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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生 活

□ 摄影 夏日清凉

中国的七月是一粒饱满的种子
扎实地播进这片古老而沃饶的土地
在风雨涅槃中不屈地成长
茁壮成一个永恒的节日

中国的七月是南湖的一条船
在一百年的长河里
越过无数激流和险滩
载着多难的中国驶进新航线

中国的七月是鲜血沁满的红旗
镰刀和锤头的锋芒
警醒了沉睡的东方雄狮

旗帜上写满了忠诚和信念

中国的七月啊让人潸然泪下
中国的七月啊让人心旌荡摇

又是一个七月的早晨
敲响催人奋进的晨钟
高擎红色的圣火
一百岁的七月，来了 来了
看
一百岁的七月正健步走来
带着中国梦的款款深情
带着大写的明天

中国的七月
吕莉

□ 非物质文化遗产

□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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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党100周年征稿选登

永远跟党走 奋进新征程

□ 诗歌
□ 东丽记忆

晓悦 摄

大虹桥下
神龟亭旁
生长着一片片茂密的
芦苇
她像自由的精英
在远离世俗的淡泊中
独守着海边的
这方瘠土
瘦瘦的筋骨
把生命的诗行融入茂密的
芦花
片片的笑容将秃野的清苦
浓缩成亘古的沉静
这里有一份凄美 有一份落寂
这有一份不为人知也无意让人知晓的
散逸与纯情
芦苇牵情以她温柔的脸庞
如无边的绸带缓缓地
向远方铺开
流苏般的芦花如沙如烟
在月光中流动

几声虫喝几声蝉鸣
却不失几分温柔
几分波澜不惊
芊芊芦苇在滩涂上扎根
在减河旁摇动
无拘无束蓬蓬松松
从苍翠的湖绿
渐渐化成墨色的凝重
却依旧亭亭玉立婆娑倩影
即使霜雪将至满目的芦花
也要与月光融为一体
情意浓浓
这白发苍苍的芦苇啊
是村姑眉宇间挥之不去的
妩媚
是老农肩上悠然晃动晚秋的苍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涉水而来衣香鬓影
身临其境你就会发现
原来这凄美的芦苇中
蕴藏着古老中华五千年

最优美的文明
她深藏的沧桑与难言的痛楚
在经久的风霜雪雨中
不断地击打与撞碰
易水之滨骏马嘶鸣
荆轲告别燕太子丹
踏上刺秦的不归路程
他身后的芦花和着悲怆的
旋律
昂天瑟瑟伴寒风
乌江之畔楚歌声声
虞姬挥舞长剑
西楚霸王痛不欲生
虞兮虞兮奈若何
裙袂飘动
汨罗江畔楚王昏庸
屈原无奈仰天问苍穹
居庙堂不能为民解难
谪乡野不能为君分忧
何颜为生
生命的寂寞

郁结于心奔突于胸
诗人纵身大江
荡起的涟漪啊
抽打着芦苇的根藤
历史的悲剧人世的不平
犹如滴血的利剑
我们的前人都把它嚼碎了
咽下
脑裂头崩
东丽湖的芦苇啊
你是有思想的精英
时时都在迸发着
连自己都意识不到的
坚强与韧性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不管是洪涝还是在盐碱地上
你的生命力将永远那么的
旺盛
因为你懂得
只有站着
方能与命运抗争……

东丽湖的苇
刘瑞成

1972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农业
生产劳动，被党支部提拔为大队团总支
副书记，向党支部递交了第一份入党申
请书。支部书记接过申请书的第一句话
就是：“青年人要求入党，要经受住党组
织的考验。”紧接着组织考验我的第一件
事摆在了面前。

支书找我谈心时代表支部交给我一
项艰巨的任务：造林固沙。支书说的造
林固沙我清楚。就是距村西5公里那条
南北长10公里、宽100米、高20米的黄
沙岗。春风狂刮时，卷起黄沙扑进村，给
村民生产生活带来诸多困难。旱年头，
禾苗被沙土烫死。几经治理成效不明
显。青年人血气方刚，敢想敢做，我勇敢
接受了党组织交给的任务，面临一次严
峻的考验。

