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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责任筑起生命防线
——
—记区第二人民医院党总支书记、副院长尤奎成
■ 张洛宁
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以
来，他一直坚守在战“疫”最前沿，用责
任和担当为武清人民健康筑起一道生
命防线， 他就是区第二人民医院党总
支书记、副院长尤奎成。
今年 51 岁的尤奎成，在这次疫情
防控工作中， 作为区第二人民医院新

图为工作中的尤奎成

说实话，对于养生方面的知识我并
不感兴趣， 因为这方面的宣传太多了，
电视广告、养生讲座、手机微信，连日历
上都载有养生知识，况且真假难辨。 不
过，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文友李克山写
的养生知识短文我每见必读（近年来他
在《中老年时报》等报纸上发表了百余
篇关于“养生”知识的小文）。 并不因为
他是我的文友才给予关注，也不是因为
他讲的知识对我有多重要，而是因为他
这类短文有着独特的风格，那就是把知
识寓在故事中。
李克山讲的养生知识不仅有现实
性和针对性 （如 《全素食养生不可取》
《请君莫跷“二郞腿” 》《莫要强求老来
瘦》《吹空调莫忘护膝》《系错腰带害处
多》《综合治疗足跟疼》等等），让读者一
看题目就被吸引， 读起来如春雨入地，
非常解渴。 更与众不同的是，他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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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副组长， 还兼
任医疗救治组组长。 为保证此次抗疫
的胜利， 他从大年三十起近两个月没
有回家，始终坚守岗位，夜以继日地工
作。 1 月 24 日零时，全市启动重大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尤奎成带
领全院同事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及区卫健委的正确领导下， 根据
上级指示精神，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立
即开展工作，周密部署，抽调内科系统
精兵强将组建了发热门诊。 回想组建
发热门诊之初， 尤奎成很是感慨：“刚
刚组建发热门诊，一切都是空白，工作
千头万绪、软硬件设施不足。 诊室外等
待就医的患者， 使诊室内工作压力倍
增。 ”但他深知责任重大，发热门诊工
作不光是医院交给的任务， 也是政治
责任。 既要安排科室正常诊疗、积极疏
导患者有序就诊，又要做好防控，避免
交叉感染，减少患者候诊时间。 在他的
带领下， 发热门诊在完成科室正常诊
疗工作的同时， 积极疏导患者有序就
诊，避免交叉感染，他们放弃个人休息
时间，最大限度缩短患者候诊时间，确
保来院患者都能得到及时救治。 尤奎
成每日对大家汇报的材料、统计、数据

进行总结改进，事无巨细，件件落实。
多少个不眠之夜，多少个通宵达旦，换
来了发热门诊接诊工作的有序进行、
制度健全、设施完善、有序接诊、及时
准确上报数据， 获得了发热病人零漏
诊、医务人员零感染的优异成绩。
尤奎成每天一边传达落实市、 区
文件指示精神，一边带头示范，亲自
培训、亲自督导检查，每到一处检查
完毕，都不忘嘱咐大家，做好防护。 为
切实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院内交叉感
染防控工作，尤奎成组织开展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实战演练活动。 演练结束
后，相关科室主任、护士长及医技科
主任对演练过程中的细节进行指导
和点评，进一步提高全院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交叉感染的应急处置能力，提
升了各部门相互协调、 配合的能力，
达到了强化应急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的目的。
每一个“逆行者”的背后，都有一
些家人在默默地支持。 尤奎成家里有
妻子和女儿，还有 88 岁的岳母需要照
顾。 岳母原来也是一名医护工作者，她
了解尤奎成的个性， 对近两个月没回
家的尤奎成很是担心， 总想找机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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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寓在故事间
孙玉茹

不是生硬地讲大道理，而是将养生知识
寓在故事中。 有的是家人或亲朋好友的
实际例子，有的是自己的见闻，还有的
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这样既让读者感到
真实，又觉得亲切，很容易让人接受。 比
如《帮“老胃病”找病根》，则以旧邻胡大
爷为例，让人们认识到“吃饭过快，囫囵

