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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改善生态环境 助力绿色高质量发展

健 康 生 活

□ 诗歌

流感非普通感冒 防治要点请牢记

□ 服务

初秋怀夏（组诗）

刘君梅

大美新市镇 张宝海 摄

葡 萄 的 故 事
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菜，在水

果摊上看到好多葡萄：有绿色的，紫色
的，红色的，种类有巨峰、红提、玫瑰香，
还有赤霞珠等等，看着这么多晶莹剔透
的鲜果，不由得让我想起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发生在我身边关于葡萄的故事。
刘七娘的家紧靠月牙河边，没有院

墙的院子里种着一架葡萄。葡萄架像
天棚，几乎占了整个院子。到了夏天，
架上的葡萄枝叶密密匝匝，架下成荫，
清爽宜人。那时，社员家没有电风扇，
更没有空调，酷暑难熬季节，葡萄架下
就成了邻人纳凉避暑的绝好去处——
河风轻拂，葡萄飘香，妇女们在葡萄架
下做针线拉家常，格外惬意。
七娘是个爱说笑心地善良的女

人。她没有儿子，所以喜孩子们到她家
玩儿。
七娘最喜欢本家侄子四全，说他从

小机灵，心眼多，弯弯绕。四全从五六
岁开始，一年四季都长在七娘家的葡萄
架下。
开春，不等嫩叶新枝爬满架，四全

就攀着葡萄架的支柱去掐葡萄须子吃，
因为葡萄须子有点酸味，解馋。
夏天，架上挂满了大串小串的葡

萄，四全就成天坐在葡萄架下，希望“天
上掉馅饼”，张着嘴瞪着眼，等着架上的
葡萄脱落，掉到他嘴里。偶尔捡到大风
刮落的葡萄珠，吃一个，酸得倒牙，他却
说味道美极了。
秋天，葡萄熟了，四全就像闻到腥

的猫，两只小眼盯着葡萄架上的葡萄，

只要伸手够得着，他就瞅冷子揪一串跑
到河边，慢慢品尝，独自享受。
冬天，七娘家的葡萄秧埋进地里，

但葡萄架不拆，四全就和小伙伴们在架
下弹球、拍画片。因为七娘家的院子不
仅平整，而且七娘脾气好，喜欢热闹。
小村上在院子里种植葡萄的有三

四户，只有七娘逮着偷葡萄的孩子不打
不骂也不告诉家长，吓唬吓唬呵斥一顿
就完事大吉。
七娘见四全掐了葡萄须子往嘴里

填，就咋咋呼呼地骂他：小兔羔子，那能
吃吗？你把须子掐了葡萄秧还怎么爬
架？还怎么结葡萄？
当葡萄架上结满了葡萄，虽然还

没熟，四全早就馋涎欲滴了。四全邀
集他的小伙伴到月牙河里洗澡——
洗澡是假，偷葡萄是真。那天，四全
发现七娘家的葡萄架下有把椅子，不
知是谁坐完了没有拿走，他就光着屁
股来到葡萄架下转了一圈，然后两手
空空，拍打着屁股又向月牙河走去。
没想到七娘突然从后面追上来，照着
四全的屁股轻拍一掌，四全吓了一
跳，“啊”了一声，一串葡萄落在了地

上。就听七娘笑骂道：你个小兔羔
子，真有主意呀！葡萄还没熟了，齁
酸的有嘛吃头儿？
四全见自己的鬼伎俩被七娘识破，

挣脱了七娘的手，捡起掉在地上的葡萄
串，连蹿带蹦跳到月牙河里，吓得七娘
直叫唤：快上来，别淹着……却见四全
举着葡萄，摇晃着脑袋，一边往嘴里填
着葡萄珠，一边喊着：淹不着，气死你，
不酸不酸是甜的！
转天晚上，四全的母亲把四全打了

一顿：每年葡萄熟了七娘都给咱家送，
你怎么还去祸祸七娘家的葡萄？四全
挨了打，和七娘作了“仇”——哪天我多
找几个人，给你偷光了，看你还告状！
四全冤枉了七娘，不是七娘告的

