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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生 活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 习作园地

□ 东丽非物质文化遗产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上世纪60年代末出生的我，做党务
工作已有十几年时间，自诩业务纯熟，掌
握和积累的知识完全可以做到“兵来将
挡、水来土掩”。记得前年上级党委要求
党员利用好“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深入
学习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时，我这个“老党务”还觉得学习
是好事，但平时经常利用书本和文件学
习，很多年重理论有实践，也算得上经验
丰富，就没有太上心。只是受身边党员
的感染，就时不时签个到、看几段视频、
读几篇文章。这种被动学习受益不多，
倒有一种为了积分而学的感觉。

去年七一前夕，代表单位去看望一
位生病的退休老党员。当他的老伴儿开
门请我进屋时，老人正坐在沙发上戴着
花镜聚精会神地看手机呢，他摆手示意
请坐，我好奇地凑过去轻声问道：“老领
导，您也成低头族了，看啥呢保密不？”老
人将手机递过来，摘下眼镜说：“正在学
习强国上慕课呢，据说慕课是个洋词儿，
叫什么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凡是想学
习的，都可以进来学。”我撇了一眼手机
屏幕，老人看的是“从文化传统看‘三
国’”。还没等我问病情如何，老人就和
我滔滔不绝讲了起来：“这真是个好工
具，我现在学上了瘾，每天都要上来看
看，得分之外更主要的是能看到、学到太

多太多的东西，最近发现慕课实在是好，
天文、地理、文学、科技啥都有，你现在学
得怎么样，在职的党务干部一定有好的
经验传授吧。”我的脸刷一下红了，连忙
假装客气般摇手说不行不行。老人则诙
谐地请我打开手机上的“学习强国”界
面，想瞅瞅到底是多少分……

从老人家出来后，心里不停地自责：
病中的老党员都能坚持不懈地学习，我
却只是应付了事，至少说明自己学习的
意识很差。耳边响起老人送我出门时说
的话：“现在是大数据、大信息、智能化时
代，不加紧学习怎么能赶上新时代发展
的步伐呢。”

当天晚上，我认真细致地研究起
“学习强国”，转天到了单位，又向年轻
的党支部书记请教一番，然后利用中午
休息时间投入了“战斗”。专心学起来
才发现这个平台简直就是知识的海洋：
不仅有要闻、新思想、实践、经济、教育
等多个栏目，还聚合了大量有意思、有
意义的公开课、歌曲、戏曲、电影等资
料。我如饥似渴般学起来，为了使得效
率更高，特意每天清晨早起半个小时，
专门用于学习。最近一段时间迷上了
新内容“双人对战”和“争上游答题”，在
激烈刺激的抢答后，无论输赢，我都一
定要“回放”看看答错的题错在哪里，将

掌握知识放在第一位，逐渐体会到自信
心的不断提高。无须讳言，从以前的被
动学习到后来的主动爱上“学习强国”，
再到如今的“拜师学艺”，的确促进了本
职工作。很多新理论点、新知识点总能
脱口而出，主持会议也潜移默化地提升
了讲话的逻辑水平。

那天吃过晚饭正要刷锅，在外地读
大学的孩子打来微信视频电话说：在即
将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学校倡导大家加入到“学习强国”中来，
尤其要加强“党史”相关内容的学习。
她知道老爸是干党务的，就想请我给她
“辅导”一下。我暗自庆幸近来学得不
错，于是解下刚刚系好的围裙，拿起手
机坐下来，饶有兴趣和孩子聊了起来。
看到孩子频频点头的样子，一种自豪感
油然而生。

作为党务工作者，深知坚持学习、终
身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习强国”

提供的是一个全面、规范、活泼、形式多
样的学习教育平台。现在，每天必须学
习已成了自然习惯和追求，持续更新的
各种内容更激起了自己的学习热情，有
效提升了学习效率。

进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就如同
打开了一扇窗，我望见外面的世界好精
彩，更看到今日中国翻天覆地的巨变：她
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
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航母
巡航，“北斗”成网，“嫦娥”揽月，“奋斗”
深潜……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
茂。神州大地早已换了人间，近代以来
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我决定和孩子一起拜“学习强国”为
师，共同加强学习、丰富知识、提升修养、
提高素质，以优异的成绩向党的100周
年华诞献礼！

果蔬，你吃对了吗？吃果蔬能降
低疾病风险、延长寿命。根据哈佛大
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研究人员对近
200万成年人长达30年的研究发现，
每天食用 2 份水果+3 份蔬菜（每份
80克），可能是延长寿命的最佳用量
和组合。所以，每天进食果蔬多少，
关系着身体健康。