吞枣”是胃病原因之一；《老人久坐最伤
身》则是从老熟人王师傅由于每天“打
牌、看电视、玩电脑”找到患腰疼的原
因，之后扩展开来，提醒人们要“动静结
合”。 还有《渴极莫
“暴饮”》一文，则是以
自己上初中的孙子踢球回来取出一大
瓶雪碧就喝为引子，讲一个他从父亲那

人生感悟

忙碌是一种幸福
张秀银

日前， 梅厂镇总工会联合镇安监
部门和应急保障部门以“消除事故隐
患、筑牢安全防线”为主题开展宣传活
动，传播普及安全知识，服务企业安全
管理，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受到广
泛好评。
单英洁 摄

近日，杨村街广厦北社区举办纪
念建党 99 周年表彰大会暨“党润我
心迎‘七一’”主题活动，进一步激励
广大党员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
增强党性意识，凝聚智慧力量，取得
了良好效果。
张楠 摄

下伍旗镇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三年行动， 打好农村环境整治攻
坚战，积极开展河道环境卫生大整治，
大力解决河道垃圾、 河面漂浮物等突
出问题， 努力为全区高质量发展夯实
良好水生态基础。
赵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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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忙碌” 一词在我的
心里，代表着辛苦。 退休后，虽然每天
脚步匆匆，很忙，但我却觉得幸福。 忙
碌的日子，时间总是如烟云般飘去，每
天忙得让人无暇去体会辛苦， 又让人
学到很多知识，从而不断完善自身，超
越自我。
春夏秋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我感觉自己一直是忙忙碌碌的。 我喜
欢这样忙碌的生活， 习惯了这种高效
率、快节奏的生活状态。 每年年末，扫
房子、搞卫生、购年货……临近春节的
日子总是忙得不亦乐乎。 可万万没想
到， 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我家多年过
春节的节奏。 那些天，我每天眼巴巴地
望着窗外，外面人很少，偶尔有行色匆
匆的路人快步走过。 我和大家一样，每
天宅在家里，坐在沙发上，默默关注着
电视新闻，内心十分压抑，似乎有些喘
不过气来，对写作也没有灵感了。
几天后，当我看到疫情防控期间，
全国人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 万众一

心，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牺牲，每
天都在与疫情斗争时，我马上报名，参
加社区志愿服务， 与大家一起在社区
门口做登记，搞宣传，测体温……几个
月来，我一直坚持着。 虽然很辛苦，但
我很开心。 为鼓舞大家斗志，我又拿起
笔， 积极投入到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中，写了一篇又一篇作品，投给多家媒
体， 我还写了一篇篇征文， 一首首小
诗， 并把它们录制成音频发送到朋友
圈，与大家共勉。
就这样， 我又开始了忙碌的生活。
除了洗衣做饭、照看孙子外，我积极发
挥着余热。 尤其是在疫情防控形势最严
峻的时候，母亲身患重病，我不但要陪
她去医院看病，还要与家人一起，照顾
她的衣食起居。 母亲病危的 6 天里，我
们日夜守候，没有睡过一小时觉。 虽然
94 岁的母亲还是在 5 月中旬离开了我
们，但好在那段时间，我们都尽力陪伴，
没留下遗憾。 那段时间，因为休息不好，
我每天昏昏沉沉，全身不适，心情也不

分餐也是一种时尚
这段时间，受疫情影响，人们对于
用餐卫生有了更多的关注。 以前在外
面都是聚一桌吃饭， 现在突然分餐显
得有些
“生分”。
其实， 我国古代时期早就采用分
餐制。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 人类
必须通过协作劳动获得食物， 把食物
平均分为等份进行分配再进食。 这种
先把食物分成每人一小份再吃的方
式，就是分餐制的早期形式。 随着社会
的发展，人类生产力逐渐提高，食物也
日渐充足。 商代之后， 人们实行分餐
制， 这不仅是根据当时的生产状况而
定的，同时也是当时礼制思想的体现，
即
“定等级，明贵贱”。 周代可以被视为
中国分餐制的正式开端， 西周时已经
建立森严的等级制度，并用“礼”的形
式加以强化。 秦汉时期，传统礼仪道德
的影响仍然存在， 人们依然尊崇一人

