，怀疑自己是否生病。
②惶恐不安
可能会出现
“
疑病，不敢按电梯和触
摸门把手”
“
反复洗手、消毒”
“不出门，更
不敢去医院”等行为及想法。
③愤怒暴躁
在压力下变得极度敏感，因一点小事
就急躁、发脾气，甚至出现冲动行为等。
④抑郁悲伤
每天都十分疲劳、精神不振，也很难集中
注意力去思考，还可能出现睡眠问题。
⑤恐惧害怕
由于对疾病本身具有恐慌情绪， 加上网
上各种谣言，出现恐惧害怕的情绪。
⑥盲目乐观
抱有
“
疫情很遥远，不会有危险”
“
我
抵抗力强，不可能感染”的错误想法，更

劳动保障政策知识
李某是 A
劳务派遣公 司
派至 B 贸易公
司的派遣人员。
2017 年 3 月 B
公司以不再 需
要服务为由，将
派签协议尚 未
到期的李某 退
回派遣公司。 A
公司遂以用 工
单位退回为由，
与李某解除 劳
动关系，并安排
另外一名员 工
代替李某到 B
公司工作。李某
咨询，此情况是
否可以申请 经
济赔偿金。
解答：A 公司应该支付李某
经济赔偿金。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 第六十五条规定：被
派遣劳动者有该法第三十九条
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
情形的，用工单位可以将劳动者
退回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单
位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可以与劳
动者解除劳动合同。 即，劳动者
存在过错；劳动者患病或非因公
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
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工
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劳动者
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
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用工单位可以退回被派遣劳动
者。 案例中李某不存在上述情
形， 因此 A 公司解除李某劳动
关系属于违法解除，应该支付经
济赔偿金。

用退
工回
单劳
位务
不
可派
随遣
意工

转，从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开始，李凤山
就带领 23 名工作人员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准备防控物资、清理卫生、全面
消杀、 通告菜农菜商……认真细致、不
折不扣地把每一项防控任务落细落实
落到位。
从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开始， 大沙
河蔬菜批发市场开放。 每天早上 6 点，
李凤山先来到市场出入卡口，和工作人
员一起逐人测量体温、车辆消毒、登记
信息、宣传防控常识……等菜农和菜商
进的差不多了，他顾不上歇一歇，马上
又和工作人员一起挨个摊位进行巡查，
督促提醒菜农和菜商戴好口罩、尽量进
行“无接触”交易。 同时，还要做好每 2
个小时一次的卫生清理和喷雾消杀工
作，确保整个市场无死角、无盲区。
“市场开放，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因
为人员聚集，出现交叉感染。 市场就是
我的阵地！ 我一定要把阵地守好，让菜

农安心把菜卖出去，让大家的‘菜篮子’
不断供！ ” 李凤山除了刚性落实市场防
控措施外， 还将菜农和菜商的姓名、住
址、电话、身份证号、行动轨迹等详细信
息录入数据库，按“准入信息”制发出入
证，每天“凭证 + 扫码”出入，严把市场
“入口关”。 这样不仅便于提前掌握出入
人员的详细信息，还把疫情防控工作做
到了前头，节约了菜农和菜商的时间成
本，将每辆车出入的平均时间由原来的
1 分钟缩短到现在的 3 至 5 秒。
“原来，我们还担心疫情会导致我
们的菜卖不出去，只能烂在地里。 现在
看来，市场管理得好，卖菜不仅没受影
响，我的收入还比往年稍微多了些。 凤
山和这帮小伙子都是好样的！ ”菜农李
连奎连挑大拇指。
“下一步，我们还将用好智能监测、
大数据分析等手段， 创新管理方式方
法，一刻也不放松地做好市场疫情防控

最近“小情绪”太多怎么办？
有甚者认为事不关己、 不听朋友及家人
的劝说、不做防护。
⑦孤独寂寞
部分特殊人群，由于疫情可能导致自
己孤身一人在异乡隔离，感到孤独寂寞。
⑧冲动激惹
许多人压抑的情绪不能释放， 可能
导致一些冲动的、不理智的情绪及行为。
如何进行心理调节？ 学会四种方法
①平缓呼吸法：吸气、屏气、呼气均
默数 5 秒，吸气时通过鼻腔缓慢而充分
地将空气吸到身体最深处， 呼气时通过
鼻腔或口腔缓慢呼出， 完全呼出气体后
可正常呼吸 2 次。循环上述步骤，每次练
习 3 至 5 分钟。
②肌肉放松法： 可以采用平躺或端

