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肺是最易积存毒素的器官之
一袁因为人每天会将大约1000升的
空气送去肺中袁空气中漂浮的许多
细菌尧病毒尧粉尘等有害物质也随
之进入到肺部遥现在空气污染越来
越严重袁虽然肺也能通过呼气排除
部分入侵者和体内代谢的废气袁但
毕竟是有限的袁所以我们要积极地
援助肺进行排毒遥没事儿主动咳嗽
几声袁有利于清除肺部垃圾遥

步行是最简便易行的有氧运
动袁被誉为野心脏健康之路冶遥 时
下袁 我国大江南北掀起了健步走
的风潮袁 而且许多人每天都以超
过一万步而引以为豪遥 其实袁这其
中也有误区遥 今年袁一些学者研究
发现袁步行运动不仅是数量袁质量
也很重要遥 最佳的应该是野中等程
度冶的运动袁即达到隐约出汗并能
保持说话的程度袁 相当于 1 分钟
走 100-120 步遥 研究人员认为袁超
出必要的运动往往与慢性疲劳相
连遥 日行 8000 步袁其中含 20 分钟
快走袁可提高抑郁症尧老年痴呆尧
高血压尧 糖尿病等 8 种疾病的预
防效果袁对于中老年人来讲袁是最
合适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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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人的平均寿命普
遍较长袁 女性高达 82.7 岁袁
男性则为 78.2 岁遥 这除了得
益于政府和社会对老年人
的悉心关照外袁该国野覆盖
每一名公民的养老制度冶也
功不可没遥

一是石油基金作坚实
后盾遥 石油出口约占挪威国
内生产总值的 25%袁但政府
并没有大手大脚地乱花钱遥
相反袁挪威人很理智袁他们
深知总有一天地底下的石
油会被挖完遥 从 1995 年起袁
挪威政府便把石油收入储
存在一个主权财富基金账
户要要要政府全球养老基金袁
专门为社会福利支出提供
资金遥 预测表明袁挪威养老
基金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投资基金袁 据保守估计袁
挪 威 的 养 老 基 金 到 2017
年袁可能高达 9000 亿美元袁
活着的每个挪威老人都是
百万富翁遥

二是人人都有养老金遥
根据挪威养老金制度袁凡是
参加全民社会福利保险 3
年以上尧 在挪威居住满 20
年尧 年龄在 67 岁 渊退休年
龄冤以上者袁不论有没有工
作袁 都可领取基本养老金遥

金额的多少与参保时间长
短有关袁但与退休前的收入
和缴税多少无关遥 凡是 1966
年以后参加工作尧 工作满 3
年以上者袁除领取基本养老
金外袁 还可领取补充养老
金遥 平均而言袁退休金约为
以往工资的一半曰国家公务
员的要稍高一些袁一般是原
工资的 2/3遥 而对那些上述
两种养老金均无权享受的
老人袁挪威政府则对其发放
特殊补贴袁最高不超过基本
养老金的 48%遥

三是私人定制的养老
院遥 在挪威的大多数老人护
理院里袁医生尧护士尧厨师等
人员的总数袁与老人总数之
比为一比一遥 此外袁老人护
理院还有心理医师尧音乐理
疗师袁 甚至有牧师这样的
野另类工种冶遥 住护理院的老
人袁付费标准由各自的收入
状况来决定袁越是有钱的人
支付的金额越高遥 如果没
钱袁 则扣除其养老金的 70%
渊一般养老金在每月 7000 至
8000 挪威克朗袁 约合 6600
元-7600 元人民币冤遥不论钱
缴多少袁老人们所享受的服
务都是一样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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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养生：陶侃搬砖炼身体
东晋诗人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是

