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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明天的阳光更灿烂
要要要记淮阴区退休干部秦华英

秦华英 2001 年退休后袁就
挑起了淮阴区关工委常务副主
任这副担子袁14 年来袁 她在区关
工委做出了辛勤努力袁取得显著
成绩遥 淮阴区关工委被评为关心
下一代工作先进单位袁受到市委
市政府和省关工委的表彰遥 秦华
英被评为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
工作者袁受到省文明委尧省关工
委的表彰奖励遥

一尧 积极开展捐资助学活
动遥 针对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因经
济困难而面临辍学尧 失学情况袁
秦华英率先提出了在全区开展
捐资助学活动遥 每年捐款 30 万
元以上袁 且每年有所上升袁到
2013 年全区捐资总额达到 930
余万元袁先后资助贫困学生 4100
余名袁其中大学生 1800 余名袁中
小学生 2300 余名遥 另外还为部
分孤残学生和留守儿童解决了
学习和生活上的困难遥

二尧努力抓好校外教育辅导
站建设遥 秦华英把校外教育辅导
工作作为全区关爱工作的一项
重大工程袁至 2012 年袁全区基本
实现了辅导站全覆盖遥 为了改善
辅导站辅导条件袁秦华英通过与
省委工作队和区直有关部门联

系袁争取 10 多万元资金袁使全区
校外教育辅导站辅导条件得到
较大改善遥 近两年来袁秦华英顶
烈日袁冒酷暑袁先带领办公室抓
典型袁然后组织全区关工委主任
观摩典型袁有力地推动了全区校
外教育辅导站的特色化遥 2013
年袁 全区有 42 所辅导站被评为
先进辅导站袁 有 80 名辅导员被
评为优秀辅导员袁分别受到市关
工委的表彰奖励遥 其中袁有两个
辅导站和两名辅导员分别受到
省关工委的表彰奖励遥

三尧突出抓预防青少年犯罪遥
为了教育挽救失足青少年袁 秦华
英带领关工委同志积极配合法院
召开家长座谈会袁 引导和帮助他
们配合法官对孩子进行教育;引导
失足青少年尽快走出阴影袁 重新
规划人生遥 通过上述工作袁2013
年袁 全区预防工作取得了五年来
最好成绩袁实现青少年尧未成年人
和在校生犯罪率均连续两年下
降袁受到市关工委的充分肯定遥 秦
华英受到市关工委的好评袁 被群
众誉为青少年成长的护航天使遥

四尧 着力乡镇关工委建设遥
秦华英勇于挑起指导全区关工
委工作的重担遥 她带领刚上任的

孙效德副主任和办公室同志就
乡镇渊村冤关工委建设等问题赴
外县考察学习遥 之后袁她又组织
大家认真讨论研究袁借鉴外地好
的做法袁结合本区实际袁以文字
形式向区委提出了关于加强乡
镇关工委班子建设等意见和建
议遥 在全市率先解决了乡镇关工
委三落实问题遥 即院组织落实曰经
费落实曰办公场地落实遥

秦华英担任县政府领导人
时袁 大家就说她是个闲不住的
人遥 退休后从事关工委工作每天
还是紧紧张张袁忙忙碌碌遥 有好
心人不理解地问她院你这样忙为
了什么袁难道你不觉得累吗钥 她
笑着回答说院为了明天阳光更灿
烂袁为了下一代健康成长袁我再
苦再累也心甘遥

12 月 24 日袁市老干部乒乓球协会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
办迎新年扑克牌掼蛋比赛遥共有 36 位老同志参赛遥经过一天的
角逐袁比赛圆满结束遥 大家普遍反映袁结果不重要袁而是要在一
种愉快的气氛中交流袁过好晚年生活袁增添社会正能量浴