一案，正襟危坐的就餐方式。 汉代“独
尊儒术” 使儒家观念深入人心， 有身
份、 地位的人均以儒家礼仪规范作为
行为准则， 再加上东汉时期品评人物
风气的盛行， 使人们更加注意自己的
行为是否合乎规范。 魏晋南北朝时期
战乱频繁， 但也是不同文化间充分融
合的契机， 以往单向的文化交流局面
有所改善， 草原游牧文化在中原产生
深刻影响。 社会文化变革的表现之一
就是用餐方式的转变， 在饮食习惯上
既有分餐，也有合餐。 合餐现象主要是
在北朝开始出现， 此时社会逐渐受到
少数民族的饮食风俗影响， 同时高桌
大椅的出现也促使百姓同桌而食。 唐
代时各种各样的高足坐具已相当流
行，垂足坐已经成为标准姿势。 在唐代
中晚期， 中国人已经基本上抛弃了席
地而坐的方式， 最终完成了坐姿的革
命性改变。 此时，分餐制与合食现象并

一眼他， 看不到的时候不知道哭了多
少次。 可尤奎成只能把为岳母买的药
交给照顾老人的保姆， 并转告老人放
心， 就匆匆赶回一线了。 3 月 15 日下
午 5：40 左右，正在开会的尤奎成接到
了女儿打来的电话，“爸， 我妈动不了
了，您快回来看看吧，怎么办呀……”
这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开展近两
个月来尤奎成第一次回家。 回想起当
时妻子的状况，尤奎成很是愧疚。 送到
医院抢救被诊断为急性心脏疾病，需
要住院治疗。 在妻子住院的 9 天里，尤
奎成依然不能离开抗疫一线， 他拜托
医护人员帮忙照顾。 那段时间，他忘我
的工作， 造成工作劳累过度， 嗓子嘶
哑。 好多同事看到都劝他休息一天吧，
但尤奎成不顾自己身体、 不顾大家的
劝说，仍然坚守在指挥前线。
尤奎成用行动诠释肩上的责任，
践行一名医者的誓言。 为了一方百姓
安康， 为了能早日打赢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争， 尤奎成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
得。 目前，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
积极向好变化、 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
果，但疫情防控任务仍然艰巨繁重。 尤
奎成深知越是在这个时候， 越是要保
持清醒头脑， 再接再厉， 丝毫不能放
松。 他坚信大家齐心协力，一定能夺得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全面胜利。

最美
抗疫人物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李晓辉
最近报纸上刊载了这样一条消
息：山西运城一小区内的杏子熟了，
物业人员采摘下来， 打包后分给业
主，每户约 10 个。 且不论这杏子到
底口感如何， 也不管物业这么做到
底图啥，单说这个做法，我觉得未必
不是一种尝试。 小区居民尝过杏子，
自知口感如何， 也就不会再去捋摘
小区果树上的果实了。
现如今，我们的小区绿化丰富，
不少小区里还有景观小品， 环境优
美。 小区里也会种植果树，春天这些
果树开的花也不少，果也结的不少，
然而等不到成熟，就被一些“捷足先
登” 者一扫而光。 这种情况年复一
年， 人们早已司空见惯， 见怪不怪
了。 物业想了很多办法，但总是没什
么效果。
作为小区的主人， 业主应当主
动配合物业工作， 爱护小区内的花
草树木， 不做损害小区公共利益的
事。 而要做到这一点，小区所有业主
都必须从自身做起， 不断提高自己
的素质， 共同维护好业主们的共同
家园。

小区内部的果树，与果园不同，
栽种目的是供观赏， 是为了美化环
境、扮靓家园。 那种把小区果树当作
自家果园，随意采摘的人，损害的是
广大业主的利益。 他们总怕别人抢
在前边， 不等水果成熟， 就提前下
手，结果水果不熟，根本不能吃，只
能被白白糟蹋，有的还折断果枝，损
坏果树。 更有甚者爬到树上，忽视安
全，险象环生。
管好小区的果树， 需要物业和
业主相互配合。 我觉得物业除了用
提醒业主珍爱环境、 果树上有农药
等手段外，也可另辟蹊径。 比如山西
运城的这个小区物业， 就将杏子分
到业主家。 这样，可以借助上门送杏
子的机会和业主沟通， 也可让业主
尝尝作为景观树的果树结出来的果
实味道到底如何。 这样，既拉近了物
业和业主的关系， 也为来年景观树
的
“安全”打下了基础。

