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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湖县城至今还遗留着一
条老街遥 老街其实就是一条很
狭很长的走道袁 傍着一条蜿蜒
悠长的古河袁 弯弯曲曲延伸而
去袁 尤如清朝遗老留下的一条
大辫子遥 老街古拙斑驳的方砖
古道和青屋细瓦寓示了它的衰
老和沧桑袁 曾有专家到此考证
过袁 说这里最老的建筑是清初
时期的遥

老街曾经十分繁华袁 商贾
往返尧灯红酒绿袁人喧马嘶终日
不绝遥 老街北首有一座寺庙傍
河而立袁名野大佛寺冶袁建于乾隆
年间袁方圆近百亩袁晨钟暮鼓袁
僧侣云集遥大佛寺周边曾有 18
棵古槐遥 相传乾隆下江南寻找
亲生父母时途经此地袁 受大佛
寺高僧点悟袁由此返回皇宫袁再
不提寻亲之事遥 乾隆有感高僧
点化袁临行袁亲手在大佛寺西院
植下一棵古槐曰 大佛寺僧侣为
感皇上恩典袁接着又植下 17 棵
古槐袁取 18 罗汉镇河妖袁保一
方平安之意袁 大佛寺也由此名
闻遐迩遥1938 年 6 月袁 日本侵
略军占领徐州时袁 蒋介石为阻
挡日军袁 下令炸开郑州花园口

黄河大堤遥结果袁汹涌的
黄河水奔腾直入淮河袁造
成淮河坝毁堤崩袁滔天洪
峰一泻千里袁淮河下游顿
时汪洋一片遥据统计袁这次灾难
共淹没耕田 1200 多万亩袁受灾
人口超过 1200 万袁死亡人数达
89 万多袁造成了 54000 平方公
里的黄泛区袁 这就是史上最为
悲惨的野黄河夺淮冶灾难遥而金
湖地处淮河下游袁 是名符其实
的野洪水走廊冶袁受灾最重袁据县
志载袁共淹死 746 人袁病死饿死
1556 人袁 逃荒要饭 60400 人袁
是当时金湖总人口的一半遥老
街自然不能幸免袁 房屋十毁八
九袁人们流离失所袁唯有大佛寺
仍巍然屹立遥南京沦陷后袁日军
铁蹄踏进老街袁驱走僧人袁拆毁
寺庙袁17 棵均已 200 多岁的古
槐也被日军砍伐用于修建炮
楼袁仅幸存一棵最大的遥相传袁
本来日军也是想砍最大的这一
棵的袁正准备动手时袁突然天昏
地暗尧电闪雷鸣袁忽现数百条蛇
盘踞树上昂首吐信袁 日军吓得
屁滚尿流袁抱头鼠窜袁从此再也
不敢碰这棵古槐遥有老人说袁这

棵古槐就是当年乾隆皇帝亲手
植的袁那些蛇都是小龙袁是真龙
天子的儿孙们来为皇上野护驾冶
的遥野文化大革命冶中袁大佛寺被
作为野四旧冶全部毁掉袁不知为
什么那棵古槐却又一次神奇地
保留了下来遥如今袁古槐树已被
文化部门挂牌保护袁 鉴证树龄
300 岁遥 古槐虽孤零零无庙无
寺袁却香火不断袁来进香叩拜的
人们络绎不绝袁 都说古槐树有
真龙天子的化身袁拜了灵验遥不
管传说真假袁这古槐皮粗如鳞袁
枝曲如虬袁盘根错节袁真的像一
条蛰伏待飞的巨龙哩遥

所幸的是袁金湖县委尧县政
府为传承历史文化袁 发展旅游
事业袁构建和谐社会袁也为了统
一战线工作的需要袁 决定在大
佛寺旧址重建大佛寺遥 历经沧
桑尧饱受磨难尧被历史尘封已久
的大佛寺重现世间, 而老街也
一洗满目沧桑的旧颜袁 成为古
今结合的尧 现代化的商品贸易
中心遥