1.大脑院神经
不稳定袁睡眠质量
差遥

2.牙齿院塞牙袁
牙齿稀疏遥

3.心脏院心率
失常袁心慌袁心悸遥

4.气管院痉挛
导致干咳无痰遥

5.骨头院腰酸
背痛关节痛骨头
痛袁骨刺袁怕风袁关
节响声袁变矮遥

6.手院不运动
不热手心也出汗遥

7.肠子院便秘袁
肚子涨遥

8.子宫院痛经遥
9.肌肉院抽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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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国袁地理玄黄遥
老少边域袁犹存瘠尫遥
中枢决策袁逐级扶帮遥
发展经济袁生态补偿遥
提升教育袁易徙他乡遥
社保兜底袁攻坚有方遥
军令立状袁五载丰穰遥
千万黎庶袁不再穷荒遥
愚公志向袁准确精良遥
摆脱贫困袁全民小康遥

注院玄黄院喻指天时地利袁态势复
杂遥

丰院作动词遥

卡通剪贴画 曹宝芬作

感赋“史上最高规格”扶贫会
要要要2015 年 11 月底袁中央政治局七常

委尧 各省区市党政一把手同时出席中央扶
贫开发工作会议袁决定打赢脱贫攻坚战袁确
保到 2020 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
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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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祝贺
成功尧王毓恒尧王平尧刘碧清同志九十

岁生日快乐浴 走路和跑步是最简单可行的健身方法遥 近
年来袁随着健康意识的普及袁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野迈开腿冶袁用手机记录自己的运动状况袁并
在朋友圈中野晒步数冶遥 参与者中袁日行万余步
者比比皆是袁多的甚至两三万步遥 只是袁走路或
跑步数越多就越健康吗袁怎样才是科学的健走
和跑步方法呢钥

运动不能光追求量
生命在于运动袁野晒步数冶确实具有一定的

激励作用袁督促人们完成每天的运动遥 但如果
不顾自身体质袁反而会得不偿失遥 以下几个误
区尤为严重遥

走得多遥 野运动量并非越大越好袁过量反而
会使免疫功能受损袁冶 汪军说遥 人在剧烈运动
时袁体内会产生较多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等激
素袁当这些激素增加到一定量时袁会使脾脏产
生白细胞的能力大大降低袁致使淋巴细胞中细
胞活性大大降低遥

速度快遥 有人为达到大汗淋漓的感觉袁行
走和奔跑的速度都十分快遥 野对于走路和跑步
而言袁强度就是速度袁冶苟波说袁强度过大袁容易
发生运动伤害遥 比较常见的有膝关节尧踝关节尧
髋关节及腰部的疼痛和损伤袁在道路不平条件
下袁还容易导致脚扭伤遥

早 起 就
猛跑遥人经过
一夜睡眠袁肠
内食物已消
化殆尽袁急需
补充遥不吃早
餐或不补水
就出门野狂走
猛跑冶袁 会导
致血糖过低遥 早起时袁人体血液更黏稠袁特别是
心脑血管病患者袁运动风险更大遥 此外袁凌晨是
心血管病高发期袁高危人群应避免清晨剧烈运
动遥 如条件允许袁可先喝水袁少进食后再锻炼遥

严寒酷暑无阻遥 研究表明袁极端温度会加
大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遥 一热一寒袁是心脑
的野大敌冶遥

靠走路减肥遥 有的人刷步数袁是为了野减
肥冶遥 几乎所有的计步软件都会计算消耗的卡
路里数遥 但研究发现袁这样的计量方法并不科
学袁 因为计步软件记录的只是行走消耗的能
量袁不包括代谢的耗能遥 野人体一天中摄入的热
量越多袁器官负担越重袁但如果再进行超负荷
的运动袁器官的负担则翻倍袁久而久之袁加快器
官衰老遥 冶汪军说遥

晒步数成时尚，但狂走猛跑不是锻炼?

