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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在，我们就不怕！

往事回忆

——
—记高村镇大周村“一肩挑”干部张久长
■ 庞俊彤 贾国娟
1 月 24 日零时起， 天津市启动重
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这天本
是阖家团聚的日子，高村镇大周村“一
肩挑”干部张久长接到通知后立即放下
手中碗筷，直奔村委会，从此便开始了
不分昼夜的一线疫情防控工作。 疫情面
前， 他带领全村党员干部严防死守，始
终奋战在一线，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贡献力量。

党旗高举 精准施策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哪里有
疫情，哪里就有党组织；哪里有需要，哪
里就有张久长冲锋陷阵。 收到镇党委指
示后，他紧急召开村“两委”会议，针对
返乡人员居住分散情况，立即部署专人
负责对接管控。 同时组织村干部和党员
20 余人，分为设卡定点劝导组、宣传组、
巡逻组、人员摸排统计组、消毒组开展
工作。
经过全面摸排，全村共有流动人口
百余人，从外地返乡人员也不少。 看到
摸排出的数字后， 张久长深感责任重
大，“疫情防控，绝不能留任何死角。 ”经
村“两委”会议协商、村民代表会一致通
过，全村共设置交通劝导点 4 处，发放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龙舟节、重午
节、龙节、正阳节、天中节等，节期在农
历五月初五，是中国民间重要的传统节
日。 端午节源自天象崇拜，由上古时代
祭龙演变而来，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
内涵；在传承发展中杂糅了多种民俗为
一体，节俗内容丰富。 扒龙舟与食粽是
端午节的两大礼俗，这两大礼俗在中国
自古传承，至今不辍。
端午节，本是南方吴越先民创立用
于拜祭龙祖的节日。 因传说战国时期的
楚国诗人屈原在五月五日跳汨罗江自
尽，后来人们亦将端午节作为纪念屈原
的节日；也有纪念伍子胥、曹娥及介子
推等说法。 总的来说，端午节起源于上
古先民择“龙升天”吉日祭龙祖，注入夏
季时令“祛病防疫”风尚。 把端午视为
“恶月恶日”，起于北方中原，附会纪念

端午节后，进入夏季
最热的月份。 由于苦夏
难耐，上火、中暑现象容
易发生，此时常吃粽子，
可以起到解暑的效果。
但粽子这种美食佳品，
也是一种高脂肪、 高热
量的食物。 糖尿病、肾
病、高血脂、高血压患者
以及老人、 儿童如果饮
食不慎， 会在端午节患
上“粽子病”。
粽由糯米制作，但糯
米不易消化，所以患有或
曾患肠胃病的人不宜多
吃。 此外，小朋友、老人家
的消化功能较差，所以吃
粽时必需有克制，并且尽
量趁热吃，以免冷却后更
难消化。 每次可以少吃一点，或者选择
小一点的粽子。 不少人在吃完饭后把
粽子当甜点吃， 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
的。 粽子是主食，黏度高、难消化，一个
普通的咸肉粽子， 含米量相当于一碗
米饭。
不宜空腹吃粽子。 空腹吃粽子，
糯米在胃里停留较长时间，会刺激胃
酸分泌，可能导致有慢性胃炎、食道
炎的患者宿病复发。 粽子粘度高、不
易消化， 缺乏纤维质， 含过多脂肪、
盐、糖，睡前两小时最好别吃粽子。 同
时，更不宜食用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粽子，有些人喜欢把粽子放冰箱后冰
一段时间再吃， 这样的粽子又硬又
冷，对有胃病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
霜，所以比较好的办法是，粽子从冰
箱取出来后， 充分加热变软后再食
用。 吃粽子时不宜喝冷饮，喝冷的东
西容易让糯米凝固， 更不易消化，会
让人感觉到滞胀。
（区中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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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六稳”“六保”要求，在确
保疫情防控安全的前提下， 市规划
资源局武清分局聚焦项目服务保
障，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 充分利用
“互联网 +”模式，坚持一切从企业需
求出发， 为助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
按下“加速键”。
冯春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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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单 1500 余份，张贴宣传标语 60 余
张。 除此之外，张久长使用村内大喇叭
循环播放公告，每天安排巡逻人员挨家
挨户逐一宣传防疫措施，有效遏制了春
节期间， 疫情通过人员聚集方式传播。
守土担责、稳定人心，无论是摸清底数
还是下户宣传， 张久长都率先垂范、无
畏向前，在大周村战“疫”一线筑起了坚
实的防护屏障。