老街与大佛寺
聂杭军

中华冤魂三十万袁嚎啕昼夜骂日顽遥
民族仇恨七十载袁万古千秋难消散遥
硝烟浓滚满天漫袁豺狼疯狂乱咆哮遥
遍野尸骨鬼哭嚎袁血流漫江顺水滔遥
妻离子散到处叫袁室瓦楼房成土焦遥
蒋氏介石不抵抗袁日军气滔更嚣张遥
国府害怕迁重庆袁石城无控风雨漂遥
国腐民哀无正主袁汪氏投敌变汉奸遥
伤国斑斑血泪史袁世世代代万夫指遥
千万不可忘历史袁大家警惕战争狂遥
努力建设新中国袁巩固国防雪国耻遥
千万勿忘共产党袁领导人民的解放遥

全国人民怒斥
日军南京大屠杀

包一高

体检对老年人来说十分重要袁 经常心慌尧易
怒者查甲状腺曰胸闷心悸尧心前区不适做心脏负
荷试验及心电图曰 心脑血管病患者加查心脏彩
超尧颈动脉超声曰经常头晕尧头痛尧眼花做脑血管
超声尧头颅 CT 或脑部核磁遥 中老年男性做前列
腺癌筛查及前列腺超声曰女性查乳腺彩超尧子宫
附件检查尧宫颈癌筛查及 HPV 检查遥

无 题 田韵 摄

近日袁在连云港举办的 2015 苏北地区老
干部门球邀请赛中袁 我市老干部门球队打出
了精神袁打出了水平袁荣获团体二等奖遥

掐丝画 老年大学供稿

六十六年磨一见袁和平发展著新篇遥
同宗共识何忘祖袁统作方舟必向前遥

生活常识之体检

习马会夯实九二共识
刘德轲

八十秒钟长握手袁相逢一笑泯恩仇遥
情同手足亲兄弟袁不屑空心菜变莸遥

习马会乃里程碑
刘德轲

热烈祝贺
刘秀海尧马绍凯尧徐兆光尧丁儒尧
张文辉同志九十岁生日快乐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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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命公寓冶是荷兰教授尧素
有野养老之父冶之称的贝克创办
的袁在这所野生命公寓冶中袁以尊
重老年人为基础的快乐养老模
式袁 让更多生活不便的老人袁体
验到了原本只有在身体还健康袁
有能力打理生活并外出社交的
时候才能追求到的幸福和快乐遥
野生命公寓冶 的养老模式有以下
几个要点院

一是开放式的泛家庭文化遥
为了创造大家庭的氛围袁把养老
机构变成社交中心袁对全社会开
放遥家庭主妇可以去养老院的超
市购物袁白领可以去午餐袁孩子
可以去上网和喂养动物袁甚至每
周末的跳蚤市场也开在养老院
里遥这与传统的封闭式的养老院
截然不同遥 二是不用即废的理
念遥为了防止老人各项机能的退

化袁 从业人员的
主要工作不是伺
候老人袁 而是激
活老人的自理能
力袁 并创造条件
让老人尽可能地
自理遥 三是对疾
病的专业预防和
康复遥 机构的老
年医生的主要任
务不是治病袁而
是防病遥 通过专
业的膳食调理袁
运动袁 和帮助建
立健康的生活规
律袁帮助老人尽可能预防各种疾
病袁即使患病了袁也通过专业康
复让老人重新站/坐起来遥 四是
给老人自己的空间遥即使失能失
智老人都有一方斗室袁而不是睡

通铺遥 老人受到充分的尊重遥 不
对老人说不袁老人的需求和倾诉
被认真对待遥所以野生命公寓冶为
老人提供的是一种精彩和健康
的生活方式袁是靠老人自己无法
实现的积极生活方式遥

荷兰“生命公寓”的快乐养老模式

冬天袁 冰凉的水果吃起来有点
凉袁 但人体又不能不通过吃水果获
取各种维生素遥 因此袁 养生专家建
议袁怕凉尧肠胃不好的人可以把水果
煮着吃袁不仅能润燥尧促进消化袁其
营养价值又不会丢失遥

梨院能润肺止咳袁但梨属寒性袁
天冷时吃生梨会更感体寒遥

煮熟的梨去除了寒性袁 梨皮会
变得略苦袁 去燥润肺的功效完全被
释放出来遥 梨籽中的木质素本来属
于不可溶纤维袁 但在加热后会在肠
道中被溶解袁 将有害的胆固醇揪出
体外遥