我先在青年中组织了一个治沙小
组。走访当地老农，实地考察，了解沙
岗的活动规律，掌握了有力的数据，制
定出了“治沙方案”。方案一出，得到青
年们的一致响应。我们利用春季风大
不能播种的天气到沙岗植树。我们肩
挑水桶，手握锹镐，用独轮车推树苗、水
桶，黄沙岗热闹起来。我们分成几个战
斗组：男青年挖树坑，女青年扶苗培土、
浇水。我带领一组身强体壮的男青年
挑水，用独轮车拉水。我和小张用一个
车，车上绑着两只中型废油桶装水，车
前拴条绳，我在车前拉，小张在车后推，
到1公里外废弃的老运河往回运水。
挑水的一个撵一个，喊着号，摽着劲。
拉水的我和小张在前边开路，两人一弓
腰一喝号，装满水的小车在沙地上飞转
起来，身后紧跟着一队吱扭扭的水车。
水溅湿了我的衣裤，我全然不顾。水灌
满鞋子，来回拉车脚在里面打滑误事，
我干脆甩掉鞋子，光着脚板轻快如飞。
脚被烂草拉破，肩被绳索勒出血痕，火
烧火燎，但是想到党组织的考验，这些
就不算什么了。经过五年不间断的努
力，防护林带基本成型。减少了沙土流
动，起到了固沙作用。我也从思想上、
行动上经受了一次历练和考验。

在入党路上经受党组织考验的另一
件难忘的事，是1989年夏家乡涨大水，
公社武装部从我们大队民兵连抽调30
名基干民兵组成抗洪抢险突击队，党支
部派我带队。连雨天不能走马车，我们
突击队员身背土筐，肩扛扁担、打桩木
杆、帐篷，蹚着没膝深的水，向抗洪前线
进发。

到达前线已是中午。我马上把队员
分成三个班，每班10人。我们负责的
500米堤段，南端一班负责，北端二班负
责，中间三班负责。我和班长开了个简
短碰头会，每班临时抽一名队员搭帐篷，

安锅灶，固定安放防洪物资，其他队员各
就各位，上坝巡堤，并要求班长作好记
录。发现险情，白天旗语联络，晚间以手
电筒光为号。在大堤上我们连续战斗了
三天三夜。第四天夜里，我们收到北端
队员发出的险情信号。险情就是命令，
我们扛起木桩、铁丝、草袋、铁锨、铁锤，
急速赶往现场。西北风推起大浪使劲拍
打着大堤，有一处5米宽的坝体面临决
堤危险，如果水漫过坝，后果不堪设想。
来不得半点犹豫，我带水性好的队员下
水扶桩，剩下的队员在岸上借手电光抡
锤打桩。天黑不得看，有的队员打走了
锤砸在我手上，顿时手背肿痛，关键时刻
我忍着疼痛。有一锤砸重了，把我闪到
水里，呛了好几口水。会水的队员看势
头不好，大喊一声“队长”，将我拦腰抱
住，岸上的人拿来绳子，水里岸上紧密配
合，将我救上岸。队员好心劝阻我不要
再下水，在岸上指挥。关键时刻我必须
带头向前冲，我是队长，大家都听我的命
令。我又跳到滔滔洪水中，队员们看我
急了，发起了一阵新的冲锋。一排木桩
打牢，缠上铁丝拉成网。接着在坝的另
一侧用稻草袋装沙土，肩扛上坝，一袋一
袋紧贴木桩垒好。坝的坡度很陡，脚踩
上去湿滑、跌跟头。队员们一手握紧沙
袋一手抓住烂草，没草可抓时抠住坝体
一点一点往上爬，终于堵住了溃堤险
段。随着雨水的减弱，洪水下撤，全线捷
报频传，我们圆满完成了党支部交给的
抗洪任务。我们队赢得了县“抗洪抢险
先进突击队”称号，我荣立个人三等功。

从我向党支部递交第一份入党申请
书、党组织批准我为正式中共党员，一直
到现在，经受党组织的考验有二十年，难
忘的不仅是“造林固沙”和“抗洪抢险”这
两件事，其实作为党员，时时刻刻都在接
受党的考验。

赤土扣肉制作技艺项目位于东丽区
华明街道赤土村。赤土扣肉、丸子制作
工艺传承于清朝末年的宫廷菜——万字
扣肉。2009年被授予“天津市第二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清末，宫中御厨各自奔走流落他乡，
万字扣肉的手工技艺无意间传授给解放
前在赤碱滩为老百姓操办红白喜事宴席
的土厨师。当时，生活贫穷、宴席简陋，
猪肉就是大菜主要食材。土厨师把五花
肉制作成扣肉，按照宴席习俗，别出心裁
地将五花肉切成一寸半的方肉，放入碗
中模仿宫廷技艺；其他部位的猪肉做成
水溜丸子，只在清水中放葱姜和盐、酱油
溜制，反而恰到好处，弹性十足。