1. 关系皮肤健康：经研究表明，
水果和蔬菜摄入少的女性，患脂溢性
皮炎的风险增加47％。

2. 与体重有关：在饮食中，增加
蔬菜和水果，有利于体重减轻。果蔬
中纤维和水含量很高，且热量较低，
可以让你保持饱腹，而不会提供过多
的热量。

3. 关系心脏健康：饮食中，如果
多摄入水果和蔬菜等植物性食物，可
降低患心脏病的风险。水果和蔬菜
中，含有一种“植物化学物质”的特殊

营养素，能够抵抗慢性炎症，预防心
血管疾病。

4. 调节肠胃功能：肠道中细菌数
量和类型的增加，对于免疫系统至关
重要。果蔬中的大量纤维，有助于促
进肠道有益细菌的生长。

5. 降低糖尿病患病风险：据研究
发现，体内维生素C含量最高的人患
2型糖尿病的风险最低。多吃富含维
生素C的果疏，会减少其他含糖食物
的摄入。

那么，生活中我们该如何科学地
吃果蔬呢？

1. 重量：每天一斤蔬菜+半斤
水果。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建

议：每人每天蔬菜摄入量为300~500
克（烹饪前的重量），其中深色蔬菜占
1/2；水果摄入量为每天200~350克，
相当于一个苹果，加上一个橘子，大
概是每天一斤蔬菜半斤水果的量。
这个数量能预防患冠心病、中风、糖
尿病等风险，也有利于骨骼的健康。

午餐或晚餐吃蔬菜，可遵循
“321 模式”：“3”是指 3 两 （150
克） 叶菜类，主要为绿叶菜，包括小

白菜、油菜、卷心菜、菠菜、苋菜、茼蒿
等；“2”是指 2 两（100克）其他任
意蔬菜，但不包括土豆、山药、藕等；
“1”是指 1 两（50 克） 菌藻类食
物，包括香菇、金针菇、海带、紫菜、木
耳等。

2.种类：每天蔬菜≥5种，水果≥2种。
十字花科蔬菜（如甘蓝、花椰菜、

卷心菜）富含植物化合物，如芳香性
异硫氰酸酯，它是以糖苷形式存在的
抗癌成分。

菌藻类含有蛋白质、多糖、胡萝
卜素、铁、锌和硒等矿物质，在海产、
菌藻类中，含碘量较高。

藕、山药等淀粉含量较多，如果
吃这类蔬菜，要适当减少主食，避免
摄入过多能量。

3.颜色：越丰富越好。
不管吃蔬菜还是水果，颜色尽量

丰富。一般来说，综合营养价值最高
的蔬菜是菠菜、小白菜、茼蒿等深绿
色叶菜，应占到每日蔬菜摄入量的一
半。另一半，要留给其他颜色的蔬
菜，比如黄色的胡萝卜、红色的番茄、
紫色的甘蓝等，颜色越多，摄入的营
养成分越丰富。深色蔬菜（如绿色、

红色、紫色和黄色等）的β胡萝卜素、
维生素 B2 、维生素 C含量，往往较
浅色蔬菜高。

4.来源：首选本地、应季果蔬。
在同一种果蔬中，本地、应季的

产品往往最好。这些本地产品不用
长途运输，不需要保鲜处理；另外，这
些农产品长到最佳成熟度后采收，品
质和口感更好。

5.烹饪：营养损失要减少。
蔬菜中很多维生素和矿物质都

是水溶性的，加工过程中容易流失。
采取先洗后切、急火快炒、现吃

现做、适量加醋、出锅前勾芡、少打果
蔬汁、适当生吃蔬菜等方法，均能减
少营养损失。

虽然水果和蔬菜营养各有优势，
但是不能互相替代，要做到合理搭
配，营养均衡，健康饮食。

（区疾控中心供稿）

书桌上是由各科教辅书垒起的高墙，几本练习册
杂乱地占满了空隙，她鼻梁上架起一副厚重的眼镜，低
头埋于习题里，在题海中沉沉浮浮。钟表里的时针又
走了几格，她终于揉着眉心，望向窗外，她怕是没有发
现，窗外已满是春意盎然，这时正下着小雨。

侧耳听听厨房的切菜煮饭声，望望桌上令她烦躁
的教辅，她挑选了一把文静的花伞，她怕是没发现，那
正是春天独有的颜色。漫步在雨中，她发觉似乎较之
平日有些特别，路人们行色匆匆，却不见雨天的沉闷
与厌烦，似乎都面色柔和，眼中映出希望与生机。一
阵“咯咯咯”的笑声吸引了她，那是个孩童：“花，妈妈
好美的花！”花？她怔了一下，顺着那孩童的目光探