张久长对于返乡居家观察人员的
生活需求、 思想动态也是挂在心头，他
每到一户都会询问其因居家不能外出
所造成的生活困难， 对于一些不能理
解、不配合工作的人，进行心理疏导。 在
防疫人员忙不过来时，张久长会亲自去
帮助居家观察人员运送纯净水， 购电、
购燃气、 代购日用品及生活用品等，当
起了“跑腿员”。 此外，他还不忘为村民
及退伍军人发布企业招聘信息，帮助他
们在疫情过后增加就业机会。 白天奔
走，寒夜值守，张久长守护的是百姓安
危，诠释的是初心使命。

重任在肩 立身为民
“我是老百姓选出来的，必须对老
百姓负责！ ”这是张久长时常挂在嘴边
的一句话。 他每天凌晨 5 点之前就起
床，在交接班时做好检查，早上查一次，
中午查一次，晚上再查一次，确保每个
卡口都有人在岗。
自 3 月 4 日以来，北京市通州区永
乐店镇鲁城村和高村镇小周村之间的
鲁城南卡口关闭，车辆需全部通过紧邻
小周村的大周村卡口检查站进京，大量
的外地返京车流量比正常情况下多了
近 10 倍。 张久长与执勤人员总是耐心
细致地为返京人员指路，引导他们去京
塘线高速公路检查站，为此还特意打印
了小地图，送给不认识路的司机们。“我
们多一分辛苦，老百姓就会多一分安心
和安全。 ”张久长笑着说道。

众志成城 战“疫”必胜
“人心齐，泰山移。 我之所以有信
心有勇气打这场硬仗，因为陪着我的，
是一支敢打敢拼、从不畏惧的团队。 而
支撑这支团队的，是党员的初心使命，
是全村人民的众志成城。 ”张久长骄傲
地说。
疫情蔓延的时候，每一位大周村村
民都能意识到事态的严峻，他们并不慌
乱，积极配合各项防疫工作。 在劝返工
作任务繁重时，张久长继续抽调党员同
志和入党积极分子参与执勤，同时组织
本村青年大学生志愿者也参与进来，当
起了防控疫情的
“排头兵”。 在张久长的

端午节话习俗
王 淑

屈原等历史人物纪念内容。 端午风俗形
成可以说是南北风俗融合的产物。
“端午”二字，最早出现在晋代的
《风土记》 中， 但端午的习俗却早已有
之，譬如龙舟竞渡祭祀之俗，早已存在。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
称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 端午文化在世
界上影响广泛，但凡有华人的国家和地
区都有庆贺端午的活动。 2006 年 5 月，
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自 2008 年起，被列为国家
法定节假日。 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端午节成为中
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在传统节日当中， 论民俗之繁多、
民众之重视，可能只有端午节能和春节
可比拟，两节都有着祈福、消灾等礼俗
主题，寄托了人们迎祥纳福、辟邪除灾
的愿望。 端午节在历史发展演变中杂糅

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
史学忠 王秋霖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很多家长和学
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朝夕相对”，矛盾
也随之增多。 家长抱怨学生不懂事，还
不理解大人； 学生埋怨家长管得太多，
什么都拿学习成绩说事……这些现象
值得我们深思，孩子的心理健康成长究
竟需要什么？ 我们的家庭教育到底存在
哪些问题？
我认为，家长对孩子过高的期望必
然会带来“痛苦”，也会导致了一些家庭
问题的出现。 其实压力与工作绩效成一
个倒 U 型的关系。 压力太小不利于激发
人的动力，压力过大又使人感到压抑，所
以要有适当的压力才能有一个好的工作
绩效。家长对孩子教育目标过高，孩子做
不到。强人所难，必然产生逼迫与逆反的
矛盾冲突，孩子压抑，家长烦恼。
许多家长以学习成绩来衡量孩子
的优劣，而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情绪情