小番茄院小番茄加热后袁茄红素
的含量会迅速增加袁 从而提高番茄
的营养价值袁 并增强其总体的抗氧
化能力遥只要加热两分钟渊水煮或者
微波均可冤袁茄红素和抗氧化剂的含
量就可以分别增加 54%和 28%遥

柚子院要煮的不是柚子瓤袁而是
柚子皮遥 柚子皮含有柚皮甙和芦丁等黄酮类物
质袁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袁可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袁
瘦身减肥袁抗衰老袁加热后进入体内时会更加活
跃袁发挥出最大功效遥 做法是将柚皮中间柔软的
白色部分切成薄片袁用温水煮 10 分钟袁然后和蜂
蜜一起冲茶喝袁其营养素就会在体内开始发挥作
用遥

苹果院 含有的果胶具有很好的排毒作用袁可
以和膳食纤维一起合作清理肠道袁经过加热的果
胶会变得更加稳定袁而且还多出了 野吸收肠内
细菌和毒素冶这一项功效遥 另外有研究发现袁苹果
加热后所含的多酚类天然抗氧化物质含量会大
幅增加遥 多酚不仅能够降血糖尧血脂尧抑制自由基
而抗氧化尧抗炎杀菌袁还能抑制血浆胆固醇升高袁
消灭体内自由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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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大脑的活力遥中老年人
要多用脑袁 如坚持读报看书尧绘
画尧下棋袁培养多种兴趣爱好遥研
究表明袁经常用脑的 65 岁老人袁
其脑力并不比不爱动脑的 35 岁
的青年人差遥

经常活动手指遥经常活动手
指袁做两手交替运动及转动健身
球袁可以刺激大脑两半球袁有健
脑益智尧延缓大脑衰老的作用遥

参加社交活动遥结交年轻朋
友袁 以接受青春活力的感染袁经
常保持愉快的情绪袁脱离孤僻的
生活环境遥建立亲密的友谊是保
持年轻的秘诀遥因为朋友是个宝
库袁能提供情感支持袁让人感受
到被关爱袁促进大脑生成后叶催
产素袁有利于延缓衰老遥 但最好
结交性格开朗尧生活态度积极的
朋友袁因为幸福感受和年轻心态
都可以传染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
发现袁每当社交圈子里增加 1 位
快乐的新伙伴袁 幸福感可提升
9%袁 而每增加 1 个不快乐的伙
伴袁幸福感下降 7%遥

多与孙辈相处遥祖孙同堂有
助于让老人拥有一颗年轻的心遥
几代同堂尧其乐融融袁能增进家
庭关系袁 创造融洽的生活氛围遥
老人心情好了袁 对生活充满希
望袁也就更积极乐观遥而且袁小孩
子活泼好动袁老人会在他们的带
动下更愿意参加体育运动遥与那
些不能与孙辈一起生活的人相
比袁他们的患病几率低两成遥 所

以袁年轻夫妇应尽可能多地带孩
子去看望老人袁周末多组织家庭
聚会袁 或常接老人来家中一起
住遥

老年人秋季养生方
饮食有节袁养肺生津遥 老年

人由于五脏衰弱袁 肠胃薄弱袁如
果饮食生冷无节袁 饥饱无常袁势
必伤胃犯病遥 因此袁秋季老年人
应少吃多餐袁多食熟软开胃易消
化之物遥另外多吃一些滋阴润肺
的食物袁如百合尧芝麻尧银耳等袁
还可以防止身体缺水诱发皮肤
干燥瘙痒遥

加强锻炼袁增强体质遥 秋天
气候转凉袁正是室外运动的好时
机袁老年人可根据个人的爱好和
兴趣袁 选择力所能及的适宜项
目袁如散步尧慢跑等遥

提高耐寒防感冒能力遥秋季
温差变化较大袁风寒邪气极易伤
人袁老年人应该加强抵抗力和适
应能力遥 应注意防寒保暖袁体质
较好的老年人可坚持用冷水洗
脸袁擦鼻袁甚至冷水浴袁以提高耐
寒能力遥

