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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锋在前，是军人应有的样子”
——
—记泗村店镇军转干部段伟伟
■王晓
退伍，只是战场的转移，真正的战
士，即使脱下军装，依然会保持军人的
信念和勇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
的号角吹响后，泗村店镇军转干部段伟
伟全力以赴冲向战“疫” 一线战场，尽
显军人本色。

十二年不忘誓言 不改初心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
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回想起 12 年前入伍
宣誓时的场景，段伟伟总是记忆犹新。
段伟伟 2008 年在河北保定入伍，
成为一名光荣的陆军战士。 2018 年从
部队转业后， 他又成了一名基层干
部——
—泗村店 镇 综 合 执 法 大 队 队 员 。
菜市场管理、露天焚烧点查处、违法建
筑 拆 除 …… 面 对 完 全 陌 生 的 工 作 内
容， 之前在部队司令部从事文字工作
的段伟伟一时之间没有了头绪。 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 就必须增强为人民
服务的本领！ 想起当年的入伍誓言，他
打起精神，努力适应，积极克服，逐渐
进入了工作状态。
“段伟伟仍然保留着军人的优良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 有一个
词出现的频率特别高，那就是“加油”。
“中国加油”“武汉加油”“加油、 加油、
加油”的口号声不绝于耳。 这声声的加
油，或励志或鼓舞或助威。 全国人民只
要听到这两个字，心中无不充满力量，
斗志昂扬。
脱离了某种语境的“加油”是指实
际操作，给以燃油为动力来源的机械，
诸如汽车、火车、飞机、轮船等，补充燃
料； 但作为口号， 则可以起到鼓舞人
心、增强斗志的作用。
电力工业还不发达时， 国人夜里
大都用油灯照明。 油灯当然也需要加
油。 而为油灯加油，恰恰是“加油”一词
的源头。 清朝末年曾出现了“四大名
臣”，其中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
和张之洞。 而张之洞的父亲张瑛，就是
首位为灯“加油”者。 张瑛是清朝道光
年间的一位举人，曾任贵州兴义府（今
安龙县）知府，为官三十余载，颇有清
名，富有善心，又重视教育。 对读书人
尤为关注。 相传在其任职期间，每逢午
夜，他必令两人巡城。 一人提着灯笼在

生活中, 提到维生素
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水果和
蔬菜， 却常常忽略坚果中
的维生素。
坚果中富含维生素 E
和 B 族维生素，有的甚至
还含有胡萝卜素。
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E
有利于缓解儿童自身免疫
性脑炎临床症状， 所以维
生素 E 对于儿童不可 缺
少。 维生素 E 可以消除自
由基， 防止机体氧化。 此
外，维生素 E 缺乏一定程
度上会增加癫痫性发作的
频率，适当补充维生素 E
可降低癫痫性发作的频
率。葵花籽、核桃、南瓜子、
西瓜子和松仁富含维生素
E， 是补充维生素 E 的不
错选择。 如葵花籽仁的维
生素 E 含量高达 79.09mg/100g,山
核桃（干）为 65.55mg/100g。
很多坚果富含 B 族维生素，如巴
旦木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B2， 维生素
B2 参与细胞的生长与代谢，是修复细
胞的必需营养素， 葵花籽仁和花生仁
富含维生素 B1，是常见食物中含量较
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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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您同行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不忘入警初心 践行使命担当
——
—记公安武清分局泉兴路派出所社区警务队副队长胡伯生

品质，他吃苦耐劳、善于合作，工作标
准高、 执行力强。 虽然有着研究生学
历，但是他十分谦虚好学，对工作中碰
到的执法程序、法律条款不懂就问、不
会就学， 现在干起执法工作来得心应
手！ ”泗村店镇军转干部、综合执法大
队队长武平说。
2 月 2 日，段伟伟突然接到紧急通
知， 抽调他到天鹅湖医学隔离观察点
执勤，开展秩序保障相关工作。 他没有
丝毫犹豫：“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我必须毫不迟疑地往前冲！ ” 当天下
午， 段伟伟就立即投入到了隔离点执
勤工作中。