去，几树海棠正在雨中开得烂漫，点缀着她那看惯了
书本的眼眶。

她惊喜地小跑过来，惊讶而又欣喜地细细端详着
海棠花，整个寒冬冰冻着的心湖蓦地吹起一阵春风。
朵朵海棠簇簇相拥；俗话说“红花须得绿叶衬”，海棠
的花瓣虽不是艳丽的红色，但可喜的是那与花同在的
嫩叶，这使它在众多鲜花中脱颖而出。海棠的花瓣颜
色，是淡淡的嫩粉，泛着些许纯白，花苞的外层粉的艳
丽妖娆，心形的花瓣围在一起，整个枝条被绚烂的花
朵环绕。根根树枝张开双臂，给予她一个春天的拥
抱。她按捺不住欣喜，深深地吸了口芬芳馥郁的香
气。更有些花骨朵，含苞待放，个个如若小巧的风铃、
喇叭。浓郁的花香伴着青草的芬芳钻入鼻腔，她猛然
醒悟：这是春天的化身，这是春天的悄然降临！路旁
的冬青丛中新叶已发，嫩黄点点，它们生机勃勃，春意
盎然，与地面上偷偷冒尖的小草，一起大声宣告春天
的主权！

沉浸在雨的春景中，她已深深陶醉，眼中星光点
点，希望再燃，麻木的心灵已度过寒冬，在春天的降临
下被唤醒。
“任尔密雨倾斜，我自坐拥皇城。”梁漱溟的句子

溜进脑海。她立在雨中，小花伞斜靠在肩上，嘴角弯
弯，笑容明媚而又灿烂，她在心中感叹：“春天，多么美
的春天！” (作者系东丽中学学生）

拜“学习强国”为师
刘荣昌

春
杜文睿

果蔬，你吃对了吗？

无极武术项目位于东丽区万新街道，该项目起源
于清朝中期，创始人为江南乐府县人士刘仙岛，后传艺
于河南苔头人士蔡锦堂，蔡先生再传天津人王玉珍，自
此无极武术落户津门，至今已有三百余年。无极武术
在津历经四代传承人的继承和发展,2009年被授予
“第二批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21年被授予
“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目前第四代传
承人是高铁静先生，第五代传承人王东锐、张洪军等，
另有第六代传人46人。

无极武术创立之初是运用天地混沌学说及《道德

经》中“复归于无极”学说，故取名“无极”。它的形成之
初，完全以实用为主，练习地支十二形及功法类，是以
采集地支十二形动物在大自然中生存技能的形迹，作
为主要练功方式，用五行学说的变化作为指导，以老子
的《道德经》“复归于无极”，作为攻防的理论基础，而发
展起来的一个拳种。

练习的项目有：1.以地支而列的十二形，每形四个
动作，每个动作五种用法。2.大枪。3.乌金刀。4.十八
罗汉功（气功）。5.童子功（养生健身功）。6.三项绝技
（踢桩、靠板、鹰爪力）。7.铁砂掌、绵砂掌，这些武技都
直接适用于实战所需。8.五子叼蟾功。9.十指闻香
功、滚壁功。10.套路方面，分为拳术类、器械类。拳术
类：无极拳、八趟形拳及功力拳，并包括对练、对打。器
械类：长短器械四十余趟。11.擒拿防身术及格斗、搏
击等。

无极武术源于中华道家思想、融入中华传统大文
化中。其有效地增强人体内在素质，以向上向善理念，
集聚正能量，具有一定社会教育意义。

（区文化馆供稿）

无极武术

用心去感受生活，你会发现美无处不在；透过春
的初萌，是崭新的希望。 ——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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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花次第开放，最热闹的莫过于海
棠。宋代诗人周弼有诗云“春风忽来花
满树，海棠最多绕栏吐”。

徜徉于四月的街衢，一准被满眼的
粉，扑面的红，盛大的白深深地陶醉。
海棠，不负其名 ，以“海”样著称，来得
那么汹涌，来得那么澎湃。

说起我对海棠的喜爱，最早源于史
铁生笔下的《老海棠树》“奶奶，和一棵老
海棠树，在我的记忆里不能分开；好像她
们从来就在一起，奶奶一生一世都在那
棵老海棠树的影子里张望”。春夏秋冬，
老海棠树伴着奶奶糊纸袋，缝床单，扫院
子，学知识。枝条下，溢满了祖孙之乐；
花叶间，憧憬着美好未来。老海棠树的
象征意义，着实让我沉思冥想。

