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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各类报告 230 余份、统计报表 170 余
份；核实各类人员信息 1000 余人次；第一时
间参与制订下发《运城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细化并
明确了 35 家成员单位的职责和任务……近
日，已坚守了两个多月的市卫健委卫生应急
办主任郭灏，仍值守在抗疫一线。她坚定地
告诉记者，疫情不退，他们不撤。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郭灏便积极
响应市委、市政府和市卫健委的号召，坚决执
行“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总要求，
第一时间进入疫情防控工作状态。她始终以
一名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冲在前
面、干在实处，坚决执行党组织的各项决策和
部署，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1 月 20 日，身为市卫健委卫生应急办负
责人，她着手筹备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1 月 21 日，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会议召开，拟定下发了《运城市应对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方案》，细
化并明确了 35 家成员单位的职责任务，郭灏
忙前忙后。会后，市卫健委召开机关干部任
免大会，郭灏被正式任命为市卫健委卫生应
急办公室主任。临危受命，她深感责任重大，
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 月 24 日，正在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挥部工作的郭灏，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才意
识到当天是除夕之夜。为了不让母亲担心，
她没敢说工作的事情，而是谎称在婆家过年，
过两天去看望她。

1 月 26 日，大年初二，原本是回娘家的时
刻，却也是疫情防控阻击战刚刚打响的关键
期，郭灏通过微信视频，向远在新绛的母亲拜
年。不到一分钟的通话，母亲一再嘱咐她一
定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担好自己的职责，还要
保护好自己。

每每想起母亲的理解与支持，郭灏就像
带劲儿的螺丝。“母亲给予我强大的精神支
撑，就是再苦再累也值了。”她说。

在全市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市卫健委是
一个非常关键的部门，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始
终身先士卒、扎根一线。而卫健委下属的应
急办更是关键之中的关键，与省级业务部门
沟通协调、和成员单位及其他小组成员密切
配合、与 13 个县 （市、区） 相关部门及时
联系……郭灏肩上的责任，可见一斑。

身边的同事和朋友讲，郭灏也有累和坚
持不住的时候，但每当这个时候，她总是用一
线医护工作者的逆行和无畏鼓励自己。

疫情防控中，郭灏高质量完成了全市疫
情信息日报、病例信息统计等工作，做到了我
市上报各类数据及报告零失误，得到了省、市
相关部门的一致认可。

郭灏：

防疫一线写担当
■本报记者 魏 濛

湿不湿看舌头最直观 湿气袭体，症状
往往不同，可表现在局部组织器官，也可累及
全身。其中最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舌头。
中医认为，正常的舌象为“淡红舌，薄白苔”，
即舌体灵活柔软，颜色淡红，大小适中；舌苔
色白，薄薄一层，干湿适中。

当体质出现偏颇时，舌体和舌苔即会发
生变化。如湿气入体，舌象上可总结成两个
关键词：胖和腻。

胖：指舌体胖，舌体两侧边缘可见齿痕。
主要是脾虚不能运化水湿，以致舌体胖大，边
缘受牙齿压迫。主脾虚和湿盛。

腻：指舌苔颗粒细腻致密，刮揩难以去
除，且舌苔表面有一层油腻状黏液，或舌面湿
漉漉、滑溜溜的，有口中发甜的感觉。主湿浊
内蕴。

运动能够祛湿 身体里面的湿邪，也分
寒热，如果不能辩证处理，可能越祛越湿。运
动祛湿既可祛寒湿也可祛热湿。

运动不仅可以缓解压力、活络身体器官
运作，将身体内的湿气随汗液一起排出体外，
还可以激发人体阳气，阳气充足，则脾胃运化
功能增强。需要注意的是，运动不宜过度，应
以“出一层蒙蒙细汗”为宜。这样既能排汗祛
湿，又不至于给身体造成额外负担。

另外，运动的时间也有讲究。一般不建
议夜间、清晨，湿气较重时进行锻炼，以免祛
湿不成反招来外湿。推荐运动时间为上午
10点后，下午 3点—5点。

掐揉四穴也能散湿 除了运动，还可以
试试按揉、拍打以下穴位、部位，祛湿又通经。

阴陵泉穴：在膝盖下方，沿着小腿内侧骨
往上捋，向内转弯时的凹陷处。

足三里穴：位于小腿外侧，外膝眼下三
寸，距胫骨前缘一横指（中指）处。

承山穴：小腿后面正中，当伸直小腿和足
跟上提时小腿腹肌肉的凹陷处。

丰隆穴：小腿外侧膝眼和外踝连线的中
点，然后取这条线的中点，胫骨前缘外侧 1.5
寸（中指、食指并
拢的两指宽）。

以上穴位按
揉时，有明显的
酸胀感，坚持按
揉一段时间后酸
胀感减轻，这是
湿 邪 渐 散 的 征
兆。 王丽娜

学会这些招可祛湿

情绪调节的“信使”——色氨酸 代表
食物有白肉、豆类、奶蛋类。色氨酸被人体
吸收后，能合成神经介质 5-羟色胺，有效
发挥调节作用，使心情变得平静、愉快。富
含色氨酸的食物有鱼肉、鸡肉、蛋类、奶酪、
燕麦、香蕉、豆类及其制品等。这些食物最
好与糖类含量多的食物，如蔬菜、水果、米、
面等一起食用，以利于色氨酸的消化、吸收
和利用。