两个月连续奋战 冲锋在前
从 2 月 2 日到 4 月 2 日， 整整 2
个月， 段伟伟一直坚守在天鹅湖医学
隔离观察点执勤岗位上， 负责救护车
通道的秩序保障和巡查消毒工作。
初到隔离观察点时， 执勤人手较
为紧张，段伟伟主动放弃休息时间，每
天坚持 24 小时在岗。 当时正值寒冬时
节，室外温度低至零下十几度，段伟伟
在寒风中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 实在
冷极了， 他就在执勤点没人出入的时
候通过“折返跑”来取暖。

执勤期间， 军人骨子里的高度警
惕性和强烈责任感让段伟伟丝毫不敢
懈怠，时刻绷紧着安全弦。 隔离区进出
车辆核查、出入人员检查、重点部位不
间断巡查、救护车通道消毒，对待每一
项工作他都反复排查，仔细确认，没有
出过一丝纰漏。
镇综合执法大队队员陈秀峰作为
增援人员， 也加入了执勤的队伍。 然
而， 段伟伟并没有因为增援人员的到
位而放松， 在交接班的时候总是早来
晚走，经常顾不上回家，在车里休息几
个小时又马上上岗。“段伟伟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他不
愧是真正的军人， 真正的人民子弟
兵。 ”陈秀峰说。

四天短暂陪伴 爱藏心间
4 月 2 日，段伟伟出色完成了医学
隔离观察点执勤保卫任务后，镇领导要
求他回家调整休息几天。 他却婉拒了
领导的好意：“马上到清明节了， 近期
消防安全隐患大、执法队巡查任务重，
我不能在家休息。 ”第二天，段伟伟又
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回到了工作岗位。
在清明节假期期间， 他主动选择
到出入口多、 巡查工作量大的太子务

战“疫”声中话“加油”
李晓辉

前边走，一人挑着桐油篓在后面随行。
凡见有挑灯夜读的人家， 两人便敲门
进去。 嘴里一边说
“府台大人祝相公读
书用功，获取功名”，一边往灯中添一
勺桐油。 后来在这些加过桐油的人家
中，果真出了不少举人、进士。 在自己
家里， 张瑛给儿子张之洞读书用的灯
里也按时加油。 张之洞后被朝廷委以
重任，在政坛上有所建树。
如今，我们常在三种情况下把“加
油”用作口号：一是用于励志。 比如给
学生们加油，意在鼓励其刻苦学习，奋
发向上。 二是用于鼓励。 比如给运动员
加油， 意在激励其一鼓作气， 一往直
前。 三是助威。 比如给比赛落在后面的
人加油，意在鼓励其不灰心、不气馁，

奋起直追。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疫”
中，人们慷慨激昂，经常高喊着的“加
油、加油”，内涵更加丰富：
为白衣战士加油。 在党中央和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军队和各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的医务人员勇做
逆行者，把生死置之度外，以最快的
速度奔赴武汉，抢救患者。 全国人民
为他们加油，对他们是鼓励、是声援，
表达了亿万人民誓做白衣战士坚强
后盾的决心。
为武汉人民加油。 武汉人民遭受
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疫情，精神、心理
和生产、生活无不承受巨大压力。 这
个时候，每一声为武汉加油，都会使

往事回忆

放学 以 后
杨振关

又到了一年中可以挖野菜的时节。
往年，小区旁的树林里，常见那些老人
闲了没事，手里拎把小铲，大海寻针般
在地上找寻那些刚钻出芽芽的野菜，往
往收获不大。 他们的目的，不在收获上，
而是享受和煦阳光下踏春的快乐。 这让
我不禁想起儿时挖野菜的情景。
我们挖野菜的时间， 多半在傍晚
放学后。 下午课程少，放学后，暖融融
的太阳还高高挂在蓝天上。 课外作业
是不用考虑的， 第二天头节课的自习
时间基本上都能完成， 我们放学后的
另一项任务便是挖野菜。 在我的故乡，
春天里首先破土而出的是那种小圆叶
开粉花的艳儿苗， 没什么味道， 但鲜
嫩，被猪羊视为美食。 我们挖野菜，首
先考虑的还不是猪羊， 而是全家人的
糊口，所以钻出地面的不挖，我们挖这
种野菜埋在土里的白白嫩嫩深根。 说
来也怪，一般的菜根，都是直立地往土
层里深入， 而艳儿苗根到了一定深度
后，却不想再费力地下探，而是将身体
放平，懒懒地横躺着，这就给我们提供
了挖掘的方便。 白白胖胖的艳儿苗根
又脆又甜，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后碾