感、兴趣爱好、人际交往等内容关注甚
少，平时家庭教育中只重视物质需求，
缺乏对孩子情感的投入， 殊不知他们
更需要来自父母的鼓励， 他们渴望父
母的陪伴， 期待来自父母的关心和爱
护，要知道有效陪伴不仅是陪在身边，
更重要的是接纳共情，积极倾听，积极
关注。
当下社会出现的很多不文明行为
如“高铁霸座男”、博士“买短乘长”逃票
被拘等，这些行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缺
乏教养、缺乏公共精神。 很多家长把学
习的作用无限放大，形成了孩子学习好
就“一切好” 的错误认识，“一好遮百
丑”，忽视了
“育人”的教育根本。 学习固
然重要，但它不是孩子的全部，文化成
绩决定他能否起飞，而他们的教养则决
定了他能飞多高、走多远。
其实，所谓的公共精神，就是社会

浓浓
棕香情
张秀银
图为工作中的张久长（左二）
感召下，村民们纷纷捐款捐物来表达自
己参与防疫工作的爱心、 决心与信心。
最让人感动的是，村民们还自发给卡口
执勤工作人员送自家的爱心餐，张久长
说：“这是我们的村， 保护好我们的村，
就是在保护自己和家人。 ”繁重的防疫
工作面前，没有人退缩，没有人抱怨，大
周村的党员干部与村民们团结在一起，
克服一切困难， 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用冲锋陷阵、攻坚克难筑起一道牢不可
破的铜墙铁壁。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 张久长就是这样一
位平凡人， 他舍小家为大家， 不惧生
死、不畏艰险，生动诠释了共产党员的
初心使命，彰显了战“疫”红色领航的
“硬核” 精神。“有困难找书记”“有他
在，我们就不怕”……大周村百姓的安
心和信心， 便是张久长责任与担当的
最好赞美， 更是对党组织领导防疫工
作成效的最高评价。

了多种民俗，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多彩，
热闹喜庆。 全国各地因地域文化不同而
又存在着习俗内容或细节上的差异。 端
午习俗主要有扒龙舟、祭龙、采草药、挂
艾草与菖蒲、拜神祭祖、洗草药水、打午
时水、浸龙舟水、食粽、放纸鸢、睇龙船、
拴五色丝线、薰苍术、佩香囊等等。 总
之，端午食粽之习俗，自古以来在中国
各地盛行不衰，已成了中华民族影响最
大、覆盖面最广的民间饮食习俗之一。

说传统
话民俗
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共同认可的准则、
行为、规范的遵守和执行，是人立足于
社会的基本素质， 更是一种伦理精神。
而对于一名高中生来说，公共精神就是
知礼节、有规矩、讲规范、懂尊重。
孩子会在无意识和不自觉的情况
下 , 受到一定感染体或环境的影响与
熏陶，古时的“孟母三迁”就是通过孩子
成长的环境对其熏陶教育的。 家庭是孩
子心灵的港湾， 是其成长的避风港，他
们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家庭的熏陶。 家庭
氛围影响着家庭成员的心理，夫妻互相
尊重、理解，对孩子来说是最好的家教。
夫妻关系会影响孩子的性格。 如果夫妻
关系紧张、冲突不断，那在这样的环境
下，孩子内心就会产生严重的焦虑与矛
盾，就会变得敏感、多疑、无所适从、心
神不宁，严重的会出现变态人格及犯罪
行为。
作为家长，我们要根据孩子的知识
水平和智力情况，对孩子保持相应水平
的期望值。 要有适度的家庭教育目标，
使孩子跳一跳可以够得着。 要学会聆听
孩子的心声，既是对孩子的尊重，也是
爱的表达。 而且要为孩子创造良好的家
庭环境和民主的家庭氛围，在潜移默化
中对孩子进行教育，尊重孩子的身心发
展规律，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
学习，全面发展。