积极思考的原材料——酪氨酸 代表
食物有乳酪制品、柑橘等。酪氨酸也是维
持脑部功能所需的物质。酪氨酸在体内转
化成肾上腺素，能让人保持积极的心态。
酪氨酸的主要食物来源为乳酪制品、柑橘
等，这些食物最好在早餐前 30 分钟食用。
成人每日适宜补充酪氨酸 1000 毫克—3000
毫克。

能量合成的必备品——烟酸 代表食
物有海鱼、鸡肉、西红柿等。烟酸是人体能
量合成、大脑神经活动的必需营养素。缺
乏烟酸时会有四肢无力、失眠、头痛或偏头
痛、焦虑、紧张等症状出现。富含烟酸的食
物有金枪鱼、三文鱼、鸡肉、全麦、蘑菇、芦
笋、西红柿、西葫芦等。

缓解抑郁情绪——维生素 B6 代表
食物有大豆、核桃、花生等。维生素 B6 能
使神经介质水平维持在正常状态。其在体
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会产生一种“抗抑郁
剂”，对抑郁的情绪起到缓解的作用。维生
素 B6 主要食物来源为大豆、燕麦、核桃、花
生、动物肝脏、蘑菇、鸡蛋、西红柿、芹菜、西
兰花、南瓜等。

天天保持好心情——叶酸 代表食物
有菠菜、西兰花、芝麻等。叶酸是维持大脑
和神经功能的必需营养素，能提高 5-羟色
胺水平，有效抗击抑郁情绪。缺乏叶酸会
出现忧虑、紧张、记忆力差、四肢乏力、抑郁
等问题。富含叶酸的食物有菠菜、西兰花、
花生、芦笋、芝麻、腰果、动物肝脏等。

充分利用蛋白质——维生素B12 代
表食物有沙丁鱼、牡蛎、小虾等。维生素
B12 是蛋白质有效利用所必需的营养素，参
与 DNA 合成和维持神经系统功能。维生
素 B12 的主要食物来源为牡蛎、金枪鱼、鸡
肉、鸡蛋、小虾、牛奶等。 蔡 俊

吃得对
方能开心

加把谷物补虚助眠，远离便秘和“三高”。
燕麦 燕 麦 是 谷 物 家 族 中 的“ 养 生 明

星”。燕麦中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对脂肪肝、
糖尿病、便秘等患者有辅助疗效的作用；同
时，又能有效地降低人体中的胆固醇。燕麦
有缓解便秘、降血脂、降血糖的作用，是一种
低糖、高营养的食品。

小米 小米不仅管饱，还能调补身体，性
价比高。小米可补虚、健脾、和胃、安眠，适合
老年人、产妇及幼儿补身子。

糙米 糙 米 ，其 实 就 是 常 吃 的 大 米 前
身。把带壳的稻米碾磨，去除粗糠外壳，保留
胚芽和内皮，就会看到带点浅黄色的米。和
精白米相比，其能降低胆固醇，减少心脏病发

作和中风的概率。
玉米 中医认为，玉米性平味甘，入肝经、

肾经、膀胱经，有利尿消肿、健脾渗湿、平肝利胆
的作用。此外，玉米的开胃作用尤其显著，胃口
不好的人，比如老年人、儿童、久病在床的人，平
时适合多吃点玉米。

加点豆类降火明目、调更年期，还养颜。
黑豆 黑豆能活血明目，用于视物昏花，很

适合常用电脑的人。此外，黑豆还是美容的好
食材，黑豆能使人肤色变好。

黄豆 黄豆在味道上并没有过人之处，却
是名副其实的“豆中之王”，能补脾胃、调更年
期，让人越吃越美。

绿豆 绿豆除了夏季的暑热，只要是身体

里有“实火”，都可用绿豆，四季皆宜。比如吃得
太荤太辣时，就会上火，出现牙龈咽喉痛或鼻出
血等症状。中医认为，这是火情太猛，津液蒸发
过度所致，而性寒凉、入胃经的绿豆，能把“火
情”降下来。

加些薯类益气养阴、滋补脾胃。
红薯 中医认为，红薯入脾、肾二经，既能

滋补脾胃，开胃消食，又能够滋补肾阴，使人身
强体壮。红薯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能吸收肠
道内水分，增加粪便体积，促进排便，这有助于
预防和治疗便秘。

