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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负青春韶华 支援武汉抗疫
——
—记区住建委党委办科员陶磊
■ 庞俊彤
春节探亲， 却因疫情滞留武汉,33
岁的他主动请缨，加入社区志愿者服务
队,走上疫情防控一线,为早春的武汉
留下一抹来自天津武清的亮色。 武汉
“解封”，他第一时间回到家乡，返岗的
同时再次加入社区疫情防控工作中，夏
日的阳光里， 留下他甘于奉献的身影。
两地战“疫”，一样初心，他用担当的勇
气和无悔的付出诠释了青年党员的风
采，他就是区住建委党委办科员陶磊。

主动请缨 扛起责任与担当
1 月下旬，陶磊回武汉探亲，因武汉
“封城”阻隔了返回的行程。 他和家人服

从武汉市政府的指令，自觉在家隔离防
控。 当时疫情十分严峻，陶磊看着每天
确诊病例数字的增加，又亲眼见到所在
社区工作人员繁忙艰辛地防控疫情，心
中担心又着急。 2 月 27 日，他主动向居
住地华中师范大学社区居委会报到，坚
决要求参加社区志愿者服务队，并主动
提出要负责有疑似病例的重点楼栋封
控工作。
当时的武汉可以说是危险的地方，
要走出家门、走上一线，陶磊也有过害
怕，面对家中的孩子和老人，他也有过
担心。 但是他坚定地告诉自己，作为一
名青年党员，不管武汉还是武清，都应
主动上前，拿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 就
这样，陶磊默默穿上防护服，走上了志
愿服务的一线，他不顾辛劳，勇于担当，
用温暖的话语安慰着居家隔离的人们，
为他们排忧解难，用实际行动为全国人
民守望相助共同抗击疫情的动人故事
增添了感人的一笔。

默默坚守 践行初心和使命

图为陶磊（右）社区门口为居民测体温

我是一个喜欢清静的人，平常在家
里看书，希望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我最
不喜欢电话铃突然响起，打破安静。 但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电话铃成了
我生活中最悦耳、亲切的声音。 不论是
老友、老同事打来的，还是亲戚、家人打
来的，均如温暖的春风扑面而来，令人
期盼而欣喜。
电话打来最多的是身在北京的女
儿桂杰，一般一两天就打来一次。 除了
问候父母，带来一些有关疫情的最新消
息，还谈她宅家办公的情况，特别是谈
起来到人间不足一年的小铁妹的可爱，
使我和老伴儿心里生出许多春天般的
绿意与生机。 当然，她也一如既往地与
我谈写作的话题。 她把自己和外孙铁头
的作品传过来， 我将自己的新作发过
去，相互切磋研讨共勉。 多年来父女间
仍在“同划一条船”，一条荡漾在生命长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一直是中医养生的基本原
则。 夏属火，通于心，夏季心
火易旺，暑热易扰心；汗为
心液，过汗易伤心，所以夏
天养生要重养心。
静养心 夏季心火旺
容易导致心烦意乱。 心藏
神，心乱则神乱。《医书》云：
“
善摄生者， 不劳神， 不苦
形，神形既安，祸患何由而
致也。 ”此时宜调节情志，通
过各种怡情养神手段使自
己心情平静、愉悦，比如看
书、绘画、听音乐、下棋、垂
钓等。 心静则心火自安分，
心安则神安， 火安则身凉，
正所谓心静自然凉。
食养心 夏季气候炎
热，出汗多，热易伤心气、汗易伤心阴，所
以夏季要适当多吃一些凉润养心之品，
如新鲜蔬菜瓜果，少吃油腻之品。 虽凉润
养心，但夏季不要过贪凉饮，不提倡饮冷
饮，因过凉不仅伤脾胃，也容易伤心肾。
真正的解渴是生津止渴， 而冰品靠的是
寒气把火灭掉，并不能真正解渴。
汗养心 夏季心火易旺，汗为心液，
适当出汗可以去心火， 如整天在空调房
里呆着，不出汗，虽然身体凉了，但心火
无处去，久之成火邪；其次，汗也有助于
人体排出代谢垃圾， 不出汗就少了一个
排废物的途径。 所以，夏季不要整天把自
己关在空调房里， 也需要适当运动出一
些汗，身体才会健康。
穴位养心 内关穴， 为心脏之保护
穴，亦是全身强壮要穴，能宁心安神、宣
痹解郁、调补阴阳气血。 在日常养生保健
中，还可以按摩劳宫、间使、后溪等穴位，
可以预防和缓解心脏病， 长期坚持可以
起到很好的养心护心作用。
（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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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力社保局全面贯彻中央和市
委“保就业”工作要求，走访企业，了解
企业在复工复产中的实际需求，牵头开
展“抗疫情、稳用工、扩就业”专项行动，
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有力支持和推
动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 图为该局工作
人员到企业走访。
韩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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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志愿者队伍后，陶磊所在社区
安排他负责华中师范大学社区西区教
工公寓从 34 到 41 共 8 栋楼的封控和
巡逻。 当时 37 栋有隔离疑似病例，但
陶磊没有退缩，他每天承担 12 个小时
的巡逻防控工作， 还负责区域内 8 栋