状，是邻居二婶无意中告诉四全母亲
的：你们四小子忒鬼了，光着腚空着手，
谁想到一大串葡萄在他嘴里叼着呢！
听说四全挨了打，七娘心里不好

受，葡萄熟了的时候特意多送了些葡萄
给四全的母亲：孩子小，不懂事，别为几
个破葡萄打孩子呀！
上了小学的四全，葡萄刚熟就约同

学去偷七娘家的葡萄。他们先在月牙

河里泡着，然后派出“侦探”去侦察，发
现七娘家里没有别人，就一个人骑在
另一个人的脖子上，假装玩骑马打仗，
玩儿着玩儿着，玩儿到葡萄架下，骑马
的“勇士”捋两串葡萄就“快马加鞭”地
往月牙河里跑，七娘发现了也奈何不
了他们。
后来，四全觉得人多目标大，就把

人驮人改为用工具偷葡萄：他把镰刀绑
在捞网上，用竹竿把捞网杆接长，乘人
不备，溜到葡萄架下，看准了葡萄，用镰
刀在葡萄梗上一割，一串葡萄就掉进捞
网的网兜里……
几十年过去了，七娘成了耄耋老

人。她家的葡萄架早已没了，爱吃葡萄
的七娘却舍不得花钱去买。她不买四
全给她买，成了个体老板的四全觉得自
己欠了七娘不少的“债”，如今七娘年老
体衰，到了他还“债”的时候。他不仅给
七娘买葡萄，还买香蕉、荔枝，过年过节
还买糕点。四全经常向七娘道歉，说自
己小时候太淘，总惹七娘着急。
七娘却转着泪花说，那年头太穷，

孩子们缺嘴，要像现在这样，要嘛有嘛，
谁家孩子还去偷葡萄呀！

姚宗瑛

寸草结籽的立秋时节，亦是诸多菜
蔬成熟的盛大节日。秋风飒飒，韭叶翩
翩，韭苔婷婷。韭花盛放怡人，辛味款
款飘香。
翻阅厚重的古籍宝典，三千余年的

栽培历史，记录了四季长生的韭菜原产
于我们国家，自豪与骄傲油然而生。
“韭”的象形文字，通过《说文解字》的形
象解说，足见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与智
慧。《山海经》给予韭菜的命名，以及西
汉时期，刘秀为躲避王莽的追杀，逃命
路上，曾在一个店里吃的一道“救菜”。
刘秀当了东汉第一位皇帝，将其赐名为
“韮”，于是有了后来的韭菜之称的传
说，让我们知晓了韭菜不凡的身世。
古往今来，韭菜满足了我们品尝食

物最高贵的舌尖。包饺子、蒸包子、烙
盒子、煮云吞、煎锅贴，乃至鸡蛋炒韭
菜，虾皮炒韭菜，捞面做菜码，腌菜当佐
料，不一而足。
美味的韭菜，承载着浓浓的中华文

化，记录了先民们的勤劳与发奋，在绵
延的历史长河中，为今天的我们提供了
精神与物质上无尽的享受。
徜徉于灿如星河的古诗文，那熟悉

的“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的诗句，
是杜甫摄取了离乱环境中幸存的美好
一瞬 ，“剪春韭”映照出友谊情深的人
性之美。《送范德孺》是宋代大文豪苏轼
写给其恩师范仲淹儿子的一首诗。诗
中写道“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试
春盘”。诗句以韭菜试春盘，预示春天
的到来，无畏春寒料峭，满怀希望与憧
憬，由此，苏东坡豁达之胸襟跃然纸上。
历代文人墨客之所以偏爱春韭，是

因为韭菜有着栽培的渊源。忆起高中
毕业回乡务农的日子里，我与经验丰富
的老农们深入菜园，体验了栽培韭菜有
很多讲究：在我们北方，秋天，往田里洒
下提前泡好的韭菜籽，苗儿长成，宿根
埋在土里，历经冬季，开春后，整治菜
畦，培起一垄一垄的田埂，从育种田里，
去除地表的枯叶，拔取韭菜的宿根，二
到三十根一撮，依次间距，埋在培好的
田埂上，靠近根部埋土的地方，即是头
刀韭菜最好吃的韭白。由是鲜嫩喷香，
这就是春韭一直受人们青睐的原因吧。
韭，乃久也。我们伟大的民族崇尚