此外，常吃红薯还有助于促进体内有害物
质排出，能降低肠道疾病的发生率，预防大肠
癌。需提醒，胃部不适、烧心时尽量别吃红薯。

山药 山药素有“平民参”的美誉，有益气
养阴、补益脾肺肾、固精止带的作用。不过，山
药养阴，能助湿，一些湿盛中满及有积滞者是不
宜服用的，比如消化不良、腹胀、嗝气的患者。
现在正是吃山药的季节，喜欢吃的人不要错过。

崔宏远

煮 饭 加 点“ 宝 ”
生活课堂➡

小贴士➡
生活提示➡

聚焦➡

今年 4 月是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向不卫
生不文明的饮食陋习宣战”是今年的重点主
题之一。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人们开
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习惯，对个人卫生更
加谨慎……

过去，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确实存在一
些不文明、不健康的饮食陋习，比如吃野味、
生吃或吃生的水产品、不分餐、不使用公筷
等。这些饮食陋习都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
康。

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为了
自己健康负责，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改掉饮
食陋习，文明用餐。那么，如何才能吃得文
明，吃得科学，吃得卫生呢？市疾控预防控制
中心传染科主任赵俊霞，从日常生活中如何
积极倡导饮食礼仪，怎样倡导健康、安全的生
活方式和饮食行为等方面，给我们开了一堂
吃得文明、吃得健康的科普讲座。

摒弃吃野味陋习

我国有“药食同性”的饮食文化传统，人
们通过食补来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由于传
统的饮食观念根深蒂固，加上一些地方的传
统饮食陋习，以及不法商家受高额利润的驱
使对消费者进行误导，使许多人相信野味的
滋补作用，一些人还把吃野味冠以“饮食文
化”的美名。

赵俊霞介绍说，取之自然的食材，是大
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但自然界在养育人类
的同时，也养育了寄生虫、细菌、病毒等。
就饮食安全来说，从源头上控制病菌沾染就
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在合餐时，餐食种类
多，涉及环节广，容易给病菌可乘之机。在
人类漫长的进化发展史上，饮食也进化发展
着，以野果野物为主的饮食已成为过去，然
而仍有人为了一时的好奇猎鲜，食用野生动
植物，每年都会有因采食野生蘑菇而中毒死
亡的案例。

“野生动物常年生活在野外，生存条件复
杂，导致了野味更容易携带各种病菌微生物，
大大增加了致病的风险。野生动植物容易携
带不明病菌、毒素，会引发中毒，导致疾病传
播，还会危害野生动植物自身的生存，甚至导
致其灭绝。在野生动物中，可以检测出多种
病毒、细菌和寄生虫等致病微生物。野生动
物中有许多传染病源，由于平时人类与野生
动物没有接触，一般不对人造成危害，一旦人
类频繁地与野生动物接触、食用野生动物，野
生动物体内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就有可能
传给人。”赵俊霞说。

赵俊霞建议，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

康安全，为了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为了公
共利益以及人类社会的良性健康运转，拒绝野
味应成为基本共识。大家不仅要拒绝吃野味，
更要拒绝交易野味，应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不购买、不食用野味，摒弃吃野味的陋
习。

公筷公勺来用餐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丰富多彩的饮
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合餐制”
也成了一种习俗礼仪。然而，合餐制在表达人
们亲密温馨的同时，“同餐桌、同碗盘、同筷勺”
却为疾病的传播埋下了隐患。在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蔓延的当下，在我国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戴
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好习
惯。但，很多人可能忽略了一个健康用餐习惯
的重要环节。

“围桌共食是一种传统饮食习惯，但在你来
我往寒暄热闹间却给各种细菌、病毒传播提供
了机会。”赵俊霞说，餐桌革命是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体现，关爱家人、尊重他人、守护大众健
康，大家要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在日常生
活中积极倡导饮食礼仪，提倡健康、安全的生活
方式和饮食行为。”

目前很多饮食礼仪陋习仍然存在。比如，
许多人在餐桌上大肆喧哗、吞云吐雾、推杯换
盏，似乎是不吸烟、不喝酒就无法社交；为了

“面子”会大肆铺张，造成食物的极大浪费；
吃饭时不讲究饮食文明，用自己的餐具给别人

夹菜等。
赵俊霞介绍说：“共餐共食”中人们有时出

于热情，吃饭时会用自己的餐具给别人夹菜，还
会推杯换盏，这些热情、气氛热烈的饮食习惯，
虽然传承了饮食亲情文化，但也会“病从口入”，
大大增加了疾病传播的风险。在疾病的各类传
播途径中，唾液是主要的途径之一，很多传染性
疾病可以通过唾液传播，多种病原体可在唾液
中生存。常见的流行性感冒、各种病菌性肝炎、
流行性腮腺炎、水痘和带状疱疹、手足口病等大
多数病毒引起的感染疾病都可以通过唾液传
播。