雍阳杂话

里听来的一个老翁给一个走得满头大
汗急着喝水的年轻人往水桶里放麦余
儿的故事，告诉人们人渴过头儿，喝水
不要太快，急喝会得“水截”，之后告之
人们要科学饮水。 还有不少是自己的亲
身经历。 如《骑自行车健腿又健身》《我
的健腿操》《我的健耳操》《减缓鱼尾纹
按摩法》等等，均是现身说法谈养生之
道。 我想之所以他写的这些养生知识比
那些广告和只讲大道理的养生宣传更
受欢迎，恐怕这是重要的原因。
当然，不是谁都能写出像李克山这
样有特色的短文的，原因是作者有着当
多年乡村医生的经历， 有一定医学功
底，而且他有着作家的眼光，很注意观
察身边生活，还有就是他有一颗热爱生
活的年轻的心，和“不用扬鞭自奋蹄”的
勤奋精神。 李克山是我多年的文友，我
为他的精神点赞，更要向他学习。

好，更没有时间去记录自己的感受。 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心情慢慢平复。 孙
子的幼儿园月初已经开园，我似乎彻底
回归到疫情防控之前的生活状态。 夜深
人静时，我感到几个月来很疲惫，但也
收获了盈心的惬意。 我想，只有在忙忙
碌碌中，才使得自己的生活充实而精彩
纷呈。 虽然忙了一些，但我感到了生命
的真实与价值， 感到了亲情的重要，感
到了憧憬未来的美好。
仔细回味，忙碌的确是生命中一种
莫大的幸福。 广大医务工作者，每天都
冒着生命危险，辛勤工作，公安干警、交
通警察、社区工作者、各部门的工作人
员……几个月来，每天恪尽职守，敬业
奉献。 没有他们的奋力拼搏，哪有今天
抗击疫情的成绩？ 哪有我们今天的安康
与幸福？
时光匆匆，充实的生活给大家带来
了美好，也留下了珍贵的经历。 这几个
月的忙碌，使我懂得了如何于日常中拥
有一份阳光心态来生活，学会了如何待
人处世，学会了感恩，懂得了生命的珍
贵、亲情的价值。 正是因为每天的忙碌，
才让我感到了生活的充实、幸福，也让
我渐渐懂得平凡人生中的每个点滴都
蕴藏着生命的精彩。 或喜、或忧、或感
动、或平淡，不管是哪一种，都是生命的
真实馈赠。
忙碌是一棵忘忧草，让我忘记所有
的忧伤烦恼；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没
有时间体会辛苦。 感谢忙碌带给自己这
份生命的充实，这些忙碌中沉淀出的生
活智慧，芬芳着生命的隽永，将永远伴
随自己阔步前行。

行存在，并形成了“分餐制”与“合餐
制” 之间的一种过渡用餐方式“会食
制”， 即在主人请客人吃饭的时候，虽
然大家都在一个桌子上吃饭， 除了像
饼或汤、粥等食物是采用合食的方式，
其他的饭菜都由厨师或仆人按人头分
配好。后期合食逐渐占据主流。五代时
期各民族再一次大融合。 加上在这之
前“高坐会食”已经成为主流，因此到
宋朝，中国人真正适应了坐高椅子、聚
餐吃饭的习惯。 因此，宋代是合餐的就
餐方式定型巩固时期， 现代意义上的
合餐方式已经形成。 到明清时期，合餐
的就餐方式已经完全定型。
围桌合餐是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用
餐方式，但合餐可能带来疾病传播。 对
于分餐， 有人双手赞成， 也有人认为
“没必要”“
矫情”“
麻烦”。
事实上，“分”与“合”并非单选题，
并不绝对矛盾，只是需要转变观念。
那如何才能既保留我们传统的饮
食文化，又要保护好个人的健康呢？
最好的办法就是倡导“合餐分
食”。 也就是大家在一起用餐，用公筷
把食物取到自己的餐盘里食用。
（辰溪）

