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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派王氏八极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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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寒尽三春暖守护“大家”卫“小家”
李超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枪
声、没有炮火、没有硝烟的战争，却同样
有着血洒疆场的壮怀激烈，同样有着金
戈铁马的与敌搏杀，同样有着逆行战
“疫”的爱国情怀。

去年大年初二的零点，当我还沉
浸在新年的喜庆氛围中时，便看到了
天津市发出的紧急通知：我市所有公
务人员提前结束假期，于1月27日零
时前返回工作岗位，投入到疫情防控
工作中来，坚决打赢这场特殊战役。
收拾行囊，整装出发，当天我便登上
了开往津沽大地的列车。

2019年是我来河东区工作的第一
个年头，对河东人、河东事难免有些陌
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是我感受
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最真切
的日子，也是我最接近河东百姓的一段
日子。所见所闻有些许感悟，我想用两
个“家”来概括是最全面、最合适的。

中国这个“家”

在医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最大限
度救治患者，在人口流动的背景下最大
限度防控疫情，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最
大限度保障社会生活运行。疫情发生
后，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党中央成立应
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坚决贯彻党
中央决策部署，纷纷启动重大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医务工作者驰援武
汉，全国各地人民一夜之间戴起了口
罩，主动居家隔离……

新增确诊病例逐渐减少，治愈出院
人数逐渐增加，特殊时期的高效运转展
现出了全国一盘棋，全体一家人的独特
优势。

河东这个“家”

疫情防控的较劲阶段，全区严格落

实战时状态、战时机制、战时思维、战时
方法，以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务实有
效的联防措施，实现战时响应状态再提
升、社区封闭联防再严格、疫情阻断关
口再前移、重点场所管理再精细、生产
复工防控再升级、基层防控力量再充
实、物资综合保障再有力、城区环境治
理再提标、社会宣传发动再升温、督导
督察问责再严厉。指挥部、隔离点、接
驳点位、社区卡口，河东人将每一项严
格举措落细落实。
“家”总是温情的，在与新冠肺炎疫

情的斗争中，暖心窝的事儿也有很多。
“孩子，家里有电暖气、军大衣，你

们晚上值守冷就说话，我扛下来。”
“你想吃嘛跟姐姐说，做好了给你

端下来，介泡面不是嘛好东西。”
“新毛巾、沐浴露给你找好了，你快

洗个热水澡去，大衣湿透了该感冒了，
我替你盯一会儿。”

这些话语都出自宣传部值守的中
山门街道团结楼小区居民。我还知道
周伯有两条狗，分别叫小黑和二子；我
还知道1号楼的兄弟在电影院工作，疫
情防控期间一直在家休息；我还知道2
号楼的大爷在万达当保安，也和我们一
样严格测温查“码”；我还知道赵伯酷爱
钓鱼，每天早晨4点准时出门。

他们就像我的家人，他们的事我还
了解很多……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长河中，
所遭逢之困厄、挫折，可谓数不胜数。
但我们的“家人们”正挺起胸膛，坚守
岗位，为实现“大家”和“小家”从一个
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从一个辉煌走
向另一个辉煌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经
此一疫，我也更坚定了初心和信仰，希
望能在以后的工作中永葆赤诚之心，
恪尽职守，甘于奉献，让“家人”幸福美
满，得享安康。

■记者石晓钰摄影刘泽瑞

中国武术素以历史悠久、流派众多、
博大精深而著称。八极拳就是众多武术
拳法之一，开门立派之时称为“开门八极
拳”，随着流传的深广，时间的变迁，又衍
生出其他支脉。

“本支李派王氏八极拳法的始祖是吴
钟，他将所学加以整理归纳，形成了自己风
格的八极拳及六合大枪体系，然后开门立
户，至今本支已传十一世。”李派王氏八极
拳法第九世传人王同利介绍说，“这其中，
第七世冯临潮于1931年在天津市开设第
100国术馆并任馆长，广收门徒，我父亲王

国安就是其门下的佼佼者。我父亲经过数
十年的勤学苦练，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结
合自身条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别
是对于单操动作如六大开、八大招、铁砂
掌、点穴法等实战运用颇有心得。并且在
器械方面如双刀、行者棍、十三节鞭、梅花
枪、武当连环剑等器械套路都形成了自己
的特点。”王同利边介绍动作名称边为记
者演示，只见王同利静如止水，动如脱兔，
刚柔相济，出拳带风。与徒弟对练时，更
显现出力与技的结合，引人入胜。