小时候， 端午节在我的心里是一
个有粽香的节日， 清贫的岁月因它多
了一种期待，让我感到了浓浓的亲情，
使我懂得了如何做人。 如今，每到端午
节，我内心的感慨就油然而生，小时候
过端午节的情景历历在目， 让我回味
无穷。
天还未亮，我就被外屋的说笑声
吵醒。 我一骨碌儿爬了起来，到外屋
一看，奶奶、妈妈、大娘和老婶一边说
笑， 一边围在桌子旁熟练地包着 粽
子。 桌上摆着碧绿的粽叶、红红的大
枣、黄黄的咸蛋，还有一个大盆，盆里
放着洁白 的 糯 米 …… 那 场 景 让 我 在
多年后依然觉得活色生香。 看到眼前
的一切，我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好
香啊，我也想包粽子！ ”奶奶说：“你还
小，过几年你再学吧！ ”为了尽快吃到
粽子，我叫醒了姐姐，抱来了柴火，我
俩开始烧水，一边烧水一边听大人们
闲聊。 她们手腕翻飞间，一个个精巧
的粽子就出现在眼前。 一会儿工夫，
桌子上就摆满了四角尖尖的粽子，个
个饱满，分外诱人。
水烧开后，妈妈把粽子放进锅里
后，会不时掀开锅盖，用勺子在锅里
翻动。 半个多小时后，锅里就飘出了
粽香，满屋满院都是。 那丝丝清香，缭
缭绕绕，沁人心脾。 粽子一出锅，我第
一个冲上去， 迫不及待地剪开粗线，
剥开粽叶，放进嘴里，那甜甜的、软软
的口感一下子就黏住了我。 这时，奶
奶笑着走过来说：“小馋猫，粽子出锅
还要用凉水‘拔’一下才好吃。 ”她一
边说一边把粽子放到一个盛满凉 水
的大盆里。 同时，奶奶还会把这些粽
子平均分成三份，分别叫大娘和老婶
带一份回家。 我顾不上嘴角粘着糯米
粒，执意要再吃一个。 奶奶拗不过我，
一边帮我包开粽叶，一边嘱咐我别吃
急了，小心烫着。 我一边吃着粽子，一
边小声嘀咕着：“这么一分，家里剩不
了多少粽子了，都不够吃了，干吗要

分出去？ ”爸爸听见后，若有所思地问
我：“你知道粽子的来历吗？ 知道端午
节是为了纪念谁吗？ ”我停了下来，摇
了摇头。
父亲对我们说：“端午节吃粽子是
为了纪念屈原。 屈原为帮自己国家强
大，让百姓过上好日子，对内积极辅佐
变法， 对外主张联盟抗秦。 但事与愿
违。 他因不与腐败者同流合污，得罪了
一部分达官权贵，被革职、流放。 之后，
楚国土地被侵占，他满怀忧愤，无奈望
着自己的国都，作诗寄托情怀，然后跳
江自尽。 屈原投江后，楚国人都到江上
划龙舟，投粽子，意思是不让鱼儿们去
吃屈原的躯体。 此后， 每年的五月初
五， 人们都吃粽子来纪念这位伟大的
爱国诗人。 ”我们姐弟几个听后都竖起
了大拇指。 奶奶马上接着说：“我没有
文化，不懂大道理，但我知道我们活着
就应帮助别人。 你大娘和老婶家条件
不好， 咱们多包些粽子分给他们省得
他们再张罗了，多几把米的事，你们长
大后也要多帮助别人。 ”我和姐姐听了
默默地点了点头， 说：“以后我们一定
照奶奶说的做。 ”
午饭时，妈妈给奶奶和我们姐弟
几人每人装了满满一碗粽子， 我突然
发现盆里只剩下三四个粽子了， 我马
上把自己碗里的一半粽子，给了妈妈，
姐姐把她碗里的送给了父亲， 可他们
说什么也不要。 我看到父母的眼里充
满了欣慰。
粽子让人口齿留香，回味无穷，幸
福、快乐、亲情也在这小小的粽子里轻
轻流淌，静静蔓延。 我们的童年就是在
家长厚重的爱中度过的。 每年的端午
节， 我的记忆之舟都会在心里荡漾起
一些涟漪来， 长辈那沉甸甸的爱也在
我的记忆里越积越厚。
沧海桑田，岁月悠悠，千年的习俗
延续至今，亲情的温暖一代代传递，浓
浓的粽香也一直飘着。 那是生命中一
段美好回忆，更是一份剪不断的情怀。

文化公园绿树成荫、芳草萋萋，不仅是附近居民散步游玩首选，也成为武
清一张靓丽的名片。 图为文化公园一角。
胡永生 摄

医疗保险政策小课堂

停工留薪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是否有效？
张某于 2010 年 9 月 5 日入职 B 公
司，任维修工。 2017 年 8 月 24 日，张某
受工伤，某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于 2017
年 11 月 14 日和 2018 年 3 月 2 日分别
出具了停工留薪期确认通知及延长停
工留薪期鉴定结论书，确认张某的停工
留薪期为 2017 年 8 月 24 日至 2018 年
4 月 7 日。 2018 年 2 月 26 日 B 公司在
张某停工留薪期内与其解除了劳动合
同，后张某至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申请人诉请：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赔
偿金。