楼居民生活物资药品统计清点和配送
入户工作。 自 2 月 28 日参加志愿服务
以来，陶磊每天提着一盒盒鸡蛋、一袋
袋大米、一兜兜蔬菜，送到每户居民门
口。“您好，我们是志愿者，给您家送爱
心物资来了，请开门签收。 ”他每天坚
守岗位，努力工作，积极奉献，得到社
区居民的一致好评。 当居民们打开门
时，看到全副武装满头大汗的他，虽然
无法看清长相，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更
不知道他来自哪里， 但他们感受的是
政府的关心， 是全国人民的团结聚力
抗疫坚定意志。
从阴雨连绵到樱花盛开，一身白色
的防护服成为了陶磊志愿服务的标配。
防护服穿脱不便，为了减少上厕所的次
数，他一整天不喝水；防护服不透气，天
热的时候，衣服被汗水全部浸透，在搬
运物资和巡逻的时候更加闷热，每当脱
下防护服时，手指都会被汗水泡的褶皱
发白，但陶磊毫无怨言。
华中师范大学社区管理人员和志
愿者提起陶磊都会这样说：“陶磊在武
汉的抗疫一线，向我们传递了武清人的
温度，展现了武清人的风采。 ”

甘于奉献 展青年党员风采
身在武汉，陶磊经常因不能为武清
抗疫作出贡献而感到遗憾。 在武汉解封

百姓生活

非常时期的电话铃声
李克山

河里的文学之船，那心境就像两岸的风
景欣然而舒朗。 静海的外女袁梅四五天
必来一次电话，主要是问候和聊天。 春
节前，她和外女婿特意开车送来一些菜
蔬和食品， 疫情防控期间管了大用，半
个多月我和老伴儿不用急着出去采购。
不仅如此，她担心我出去不便，连续两
三个月替我交了话费，老伴儿夸她人美
心善。 外女小时候，因为父母工作忙，从

小就由我父母抚养， 直到上初中才分
开。 她念念不忘曾经生长过的姥家，去
年特意跑来看看就要拆迁的老屋，在门
前的老槐树下拍照留念……
一天傍晚， 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是
二儿媳刘桂含打来的，她来给我们送蔬
菜和水果。 为了减少出入小区麻烦，她
骑电动车来到离我家最近的小区西侧
的栅栏门外，把一袋袋沉甸甸的蔬菜水

往事回忆

母亲为我抄题册
刘利民

前两天，无意间打开手机，翻看朋
友圈还有抖音， 发现好多子女们给予
母亲的声声祝福。 我的脑海中也满是
对母亲深深的思念，屈指算来，母亲离
开我已经整整 30 年了。 眼泪不知不觉
盈满了我的眼眶， 眼前闪现出母亲为
我抄题册的情景。
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即
将小学毕业。 同学们争相购买题册，抓
紧复习。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差，我没钱
去买题册， 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其他同
学做课外题。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母亲无奈地看着我， 叹口气说：“把课
本知识学好就行了， 咱家没钱给你买
题册。 ”我理解母亲，没有再三要求，只

是失望地跑到自己房间里暗自掉泪。
母亲看出了我的沮丧， 安慰我说：“要
不这样，你从同学那里借一本题册，我
给你抄，你看怎么样？ ”“那要影响同学
看，怎么办？ ”我反问道。 母亲肯定地
说：“我抄得快，用不了几天就能抄完。
你还回去，耽误不了同学做题。 ”我说：
“要不试试吧。 ”
第二天， 我便从一个要好的同学
手里借来一本数学题册， 上面都是基
础训练、单元自测题。 从那天开始，母
亲不厌其烦地为我抄起书来。 可惜那
个年代，还没有复印机，否则，母亲就
不会那么辛苦了。
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中毕