成细粉， 与高粱面、 玉米面掺和在一
起。 更为简单的方法是， 用清水洗干
净，上锅蒸，当作主食直接食用。
挖菜根，镰刀、铲刀都不行，要用大
铁锨，脚踩着往下掘，既要有力气，又要
够细心。 没力气掘不动，心不细掘不出
整齐的。 如果一个人一会儿掘土，一会
儿蹲下土里寻根， 时间上浪费不说，收
效上也会受到很大影响。 解决的办法是
自行结伴儿，通常是男女生结合，以发
挥优势、取长补短。 男生力大，挥锨挖
土；女生心细，在挖出的散土里寻菜根，
之后将收获相互礼让着平分。 从挖野菜
的寻常小事中，我们收获了友谊，小小
年纪，便懂得了团结协作里面的深义。
苦苦菜，我们又称曲茉菜，人们喜
欢吃那刚刚拱出地皮的嫩芽，鲜嫩中略
带些苦味的清爽，还有消食怯火的药用
价值。 那时，幼芽是不挖的，我们要待苦
苦菜长大后，咬在嘴里有了苦苦的感觉
时才去挖，拎回家，剁成细末，掺和在面
粉里蒸成馍，增加了体积和重量，因为
苦味，也不会吃得太多，这对捉襟见肘
的粮食定量，也是个节省。 本心讲，我们
谁也不愿挖苦苦菜，因为太难吃。 之所

气温升高能否遏制疫情发展？
为做到政策宣传全覆盖， 将惠企
政策“送”到每一家企业、每一位经营
者手中，杨村街充分发挥 71 个“132”
驻企工作组作用， 并同步分口建立辖
区企业、商户微信群，公布咨询电话，
为经营者提供有效的线上沟通途径，
有针对性地帮助企业解决在复工复产
和政策落实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张楠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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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是一种 RNA 病毒，跟
SARS 病毒和 MERS 病毒都属于冠
状病毒科，具有囊膜，病毒颗粒形状近
球型，对热是敏感的，对紫外线、医用
酒精、含氯消毒剂等也敏感。
随着天气逐渐炎热， 新冠病毒是
不是会逐渐消减？ 可以尝试从病毒性

质和病毒的传播方式两个方面分析一
下。 首先，新冠病毒是一种囊膜病毒，
相对来说，对温度是比较敏感的，气温
升高是不利于病毒存活的。 但是需要
对病毒的传播方式进行分析和思考，
尤其不同的病毒传播方式是不太一样
的。 比如埃博拉病毒通过直接接触进

■齐学洋 姜涛 何毅

图为工作中的段伟伟（左二）
村值守， 每天和队员们驻守在村民容
易露天焚烧和燃放鞭炮的点位， 不厌
其烦地进行宣传和劝离。 在他和队员
们的严防死守下， 泗村店镇没有发生
一起火灾， 有力确保了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
从春节到五一前夕， 因为工作原
因， 段伟伟只陪伴了家人短短 4 天的
时间。“我也很想陪伴家人，特别是陪
陪我 7 岁的女儿。 孩子每次打电话说
想爸爸的时候，我也很心疼。 ”说起女
儿，段伟伟满脸都是幸福的笑容。“可
我是军人，也是党员，还是基层干部，
任何一种身份都决定了我只能舍小家
顾大家。 ”

