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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星闻⇨⇨

文/祝天泽 他是位音乐人。尽管退休多
年，但对音乐仍孜孜以求，痴迷于手风琴的教
学与指导工作。他把晚年生活与推广普及手
风琴的活动完美结合起来，作出了突出的成
绩。谈到这一切，年逾七旬的他说：看到年轻

范 仰 诚 ：在 音 乐 的 海 洋 里 遨 游
一代，特别是青少年乐手成长起来，
拉着手风琴演奏美妙的音乐，上海的
手风琴事业后继有人，感到十分的欣
慰。他就是原上海音乐家协会手风
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范仰诚。
范仰诚 1945 年生于上海。毕业
于上海纺织专科学校，曾任上海丝织
十三厂工会主席。退休后他担任上
海音乐家协会手风琴专业委员会副
会长、上海爱乐手风琴乐团团长，继
续他钟爱的音乐事业。
范仰诚担任爱乐手风琴乐团团
长后，在他的精心指导下，该团迅速
成长，成绩斐然。多次参加市一级重
大文化活动的演出，多次赴德国进行
手风琴交流活动，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也十
分重视青年一代的培养工作。并在市教委有
关部门指导下，创立了上海市中小幼手风琴教
育联盟，连续主办了十届由全市 20 多所学校 1
千多名学生参加的手风琴展演。他还倡导成

立了上海中老年手风琴联盟，而今在 8 个区成
立了 12 支手风琴队伍、参加者有 300 余人。范
仰诚还在上海杨浦区老年大学带教五个手风
琴班，学员有 60 多人。对手风琴演奏，范先生
充满激情，几乎全身心投入。在范仰诚看来，
音乐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也是健康的润滑剂。
在音乐的海洋里遨游，
感到无比快乐。
范仰诚爱好旅游。他多次组织师生和学
员赴桂林、张家界、黄山、庐山、泰山、三清山、
雁荡山旅游。每年都要组织一次“欧洲之旅”
活动。在他看来。旅游活动能修身养性，好处
多多，归纳起来有三点：一、放飞心情，提升精
气神。二、每天要走十几里路，锻练了脚筋和
心肺功能。三、开阔眼界，
增长知识。
范仰诚和妻子还爱好侍花弄草。在他家
的阳台上、客厅里摆放着十多盆花卉，有君子
兰、吊兰、仙人球、仙人掌等。他说：山青水绿
的户外是大自然，屋里则是个小自然。人应当
亲近自然，呼吸新鲜空气，接受绿色的沐浴，这

是件令人心旷神怡的事情。
范仰诚认为：人的心态对健康影响很大。
好心态胜过百帖良药。一是要知足常乐。
“我
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知足。物质与钱都
是身外之物，追求精神上富足是最重要的。对
我来说，就是要在手风琴的传承与发展上有所
作为。”二是每个时段要有个小目标，不能稀里
糊涂、得过且过地生活。有了奋斗小目标，就
有了动力，有了追求，就可以克服惰性，不断向
前。
由于工作繁忙，范先生平时很少参加体育
锻炼，但很注重饮食和日常保养。在饮食上不
忌口，荤菜素菜都吃一点。他不吸烟不喝酒，
也不吃保健品与补品，从食物中吸收营养。在
养生上，他信奉“顺其自然、顺其规律”的做
法。平时对报上的健康文章和电视里的健康
节目，也很关注。他认为：健康很重要，关系到
个人的生活质量、工作与事业的成功，更与家
庭密切相关，忽视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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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无良景点”就该果断亮“红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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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多次被曝出欺诈、宰客的“旅游景点”，相关部门必须祭出类似吊销执照的“大招”予以根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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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立年会弘扬孝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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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灿烂的，也是深奥的。一个企业如
何把自身具备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特色表
现出来，日前在沪举行的长立养生鞋年会给人
以很好的启示。
长立养生鞋以中华传统文化为基石，按照
疏通经络、平衡阴阳气血等原理，从古代养生
理念中汲取营养，根据国人脚型特点，精心比
对，博采众长，历经 6 年艰苦努力，经过设计师
团队的千锤百炼，最终成就了这双与众不同的
“养生鞋”，形成 20 多项设计专利及 130 个国家
的专利及商标注册，
走俏国内外市场。
据长立创始人林美蓉女士介绍，研制一双
舒适、健康的好鞋，最初源于给当教师的母亲
而制，让患足疾的妈妈站着讲课脚不累。如今
这倾注着浓浓爱意的长立养生鞋给广大消费