防疫期间论抗“
压”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大家的作
息规律、运动条件、饮食结构、心理状况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健康问题也
接踵而至。 血压的变化就是其中一项，
下面就来和大家聊聊疫情防控期间，抗
“
压”的那些事。
高血压是血压≥140/90mmHg，低
血压则是血压＜90/60mmHg。 一般情
况下，夏天血压低，冬天血压高。 白天活
动时血压高， 睡眠安静的时候血压低。
紧张焦虑时血压升高，心情平静时血压
降低。 运动中血压升高，但长期运动可
降低血压。
血压正常的人很少发生低血压，但
体位性低血压和神经介导的低血压，也
可见于血压水平较高的人。 长期饮酒升
高血压， 但很多人酒后会出现血压下
降，甚至出现体位性低血压。 上述低血
压都属于生理性，不会影响健康，不必
太在意。 但以下这些低血压，则属于病
理性，需要引起重视。
正如低血糖多见于糖尿病病人，低
血压多见于高血压病人。 高血压病人的
低血压往往与量血压不及时或降压药
物调整不当有关。 因为血压低突然停
药，结果可能出现更高水平的血压。
高血糖往往伴随高血压，低血糖可
以引起低血压。 低血糖导致交感神经兴

奋，血压也可能再次升高。
血压应该低的时候，反而更高了，
比如夜间高血压患者， 叫作反杓型高
血压。
鼻出血的发生不一定和血压高有
关，血压偏低的人鼻出血后，血压也会
升高。 孕妇可能发生妊娠高血压，但也
容易出现体位性低血压。 多数高血压患
者诊室血压更高，但也有患者看到医生
后血压反而低下来了。
自主神经病变的患者，比如帕金森
氏病、糖尿病心脏自主神经病变，经常
血压低了上不去，也会高了下不来。 自
主神经病变患者经常血压高高低低，如
同坐上过山车， 尤其当体位变化的时
候。 高血压会导致心衰，心衰后血压就
不高了，还可能很低。 男性高血压患者
如果因前列腺肥大服 用 α 受体阻滞
剂（如哌唑嗪、特拉唑嗪）后，应该注意
观察血压并适当调整降压药物，以免发
生体位性低血压。
如果没有明显症状，是不是没必要
再测血压？
当然不能掉以轻心，低血压和高血
压都可能没有明显症状。
高血压可以引起头晕，低血压也可
以引起头晕。 高血压和低血压经常具有
类似的症状，比如头晕、眼花或视物模

后，他一心想回到工作岗位，主动进行
核酸检测并拿到检测报告后，第一时间
购买了返津的高铁票，到津后严格按照
要求自觉进行居家隔离，确保以良好的
状态返岗复工。
陶磊的同事们有很多都已经知道
他在武汉做志愿者的事， 但见到他第
一反应还是：“怎么瘦了这么多？ ”他
笑着回答：“瘦点儿更健康。 ”笑容的
背后写满了汗水和付出， 陶磊却很少
提 及 ， 他 只 说 ：“经 历 这 次 疫 情 ， 我 最
大的感触就是我们国家的强大， 制度
的优越， 人民的伟大和乐观。 在一次
次逆行出征不论生死的千里驰援中，
在一回回急之所急、 力所能及的踊跃
捐赠中， 在一声声感同身受发自肺腑
的加油呐喊中，我感受到了中国力量、
中国精神。 ”
陶磊在做好区住建委党委办本职
工作的基础上， 又积极参与到社区疫
情防控常态化工作。 天气逐渐炎热起
来， 但陶磊依然会准时出现在社区卡
口……从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社区到武
清杨村街通泰香槟城社区， 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青春由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而
升华。 疫情防控以来，陶磊以新时代党
员干部的担当，践行着初心使命。 在武
汉、武清两个疫情防控战场，默默奉献
着自己的力量，用汗水和奉献铸就了无
憾无悔的
“战疫青春”。

最 美
抗疫人物
果踮脚递过来。 在交接的一刻，我突然
感到传递过来的不仅仅是食物，更有一
种春风般的亲情含在其间。
疫情防控期间，我和老伴儿除了在
小区绿道上散散步，基本上不外出。 书
报是我的良师， 半导体是老伴儿的益
友，她喜欢晚上听半导体里的相声和评
书联播。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听了多年
的半导体突然出了故障，怎么也鼓捣不
响了。 这可急坏了老伴儿。 长子桂军打
来电话，我无意中说起此事，他得知后，
跑了几处，很快买了一台新的半导体送
来。 还有孙辈红骏、一卓等，也几次送来
糕点水果之类。 他们虽然来去匆匆没有
说上几句话， 但我却感到亲情的温暖，
子女们的孝心。
非常日子里的电话铃声，是如此的
美妙动听，给疫情导致的寂寞与隔离的
日子，平添了一份希望。