他们深切地感受到来自全国各地的
鼓舞和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多数人虽然不
能去武汉，但却可以以多种方式给予
武汉人民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 齐
心协力，众志成城，有了全国人民的
鼎力相助，定能大大增强战胜新冠肺
炎疫情的信心和决心。
为新冠肺炎患者加油。 不幸染上
新冠肺炎的患者， 身心遭受了巨大痛
苦，甚至处于生死关头。 他们除了需要
精心的治疗， 还需要精神上的鼓励和
慰藉。 我们为他们加油，无疑是在增加
他们战胜病魔的信心和勇气， 勇敢与
病魔和死神搏斗，战而胜之，早日恢复
健康！
“加油”，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战
“
疫”中，作用非比寻常。 让我们为中
国加油，为武汉加油！ 中国必胜、武汉
必胜！

“疫情就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
任”。 在这场与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
战役中，全区广大公安干警，不顾个
人安危，冲锋在前，为疫情防控以及
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突出贡献。 公
安武清分局泉兴路派出所社区警务
队副队长胡伯生就是其中的一员，
在天鹅湖医学隔离观察点联络和安
全保障工作中无私奉献、守护平安。
1 月 28 日，胡伯生接到天鹅湖
医学隔离观察点安保任务，当晚他
第一时间入驻隔离点，根据实际情
况，制定详细的安保工作方案。 作
为指挥部联络员，他三天时间步行
9 万多步，实地踏查，将医学隔离观
察点合理划分为 4 个区域、16 个重
点部位，牵头制定了详细的工作方
案，为安保工作顺利进行打下坚实
基础。
胡伯生每天都和同事日夜巡
逻、测温消杀。 由于隔离区面积大、
重点部位分散，他每天徒步巡逻 10
公里分两次对各点位进行督导检
查， 确保各项工作不出差错。 他们
每天还要做好全体安保人员的口
罩、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及日常三餐
的后勤保障工作，确保了医学隔离
观察点的安全稳定。 在刮风下雪等
恶劣条件下，积极协调指挥部为执
勤点安装帐篷，改善了民警的执勤
环境。 胡伯生说：“接到命令以后，
第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任务完成
好。 为完成这个安保工作， 我们提
前勘测点位，制定 方 案 ， 抽 调 分 局

图为工作中的胡伯生（左三）
的不同部门警力， 大家只有一个信
念， 那就是通过我们的努力， 希望
疫情能够早日得到控制。 ”
如今回到工作岗位的胡伯生，
继续从事社区工作， 他将这项新任
务看成是对自己的又一次考验，作
为一名有着 20 年 党 龄 的 老 党 员 ，
工作中他始终对自己高标准严要
求，当先锋、作表率，践行人民警察
的职责和使命。
当前疫情防控已进入常态化阶
段，虽然有所缓解，但并未结束。 胡
伯生及时调整工作思路， 在做好日
常警务工作同时， 以社区防控宣传
为主阵地，强化百姓防护意识，加大
宣传劝导力度， 用心用情有力守护
一方平安。

战“疫”中的
最美劳动者

雍阳杂话
以还要挖，是因为有老师领着。 常与我
们同去田里挖野菜的是位姓马的女老
师，马老师很年轻，没大我们几岁。 马老
师喜欢讲故事，挖野菜时，也是一边寻
找目标，一边触景生情地给我们讲为了
革命斗争的胜利， 老红军爬雪山过草
地、吃草根、啃树皮的故事。 那时若能挖
到苦苦菜，那可真好比天上掉下来救命
粮。 马老师手捧着挖出来的苦苦菜问：
“同学们，比起红军长征，我们现在吃点
野菜度难关，能算苦吗？ ”我们便齐声回
答：“不能。 ”挖野菜的劲头会更足。
接下来黄花菜、马齿苋等野菜相续
拱出地皮，挖野菜便不再是困难的事情
了。尤其马齿苋，经雨后，比庄稼长得还
快，几天后便连成片地长在田里，生命
力也极强， 挖出来把它拦腰砍断放地
上，第二天照样顽强地抬起头，鲜嫩地
活下去，所以我们又叫它长寿菜。 不但
人们喜欢，猪羊也爱吃。放学后，不少同
学都是肩上背着竹筐， 手里赶着羊群。
我家里，另外还有几只小白鸭，凑趣地
跟在羊群后面跑。 在田里，小白鸭啄食
野菜还在其次，主要是寻找蚂蚱。 蚂蚱
虽然能蹦跳， 但哪里是小白鸭的对手，
没几个回合，便被捉进嘴里。 白鸭们饱
餐后，并不急着回家，而是跳进一旁的
水沟里，尽情地游玩。 我们将野菜挖满
竹筐，见羊群尚在贪婪地啃食，便不忍
心赶着它们回家。 等待中，我们会玩儿
一种叫作“兵打鬼”的游戏，用镰刀在地
上横横竖竖划出个方格子， 就地取材，
菜根当兵，菜叶当鬼，两人玩，众人看，
由于愤恨鬼， 同学们都向着兵一方，出
谋献策，人多主意多，十之八九都是兵
一方胜出，然后便开心地一声大喊：“鬼
输喽！ ”惊得渠里的鸭，啃草的羊，全掉
转头四散。
困难时期，放学后的挖野菜，成为
我们那时的美好时光。