一员武将袁曾经做到大司马的高位遥 他
戎马倥偬 40 余年袁立下无数战功遥 陶
侃的书房布置与众不同袁 不仅有文房
四宝袁还有一百块大砖头遥 每天清晨袁
他将书房内的一百块砖全部搬到室
外袁傍晚又将一百块砖全部搬回书房遥
不管是阴晴雨雪尧酷暑严寒袁他每天坚
持搬运砖块袁从不间断遥 为达到锻炼目
的袁陶侃每次搬砖都要做到全身冒汗袁
旁人见了袁觉得每天这样搬来搬去袁自
讨苦吃遥 陶侃说院野吾方致力中原袁过尔
优逸袁恐不堪遥 冶渊我意欲统一中原袁担
心每天活得太安逸袁 到时候就不行
了遥 冤这就是著名的野陶侃运甓冶的典
故袁 说明陶侃心有大志袁 不沉溺与安

逸袁 坚持不懈袁 励志勤力的可贵和难
得遥 史料记载袁70 岁那年袁他还能挂帅
出征袁可见锻炼卓有成效遥

六种食物防秋燥
野燥冶 是秋季的主

气袁如何防止秋燥钥除了
调整起居尧保证睡眠尧加
强锻炼袁 还要注意不吃
或少吃辛辣食品袁 多吃

新鲜蔬菜和水果遥 以下
推荐6种秋季养生法宝袁
帮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健康度秋遥
1尧枣遥枣能够健脾

益胃尧补气养血尧安神以
及缓和药性袁 是很好的

营养品遥鲜枣脂肪低尧膳
食纤维尧 钾元素和维生
素C含量高遥此外鲜枣还

含有丰富的功能活性成
分袁如类黄酮尧芦丁以及

多糖类袁具有改善血脂尧
降低胆固醇袁 降血压的

作用遥
2尧鲢鱼遥鲢鱼有温

中益气尧暖胃尧滋润肌肤

等功能袁 是温中补气养
生食品遥 鲢鱼能提供丰

富的胶质蛋白袁 既能健
身又能美容袁 是女性滋

养肌肤的理想食品遥它

对皮肤粗糙尧脱屑尧头发
干涩易脱落等症均有疗

效袁是女性美容的佳肴遥
3尧红薯遥红薯富含

胡萝卜素和微量元素
铁袁 还具有一定的抗炎

功效遥此外袁红薯也富含

维生素C袁并且由于其周
围淀粉的保护作用袁 加热

时损失较少遥 红薯最好烤
着吃袁不仅味道香甜袁而

且保存的维生素比水煮

红薯更多遥
4尧梨遥梨鲜嫩多汁袁

含有85%的水分袁酸甜适
口袁 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和钙尧磷尧铁尧碘等微量
元素等袁被称为野天然矿

泉水冶袁 自古就被尊为

野百果之宗冶遥 秋季空气
干燥袁水分较少袁若能每

天坚持食用一定量的
梨袁能缓解秋燥袁生津润

肺遥
5尧柑橘遥柑橘含有

丰富的柠檬酸尧 维生素

以及钙尧磷尧镁尧钠等人
体必需的元素遥 它具有

生津止咳的作用袁 用于
胃肠燥热之症曰 有和胃

利尿的功效袁 用于腹部

不适尧小便不利等症曰有
润肺化痰的作用袁 适于

肺热咳嗽之症遥
6尧石榴遥石榴汁中

抗氧化物质含量比红葡

萄酒更高袁 能帮助人体
清除自由基袁抵抗衰老遥
石榴还富含维生素C和
叶酸遥 石榴籽富含可延

缓衰老的多酚类物质和

类黄酮袁 吃石榴时最好
要嚼一嚼石榴籽遥

少过劳尧多锻炼尧勤
检查尧早发现

资料表明袁 全国每
年新发脑卒中患者约为
200 万人袁死亡人数约为
150 万人袁脑卒中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明显高于心
血管疾病遥 由于脑梗死
的病因基础主要为动脉
粥样硬化袁 且常常伴有
高血压尧糖尿病尧高血脂
症等危险因素遥