赤土乡村土厨师在扣肉刀工技艺上
大胆创新，将原来的一寸半方肉改成“一
字横刀”，并对制作工艺进行改进。把原
先的腌制做法调整为不腌制，直接水煮
八分熟后晾干，擦上秘制糖色后经高温
炸出水泡核桃纹，最后切成一字横刀片
状进行蒸制。

如今，赤土扣肉紧跟新时代人们的
口味要求，大胆创新和改良传统的制作
技艺，形成了独特的调料配比秘方和传
统木柴火蒸制的18道工序，制作出“酱香
浓郁、肥而不腻、入口即化、回味无穷”的
赤土扣肉。赤土扣肉以真空包装投入市
场，成为传统节日馈赠亲友的礼物。

（区文化馆供稿）

1963年夏，天津经历了一场与洪
水较量的斗争。华北地区持续降下暴
雨，海河上游几十条支流洪水下泄，许
多中小型水库堤坝被冲垮，洪水进入平
原地带，直逼天津城区。在市委紧急动
员下，全民投入到防汛抗洪之中。为了
让洪水能够更快排入海中，市政府决定
对马厂减河掘堤开口。杜庄村当即响
应市政府号召，派出人手加入抗洪救险
分队，前往马厂减河支援抗洪。

傅桂林（1927—1963年）是杜庄村

派出的救险队员之一，他是村里的第三
生产队队长，平日里为人热情，做事充
满干劲。他主动申请参加马厂减河抗
洪救援行动。傅桂林随队到达马厂减
河大堤后，当地部队介绍了当时汛情：
马厂减河水位一直不断上涨，情况十分
危急，救援大队计划通过增加河道宽度
加快水流速，当务之急是迅速完成河堤
开口的工作。

傅桂林和队员们接到任务后，很快
投入到扒堤工作中。大家先是在河堤

挖土，之后又把泥沙装袋背送至高处，
连续几天不知疲倦地往返在河堤间，谁
都不喊累、不后退，一直坚守在前线。
虽然大家一直不停歇地挖堤口，但洪水
汛情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因为人力挖堤
的速度远不及洪水的涨速快。最后上
级决定炸开河堤，以加快泄洪速度。

炸河堤是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工作，
但由于时间紧迫，大家都没有考虑个人
安危，立刻行动。傅桂林也马上拿起铲
子到河堤旁挖深坑，以备埋入炸药进行
爆破。在炸药准备好之后，傅桂林和队
友一起向后方撤退。待所有人回到安
全地带后，开始进行爆破。“嘭嘭嘭”几
声巨响震得四周山摇地动，炸药顺利地
在河堤上炸开几个大坑。但是很快大
家发现，其中几个坑中的炸药并没有爆
破成功，而已爆破成功的坑洞无法顺利
相连，使得洪水无法泄入。

于是一个领头的人带着傅桂林和
几个队员下到河堤去检查情况。待他
们走近其中一个未爆破的炸药坑时，不
幸发生了，“嘭”的一声巨响，炸药突然
爆炸，烟尘泥土弥漫在河堤上。河堤后
方的人们都震惊了，当大家回过神的时
候，发现傅桂林和几名队友因为并没有
在安全距离范围内，被误爆的炸药炸得
面目全非。

傅桂林和其他几名队员英勇牺
牲。由于第二次的意外爆炸，河堤被
成功炸开，洪水快速流入炸开的堤道
之中，汛情终于得到缓解，天津市区所
面临的洪水危情也成功解除。傅桂林
和其他为抗洪牺牲的队员，被追认为
烈士。

讲述人：郭天亮、徐宝河；整理
人：班斓

（摘自《正在消失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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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洪烈士傅桂林

愤怒是人类自然进化而来的情绪，
它蕴含强大的能量，帮我们适应外界环
境，使我们产生勇气去维护在乎的人和
东西。适当表达愤怒，可以让人际交往
中的双方明确底线意识，让对方向你道
歉或弥补已造成的伤害。但从长远看，
经常生气对健康很不利。

据报道，在争吵或避免争吵后的第
二天，那些觉得问题已经解决的人，第
二天的负面情绪没有持续上升。而那
些没解决问题或避免争论的人，怒火未
消、怨气仍在，导致第二天负面情绪高
出一倍。