王同利自幼随父习武，同时拜师河北
省沧州青县刘兴华，如今习武已近60
年。“记得小时候练功，大冬天在海河边，
风跟刀子一样，我觉得苦还哭过。你别看
这些招式普通，八极拳法发力迅猛，注重
实战和抗击打能力。要学好得下苦功夫，
招式样子好学，但‘力’不是一年两年能练
出来的。”王同利还在津门武术百杰之一
的刘英杰老师指点下形成自身特点，在六
合大枪的用法上形成了上讲崩挑，下讲劈
砸，中讲缠拿的枪法，运用硬开猛功，三盘
连击，贴身近打，长枪短用等高超技法，把
大枪准确、严密致用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充分显示出“百兵之王”的强大威力。
王同利表示：“八极拳经历了从低级到高
级的发展历程，由防身手段演变为强身健
体。八极拳动作幅度大，可有效增强筋肌

的柔韧性，套路动作有利于提高灵敏、速
度、力量等素质，有节奏的肌体运动可增
强血液循环系统，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的
活动，具有很高的锻炼价值。同时，少年
人练习八极拳，可以磨练意志，培养刻苦
耐劳，勇敢无畏的奋斗意志。”
“我已经六十多岁了，同一时期的其

他传承者也都将近古稀之年，虽然门下
弟子已传至十一世，但成员年龄差距较
大，恐有失传危险。近些年，我们积极培
养青年人和孩子对八极拳法的兴趣，有
不少闻名而来的青年人过来找我学，我
还在河东区的小学专门授课，教授有兴
趣的孩子学习拳法。此外，我还与广大
八极拳爱好者一起互相探讨、学习，取长
补短，希望能为传统武术文化的传承和
发扬尽一份力。”王同利说。

■记者李希摄影刘泽瑞

在天津市第七中学，有一个特殊的
班集体，学生全部来自雪域高原，班里
有这样一位老师，他的手机晚上从不关
机，因为他怕半夜里有学生需要他的时
候不能及时找到他；他的笔记本里记录
着每一个学生的生日，在每一个人过生
日的时候，他都要亲手送上一块蛋糕；
他的办公桌上一直放着一个大医药箱，
里面装着各种药物，以备有学生身体不
适。他就是天津市第七中学的教师李
耀鹏，在2020年获得天津市劳动模范
荣誉称号，曾被评为“天津市优秀教师”
“河东区优秀共产党员”“河东区教育系
统感动河东教育人”“最美河东教育人”
“德业双馨教师”。

“在2014年新学期开学前，校领

导把西藏内高班班主任的工作交到我
手上的时候，我就明白了接下来的三
年，我不仅要教他们知识，还要关心他
们的生活，我将是这些孩子在天津的
亲人。”李耀鹏说。他把“学生需要时
第一时间出现”作为自己的工作要求,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他在医院里陪
着生病学生到凌晨；也数不清有多少
个假期，他陪在学习或参加社会实践
的学生身边。内高班的学生，虽然学
习基础比较薄弱，但李耀鹏总是会鼓
励他们，高考的时候，他都会陪伴学生
们身边一起复习，还请来其他的老师
进行义务辅导。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7年高考，七中西藏内高班取得了
骄人的成绩，一本率百分之百。看到
孩子们发来的一条条报喜短信，李耀
鹏的眼睛湿润了，当他最后一次将孩

子们护送回拉萨，孩子们眼里的泪花
和紧紧的拥抱是对这份浓浓爱意的最
好诠释。

2018年 9月,李耀鹏主动申请到
甘南支教。支教期间，他积极走访学
生家庭，实地了解学生的情况,自己出
资为学生购买天津特产、学习用品，为
学生宿舍购买床垫募集资金，让学生
们有更好的学习和休息条件。他挨家
挨户地进行家访，实地了解学生的情
况。“只要想学习，树立起能学习的信
心，这就是孩子们的进步！”李耀鹏这
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教学过程中他
既用心又耐心，功夫不负有心人，高三
学生数学成绩大步跨进，高考取得了
优异成绩。

回津后，李耀鹏继续担任数学老
师兼任年级组长的工作，每天早来晚
走，把所有精力都倾注到教育工作
中。他的数学课特别受学生们的欢
迎，“李老师的数学课一点也不枯燥，
原来数学课也大有美学。”学生们说。
在每天的晨训、午休、晚答疑时间，李
耀鹏都要在年级里转一转、看一看，确
认每位学生都在教室才离开，每次年
级的活动也都要亲力亲为。平时有很
多学生找他谈心，倾吐困惑。他总是
耐心倾听，言利害，导正行。“我经常和
学生们说，每个人遇到自己的伯乐都

