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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健 康 生 活

□国画 同气连枝共永年 刘美艳 绘

对很多人来说，“吃饭顺序”似乎是
一种天然形成的习惯。你可能不知道，
先吃什么后吃什么，会影响到餐后的血
糖，长期还可能影响体重、腰围、血脂等。

空腹时,人们食欲旺盛，进食速度
快，可能无法控制脂肪和蛋白质的摄入
量。这时,再吃蔬菜和主食的话，摄入量
很少，导致一餐当中的能量来源只能依
赖脂肪和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严重不
足。时间久了，血脂会升高。

如果先食用蔬菜，然后食用蛋白
质，最后吃高血糖反应的碳水化合物，
不仅有利于控血糖，对减肥也有帮助。
具体来说，“纤维类→蛋白/脂肪类→碳
水类”这个吃饭顺序对健康比较好，其
实也就是先吃素菜，再吃荤菜，最后吃
主食。

对高血糖患者来说，科学家发现用
“手掌测量法”“食物交换份法”等调整吃
饭顺序可达到控制餐后血糖的目的。对
于普通人，尤其是血糖已经出现问题但
还未发展成糖尿病的人来说，这个饮食
方式比较健康。此外，先吃菜增加饱腹
感，有助于减少热量的摄入，对预防肥胖
和心血管疾病有一定帮助。

不同人群的“最佳吃饭顺序”
1、糖尿病患者：可在餐前喝点汤，再

吃蔬菜、肉类菜肴，最后再吃主食。进食汤
水、蔬菜和肉类后，会增加饱腹感，易升糖
的主食就吃得少了。吃蔬菜的同时可吃些
鱼、蛋等低脂、高蛋白质食物。鱼肉尽量用
清蒸、水煮等清淡方法烹调，避免油炸。主
食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小米、
燕麦等，这些粗粮在胃里消化的时间长，升
糖指数较低，对血糖的影响也较慢。

2、减肥的人：可在吃饭前喝一小杯水
或少量吃些水果，然后选择高纤维食物，
像蔬菜、菌类、水果、粗杂粮等，让人产生
较强的饱腹感，也是公认的低热量食品。
之后再吃肉类，肉类里鱼、虾、鸡等白肉，
或是瘦的红肉，都含有较低的脂肪和很高
的蛋白质，令饱腹感持续时间变长。

3、肠胃不好的人：对于慢性萎缩性胃
炎、胃溃疡患者，饭前最好不要喝汤或
水。这类人胃酸分泌较少，饭前汤水摄入
过多会冲淡胃液，进一步影响食物的消
化。消化能力差或胃中感觉饱胀，最好不
在饭前吃水果。

4、太瘦的人：“先菜再肉后饭”的进食
顺序，适合大部分人群，但想要长肉或增

肌的人，增加食量，增重增肌，可适当增加
主食和高蛋白食物的摄入，如全脂牛奶、
鸡蛋、红肉、鱼等。

教你科学调节食欲
按时吃饭：每日三餐的时间要尽量

保持规律，让大脑和肠胃记住“饭点”。
一般情况下，早餐安排在6∶30~8∶30，午
餐11∶30~13∶30，晚餐18∶00~19∶00。

进食要专心：对饱的感受是人的本
能，要在专心进食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到。
尽量不要边吃边聊，或边吃边看电视。

细嚼慢咽：最好用15~20分钟吃早
餐，半小时左右吃中晚餐。培养“慢慢咀
嚼”的意识，延长用餐时间，一般来说最好
保证每口咀嚼不少于5次。

不要熬夜：不要给自己留有吃夜宵的
时间。如果晚上实在忍不住时，少吃些高
纤维、高蛋白或全谷食物，可以选择全麦
面包、香蕉、杏仁、牛奶等。

适当运动：要想每天都有好食欲，还
要适当运动，可以做做瑜伽、打打太极。

(区疾控中心供稿)