言语糊尧嘴角歪尧肘
不抬尧医院迈

专家指出袁 脑梗死
发病起病急袁 多在休息
或睡眠中发病袁 其临床
症状在发病后数小时或
1-2 天达到高峰遥其前驱
症状多无特殊性袁 部分
患者可能有头昏尧 一时
性肢体麻木尧 无力等短
暂性 脑缺 血发 作 的表
现遥 而这些症状往往由
于持续时间短和程度轻
微而 被患 者及 家 属忽
略遥
救治早尧疗效好尧四点五尧要牢记

专家提醒袁 脑组织本身对缺血
缺氧非常敏感袁 供应血流中断 5 分
钟即可发生不可逆性的脑细胞损
伤遥 此时梗死脑组织的周围往往存
在处于缺血状态但尚未完全梗死的
脑区域遥 挽救这些缺血半暗带是临
床医务人员治疗的重点袁 也就是大
家所熟悉的急诊溶栓时间窗遥 该时
间窗已扩大到 4.5 小时袁医生和患者
都应及时把握治疗的最佳时间遥 对
于出现脑梗死症状的患者要及时由
家属陪同或拨打 120 送至就近医院
抢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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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血压患者在疲劳尧
情绪波动或天气骤然变
化和饮酒等情况下袁血压
容易波动袁患者可能出现
头痛袁 甚至伴有恶心尧呕
吐袁这时要特别警惕突发
脑出血的可能遥 这时应让
患者立即卧床休息袁马上
给患者服用硝苯地平渊心
痛定冤1-2 片袁或者舌下含

服卡托普利渊开博通冤1-2
片袁 半小时后再复测血
压遥 如患者病情继续加
剧袁仍然头痛袁并有说话
口齿不清袁或者一侧肢体
活动不便袁严重者神志不
清袁 大小便不能自控袁这
就很可能是高血压诱发
了脑出血遥 这时要立刻解
开患者衣领的纽扣袁及时

给患者服用降压药遥 不要
随意搬动患者袁要让其平
卧袁 并将头偏向一边袁以
防窒息曰用冰袋或者冷毛
巾敷在患者前额上袁以减
少出血和降低颅内压遥 同
时呼叫救护车袁用担架时
要避免颠簸袁千万不能让
患者走动遥

怎样应对高血压突发脑出血

走步健身大有学问

没事儿咳嗽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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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珍惜重晚晴
淮安市人大常委会离休干部 马建华

夕阳是晚开的花袁 夕阳是陈
年的酒袁 夕阳是迟到的爱袁 多少
真情化作夕阳红遥 人生如一年四
季的花袁有花开花谢之时遥来去匆
匆袁变化无穷遥 不同的花袁花期不
一袁颜色各异遥 人也是一样袁人与
人比袁活出自己遥宇宙创造人的同
时袁 也分享着人的一生快乐与忧
伤遥权不是万能的袁钱也不能买来
一切遥 平淡的生活能培育出生命
力极强的小花遥 不必为落叶花谢
忧伤遥要正视现实袁把握好人生第
二个春天遥老年不意味孤独寂寞遥
莫言秋景色淡袁 季到深秋叶红美
如画遥

夕阳是未了的情袁 多少真爱
化作一片夕阳红遥 老夫妻一路走

来袁 从相识到恋爱结
成伴侣袁生儿育女袁到
如今相互守护遥 经历了无数的喜
悦和风雨坎坷遥 一辈子和儿女甘
苦同当袁 得来的真情挚爱是弥足
珍贵的遥

少年夫妻老来伴遥 走完人生
旅途的只能是夫妻遥 夫妻间衣食
住行尧 人情往来不可能没有一点
矛盾和不同意见遥 有时因为一点
小事互不相让袁实在得不偿失遥人
到老年袁几十年形成的兴趣尧爱好
和习惯袁各有不同之处袁所以要相
互包容袁求大同存小异袁使各自心
情愉快地过好每一天遥