会成为千里马，但是在遇到伯乐之前
一定要积蓄力量！孩子们喜欢和我交
流，说明他们信任我，我也感到很自
豪，他们都称我为‘李爸’，说我什么事
都爱操心。我觉得也挺好，能有540
多个子女让人操心，也是一种幸福
呀！”李耀鹏笑着说。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作为年
级组长的李耀鹏便担任联络员和宣传
员的多项责任。由于静海老家里没有
电脑和网络不便于办公，他大年初一就
匆匆返回市里，把孩子留在了父母那
里。手机24小时待命，随时听候召唤，
时不时看一下各个群里的动态成了他
的习惯。每天对教职工及家属进行健
康登记，对年级每名学生每个家庭的防
疫情况进行统计汇总、上报，常常忙到
很晚。“当时心里就想着，要打起十二分
的精神，做好本职工作，不能出一点纰
漏。”李耀鹏说。
“心系学生，慧臻大成”，李耀鹏在

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着。以立
德树人为职责，用智慧与汗水诠释着对
教育事业的崇高信仰。李耀鹏说：“‘三
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
生秉烛铸民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
我们教师的高度评价。我会继续秉承
立德树人初心，提升教书育人本领，做
一名合格的好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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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天津市河东区宣传战线抗疫启示集》作品选登——

王同利演示八极拳法

神州花园社区开展元宵节活动

新春乐“宵”遥

大家都知道，食盐摄入过多容易诱
发高血压，主要是因为里面的钠离子。
但不是说做饭时少放点盐就万事大吉
了，还有许多其他食物中也含有较多的
钠，它们同样是诱发高血压的元凶。

钠从哪里来？
除了食盐外，我们吃的腌菜、肉制

品、休闲食品、豆制品、蔬菜、水果等食
物中也含有一定量的“钠”。所以即使
我们每天摄入“钠”量等于食用盐中的
“钠”量，我们还会从其它的食物中摄
入钠。

我们每天吃的盐含钠量5克，但
实际上，我们摄入“钠”的含量还是超
过了5克。所以现在高血压的患病率
迟迟没有降下来。

钠含量高的食物清单
除了食盐之外，纳含量高的食物有：
腌制食品：都是用盐来制作，钠含

量极高。
零食：100g 的椒盐饼干含有

1715mg的钠。
乳酪：100g 乳酪的含钠量约

1700mg。
海蟹：一只阿拉斯加的帝王蟹腿，

含有1436mg钠。
发酵粉、小苏打：一汤勺小苏打，

含1368mg钠；一茶匙发酵粉，含有
530mg钠。

汤料包：一份5g的汤料，其中的
含钠量约为1200mg。

香肠、熏肉、咸肉：20克牛肉干含
钠量为443mg。

沙拉酱、酱油：一勺酱油的含钠量
是335mg。

酵母：约6g酵母的钠含量，就可
以轻松达到216mg。

降血压小妙招

对于大多数高血压患者，除了按
时服用药物治疗外，都应该配合以下
的非药物治疗的方法，对改善高血压
治疗作用很大。

减体重：对于肥胖高血压患者，体
重每减5公斤，血压可下降10~20毫
米汞柱。

多运动：如果运动散步半小时以
上，血压可降10个毫米汞柱。

少吃盐：每天少吃盐在6克以下，
血压可降5~6毫米汞柱；

好心情：保持良好心情，不着急不
上火，血压可降5~10个毫米汞柱。

除了以上这几点，还有几句话，对
降压非常有帮助！降压，请记住心血
管专家的4句话：

1. 管不住自己嘴巴，就管不住自
己血压

和很多疾病一样，高血压也是要
忌口的。如果管不住自己嘴巴，就很
难控制血压，比如以下4种食物，高血
压病人就要少吃！

①刺激食物：辣椒、咖喱、芥末等
辛辣调味料，葱、芥菜等辛香蔬菜以及
酒类、咖啡、浓茶、碳酸饮料等。

②过咸食物：咸菜、咸鱼、腊肠等，
腌制食品含盐度较高，很容易导致血
压升高！

③高热量食物：特别是糖类，容易
引起血脂升高。

④饱和脂肪酸含量极高的肉类：
比如牛、猪、羊肉，五花肉，肥肉，香肠，
腊肠，熏肉等。

2. 吸一支烟，血压持续升高15~30
分钟

吸1支香烟后，我们的心率平均
每分钟会增加5～20次，收缩压上升
10～25mmHg。而吸2支烟，10分钟
后，由于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
分泌增加，会使心跳更快，收缩压和舒
张压都会升高。