老年人太瘦的危害
会导致免疫力低下遥瘦弱的

老人免疫功能往往低下袁对病毒
和细菌等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
较弱袁容易患感冒尧发热尧慢性支
气管炎尧肺炎尧肺结核等呼吸道
疾病及消化不良尧胃炎尧胃溃疡尧
肠炎等消化道疾病遥

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较低遥有

一位老人每年秋冬季节便泄泻
不止袁百药无效袁很伤脑筋遥 后
来袁一位医生让他在小腹部加了
一块棉垫袁 病竟奇迹般地好了遥
原来袁他身体太瘦袁皮下没有脂
肪保护袁冷风袭来袁寒凉透彻筋
骨袁造成胃肠功能紊乱遥 百药服
下袁治标不治本袁所以屡治不验遥
脂肪除为能量的仓库外袁还对机
体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袁瘦人怕冷
的道理亦在于此遥

易导致体质虚弱遥老年人太
瘦了身体的新陈代谢和各种生
理功能都会比正常老人低袁体质
相对较弱袁对饥饿和劳累的耐受
能力差袁在日常生活中常常会感
觉精神不振袁易出现疲劳和头晕
目眩的现象遥

天气寒冷时袁心脑血管病往
往高发袁一些野老病号冶担心自己
又会发病袁 想提前输液预防曰还
有些患者虽然没有明显不适袁但
是看到有病友打了活血的中药袁
也到医院问医生能不能挂个野吊
瓶冶遥 入冬前输液到底能不能预

防心脏病发作呢钥
发病或出现前兆才适用袁提

前输液预防心血管疾病季节性
发作并不科学遥这就像不能今天
早上吃很多的饭来预防明天不
饿遥首先袁没有明确指征时袁临床
上不建议用药曰再者袁输液本身
就是一种风险较大的用药方式袁
据叶2009 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
测报告曳显示袁注射剂的不良反
应占所有用药的 59%袁其中最主
要的方式就是输液袁不良反应更
加严重遥 因此袁如果患者感到身

体不适袁应及时就诊袁医生会判
断是否是发病的症状或征兆袁再
决定需不需要输液治疗遥

秋冬季气温低袁容易引起
血管的收缩和痉挛袁同时袁天冷
后不少人的活动量大大减少袁这
些都会使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遥专
家强调袁心血管疾病等慢性病的
预防应重在平时的规范化治疗袁
同时要注意合理饮食和运动袁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遥单纯输液预
防发作的做法并不可取遥

老年人养生原则

秋冬输液防心脏病不科学

张木林 涟水县

1尧多野点冶水
冬天虽然排汗排
尿减少袁但维持大
脑与身体各器官
的细胞正常运作
依然需要水分滋
养遥冬季一般每日
补 水 应 很 多 于
2000耀3000 毫升遥

2尧出野点冶汗
冬季养生要适当
动筋骨袁 出点汗袁
这样才能强身体遥
锻炼身体要动静
结合袁跑步做操只
宜微微似汗出为
度袁 汗多泄气袁有
悖于冬季阳气伏
藏之道遥

3尧 防 野点冶病
冬季气候寒冷袁容
易诱使慢性病复发
或加重袁 应留意防
寒保暖袁 尤其是预
防大风降温天气对
机体的不良刺激袁
备好急救药品遥 同
时还应重视耐寒锻
炼袁 提高御寒及抗
病能力袁 预防呼吸
道疾病发生遥

4尧 调 野点冶神
冬天寒冷袁 易使人
情绪低落遥 最好方
法是根据自身健康
状况选择一些诸如
慢跑尧滑冰尧跳舞和
打球等强度不等的
体育活动袁 这些都
是消除烦闷尧 调养
精神的良药遥

5尧早野点冶睡
唐代着名医学家
孙思邈说院" 冬月
不宜清早出夜深
归袁冒犯寒威遥 "早
睡以养阳气袁迟起
以固阴精遥 因而袁
冬季养生要保证
充足的睡眠袁这样
有益于阳气潜藏袁
阴津蓄积;立冬后
的起居调养切记
野养藏冶遥

6尧进野点冶补
冬季养生应该将
紫葡茶作为日常
的补给茶饮袁改善
内环境袁旺盛器官
功能袁让身体有个
全 新 的 感 觉 袁精
力尧 体力充沛袁思
维灵敏袁 睡眼好袁
不易疲劳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