业生，写得一手非常漂亮的钢笔字。 连
续十来天的晚上， 母亲在昏暗的灯光
下， 佝偻着身体趴在吃饭用的小矮桌
上费力地为我抄书。 她白天参加生产
队的劳动，晚上为我抄题册。 母亲每天
几点睡觉我不知道， 几点起床我也不
知道，反正我睡觉的时候，母亲在写；
当我睁开眼睛，看到母亲还在写。 有好
几次，都是下半夜了，当我睁开惺忪的
睡眼，看见母亲仍然不停地抄写着，第
二天清晨她的眼睛总是红红的。 有一
次，母亲实在太累了，头趴在小饭桌上
睡着了， 可是醒来后， 依旧不停地书
写。 母亲用了十天的时间，竟然把一本
200 多页的题册工工整整抄写了一遍。
那一年，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我的
数学得了满分， 母亲看着我的成绩单
欣慰地笑了。
40 多年了，母亲的那本题册，我还
一直保存着。 那不仅是岁月对我少年
时期艰苦生活的馈赠， 更有我的母亲
对我的殷切期望和浓浓的爱意， 每当
看到这本母亲为我亲笔抄写的题册，
我就会想起母亲趴在小方桌旁佝偻的
身影，那身影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间，让
我终生难以忘怀。

糊、疲乏、无力。
低血压往往是当前迅速的危险，高
血压一般是长期的危险。 低血压转变为
高血压一般没有眼前危险，但高血压患
者血压突然变低，一定有眼前风险。
有一种低血压导致的晕厥，被称为
神经介导的晕厥，发生之前有可能存在
血压升高的过程。 高血压是导致心肌梗
死和心衰的主要危险因素，一旦发生反
而血压上不来了，甚至导致低血压。
老年人更容易耐受高血压， 血压一
时波动不必过分恐慌， 也不一定非要增
加降压药物剂量；相反，老年人比年轻人
更怕低血压， 低血压的结果除了各种症
状，跌倒、昏厥以外，还可能诱发心脑肾
等重要器官缺血，甚至导致休克和死亡。
长期高血压会导致心脑血管狭窄，
狭窄后的血管内压力反而降低，导致器
官缺血甚至发生坏死， 如发生心肌梗
死、脑梗死、肾功能不全等。
日常血压偏低的人往往寿命更长，
高血压影响健康与生存。 严重低血压导
致休克，一般这时我们才考虑使用升高
血压的药物。
中国人中盐敏感性高血压多见，因
此建议不要吃得太咸。
有些低血压患者需要补充水分、盐
分来升高血压，可有的患者会发生餐后
低血压。
高血压病人在降压治疗过程中，应
尽量避免发现低血压，一旦发生应及时
妥当处置。 如果血压高高低低，吃药就
低、不吃又高，那么宁愿选择血压高些。
（辰溪）

三尺讲台 绽放青春
——
—记天津市雍阳中学教务副主任、班主任、
数学教师张彤
■ 张炼
他是一位领跑者， 将一批批学
生从一个起点送到另一个起点。 他
对职业崇敬，对教学负责，对学生关
心，一丝不苟争严谨，勤奋务实求创
新，默默用爱编织学生的美好未来。
他就是第三届“武清青年五四奖章”
获得者， 天津市雍阳中学教务副主
任、班主任、数学教师张彤。
自 2011 年入职以来，张彤已经
在雍阳中学工作了 9 年时间。 9 年
里，他坚持读书学习，用先进的教育
理念武装自己，潜心揣摩教学方法，
细心锤炼教学艺术， 撰写论文多次
荣获国家、市、区级荣誉，并多次参
加区级、校级研究课与展示课。 教育
教学中，他是师，似友，是长，似亲。
青春期的孩子们正处于身心发展的
关键时期，张彤主动深入了解他们，
在教授专业知识的同时不忘关心他
们的生活， 从复杂的数学概念到人
生哲理，从谆谆教导转为聆听诉说，
倾听学生吐露衷肠， 替他们排忧解
难。 直击心灵的对话，毫不掩饰的关
心，让他带着爱一步步走近学生。 他
坚持每天清晨陪跑、陪练，用实际行
动表达鼓励；积极参加体育活动，在
赛场上和学生一起挥洒汗水， 奋力
拼搏；9 年来为班内两位贫困生捐
助、筹集 5 万余元，帮助他们完成学
业……这样的张彤， 在学生心中是
亦师亦友的存在。
2018 年 3 月，张彤开始担任学
校德育副主任、团总支书记、大队辅
导员。 在上级领导的指导下，他积极
开展各项团队活动， 丰富青年少年
党团知识；完善学校团总支建设，开
展并完成“智慧团建”；成立由 240
名学生组成的学生志愿者队伍，积
极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引导学生为
武清创建全国文明城区、 国家卫生
区贡献力量。 2018 年，学校团总支
获评天津市“五四 红 旗 团 支 部 ”，
2019 年，雍阳中学获评“天津市红
领巾示范校”。
2019 年 9 月，张彤转岗至教务
处，负责学校
“智慧校园”建设。 面对
专业性、技术性极强的项目，他勇挑
重担，重新出发。 工作之余，他积极
学习，大量查阅资料，利用周末外出
学访机会，不断充实自己；推广使用
“智慧黑板”， 挖掘适用于各学科教
学的使用功能。 为深入推进
“智慧教
学”建设，他多次组织开展“智慧黑
板”使用系列培训，并主持“雍阳中
学首届智慧黑板展示课”活动，受到