3. 很多人的高血压，都是熬夜熬
出来的

如果晚上睡眠不好，夜间的血压
会因为交感神经不能得到较好的休
息，甚至因为失眠引发焦虑，进而造成
血压上升，容易形成不正常的血压变
化规律。而且这种伤害，可不是第二
天白天补觉就能补回来的。

4. 心理压力增大，血管压力也会
骤增

工作压力比较大、精神比较紧张的
情况下，身体会分泌一种叫儿茶酚胺的
化学物质，这种化学物质能引起血管收
缩，血管收缩就造成排血时阻力加大，
而阻力加大，就会引起血压升高。

（区疾控中心供稿）

健康关怀

高血压的罪魁祸首竟是它
本报讯（记着 李希 摄影 刘泽瑞

通讯员 徐立）日前，大直沽街道神州花
园社区开展了一场“做花灯 猜灯谜 新
春乐‘宵’遥”元宵节活动。弘扬中华民
族的传统文化，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给社区居民带来了一个温暖快乐的
元宵节。

为了营造出深厚的节日氛围，工作
人员早早在党群服务中心将火红的灯笼
高高挂起，三十条具有娱乐性和知识性
的谜语分布其中。活动中，工作人员为

小朋友们介绍了元宵节的来历，并教大
家一起做灯笼。随后，大家开始猜灯谜，
现场气氛热闹非凡，每个人的脸上都洋
溢着开心的笑容。活动最后，大家一块
吃起了香甜的元宵，象征着新的一年生
活甜甜蜜蜜。

居民们纷纷表示，度过了一个温馨、
欢乐、祥和的元宵节，感受到了社区文化
氛围，增加了参加社区活动的积极性。
同时，也增进了居民邻里感情，加强了社
区与居民的沟通。

本报讯（记者 赵文君）日前，河东
区友爱道小学组织青年教师开展学“四
史”涵养初心担使命——学习友爱道老
校长吴连一同志优秀事迹座谈会。
会上，河东区友爱道小学的教师们

集中学习了已故离退休老校长、抗美援
朝老战士吴连一同志的优秀事迹，并跟
大家一同分享了学习感受和体会。吴连
一老校长1927年出生，21岁参军，23岁
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又加入
抗美援朝战争，保家卫国，对革命事业无
限忠诚。1958年退伍后，吴连一在河东

区教育系统入职，先后在多所小学担任
校长和党支部书记。多年来，他以身作
则，率先垂范，将在部队的优良传统和工
作作风带到了学校，用自己的一言一行
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教职工的
冷暖放在第一位，成为老师们的榜样。

聆听了老校长的事迹后，教师们纷纷
表示，要缅怀老校长一生的爱国情怀和报
国之志，并将在今后的工作中，继承和发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坚定理想
信念，勇担使命，坚持立德树人的原则，努
力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河东区友爱道小学举办主题活动

学“四史”涵养初心担使命

本报讯（记者 李希）冬季寒冷天干
物燥，居民用火、用电、用气量明显增
加。日前，大直沽街道蝶桥公寓社区组
织工作人员深入辖区开展冬季防火安
全宣传活动，进一步降低火灾风险，提
高广大居民群众消防安全意识。
社区工作人员全面深入居民小

区、沿街门头房进行宣传，面对不同

群体的不同需求，工作人员耐心讲解
日常家庭生活、企业生产经营中的电
器类、燃气类火灾隐患的排查方法和
预防火灾措施以及火灾的应急逃生
方法。

居民及商户表示，将认真排查安全
隐患，积极参与到构筑消防安全“防火
墙”工作中。

大直沽街道蝶桥公寓社区

开展冬季防火安全宣传

日前，大直沽街道福泽社区开
展“迎新春 送温暖”慰问活动。社
区工作者与辖区优抚对象贴心地聊
起家常话，详细询问家中情况，并送
上公益基金赠送的过冬棉衣、食品
大礼包优抚对象苏秋芸老人说：“有
党和政府的关心，有社会的帮助，每
逢节假日都惦记着我们，心里觉得

很温暖。” （李希 徐立）
日前，大直沽街道东宿舍社区开

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升社区居民
垃圾分类意识。活动现场，社区张贴
了垃圾分类海报，垃圾分类专管员为
居民们分发垃圾分类宣传册，并耐心
地为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容易混淆的
垃圾类型。据悉，大直沽街道还为社
区配备了新的垃圾分类专用桶，促使
社区居民能够积极参与到分类的行动
中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李希 徐立）

津沽短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