长长久久。所以，具有永生植物特性的
韭菜，在古代被奉为“上等菜”。因为它
不仅是普通饭桌的家常菜，还是必备的
祭祀品。《诗经·豳风·七月》中载有“四
之日其蚤，献羔祭韭”的说法。先秦时
期，韭菜也作为祭品。祭祖象征了人们
对血缘子嗣传承的美好希冀，同时，表
达了古代人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崇与
孝思。到了汉唐时期，继承先秦的遗
志，韭菜不仅是最为重要的祭品之一，
还表现在嘉礼中，新婚夫妇共食，象征

结为一体的美好祝愿。
祖国中医药学是世界医学宝库中

的瑰宝。我们的祖先传承下来的饮食
养生，是中医养生学的六个基本特征之
一。辛味浓重的小小韭菜，在人们的饮
食养生中同样大显身手：首先，韭菜含
有植物性芳香挥发油，可以提高食欲，
其含有的粗纤维有效地促进胃肠蠕
动。其次，韭菜的辛辣气味有散瘀活
血的作用，难怪深谙中医的父亲生前
每年应时采集韭菜的荒叶，冬天熬水
洗头、洗脚呢！再次，韭菜所含的硫化
合物还有杀菌消炎、降血脂、治疗高血
压等疗效。
秋来韭菜肥且香，叶苔花儿盘中

尝。春韭虽叶嫩幽香，但与秋天的韭
叶、韭苔、韭菜花相比显得单一了些。
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韭菜，常年经过冬雪
的锤炼，春寒的丰盈，夏日的洗礼，至立
秋已收获了肥硕与丰满，且辛味十足。
正如近代文学家梁启超在《台湾竹枝
词》中所言“韭菜花开心一枝，花正黄时
叶正肥”。品着腌制的韭菜花与麻酱匹
配的上口的佐料，一家人围坐在火锅旁
开涮鲜美的羊肉。眼前又浮现出五代
杨凝式的名篇《韭花帖》“昼寝乍兴，朝
饥正甚，忽蒙简翰，猥赐盘飱。当一叶
报秋之初，乃韭花逞味之始……”每每
赏阅悠哉！美哉！
又是一年立秋时，虾皮儿、鸡蛋，韭

菜叶；肉末、韭苔，水和馅。不妨推门进
入楼道，家家包饺子，可谓香味爆棚。
禁不住回首少时，几近秋季，放学后，兴
冲冲走在故乡那长长的胡同里，不知谁
家在包饺子，辛味扑鼻，味蕾兴奋，实乃
“韭”香莫怕巷子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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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东丽区坚持问题导向、目
标导向，聚焦精准治污、综合施策，区域生
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生态环境建设成效
日益显现。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综合施策。狠抓

重点行业企业治理，推动完成天铁炼焦干
熄焦转运过程除尘升级改造，推进军粮城
发电有限公司#11机组烟气深度治理。推
进VOCs全过程综合整治，完成5家涉
VOCs企业综合治理，推动富士达实施水
性或粉末涂料源头替代，推动43家企业完
成活性炭更换，加强对加油站、储油库等监
管力度，确保油气回收装置正常运行。严
格管控机动车等移动源污染，累计拦检柴
油车4900余辆，处罚超标排放车852辆。
开展扬尘污染专项整治行动，强化施工扬

尘管控、道路扫保、裸地治理、露天焚烧等
13项具体措施，二季度我区PM10浓度同比
降低9.5%，降尘效果明显。
压紧压实水污染防治责任。强化入

河污染源治理，加强9个工业园区污水排
放监管，对华明高新区、东丽湖北部、东丽
湖南部等3座城镇污水处理厂监管，确保
稳定运行、达标排放。扩大水生态环境容
量，充分利用张贵庄、东郊污水处理厂出
水，并积极协调市级部门外调水，对我区
河道进行生态补水。开展春季河湖环境
专项整治，排查治理各类水环境问题200
余处。强化重点河道口门监测，治理超标
口门3个。持续推动“乱泼乱倒”排查整
治，将其纳入河（湖）长制考核，确保发现
一处，治理一处。制定实施重点河道断面

考核方案和水污染防治约谈工作细则，对
海河、金钟河、北塘排水河等重点河道上
68个排水口门开展定期监测，时刻紧盯超
标断面和排口，第一时间反馈督促属地开
展整治。
稳步推进土壤污染防治重点任务。