澳大利亚属发达国家袁具有完备的老年人
社会福利体系袁建立了野递进冶式的养老服务机
制袁使不同年龄尧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袁在各
类养老服务模式的照料下袁各得其所袁安享晚
年遥

在澳大利亚袁政府大力支持老年人居家养
老袁很多政策向居家养老倾斜袁所以约有百分
之九十的老人在家接受居家养老服务遥 但是随
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加和健康状况的改变袁政府

设计了野递进冶式的机构养老模式袁形成了兜底
的养老野链接冶袁让高龄体弱老人减少了很多后
顾之忧遥

第一链接是老人村袁也就是老人社区遥 社
区里的住房都按照养老住宅建筑标准设计袁并
按规定配备一定的医疗与为老服务设施遥 老人
村由社会组织运行袁政府给予一定的支持遥 但
入村的老年人袁必须有独立的生活自理能力遥

第二链接是老人宿舍袁类似于一般的养老
机构遥住在老人村的老年人生了病袁生活自
理能力减弱后袁就由政府负责袁将其转移到
合适的老年宿舍袁 由护理人员照料日常生
活遥 据介绍袁全澳共有老人宿舍数千家袁入
住老年人十多万人遥这些养老机构袁全部由
联邦政府出资建造袁社会组织运行遥

第三链接是老年人护理中心袁 也即护
理型养老机构遥 老年人在老人宿舍生了重
病后袁 先去医院救治袁 病情稳定后由政府
帮其转到老年人护理中心养护遥 护理中心
大多由社会力量创办袁 政府给予补贴遥 中
心由经过注册的护士袁 24 小时为入住老
人进行护理袁 包括用餐尧 穿衣尧 洗澡尧 大
小便尧 移动等遥

澳大利亚的“递进”式养老服务

冬至到袁数九到遥 从冬至之日起袁我国即
进入了数九寒天袁天气越来越冷袁尤其是三九
天最冷袁三九天保养身体一定要科学袁避免四
个误区遥

第一个误区院一生病就进补遥三九天里容
易得流感袁人在生病时往往想去滋补身体袁这
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遥 中医讲究有野邪气冶的
时候是不能进补的遥 所谓邪气是指上火尧感
冒尧哮喘等身体不适的情况袁此时进补容易把
邪气留在体内袁 科学的做法是等身体康复后
再去补养身体遥

第二个误区院冬日皮肤干燥应该补水遥三
九天皮肤更该补充的是油脂和营养袁 身体在
冬天时毛孔闭塞袁 体内的油脂与营养难于到
达身体表层袁这才造成了皮肤干燥的后果遥

第三个误区院戴口罩可以保护身体遥 好多
人以为天冷时戴口罩可以保护身体袁这是一个
错误的认识袁人们在冬日不宜多戴口罩袁适当
的冷空气刺激鼻腔尧呼吸道可以增强鼻腔粘膜
的弹性与活力袁增强对疾病的抵抗力遥

第四个误区院注重野补冶而忽视野通冶遥 人们
往往会注意喝羊汤尧吃驴肉尧鸡蛋等进补的食
物袁 但在进补的同时怎样保持身体畅通同样
很重要袁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医讲究的平衡遥
清晨最好喝一杯蜂蜜水袁 适当喝一些白萝卜
汤袁都有助于身体排泄袁所谓野冬吃萝卜夏吃
姜袁一年不用开药方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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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一声退休的老朋友袁熟唱我的顺口溜袁你若都
能做到了袁包你活到一百九遥

退休后袁多行走袁麻将桌前不久坐袁电视机前少停
留遥 打打太极拳尧玩玩健身球袁呼朋唤友来袁操起钓竿
郊外走遥小桥流水哗啦啦袁骑牛牧童笛声悠遥丽日清风
戏彩蝶袁柳丝如烟鱼儿游遥嘿浴快提竿浴碧水银花乐忘
忧遥

高卧枕袁心宽容袁鸡毛小事由它去袁闲言碎语耳旁
风袁诸多烦恼置脑后遥笑口常开唱一唱袁豪情在胸吼一
吼遥 闲来逗逗小孙孙袁友来棋盘攻和守遥 也吟诗袁也作
画袁笑看野三国冶和野红楼冶遥一日三餐须按时袁红薯玉米
甜心头遥鲜鱼活虾滋味稠袁豆腐白菜度春秋遥清淡饮食
利身体袁通直大道阔步走遥