坐的姿势，放松顺序可遵循自上而下，从
头到脚，反之亦可。
③蝴蝶拍：闭上眼睛或半合眼，双臂
交叉放在胸前， 双手交替摆动， 轻拍双
肩，同时缓慢深呼吸。 如此重复。
④保险箱技术： 一种通过想象方法
来完成的负性情绪处理技术。 有意识地
对内心积攒的负性情绪进行“打包封
存”，从而使自我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从
这些负性情绪及消极观念中解放。
4 种人群的心理干预方法
一线医护人员
①保证充分睡眠，均衡饮食，自我
调节
例如，多运动，深呼吸，玩一些不费
脑的小游戏，洗洗热水澡。

眼下，天气逐渐变暖，适当减装是理
所当然的事， 而我发现身旁不少年轻人
却减得过于单薄，因此咳嗽、感冒者时有
春捂”是十分必要的。
发生。 所以，适当“
古语说的“春捂秋冻不生病”，是有
“春捂”强调春天需要出汗，
一定道理的。
“
秋冻”强调秋天应该收汗。以草木为喻，
草木到了春天， 由于气温升高而将积蓄
一冬的能量迸发出来——
—发芽、生长、蓬
勃繁茂。 人也如此：春天需要保暖、需要
出汗、需要把体内积存一冬的“病毒”通
过汗液充分发散出来。 春天的暖给了我

适当“春捂”
益健康
李克山

们出汗的有利条件，而适当地
“捂”，则使
身体保持一种轻松的“披汗”感，对五脏
六腑各种功能的正常运行极为有益。
这里想提醒一下中老年人， 由于中
老年人体质有所下降， 抗病抗风寒的能

百姓生活

闺蜜的老公是医生
王 淑
前些天和三个闺蜜视频聊天，聊到
了生活、工作，以及各自的丈夫。 就最后
这个话题，我们“抓住”了其中一个闺
蜜，使了个眼色后，开始“
三堂会审”。 对
于她的医生丈夫， 我们一直觉得很神
秘、很高冷。 他基本不参加我们的聚会，
每次见面总是匆匆忙忙、眉头紧锁。 我
很好奇， 他和我闺蜜根本就是两种人，
这俩人的日常生活是啥样的。
被
“
审”的闺蜜一下就看穿了我们的
“
执念”，说了一句：
“
得，我也跟你们发发
牢骚， 不然你们以为嫁个医生有多美好
呢。 ”闺蜜说在认识丈夫之前，和医生打
交道的机会，就是生病和单位体检。嫁给
一个医生， 不是她人生规划中的既定走
向。结婚十余年，她最不爱听医生丈夫说
的一句话就是：
“
你这样的给我们当护士
绝对不行。 ”我们当笑话听，闺蜜却说她
理解这种说法。她告诉我们，她丈夫每天
清晨 5 点多起床，7 点前就要到医院准

备查房。因为危重病人随时要抢救，他的
三餐时间和下班回家时间都不固定，经
常一个电话就得往回赶。而且，他的手机
无论何时何地都得保证畅通。 闺蜜是一
家杂志的专栏作者，忙起来昏天黑地，到
处乱飞，但闲时就像度假，基本不坐班，
每日不早起必晚睡。 他俩的作息一个是
北京时间，一个是北美时间。
由于职业特点， 闺蜜的丈夫十分严
谨，做事规规矩矩，而闺蜜却是个随性的
人。 他们婚礼前大概两周，医生下班拿出
一张纸， 很严肃地对她说：
“
你看一下，我
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做。 而你，还有 25 件，
我帮你列出来了。 现在讨论一下，看看怎
么帮你推进一下进度。 ”听了这个桥段，我
们都笑得不行。那是我第一次听闺蜜讲她
丈夫的
“
趣闻”。 她看看我们，用一种
“
你们
太没见过世面”的语气接着说：
“
作为一名
医生的妻子，任何企图装病、装受伤都是
不可能的。 就算你真的生了病，普通的头