赵俊霞说，共同进餐就意味着一盘菜会被
多双筷子夹来夹去，在共享美食的同时，也增
加了传播疾病的风险。这次疫情中，家庭聚集
性用餐病例的发生，让人们看到和验证了一些
传统饮食习惯的缺点和不足。提倡分餐，使用
公筷，正在成为新的饮食风尚。人们通过分餐
或者使用公筷公勺，不仅仅是干净卫生，最主
要使用公筷公勺可以避免共同用餐时个人使用
的餐具接触公共食物，有利于减少肝炎病毒、
幽门螺旋杆菌等传播，防止“病从口入”，预
防疾病。另外，从营养角度讲，分餐制还可以
较好地把握食物摄入量，减少食用过量给身体
带来的危害。因此，建议家庭和餐馆实行分餐
制，每个人都使用自己的碗筷，或者配备公筷
公勺，每个人自觉使用公筷公勺，并在餐后及
时清洁消毒。

赵俊霞提醒，餐饮卫生还要注意防止餐具
滋生病菌，餐食从锅中到口中离不了餐具，这一
过程使得病菌容易混入进而侵袭人体，尤其合

餐时餐具用量多，波及范围广，容易给病菌可乘
之机。

日常生活中，大部分餐具需要重复利用，家
中合餐时更是如此，大部分中国家庭都是统一
的碗盘筷，也不具备消毒条件，所以在清洗上就
需要注意。餐具在彻底清洗的同时要及时晾
干，防止病菌滋生，有条件的家庭可以采用消毒
柜通过紫外线或高温进行灭菌。

在外就餐时，现在大多采用一次性消毒餐
具，其在消毒、储存、运输的过程中需要严格监
控，防阻病菌污染。

食物生熟要分开

饮食不仅要营养，而且还要卫生安全，做到
生熟食物分开，这对保障食品安全和预防食源
性疾病非常重要。

赵俊霞说，生活中有些人盲目追求口味、
口感，有生吃或吃半生不熟食物的习惯。由于
加热不彻底，食物中携带致病微生物，就不能
被彻底杀死，这样就会大大增加患病机会。当
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就与这些饮食陋习有
关。有些人喜欢生鸡蛋独特的口感，还有些人
吃生鸡蛋纯粹是找刺激，总之，生鸡蛋不适宜
人吃，因为其含有大量的病菌如沙门氏菌，人
食用可能会引发腹泻；另外，生蛋清的抗生物
蛋白还会阻碍人体对生物素的吸收。还有吃生
牛排是一种非常有名的饮食方式，很多人热爱
三分熟，其实三分熟不是那么好吃而且可能会
感染寄生虫，其中，绦虫会吸附在人的小肠黏
膜上，造成炎症，严重时甚至会引发阑尾炎和
肠梗阻。生吃小龙虾可让人患肺吸虫病，原因
就在于小龙虾体内附着了肺吸虫，如果病态严
重，患者可能会有咳血或癫痫的症状发生。还
有海螺中的寄生虫数量更是繁多，可达数千
条，尤其是线虫危害最大，线虫会进入大脑，
损伤中枢神经。总之，为了健康，不要乱尝试
生食。

赵俊霞提醒，注意饮食卫生，还要做到生熟
食物分开。生熟分开是在食物的贮存、加工、盛
放等各个环节保持分开。首先，厨房里要有两
把刀，两个案板，分别配套应用于加工生、熟两
类食物，两套加工用具不能混用。其次，在购
买、保存、清洗等环节，注意生熟食物不要混
放。再次，抹布不要混用，擦手、擦加工台（包括
案板和刀）和擦餐具（如碗筷）都要有专门的抹
布，或者尽量不用抹布，用纸张擦干或自然风
干。

此次疫情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合餐存在
的健康隐患，疫情也成为推广分餐制、提升“舌
尖上的文明”的一次契机。我们应倡导分餐制，
拒食野生动物，引领健康就餐新风尚。

吃得文明健康，从改变饮食陋习开始
■本报记者 魏 濛

◀ 4 月 20 日，在垣曲县
东环花园扶贫移民安置区卫
生 所 ，医 生 张 爱 国 在 为 患
者诊疗。

今年 63 岁的张爱国是
位残疾人，年轻时因患骨髓
炎，右腿被截肢。从医 30 余
年的他，一直为大山深处的
民 兴 村 村 民 看 病 。 2013 年
民兴村整村迁入东环花园，
张爱国和卫生所也一同搬到
这个小区，继续为村民提供
医疗服务。从医多年来，他
先后获得了“运城市劳动模
范”“河东最美乡村医生”和
全省“自强模范”等荣誉。

特约摄影 崔松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