人到老年要求新求变袁 自找
快乐遥 必须知道袁荣辱成败尧金钱

权力的得失都是过眼烟云袁 人生
事事聪明难袁糊涂更难遥对世事不
可斤斤计较遥

我在淮安市人大常委会离职
休养袁本无其它爱好遥离休后到市
老年大学向王洪明教授学习诗词
创作袁 已经创作诗词 2600 余首
渊副冤遥 作品和传略人选 叶吟苑英
华曳尧叶中华国学人物志曳尧叶江海诗
词曳尧叶淮海诗苑曳尧叶淮安日报曳等
20 余家报刊遥 出版个人诗词集 3
册遥反映时代信息袁为传承中国古
典文化作出了一点贡献遥同时袁对
个人强身尧健体尧思维锻炼也起到
了一定的促进作用遥

近日袁为进一步提高老干部
工作者为老同志服务的技能袁淮
安市老干部活动中心举办急救
知识讲座袁邀请了市急救中心专
家方仁主任为大家作叶常见急症
与意外伤害的应急救护曳知识讲
座遥市直老干部工作联盟单位代
表尧市委老干部局及市老干部活
动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参加学习遥
市老干部活动中心王献禹主任
主持讲座遥

方仁主任从常见病发病表
现尧急救方法尧常用药物的使用
方法等方面深入浅出地为大家

作了详细讲解袁特别是利用模拟
人体现场演示心肺复苏的环节
激发了大家学习的兴趣袁大家纷
纷现场体验袁认真学习心肺复苏
的方法和技巧袁为以后工作和生
活中遇到紧急情况掌握技能遥

王献禹主任表示袁活动中心
每天的服务对象就是老干部袁基
本的急救知识是全体工作人员
必备的服务技能袁大家一定要以
本次讲座内容为主线袁建立学习
框架袁继续深入学习相关急救知
识袁为更好地服务老同志打下坚
实的基础遥

1.杏茶饮料院杏干尧茶叶同泡即成遥 常饮
可止咳尧平喘尧祛痰尧润肠尧通便曰2.枣茶饮料院
红枣与茶同泡袁常饮有抗癌尧防癌尧预防心血
管疾病作用曰3. 梨茶饮料院梨去皮切块与茶
同泡遥 保肝助消化曰4. 山楂茶饮料院山楂与
茶同泡遥 有降胆固醇尧降血压尧利尿功效遥

匠心吹彻主人风袁
最是嘉名形意浓遥
妙竹常同奇石伴袁
青山每共绿波融遥
通幽曲径晴方好袁
和友鸣禽日正中遥
相挽相扶耆老众袁
笑谈春夏与秋冬遥

西子湖边明月夜
钱塘江畔逐潮头
旂旒冠盖多方晤
元首亚非澳美欧
共济和衷齐把脉
创新发展共谋筹
领航全面复兴路
世界遵循中国猷
各大传媒都赞誉
杭城奉献功千秋
繁华烟柳胜天阙
壮丽东南第一州

胜利长征八十年袁翻江倒海换新天遥
国强民富军威壮袁先烈颜开慰九泉遥

杭州峰会如春雨
润物无声千载遇
均衡发展多包容
国际构建新型绪

我局举办急救知识讲座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
顾 言

陈素萍 画

纪念长征胜利八十周年感赋
刘德轲

常饮水果茶，清热又养颜

个园
云中君

依然天堑巨船浮袁
潮去潮来几度秋遥
李杜苏辛歌队列袁
南王北帝划江流遥
西融九派通天水袁
东下三山乘月舟遥
横海雄谈遗墨在袁
暖风浊浪惹人愁遥

叶登镇江焦山曳
荀德麟

玉楼春窑G20杭州峰会
顾 言

书法欣赏 欣芃 书血战刘老庄 靳定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