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企业返岗返工防护手册

健康技能 （二）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到了
最吃劲的关键阶段， 泗村店镇各
社区和村级卡口坚持防控不放
松，村“一肩挑”干部、包村干部、
下沉志愿者等防控力量 24 小时
坚守，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尹静秋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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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洗手
1.洗手时机
外出归来；饭前便后；护理儿童和
老人前；准备食物前；接触过公共设施
或物品后（如电梯按钮、门把手、各种开
关、快递等）；接触过分泌物、呕吐物、排
泄物后；咳嗽或打喷嚏用手遮掩后等情
况，均需及时进行手卫生。
2.洗手方法
使用流动水及皂液/肥皂， 按照七
步洗手法规范清洗双手， 揉搓至少 20
秒（采用快乐洗手法，可唱 2 遍生日快
乐歌），然后用纸巾擦干或自然晾干。
三、咳嗽和喷嚏礼仪
1.咳嗽和打喷嚏时，应背对人，用纸
巾或手肘遮掩口鼻，尽量避免用双手遮
掩口鼻、触及面部。
2.咳嗽或打喷嚏后立即清洗双手或

使用免洗手消毒剂对手进行消毒，揉搓
至少 20 秒。 若手部有明显污染物或脏
污应先用湿巾清洁双手后，再使用免洗
手消毒剂或消毒湿巾清洁双手。
3.日常说话放低分贝，避免唾液喷
溅到周围环境和人员。
四、测量体温
1. 正常体温不是一个具体的温度
点，而是一个温度范围。 临床上经常以
腋窝温度代表体温， 正常人腋窝温度
36.0 至 37.0℃（平均 36.5℃）。 而体表的
温度受多种因素影响， 变化和差异较
大，需在室温条件下，以快速红外体温
探测仪等设备进行体温监测，测量时可
以选择被衣物覆盖的脖子或者手腕。
2. 推荐使用玻璃汞柱式体温计，以
腋下测温为主。 提前将温度计甩至 36℃
以下，将其放置于腋窝正下方夹紧，5 分

——
—记区第四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汊沽港
镇六道口村村民刘伟
■郝梁

图为工作中的李凤山（右）
工作，直到取得最终胜利！ ”李凤山满怀
信心地说。
蔬菜批发市场一
头连着菜农、 一头连
着百姓。 破解农产品
“买卖难”问题，保障群众“菜篮子”
供应，最大限度地降低疫情对人们
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就需要像李
凤山这样，用心用情用力、从严从
实从细的管理和服务。

编后

②空闲时间进行肌肉放松训练
逐步紧张及放松各个肌群， 让肌肉
体会紧张和放松的感觉。
社区服务工作者
①多方了解相关知识
对疾病有基本的认识， 掌握疾病的
传播途径，在工作中做好自身的防护。
②工作之杂学会放松，规律进食
正常人群
①学会管理情绪，适当转移注意力。
②从官方渠道了解疫情信息。 ③积极调
整认知， 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相处做自
己喜欢的事情等。 ④规律作息， 增强体
质，加强自身锻炼。
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特殊人
①按照既往的节奏生活，规律作息。
②营养丰富饮食，避免暴饮景食。③由家
人或其他熟悉的人照料。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全民心理健康实例手
册》，有删减

力有所减弱， 往往禁不住春寒料峭的侵
袭，很容易引起咳嗽、发烧、咽炎、哮喘、
气管炎以及腰腿疼痛等疾病。所以，中老
年人更应该注意
“春捂”。“春捂”重点在
下半身， 因为下半身的血液循环要比上
半身较差，更容易感受风寒风邪。因此裤
子、鞋袜不宜过于单薄；女性不宜过早穿
裙装，以免风寒直接侵害皮肤，引起关节
疼痛。
“过了清明寒十天。”早春时
常言说：
节天气忽冷忽热、变化无常，适当“
春捂”
是防治风寒所致疾病的有效之举。