人说，海棠豁达洒脱，不与桃杏争
艳。细心观察发现：始于三月末，迎着
春风海棠乃渐渐吐出嫩芽，一个个含苞
的芽儿随枝条的摇曳，顽皮地上下翻
腾，闪烁跳跃，新奇地注视着这个充满
生机的世界。经过一夜好雨的沐浴，清
晨，悄悄往四下伸展的绿叶，顶着晶莹
的雨珠深情地望着怀中好似珍珠般的
粒粒花蕾。渐进四月，在绿叶的环绕
中，花蕾迅速成长：破壳的“小珍珠”噘
起了小嘴儿，继而，吹起了喇叭，不多
日，娇嫩的花儿，嬉戏成团，你拥我簇，
连成花海一片。

海棠花美，整体枝干也有异于其
它树种。通常主干尺把高，将无限的
空间留与积极向上的枝干。因此，不
管整棵树有多么高大，枝干依旧近乎
紧靠主干的底部，花朵沿枝干攀岩开
放。由于如此接地气，所以，无论大人
孩子都能够近距离观赏。你瞧，幼儿
园的一群小朋友，小手儿捧着枝上的
花朵闻花香呢？再看，路旁一对遛早
的老两口，正站在海棠树下准备拍
照。只见老爷爷仔细端详着老伴，熟
练地为老伴系好外套的衣扣，然后轻
轻地将一条红纱巾围作蝴蝶结，此时，
受宠的老奶奶的脸庞笑成一朵花。我
想此刻，老夫妻俩可否想到了年轻时
初恋的甜蜜，婚后生儿育女的幸福，如
今老夫老妻结伴遛早散步的惬意。

海棠花素来被称为“国艳”，可谓天
上人间，雅俗共赏。关于海棠花没有香
味的说法，在神话故事中有这样的传
说：玉女向嫦娥求取海棠花，不想，触怒
了王母娘娘，于是，海棠花被贬下凡，此
后，海棠花失去了香魂，再无香味。其
实，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海棠花没有
香味不是特例，据说世间没有香味的花
有很多种。花香无非是用来吸引昆虫
传粉受精的，而海棠花的色彩鲜丽就足
以招引昆虫了。

亦作“解语花”的海棠花，古往今
来，人见人爱。大文豪苏东坡因海棠花
而被誉为“花痴”。那首不忍海棠花凋
谢的著名诗篇“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
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

烛照红妆。”是怎一个“情”字了得？
至于“海棠春睡”的典故，将海棠

喻美人愈加演绎到了极致。据《太真
外传》记载：唐明皇登沉香亭，召杨贵
妃，时杨妃宿酒未醒，命高力士及侍儿
挟掖而至，醉颜残妆，钗横鬓乱，不能
再拜。唐玄宗笑曰：“岂是妃子醉，真
海棠睡未足耳。”唐玄宗把杨贵妃比作
一朵没有睡醒的海棠花，其对美人的
宠爱可见一斑。

翻阅浩如云海的中国文学宝典，纵
观无数诗文中对于海棠花的描写，受到
历代文人墨客的偏爱。清代大文学家
曹雪芹在古典小说《红楼梦》中，写了众
多的花，海棠花则是其中最为浓墨重彩
的花之一。其描写大多无不与小说中
的女子有关。

此外，人们时常依据海棠花的风格
与特点，赋予了海棠花诸多含义。敬爱
的周总理非常喜欢海棠花。曾面对西
花厅盛放的海棠花赞曰：“海棠花好，看
得人心里很温暖。它古朴大方，不张
扬，但不失艳丽。花与花之间很团结，
难怪它开得茂盛”。

古朴大方，温暖团结，中华民族美
好的品格与优良传统的真实写照。古
朴，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大方，宽阔的
胸襟容纳八方。温暖，五十六个民族血
脉相连；团结，互帮互助力量无边。我
们衷心地祈愿：海棠适逢盛世开，顺风
顺水吉祥来！

甲：老弟，咱俩出去溜达溜达玩儿去？
乙：要去你去吧，也许一会儿我就会被派上用途呢。
甲：这里有咱那么多兄弟，有你也不多什么，没你也不少什么，

谁在乎你一块小砖头啊。
乙：你说得不对，虽然我们有那么多兄弟，要想让一座大楼坚

固，每一块砖都要发挥作用。也许关键时候就差我这一块转呢。
我愿时刻准备着，做祖国的一砖一瓦。

□ 寓言故事

两块砖的对话
刘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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