严格防控新增土壤污染，督促3家土壤污
染重点行业企业实施自行监测并开展土
壤污染隐患排查，推动5家重点单位开展
土壤和地下水周边监测。推进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6块建设用地
调查报告均一次性审核通过，强化暂不开
发利用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完成快速路
（天钢）地块制度控制方案编制和管控区
域划定及初次动态监测等阶段性工作任
务。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效推进种

植业“减肥、减药”工作，加强巡查检查，确
保2家规模畜禽养殖场的粪污处理设施
均正常运行。
1—8月份，我区PM2.5浓度为39微

克/立方米，同比改善18.8%；达标天数比
例为65.4%，同比增加5.2个百分点。1—7
月我区水环境质量综合污染指数2.19，同
比变化率-12.95%；地表水环境4项主要
污染物中，高锰酸盐指数7.4mg/L（同比
降低7.5%）、化学需氧量25.3mg/L（同比
降低11.8%）、氨氮0.55mg/L（同比降低
28.6%）、总磷 0.163mg/L（同比降低
18.5%）；断面累计达标率为87.5%。

题记：一场秋雨送来了微凉，让
我不得不承认秋天真的来了，而刚
刚过去的夏天依然历历在目。

雷阵雨

就是想大哭一会儿

吼出压力

流干泪水

头上的乌云

不再留给明天

荷瓣

一池的荷花开得正盛

却有一片花瓣躺在荷叶上

一个孤独的托举

疼惜你的坠落

你为什么离开花朵

是夜雨的抽打

还是疾风的席卷

或者

你只是想做你自己

一片荷花的花瓣

而已

蜻蜓

当我愁眉不展的时候

看到一只蜻蜓

像一幅三维立体画

悬浮在半空

忽地

没入湖心

轻轻一点

留下一圈圈涟漪

蔓延至我心间

彩虹

彩虹

你终结了风雨的悲伤

你展示出阳光的色彩

我爱你的美丽

你却不愿舞动天空的霓裳

转瞬

即逝

再见

不知会是哪次风雨过后

流感与普通感冒有本质区别，严重

可致死

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与普通感冒
是有本质区别的。流感是由流感病毒
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感染，有甲、
乙、丙、丁四种类型，引起流感流行的主
要是甲流和乙流，通常每隔5—10年会
有小高峰，甲流、乙流间隔发作。从严
重程度看，流感患者可并发肺炎、胃肠
炎、支气管炎等并发症，严重者导致住
院甚至死亡。
那么，有没有自我辨别是否患有流

感的方法？
流感的特征与普通感冒有很大区

别，流感的主要症状是发热（38.5-40摄
氏度），有全身症状（如乏力、肌肉酸
痛），伴有咽痛或咳嗽，症状严重，传染
性强。普通感冒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
即流涕、鼻塞、低热等，症状较轻，很少
出现并发症。

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防流感也

防新冠

流感的传播途径有哪些？是不是
接触到了流感患者都会被传染？如何
做好防护？其实，流感的传播途径与新
冠是类似的，患者及隐性感染者为主要
传染源。流感病毒主要是飞沫传播，通
过打喷嚏和咳嗽等方式，经过口鼻、眼
睛等黏膜直接或间接接触感染。潜伏
期一般在1—7天，多为2—4天。
1.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

手，保持生活环境和办公环境整洁、通
风良好。在流感流行季节，减少前往人
群密集场所，一定要去，戴好口罩。
2.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生习惯：打

喷嚏或咳嗽时，用上臂或纸巾遮住口
鼻，其后洗手。
3.出现流感样症状时，主动自我隔

离、积极就医治疗。
流感和新冠肺炎都是由病毒引起

的传染性疾病，只是病毒的种类不同，
一种是冠状病毒，一种是流感病毒。也
因为这些疾病特点，在防护策略上都要
非常重视，不能松懈。

不主张“自己扛”，应及早就医及早

消灭病毒

得了感冒，有不少人认为“扛一

扛”就过去了，这里还是存在一定认
识误区。对于流感，当前并不主张
“自己硬扛”，建议患者主动就医，及
早治疗。尤其新冠疫情当前，建议患
者有发热、咳嗽、咽痛等症状，主动及
时就医。
对流感患者来说，抓紧就诊的“时

间窗”是重要的，就医之际可区分流感
与普通感冒。流感有相对特效的抗病
毒药，可阻断病毒复制，早发现早治疗，
缩短病程，减少重症和并发症。
一般认为流感抗病毒治疗的黄金