者送上亲人般的呵护，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喜
爱。
孟子第 74 代玄孙，儒家学者孟繁佳、道家
学者熊炳晨、书画家茆帆、书法家张铎曦、独立
艺术家陆人捷、心灵太极名家董宇鹤、古琴演
奏家刘樵现身年会。孟繁佳带来一场精彩的
授课“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由来”，董宇鹤带来心
灵太极分享，众多艺术家现场挥毫作画、古琴
弹奏、舞蹈和太极拳表演，奉献一场中华传统
文化盛宴。
年会上，长立养生鞋宣布成立长立文化书
院，通过学堂授课、公益活动，搭建中华传统文
化共享大平台，推进传统文化资源梳理，开拓
传统文化新格局，焕发传统文化新魅力。
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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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教材更透彻
分析教材更
透彻，
，
课前备课更轻松，
课前备课更轻松
，
上课讲解更有效

预习课文有目标
预习课文
有目标，
，
听课学习有头脑
课学习有头脑，
，
学习成绩步步高

2018 年百位名师合力修订

升级改版

不用再花冤枉钱
不用再花
冤枉钱，
，
家庭辅导有方向
庭辅导有方向，
，
孩子进步心也欢

《新教材全解》是根据新课标教材编写
的，2018 年由一线名师全新升级修订的一套

检查人员火眼金睛，
检查人员火眼金睛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无处可逃
□文/摄 记者 曹佳慧 为加
强本市农村假冒伪劣食品问题
治理，全面打击生产经营假冒
伪劣食品违法违规等行为，保
障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切实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
合法权益，1 月 10 日上午，由
闵行区农委、区市场监管局以
及区经委等部门组成的检查人
员，在闵行区浦江镇和华漕镇

开展农村假冒伪劣食品专项整
治行动。据悉，本次整治行动
为期两天，将集中整治辖区内
农产品生产企业 （合作社） 和
农村集市、食品批发市场、农
村集体聚餐场所中的生产经营
农村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违规
行为。
位于闵行区浦江镇的闵浦
菜市场内，
不少周边居民正在此

优质图书，丛书按老师讲课和学生学习的顺
序对教材进行全方位讲解。每课的题目、背

老党员
“身先士卒”
打造美丽家园

景讲深讲透，为深入理解课文内容做准备；每
课内容进行详细分析、讲解，难点、重点进行
逐一梳理归纳，升华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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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每课练习逐一进行精心指导，科学地点拨
并给出合理的答案。
总之，
《新教材全解》做到了教材内容全
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企业

解、
教材习题全答、
教材资料全有。

上海名师

上海新城经济区

耗时五年

倾力打造

畅销十年

无管理费

享受优惠扶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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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选购买农副产品。整治工作
组一行来到一家熟食店内，
检查
店内食品经营许可证以及人员
健康证。检查人员提示店内员
工健康证已过期，要求及时更
新。在一家南北干货专卖店内，
检查人员询问产品的来源、
检查
产品质量。在菜市场管理办公
室内，
检查人员对市场内的畜禽
产品索证索票，
现场核对进货单

和销售台账记录是否一致，
检查
冷鲜猪肉等产品的动物检疫合
格证是否齐全。经过检查人员
的
“火眼金睛”
，
发现市场内存在
熟食进货单据不齐全、
部分食品
贮存条件不合规、
散装食品标签
缺失等问题，
要求负责人立即整
改。
随后，
工作组来到方圆生态
园内，察看田间生产档案记录，

询问果树等作物的用药情况。
在浦江镇胜利村会所内，
检
查人员查看操作间消毒设备是
否完好，
设施设备是否符合相关
要求。
2018年12月18日，
本市召
开工作会议，
正式启动农村假冒
伪劣食品专项整治工作。据悉，
市农业农村委将于近日在全市
开展相关抽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