疼脑热、痛经抽搐、发烧感冒，39℃以下，
家里的医生是不会理你的。因为你根本够
不上神经外科主任关注的标准。对方的反
映之冷漠，会令你震惊。 他最多象征性地
搭一下脉，说一句
‘
没事，多喝点热水’或
者
‘
早点睡’就打发了。 ”
闺蜜说，这还只是生活中的“小意
思”，结婚以来，最挑战她底线的有两件
事， 一件是和丈夫的医生朋友聚会，用
餐时，他们丝毫不考虑周围人的接受程
度，大谈特谈人体器官和手术过程。 另
一件是闺蜜有个乳腺结节，她的医生丈
夫知道后轻描淡写地说：“过两天我跟
那谁一起吃饭， 他是乳腺科的专家，你
让他看下好了。 ”闺蜜以为他在开玩笑，
根本没在意。 那谁是他丈夫最好的哥
们，他们在一起吃过很多次饭。 可是，后
来他们一起吃饭时， 医生丈夫突然说：
“对了，那边包间现在没人，你们赶紧进
去看一下那结节！ ”闺蜜当即红着脸表
示不用了，但医生丈夫坚持让她去看一
下，闺蜜的尴尬可以想象。
虽然有种种不可思议的经历，但闺
蜜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对医生丈夫
的崇敬之心越来越强。 她说，嫁个医生
没那么美好，但也很美好，因为这个经
历不是谁都能有的，能和他并肩，是今
生最大的幸福。

钟后拿出读取结果。 若不能做到个人专
用， 则每次使用后用 75%酒精擦拭表
面，放于专用洁净器皿中干燥备用。
五、科学就医
1.若出现发热、乏力、干咳、腹泻等
异常症状， 发病前 14 天内有疫情高发
地旅居史， 或发病前 14 天内接触过疑
似或确诊病例； 或发病前 14 天内接触
过来自疫情高发地有发热或呼吸道症
状的患者；或有聚集性发病或流行病学
关联，应前往天津市卫健委指定的发热
门诊隔离救治。
2. 就诊途中尽量乘坐私家车或步
行，减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可能。 若
确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则需全程佩戴
口罩， 尽量选择人员稀少的区域就坐，
不与他人交谈。
3.随身携带备用一次性口罩、免洗
手消毒剂、消毒湿巾、干巾等，接触过公
共区域物体表面应及时进行手卫生。 排
队时与他人尽量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4.归家后及时更换衣物、规范洗手、
清洗鼻腔和口腔。 衣物可用 70℃热水浸
泡消毒半小时，再用洗涤剂清洗后晾晒。

汊沽港镇六道口村村民刘伟把
“助人为乐”当作一种信念、一种心
态、一种追求，用自己的正能量感染
周围人， 并将这种正能量传播、扩
大，让大家感受到真、善、美无时不
在、无刻不有。 前不久，他被评为区
第四届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刘伟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 走出校门后，他开始从事个体经
营。 由于工作关系，常年在外奔波的
刘伟，看到太多的世间冷暖，对受苦
受难的人心生同情。2015 年 8 月，一
次事故让刘伟决定与志同道合者成
立爱心车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车
队命名为“三爱雷锋车队”。“三爱”
意为“爱儿童、爱老人、爱父母”。 六
一儿童节，他们去福利院，给孩子们
送去礼物；传统节日里，给养老院和
贫困户送去生活用品；高考期间，车
队志愿者免费接送考生；平日里，他
们按时接送行动不便的老人到医院
做常规检查……随着“三爱雷锋车
队”影响力不断扩大，更多的爱心人
士加入进来。 刘伟建立了“每日一
善”微信群，数百名群成员根据自己
的能力自愿捐款， 仅刘伟一人每年
就在“
每日一善”中捐款 6 万元。
为了更好地管理车队， 刘伟进
一步完善组织机构， 设 2 名队长，
15 名监委。 所有活动群策群力，所
有决定都举手表决。 资金账目公开
透明，每日公布收 款 数 ， 使 用 款 项
必须有发票或受助者证言。 爱心人
士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都花
得明明白白。 刘伟说：“比如帮助一
个困难家庭，按照 规 定 ， 要 去 他 们
家考察、核实，符 合 条 件 的 我 们 才
去帮。 ”
2016 年，5 岁男孩小雨被诊断
为白血病，数十万的治疗费让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陷入困境，刘伟专程
到孩子家中了解情况，随后通过朋
友圈发出求助信息，仅一天半时间
就募集到 15 万元善款。 当刘伟把
救命钱送到孩子家长手中时，那对
夫妻流下感动的泪水。 在孩子后续
的治疗中，车队志愿者随时接送孩
子就医。 现在孩子的病情已稳定，
孩子的母亲也加入到爱心联盟中，
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一个受过帮助
的人，更知道该如何帮助他人。 小
雨的哥哥说：“
‘三爱雷锋 车 队 ’ 给
我们家的帮助非常大，现在弟弟的
病情稳定了，他们还帮我妈妈找了
工作， 我以后也要多帮助别人，奉