怎样吃饭更健康

我想对你说
风起时
紫藤花碎锦般飘落
微雨尘香溢
季节翩然掠过眼眸
春已逝

我想对你说
生命在于一种感觉
时光婉约不语
萌绿与凋零之间
经不起漫不经心的耽搁
夏又至

我想对你说
生命不只是一种感觉
阳光滑过翠绿的瀑布
悬垂的豆荚
在水波中摇荡
秋不远

我想对你说
生命会验证每一种感觉
在心灵深处

果实慢慢地丰盈
所有的期盼
流动中周而复始
聆听豆荚爆裂的惊喜

那一树石榴花
期盼擎起烈焰
嫣然流芳
等待每一次的回眸
亭亭于必经的路旁

多少次的擦肩
步履匆忙
没有盼望的一瞥
任时光揉落欢颜
满地的碎红

终于告别了青涩
莹润的心事
无意的吐露
错过的不只是一季霞光
是成长的轨迹
疏落的不只是花期
而是一个孩子的心愿

我想对你说（外一首）

———写给毕业季
汀沙宛露

那些名字
不止是深烙在童年的记忆
还有无数次的幻想
幻想着
与机智勇敢的你
并肩站在一起
夺下敌人逼向胸口的刺刀
迎着一番又一番的
腥风血雨
做你的战友
做你的姐妹兄弟

那些名字
活在那本熠熠生辉的史册里
有你视死如归的誓言
鲜血染红的曙色
更有颠扑不破的真理

感动
一次比一次更深地懂你

你用忠诚举起的右手
攥紧一个永恒的信仰与主义
驱散战火饥馑
唤醒春风和煦

你宁愿
长眠于青山谷底
抚平大地满目疮痍

你宁愿
用尽生命最后的气息
穿越荆棘，化解危难
让天下江山父老的幸运福祉
永远赓续

那些数不尽的名字呵
是燎原之火
是中流砥柱
是搏击长空的雄鹰
是永不褪色的旌旗

红色的基因
篆刻着英雄的谱系

诠释在那个少年的梦里
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为一个民族的希望
奠基

岁月如歌

百年岁月
磨砺一把锋利的镰刀
为天下苍生挥舞

满腔热血
煅造一柄坚硬的锤头
为大地锻造富足

为人民谋幸福啊
希望的田野
已然一望无际

为民族谋复兴
春天的故事
催生一条
最壮丽的中国路

百年辉煌
奇迹在洒尽的血汗里崛起
百年华章
梦想在不断的奋斗中熔铸

收获一季
籽粒饱满的谷穗
铺满再出发的辉煌
动情地唱起
新时代的颂歌
为你
捧上真挚的祝福

我出生的时候，建党50周年，如今
我50岁，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
阳光快乐的童年走进风华正茂的青年，
作为一名“70后”的共产党员，我亲历了
从农村到城市化翻天覆地的变化。期
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
一直伴我成长。

儿时，大队部的广播里经常播放歌
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会跟
着旋律哼唱着。时常，歌曲突然被广播
员打断，大喊：“全体党员同志们晚上到
大队开会”。只见，村里党员们陆陆续
续走进大队部。在好奇心驱使下，我还
跑去大队部探头探脑，可什么也没看
到。当我踏上了求学之路时，村委会的
大喇叭依旧召唤着党员同志们……

1993年，我开始写入党申请书，期
间多次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学习，经
过20年不懈追求，直到2013年我光荣
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共产党是我心中一面旗帜。我从
历史教科书中，知道了刘胡兰等共产党
人的事迹，从电影中看到了许许多多共

产党员的光辉形象，从身边党员故事，
感知他们对党和国家奉献精神，心中便
产生了敬仰之情。

曾经我在古田干部学院学习的时
候，知道中国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革命
先烈抛头颅、洒热血，只有那鲜红的党旗
仍在高高飘场，我无不为他们风雨如磐
的信念、筚路蓝缕的执着所感染，无不为
坚定信念、一心为民、艰苦奋斗、无私奉
献的精神所震撼。我感觉自己被一种强
大的精神力量推动着，思绪久久不能平
静。在当地流传红军桥的故事中，我被
故事中的主人公钟根基（乳名林木生）的
事迹深深感动，他是一位经历过二万五
千里长征，打过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
动统治和美国帝国主义，荣获过二等战
功的老红军、共产党员。

那座红军桥是为纪念当年参军的
17 位青年而建，只有林木生活着回
家。桥廊另一侧开了一扇窗，透过这扇
窗远望着一条路和一条河流以及小村
庄……林木生日日守候这座桥，仿佛守
候战友归乡的路。如今，老红军已经不