研究还发现，与清醒的状态相比，
睡眠可能让你对愤怒的画面更加难以
忘却。如果人的大脑中存在负面记
忆，在睡眠期间，这种负面记忆会进一
步深化。所以，带着“气”睡觉，醒来时
也许更生气。另外，强烈的情感会影
响大脑的杏仁体、纹状体以及对新体
验进行编码的海马体。在强烈情感刺
激下，人对某些事件的记忆会得到大
幅强化。

遇到事情“一点就着”，会不由自主
地呼吸加快，心跳加速，情绪开始动荡，
负面感觉聚集，逐渐通过大脑转移为躯
体化表现，身心跟着受伤。

生气伤害全身
伤心脏和血管：俗语说“气急攻

心”，临床上确实有由于严重精神刺激、
恐吓、暴怒等心理应激引起肌肉中血流
量高出正常水平，导致心肌供血障碍，
发生心脏急性缺血、心跳减弱，叫应激
性心肌病。虽然通常是一过性的，但对
心脏也有损害，严重者可心律失常、心
源性休克。

伤肝脾：悲伤难过、生气等情绪过
激最伤肝气，如果总是大怒伤肝、肝气
上逆，就会烦躁易怒，亢奋激动。中医
认为“肝脾不和，肝气犯胃”，由于肝和
脾胃相邻，有些人在生气之后，常出现
胸闷气胀，伴有腹胀腹痛。

伤两腺：中医将甲状腺和乳腺疾病
归为情志病。情绪好，甲状腺肿大就会
改善；情绪不佳、着急生气，肿大就会加
剧。乳腺疾病也是如此，心情不好，乳
房就会疼，还可能出现乳腺增生，乳腺
肿块变大变硬。

伤肺：肺功能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
降，但生气和敌对情绪会加速这一进
程。生气还表现为生闷气、敏感多疑，
比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就是典型“气郁
体质”，最后得了肺痨，郁郁而终。

伤大脑：俗话说“怒发冲冠”，生气

会导致肝气上逆，严重的甚至导致头痛
失眠，头晕脑涨，面红目赤，甚至引发脑
出血，昏厥不省人事。总是生气还可能
导致身体气机不畅，出现精神心理疾
病，甚至发展为抑郁症。

伤免疫：心理学上C型性格，大体
表现是：逆来顺受，爱生闷气，敏感多
思，凡事都喜欢往负面想。有研究表
明，这种性格的人癌症发病率比一般人
高3倍以上，因此又被称作“癌症性格”。

伤颜值：人生气时，血液大量涌向
脸部，血液中氧气少、毒素增多，会加剧
毛囊炎症等皮肤问题。

学会表达愤怒和心声
很多人认为愤怒的表达有伤害性，

最好忍住不讲，免伤和气，事实并非如
此。出现愤怒说明人际已经发生了摩
擦，视而不见没有益处。如果遇到令你
生气的事，不要暴跳如雷，生闷气、搞冷
战，适当表达和沟通，真诚告诉对方自
己的想法，让对方试着去考虑你的感受
和情绪。

不要将怒火转向他人
不要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把情绪带

给家人；不要因为与陌生人的摩擦，横
生扩大化后果，千万别再把这个“靶标”
对准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

自我反思找到问题根源
很多时候，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仅是

表象，它可能与你内心深处的自卑、嫉
妒等密切相关。愤怒过后，不妨静下来
深入思考，反思对方是有意还是无心，
自己是否想太多了，凡事试着往好处
想，改变自己的认知。

介绍几个应对生气情绪的方法：
1.自我监测：观察自己的身体反

应，是否感觉血气上涌、心跳加速、肌肉
紧绷、头晕手抖等。在暴怒前，慢慢冷
静下来，试着闭上眼睛，做一分钟的深
呼吸。

2.转移注意力：听节奏缓慢、曲调
忧伤的歌曲，从气愤中拉回自己，不要
听节奏劲爆的音乐，可能加重烦躁。
或者到操场或公园等空旷的地方，大
喊几声，或用击打沙袋等运动方式帮
助平复。

3.和朋友讲讲：找亲朋好友讲讲
自己的遭遇，请对方帮助分析，疏解不
快和郁闷。

4.来杯“解郁茶”：敏感多疑、多愁
善感等气郁体质的人，可以用玫瑰花或
合欢皮泡水喝，晚上泡个脚，有助疏肝
理气，调节情绪。

5.用食物调整心情：性格内向、易
生闷气的人，可适当吃香蕉、巧克力、鱼
类、绿色蔬菜、坚果等。

（区疾控中心供稿）

赤土扣肉

如何控制情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