在我国人畜禽共患的传染病 （如
口蹄疫、莱姆病、绦虫病、弓形虫病、旋
毛虫病等） 尚不明显， 但严防畜禽病
菌、病毒传染十分必要。
有一些农户和养殖专业户， 每天
紧密接触所饲养的猪、牛、羊、兔、猫、
狗、鸡、鸭、鹅及鸟类，很不注意卫生，
在摸完它们喂完它们，不洗手就喝水、
吃饭或触摸人所使用的厨具、衣物等。
我国国家法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
病防治法》） 人畜禽共患的传染病中，
与宠物狗、猫、鸟有关的传染病至少有
7 种。因此加强预防至关重要。另外，随

处理结果：仲裁委员会裁决驳回了
申请人的仲裁请求，裁决双方解除劳动
合同无效，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争议焦点： 工伤员工停工留薪期
内，用人单位是否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合
同，解除合同行为是否有效。
焦点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劳动
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依
据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解除劳动合同：（一）患职业病或者因工
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

科学养殖
做好隔离
李克山
着物质生活的提高， 人们饮食也发生
了很大变化， 有人喜欢品尝生肉及其
他野味， 也有人喜欢生食或半生食海
鲜之类。 这就形成了人畜禽共患传染
病的隐患，因为所生食的畜、禽、海鲜

能力的；（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
医疗期内的；（三）女职工在孕期、产期、
哺乳期内的；（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的其他情形。 本案中 B 公司在张某的停
工留薪期内与其解除劳动合同，该解除
行为应属无效， 劳动合同应继续履行，
故张某要求 B 公司给付解除劳动合同
经济赔偿金，不应得到支持，裁决双方
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劳动保障政策知识
等假如带有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就很
可能传染给人类。
为预防人畜禽共患传染病伤及人
类，应隔离人、畜、禽的居住环境。 人的
居住区和所饲养的家畜、家禽区，要间
隔一定距离。 人与宠物猫、狗等不得同
居，并且要做到每日清扫消毒。 同时，
坚决不食野生动物，不生食、半生食畜
禽肉和生食、半生食各种海鲜之类。 接
触畜禽及其饲料、食具后，要用肥皂或
洗手液洗手。 在人畜禽共患疾病多发
季节，尽力提前接种相关疫苗，也要及
时为家畜、家禽接种相关疫苗。

武清区医疗保障局
医疗救助政策（二）
三、 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医疗
救助
（一）保障对象
参加本市基本医疗保险， 且符合因
病支出型困难家庭救助认定条件的
本市户籍人员（以下简称“因病支出
型困难家庭人员”） 纳入救助范围。
具体申请条件如下：
经济状况条件： 1. 家庭月人均
收入低于 3 倍低保标准；2. 家庭财
产符合 《天津市社会救助家庭经济
状况 核 定 办 法》（津 民 发〔2017〕79
号）要求。
医疗费用条件：1.家庭成员一
个自然年度内在本市或按规定在
异地就医发生的住院（含门诊特殊
病） 医 疗 费 用 ， 经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含意外伤害附 加 保 险）、 大 病 保
险、其他医疗补助保险报销或商业
保险赔付后，累计个人负担部分高
于上年家庭总收入；2.不存在医疗

保险或商业保险应报未报的医疗
费用。
（二）救助标准
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人员一个
自然年度内在本市或按规定在异地
就医发生的住院（含门诊特殊病）医
疗费用，经基本医疗保险（含意外伤
害附加保险）、大病保险、其他医疗
补助保险报销或商业保险赔付后，
累计个人负担部分给予救助， 救助
比例为 50%， 家庭救助总金额不超
过 5 万元（含）。
因病支出型困难家庭人员发生
的住院（含门诊特殊病）医疗费用经
医疗救助、 优抚对象医疗补助报销
后的个人负担。 在确定保障对象时，
应纳入医疗费用条件的核查范围；
在计算救助待遇时， 不纳入救助标
准的基数计算范围。
（如遇国家或是医保局政策调
整，即按新政策执行）
区医保局咨询电话：22196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