在了，但红军桥的故事口口相传，流传
至今。
党的光辉始终照亮共产党员前行

的道路。在抗击疫情的这场没有硝烟
的战斗中，“我是共产党员，我先上！”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在我耳畔回响。我
看到雷神山、火神山加速建设，一辆辆
载着运输物资的车辆奔赴武汉，一个个
背影奔赴战场，共产党员把责任和使命
扛在肩上，把人民利益放在心上。

复工复产，共产党员带头深入企
业、商户走访调研，了解存在困难，帮
助他们渡过难关，恢复生产。哪儿有
困难，哪儿就有共产党员的身影。在
党中央坚强的领导下，在共产党员的
带领下，全国人民共克时艰，众志成
城，夺取了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双战双赢”。这一壮举，必
将载入中国史册。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我欣喜地看到，背靠黄土面朝天
的村民迁到花园式的新市镇，住上了
新楼房，告别了泥泞乡村道路，告别了
土坯房，告别了煤烟的熏呛。村里的
老人们还拿到了养老金，过上了城里
人才有的幸福生活。老人们说，今天
的幸福生活，都是共产党给的。《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一直在
百姓心中唱响。

中国儿童的语文启蒙教育，多是从
读古诗开始。时常，我的脑海里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老师身穿长袍，手持诗
书，念一句古诗，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跟
读一句，那朗朗的读书声便从巷子里飘
得很远很远。

蝉鸣声声响，忽觉夏日长。上世
纪八十年代初，虽然物资并不丰盈，但
是孩子们的童年却其乐无穷。为了生
计，大人们整天劳作，孩子们无人看
管，就如打开院门的一群小鸭子四散
玩耍。那时，哥哥叫我“小跟屁虫”，扑
蜻蜓、捉蚂蚱、叠方宝……我跟在他身
后甩都甩不掉。有一次，哥哥爬上树、
偷红杏，我成了他得力的“帮凶”，在树
下一个个往布袋里拾。突然，有人拿
着竹竿厉声大喝：“谁家的野小子
……”我们听见声音，撒腿就跑。在逃
跑的路上，我摔伤了，眼泪夺眶而出，
哥哥背起我接着跑。回家后，哥哥怕
母亲责怪我，向母亲说明了原因。母
亲一边小心地处理我腿上和胳膊上的
伤口，一边问：“疼吗？”我含泪，点点
头。母亲再也没有说什么。

过了些日子，我发现母亲买来几本
古诗，一有空她就陪我读诗。有时家里
会停电，母亲就点上蜡烛，一边摇着蒲
扇，一边念给我听。我学得很快，那些充
满画面感的古诗深深地印在脑子里，但
我始终不明白母亲教我背诗有何用意。

后来，我上了学。在写作文的时
候，这些经典的古诗总能从我的脑海中
蹦出来，出现在我的作文里。在写霜雪
时，我想到“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在写高山时，想到“横看成岭
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诗词让
我的作文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我的作
文凸显文采，而我的作文总能被老师当
成范文在班上读。我的作文还在全校
获过奖。我把奖状拿给母亲看时，母亲
开心地笑了。

古诗，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读
来耐人寻味。当遇到挫折时，“千锤万
击还坚韧,任尔东西南北风。”这种百
折不挠、锲而不舍的精神激励着我；当
忧伤困扰时，“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
岂是蓬蒿人。”李白自信乐观的人生态
度，使我走出阴霾，心情豁然开朗。
哦，我明白了，这是母亲给我最宝贵的

精神财富。
诗词是古代诗人智慧的结晶。那

字字珠玑，句句入心，经过时间淘洗的
古诗词，熠熠生辉，历久弥新。儿子咿
呀学语时，我也给他读古诗。久而久
之，优美的古诗便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扎
下了根。除了从书本中学，我们无处不
学诗。看岸边的杨柳，我们一起读“碧
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见
荷花盛开，我们一块诵“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望枫叶红了，同
吟“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望雪花飘，想起“千里黄云白日熏，
北风吹雁雪纷纷。”儿子虽不解其意，但
是能背得滚瓜烂熟。

一日，儿子在吃荔枝时，我念了一
首杜牧的诗：“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
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
是荔枝来。”并把荔枝的传说讲给他
听，他喜欢听。“妈妈，你懂得可真多，
好棒啊！”我说：“你好好学，将来比我
懂得更多。”美丽的传说为古诗增添了
厚重的文化内涵，儿子学起来，兴趣盎
然。如今，李白、杜甫、王维等许多诗
人的诗，儿子能脱口而出。然而，在学
诗的过程中，儿子也有调皮的时候，他
会将两首或三首诗串成一首背，在我
严厉“批评”下，他“改邪归正”了。午
后，我教儿子念诗，“儿童放学归来
早”。儿子赶忙指出：“不对，应该是儿
童散学归来早，我在幼儿园学过。”看
来，我也要向儿子学习。