图为刘伟（右二）和志愿者交流
献自己的爱心。 ”
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奉献的
队伍中来是刘伟的心愿。“有困难找
刘伟，有困难找‘三爱雷锋车队’”成
了汊沽港人乃至武清人的共识，刘
伟知道这是群众的信任。 村民刘涛
说：“之前和刘伟打交道不多， 但是
听说有一个‘三爱雷锋车队’经常做
好事， 后来知道这个车队是刘伟组
织的， 我就找到他， 加入了这个车
队。 我想通过自己的力量做一些好
事，去帮助更多的人。 ”
“三爱雷锋车队”像带有温度的
磁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个体老
板、保安、教师、企业员工、农民……
上至 80 余岁的老翁，下至十几岁的
少年， 纷纷加入刘伟的爱心联盟。
公益的种子一经种下， 便生根、开
花，不断繁衍蔓延。 福利院 8 名残
疾儿童四处求学无门， 同为志愿者
的“宗奕幼儿园”园长主动接纳。 财
务管理是烫手的工作， 志愿者张姐
主动接手， 每天将善款的收入与使
用认真计算、核对，每一笔钱都记得
清清楚楚。“三爱雷锋车队”队员刘
丹丹说：“做一件好事容易， 如果连
续多年做好事， 这是很难坚持下去
的，刘伟持之以恒的精神感染了我，
我要向他一样坚持到底， 将正能量
传播下去。 ”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刘伟和
他的“三爱雷锋车队”，积极捐赠物
资、 踊跃参与到汊沽港镇的疫情防
控工作中。 目前已经捐赠物资价值
约 25000 元，包括消毒液、食品和抗
菌消毒液。 同时按照镇里总体安排
部署， 刘伟和团队成员一起坚持每
天值守在六道口村东、 村西两个路
口，为村中疫情防控守好防线。
“人人栽下一棵苗，沙漠也能成
绿荫； 人人添上一根柴， 顽石也能
炼成金。 ”多年来，刘伟秉持一颗初
心， 用滚烫的爱心点燃人间温暖，
以朴实的行动传递大爱情怀， 用自
己的善行义举书写着助人为乐的华
美乐章。

区交通局及时清撤道路检查站，在恢复交通运输秩序中强化入京通道管
控，打通“
大动脉”、畅通“微循环”，保留 103 国道、城王路、高村镇董碱路和周
村路 4 处入京通道卡口，全力配合北京“外防输入”措施，以精兵良策坚守“第
一道防线”。
励维竹 摄

春季除湿正当时
春天来了，万物复苏，但却有不
少人总是感觉自己精神不振、 身体
沉重、没有食欲、大便黏腻、头晕脑
胀、昏昏欲睡、皮肤起疹子、雀斑加
重等， 这很可能是身体里的湿气在
作怪。
湿， 有两种， 一个是自然界的
湿，另一个是身体自己产生的湿。 现
代人贪凉、熬夜、不爱运动，脾胃越
来越虚， 由此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
脾的运化功能受到损害， 水湿聚积
体内，形成内湿。 凡有内湿的人，一
旦遇到湿度大的环境，里应外合，极
易引发身体不适。 湿气长期藏于体
内无法排除， 对人体危害是非常大
的。 春季祛湿是调理慢性病、拥有健
康身体的基础。 那么，应如何有效祛
湿呢？
过度劳累容易耗伤气血， 气血

不足会进一步加重水湿内停。 进入
春季后逐渐昼长夜短， 许多人晚上
加班，夜间睡眠时间往往不足，故应
特别注意劳逸结合， 保证充足睡眠
时间。 适当午睡可以补充晚间睡眠
的不足， 让大脑和身体各个系统都
得到放松与休息， 下午的工作效率
得到极大的提高， 同时也要提高工
作效率，晚上尽早休息。
中医认为， 脾有运化水湿的功
能，脾胃受损后，不能正常地运化而
使水湿内停，体内湿邪大量积聚后，
出现身体沉重、腹胀甚至腹泻，晨起
眼睑浮肿等不适。 春天到来，气温逐
渐上升，如果冰激凌、冷饮吃太多，
会加重脾虚的问题， 让湿邪困扰更
深。 因此，日常除了常吃山药、红枣
等健脾食物外，要管住自己的嘴巴，
少吃冷饮。
（张翠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