图为工作中的张彤
师生好评。
今年春节， 新冠肺炎疫情来势
汹汹。 大年初二，张彤接到学校疫情
防控通知后，立刻放弃休假，从山西
返回武清。 隔离期间，他一刻也没闲
下来，通过电话、网络办公，研究制
定学校“停课不停学”工作方案；依
据前期“智慧校园”建设经验，带领
技术组对各种线上平台进行尝试，
通过充分调研、摸索、实践，最终确
定使用钉钉的“云课堂”。 为了最大
化为教师传课、学生听课提供方便，
张彤带领技术组对“云课堂”各项功
能进行前期调试， 并分年级、 分学
科、分课题对“云课堂”的构架进行
调整，经常一忙起来就到深夜，有时
甚至来不及休息便投入到新的工作
中。“
云课堂”正常使用后，张彤还在
教研组推行“教研组长巡课制度”，
并对每周教学计划、巡课情况、答疑
辅导等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结合每
周调研情况对下周工作提出工作建
议。 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雍
阳中学“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工作受到区教育局好评并作为优秀
案例在全区进行推广。
从教 9 年来， 张彤把最美好的
年华献给了最热爱的教育事业。 在
平凡的岗位上， 他将继续用爱编织
孩子们的美好未来， 以真诚的心灵
去诠释自己的人生追求， 让青春在
三尺讲台上绽放光彩。

战“疫”中的
最美劳动者

南湖·绿博园景区组织志愿者在做好测温、登记等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向游客宣传疫情防控知识、文明旅游常识以及垃圾分类小窍门等，引导游客
张伟 摄
规范行为，自觉遵守景区规定。

举证责任应如何分配
案件回顾：胡某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入职 C 企业，任职制图设计师，月工
资 5000 元。 10 月 20 日通过电话形式
向 C 企业总经理张某提出离职， 未得
到批准， 胡某称张某让其在家里等候
通知。 之后公司未再联系胡某，胡某也
未办理书面离职手续。 庭审中，胡某提
供了苏某证人证言 （苏某于 2017 年 7
月因与法定代表人发生口角离职并申
请仲裁），苏某并未出庭作证。 C 企业
提供了考勤记录，C 企业总经理张某
称胡某电话要求离职， 当时考虑培养
员工不易，并未批准胡某离职，希望胡
某回家认真考虑再回来上班， 并提供
了录音证据。
申请人诉请：C 企业支付解除劳
动合同经济补偿。
处理结果： 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
了申请人的仲裁请求。
争议焦点： 本案中劳动合同解除
到底由谁举证？

焦点分析：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依
法建立劳动关系， 并签订 了 劳 动 合
同，双方应当积极履行，依照劳动争
议调解仲裁法第六条规定，发生劳动
争议，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
责任提供证据。 与争议事项有关的证
据属于用人单位掌握管理的，用人单
位应当提供； 用人单位不提供的，应
当承担不利后果。 本案中，胡某主张
C 企业辞退了申请人应当就解除合同
承担举证责任，胡某提供的证人证言
不符合证据规则规定，证人与 C 企业
存在利害关系， 且并未出 庭 接 受 质
询。 而 C 企业庭审时提交的录音内容
显示胡某提出辞职未批准 后 已 经 到
其他公司工作。 仲裁委对胡某的仲裁
请求不予支持。

劳动保障政策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