时间是48小时，如果得了流感应该尽
快就医并接受抗病毒治疗。目前已上
市的抗病毒治疗药物主要有两种。此
外，中药在治疗流感缓解症状及药物预
防上也有一定效果。

家有流感病人需“隔离”,高危人群

接种疫苗

当家庭成员出现流感患者时，“相
对隔离”还是必要的，要尽量避免近距
离接触，尤其是家中有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时。而当家长带有流感症状的患
儿去就诊时，也应同时做好患儿及自身
的防护（比如戴口罩），避免交叉感染。
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体单位中出现流感
样病例时，患者应居家休息，减少疾病
传播。
老年人、慢性病患者以及儿童也都

是流感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不仅指容
易得流感的人，其患病后也更容易引发
多种严重并发症，包括出现心衰、感染
性休克等，故应引起高度重视。
疫苗接种是公认的预防疾病最有

效手段之一，其中也包括对流感的预
防。冬春季节是流感高发期，入秋后高
危人群应考虑接种流感疫苗，以达到更
好的抵御疾病的效果。根据《中国流感
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6月龄—5岁
儿童、60岁及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
者、医务人员、6月龄以下婴儿的家庭
成员和看护人员、准备在流感季怀孕的
女性等为优先接种对象。

（东丽区疾控中心供稿）

区民政局多元化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东丽区民政局围绕未成年人思想道
德建设工作职责，多举措推进特殊群体
未成年人关爱保障工作，打造“未爱同
行 相伴成长”系列关爱活动，助推全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努力营造关爱
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打造特色亮点，丰富活动内容。以

“未爱同行 相伴成长”关爱未成年思想
道德品牌活动为抓手，针对困境儿童的
家庭教育、品格教育、心理健康内容，组
织开展了“把爱带回家——关爱困难儿
童2021寒假特别行动”“七彩假期”等活
动，通过茶艺、陶艺、面塑等优秀的传统
文化课程帮助孩子们陶冶情操；关注儿
童暑期安全教育，利用网络直播课的形
式，面向监护人及未成年人开展“做自己
身体的小卫兵”“护航青少年，假期保安
全”专题安全教育，帮助孩子们增长知识
和自我安全防范意识；围绕庆祝建党100
周年开展了“体验南开文化 见证革命历
史”“书中显关爱 童心绘党情”和“游津
城、赏新貌、感党恩、育童心”主题活动，

培养未成年人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行。
引入专业力量，开展个案辅导。通过

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积极引进儿童服务类
专业社会组织——东丽区新时代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
开展关爱服务工作提供精神慰藉、心理
疏导、家庭探访、政策宣传、精准帮扶、走
访慰问等专业化关爱服务。截至目前，
面向监护人、未成年人及儿童工作者开
展各类活动35场次，受益人数14238人
次。通过个案辅导为困境未成年人提供
精准帮扶，今年以来为3名未成年人提供
了心理评估及心理疏导服务，其中通过
个案辅导对1名处于危机的未成年人进
行危机干预及心理疏导，并联动监护人
及所属街道、学校多方资源进行工作；为
未保中心临时监护的2名监护缺失未成
年人开展了心理测评，通过“人、树、房子”
和“雨中人”绘画、谈心和游戏等形式，了
解2名儿童心理状况，及时进行了情绪的
安抚、给予适当的心理调适。
加强政策宣传，维护合法权益。区民

政局结合“政策宣讲进村(居)”活动，对街道
儿童督导员、社区儿童主任、农村留守儿
童、困境儿童及其父母或监护人开展一系
列的儿童政策宣讲和培训，指导基层儿童
工作者提升业务素质和关爱服务技能，引
导父母或监护人强化监护主体责任意识、
依法履行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教育引导
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提高自我保护意
识，提升自我保护能力。同时为监护缺失
的未成年开展救助保护，承担临时监护职
责。护送1名4岁未成年人回原籍接受安
置，为2名本市户籍的未成年人承担了跨区
应急性救助保护，妥善安置照料。
下一步，东丽区民政局将继续发挥职

能作用，不断加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建设，丰富活动载体，拓宽服务覆盖面，积
极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形成
具有民政特色的工作机制和服务模式，开
创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工作新局面。

关注未成年人成长

优化营商环境大家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