行传播， 流感病毒主要可以通过空气
进行传播。 通过空气传播的病毒，相对
容易受到气温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
流感一般是在气温比较低的冬春季高
发，夏季不常见。
现在我们普遍认为， 新冠病毒主
要通过飞沫和直接接触等方式进行传
播，相对来说，这种传播方式受气温的
影响会小一些， 而且南半球的国家目
前处于夏秋季，天气比较炎热，但是新
冠疫情依然持续发生。 最终情况如何，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来源：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下朱庄街针对商户与企业在政策适用、资金短缺、防控人员不足等方面
存在的“堵点”“痛点”“断点”，靠前服务、精准施策，让商户的招牌加快亮起
来，让企业的机器加快转起来。 图为街道工作人员深入商户进行走访。
夏萱 摄

你不知道的方便面
方便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
见的一种食品，有传言说“常吃方
便面有害，尤其对胃不好”“吃一碗
方便面要花 32 天代谢” ……这些
是真的吗？
方便面的面饼、粉包水分含量
低，通常不需要添加防腐剂；酱包
在加工过程中经过高温杀菌、密封
包装，也不需要添加防腐剂。 但酱
包中需要添加抗氧化剂，如维生素
E、丁基羟基茴香醚（BHA）和二丁
基羟基甲苯（BHT）等。 即便是添加
了抗氧化剂，只要在国标范围内就
没有问题。
许多人对方便面桶壁内的防水
层一直存在疑惑， 认为它涂抹了石
蜡，担心它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根据
我国《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的
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
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 设备都
是食品相关产品。 桶装方便面的桶
身由食品级口杯纸加 PE 膜组成，内
侧的防水层一般用食品级的聚乙烯
（PE）。 聚乙烯耐酸耐碱耐侵蚀，低于
100 摄氏度的聚乙烯不会释放有害
物质。 食品级聚乙烯较一般的聚乙
烯有更高耐热性， 发生变化而产生
致癌物质一事不可能发生。 而涂蜡
工艺虽然曾 被 广 泛 用 于 制 作 纸 容
器，但石蜡熔点低，常用于盛装温度
较低的食品，如冰激凌、冰水、冰可
乐等。 由于泡面温度可达到 90 摄氏
度， 在高温下融化的蜡很可能会影

响泡面的口感， 因此涂蜡纸容器并
不曾用于制作方便面桶。
方便面虽然不是垃圾食品，
但它的不健康却是真的， 主要在
于三点：
一是脂肪含量过高。 油炸方便
面 中 面 饼 含 油 脂 通 常 为 18% 至
24%， 蛋白质含量为 8%至 10%，除
去水分、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其余
就是淀粉了。 而料包里的第一大成
分就是脂肪。 如果是酱包，油脂含量
超过 50%； 如果是油包， 则通常是
95%以上的脂肪，只是以不饱和脂肪
为主。
二是营养不均衡。 人体每天需
要的营养素超过 40 个品种，而一包
方便面里包含基本的脂肪、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但是脂肪过多，蛋白质
太少，微量元素的含量也非常少，很
难满足人体的营养需求。
三是调味包中的盐分含量高。
一包方便面里的钠含量， 就足以满
足一个人一整天的钠摄入量。 长期
食用这类高盐制品， 患上胃癌的概
率会大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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