儿子喜欢看电视里播放的“中国诗
词大会”，不时兴奋地对我说：“妈妈，这
诗我会。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我
会心一笑。在“中国诗词大会”中，我们
看到祖孙、夫妻、父子、兄妹等组合纷纷
参赛，家庭学诗蔚然成风。其中最小的
选手叫王恒屹，由奶奶带来参赛。王恒
屹聪明机灵，沉着应对，应接自如。他
一路过关斩将，踏进飞花令环节。儿子
非常崇拜他，忽然对我说：“妈妈，你也
带我去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吧。”“好，只
要你每天坚持背诗，日积月累，咱就有
机会参加中国诗词大会。”“嗯。”儿子坚
定地回答。我为儿子的勇气点赞，更为
他幼小心灵中的远大理想加油。在学
诗的路上，我一定作他的引路人，让他
的童年与诗相伴。

那些名字（外一首）

刘郁苍

心中的那首歌
赵益红

让童年与诗相伴
素简

知识产权是保护创新成果的重
要法律制度，知识产权创造、保护
和运用对优化市场法制环境，提高
营商便利度有重要影响，也是优化
营商环境的重要指标。为此，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在促进知识产权创
造和运用、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
和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提出以
下举措：

一、促进知识产权创造、运用。
一是开展知识产权托管、“专利专员
下企业”活动，为企业提供一对一服
务，推进企事业单位贯彻知识产权
管理规范国家标准，提升全区企业
知识产权综合能力和水平。二是围
绕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大交通领
域新型轻质化结构等五个全区重点
发展领域组建 5个产业知识产权联
盟，利用联盟化手段整合全产业链
知识产权资源，降低联盟创新成本、
提升创新效率，深化产业知识产权

协同运用。三是托民航大学、国科
医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建设 2家知
识产权运营中心，推动创新成果形
成知识产权并实施转化运用，通过
实施许可、交易、产业化等多种形式
盘活知识产权存量。

二、提升知识产权服务能力。
一是构建知识产权服务业聚集区，
吸引知识产权代、法律、金融等专业
服务机构入驻，提升全区知识产权
服务机构数量和水平；在聚集区开
展知识产品培训、创新创业大赛等
知识产权活动。二是建设知识产权
运营服务线上平台，知识产权运营
服务平台涵盖信息发布、政务服务、
企业服务等九大功能模块。集知识

产权大数据运用、科技成功转移转
化、知识产权代、法律、金融、咨询、
运营等功能为一体，立足东丽，服务
天津，与聚集区共同构建全产业链
的生态系统。

三、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一是加
大行政执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假冒
违法行为。二是健全知识产权维权
援助体系，建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专
家库，设立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
站。为维权援助有关事项提供咨询、
分析、研究、建议等知识产权维权援
助服务。三是开展企业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培训，发布海外知识产权纠纷
应对指导手册，提升企业知识产权维
权援助能力。

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区市场监管局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优化市场法制环境

一纸宣言犹如惊世的闪电
划破无际的黑暗
一栋红楼擎起骇俗的火炬
燃烧光明的烈焰

一群志士挺身纾难
发出振聩发聋的呼喊
真理在胸，坚定信仰
唤醒睡狮向旧世开战

一叶红船在风浪中扬帆
承载着民族复兴的重担
舍生取义，百折不回
先锋队的热血染红河山

一面火红的旗帜高高飘扬
凝聚起澎湃的力量
万里征程，红流滚滚
新中国的诞生势不可挡

从13名代表一路走来
一个无比伟大的党屹立东方
执政为民，人民至上
永远灿放青春无敌的光芒

从积贫积弱到民主富强
一个文明深厚的民族总怀梦想
一带一路，超越大洋
中国神舟飞上太空巡航

一篇礼记传颂大同乐章
一个世纪再现华夏辉煌
“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红楼先哲的慷慨预言
感动后来人此生难忘

□ 诗歌

□ 服务

红楼

红船

红旗颂
许新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