长寿的养生顺口溜

老

年

养

生

1尧饮食院宜清淡袁以谷为主袁果菜为
辅袁肉类益之袁既可满足各种营养素的供
应袁又可保持大便通畅袁但是清淡不等于
吃素遥

饮食有节袁 老年人一定要避免暴饮
暴食遥 要少食多餐袁每餐的量不宜太多袁
餐间不吃零食袁特别是甜食袁以免导致消
化功能紊乱遥

2尧空腹锻炼是老年人的大忌袁清晨
血糖偏低尧人体血液粘滞袁加上气温低尧
血管收缩等因素袁 容易导致心脑疾患而
猝死遥

3尧老年人健身院应以轻度活动即低
能量运动为主遥 运动时间每天可一次或
几次相加袁在 30 分钟以上遥 应注意循序
渐进袁 禁忌剧烈运动遥 步行是最好的基
础袁老年人坚持每天步行 30 分钟袁对骨
盐含量尧肺功能和肌力都有明显的益处遥

应该有阶段性地做身体检查袁 然后
根据身体情况选择合适的锻炼项目遥 如
果身体很健康袁也可以自我检查一下袁如

连续下蹲 10-20 次袁 或原地跑步 15 秒袁
看是否有心悸尧气促尧胸闷不适等症状袁
如果正常即可开始锻炼遥

4尧老年人在锻炼的时候更应该注意
春避风袁夏避暑袁秋避湿袁冬避寒遥

5尧柔韧性锻炼袁经常进行柔韧锻炼
的老年人袁动作灵活袁肩尧膝尧腰等关节的
扭伤也很少发生遥

6尧建议渊1冤散步 院一般说来袁散布
的步幅较小 渊50-60㎝ 辕 步冤袁 步速较慢
渊25-30m 辕min冤遥 若想加大运动量袁只要
加快步伐就能达到目的遥 渊2冤上下楼梯院
上楼是要求上体微前倾袁 有意识的屈膝
抬腿袁 年老或体力较差的人袁 开始锻炼
时袁可扶着楼梯的扶手进行曰下楼时袁上
体微后仰袁肌肉放松袁要注意安全遥 渊3冤快
步走院身体姿势院身体适度前倾 3-5 度遥
抬头袁垂背袁挺胸袁收腹提臀遥 渊4冤倒步走院
择没有障碍物的开阔而平坦尧 安全的地
方遥 步速应控制在 45-60 步 辕 min袁 距离
一般为 600-1000m遥根据个人情况而变遥

不同国家神
经系统疾病造成
的死亡数量在总
人 口 数 中 占 百
万遥 然而在 20 个
西方国家中年龄
在 55-74 岁之间
的男性死亡数平
均增长 2% 袁相
同年龄组中女性
死亡数占 1%遥 在
英国袁 二十年间
这个年龄段里男
性实际死亡率下
降了 14%袁 女性
下降了 12%遥 相
比之下袁 在美国
男性这个比率却
似 乎 增 加 了
82%袁女性增加了
48%遥

在被调查的
国 家 中 超 过 75
岁的人有更大的
死亡可能袁 包括
英国袁 美国显示
了 20 年 间 最 大
的增幅遥 研究人
员声称死亡率增
加可能是由于现
代生活的原因袁
但没有研究论文
调查显示该趋势
背后的原因遥

Simon Ri鄄
dley 博士说院野痴
呆是一种条件疾
病袁 这需要我们
更好地了解引起
疾病的原因遥 有
关青年痴呆症的
意识问题并不一
定反映出这种潜
在的患病率增加
的问题遥 这项研
究表明与其他国
家相比袁 在美国
过去 21 年 里 有
不成比例的死于
神经系统疾病的
人袁 但这种现象
的 原 因 还 不 清
楚遥 神经系统疾
病包括阿尔茨海
默病和其它痴呆
症袁 运动神经元
疾 病 和 雅 各 布
病遥 冶

现代生活恐
会导致痴呆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