为进一步提高辖区居民群众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近日，杨村
街南楼社区在慧翔龙苑小区开展“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禁毒知识宣传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及禁毒宣传志愿者以发放宣传单的形式，给辖区居民详细讲解
了毒品对自身、家庭和社会的危害，并提醒辖区居民要加强拒毒防毒的自我
保护意识。
张楠 摄

食用贝类警惕食物中毒
贝类是餐桌上常见的食物，夏季因
食用贝类引发贝类毒素中毒的事件时
有发生。
贝类引起食物中毒的原因？
贝类本身不产生毒素，但如果其摄
食了有毒藻类或与有毒藻类共生，则可
能会在体内蓄积毒素， 形成贝类毒素。
贝类食物中毒就是由于食用了受到贝
类毒素污染的贝类引起。 目前，贝类毒
素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腹泻性贝类毒
素，另一种是麻痹性贝类毒素。 在我国，
紫贻贝、缢蛏、泥蚶和青蛤等较其他种
类易富集腹泻性贝类毒素。 贻贝类、扇
类、蜗类等易积蓄麻痹性贝类毒素。
常见中毒贝类
引起中毒的贝类主要为双壳贝类，
常见的有扇贝、贻贝、牡蛎、杂色蛤、文
蛤、赤贝等。
中毒表现
腹泻性贝类毒素食物中毒：
一般食后数小时内发病，主要表现
为急性胃肠炎症状（腹痛、腹泻、恶心、

呕吐等），一般 3 至 4 天可恢复。
麻痹性贝类毒素食物中毒：
一般食后半小时发病，初始症状为
唇、舌、指端麻木及刺痛，继则言语不
清、头晕、头痛、肢麻无力、嗜睡、步态不
稳，并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
消化道症状，甚至发生昏迷、呼吸困难，
以至呼吸肌麻痹而致死。
如何预防？
1、 避免食用流行地区或出现有毒
浮游藻类或赤潮海域产出的贝类。
2、烹煮前彻底洗净贝类海产。
3、食用贝类时弃掉贝类的消化腺、
分泌腺等，弃掉烹煮贝类产生的汤。
4、 出现中毒症状， 要尽早催吐处
理，并到正规医疗机构救治。

健康
伴您同行
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青少年如何运动才安全有效
首先，结合实际，全面锻炼。 根据自
己的健康状况和身体素质，选择易行实
效的锻炼项目，如游泳、跑步、骑自行
车、健美操等。
其次，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坚持锻
炼不但能增强体质，还能提高运动技术
水平。
第三，合理安排，循序渐进。 学习
动作要由易到难、从简单到复杂，循序
渐进、逐步提高。 运动量要根据自身的
条件从小到大、大中小结合，有节奏地
增加。
第四，着装轻便，衣着宽松。 服装应
宽松有弹性，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吸湿
性。 冬季运动应注意保暖，防止冻伤，也
要避免服装太重而影响运动。
第五，做好准备活动。 适宜的准备
活动可提高中枢系统及各内脏器官的
状态，防止运动损伤的发生。 运动结束
时做一些整理活动，可使机体更好地从
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安静状态，有利于
疲劳的消除和身体机能的尽快恢复。
第六，锻炼后不要马上洗澡。 运动
后的一段时间内，机体皮肤、肌肉血管

显著扩张，毛孔增大，排汗增多。 如果此
时洗热水澡， 肌肉血管将进一步扩张，
导致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引起血压下
降，轻者头晕不适，重者可能会虚脱。 如
果立即洗冷水澡，会使肌肉中的血管立
即收缩，回心血量骤然增加，心脏负荷
加重，造成心肌损伤甚至心衰。 运动后
应等到机体恢复到平静状态或发汗停
止后洗澡，水温以 40°C 左右为宜，时
间不宜过长。
最后，运动中要注意安全。 进行体
育锻炼时应注意安全， 经常检查场地
器材，注意场地是否平整、设备是否牢
固，加强自我保护，遵守运动卫生的要
求，这样才能避免运动损伤，获得良好
的效果。
（武清区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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