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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星闻⇨⇨

文/祝天泽“我对健康是很重视的，首先
是学习健康知识，对于北京电视台的《养生堂》
节目，我和夫人每期必看，看了五六年。我们
还作了两大本的主要内容记录，获益匪浅。”在
宽敞的客厅里，年已 86 岁、慈眉善目的杨公敏
与笔者侃侃而谈。他还谈到社区家庭医生，每
月一次上门量血压，
询问健康状况，
对老年性疾
病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
“这大大方便了我们高

杨 公 敏 ：精 神 上 的 富 足 更 重 要
龄老年人，
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杨公敏当过演员，做过编剧，为电影唱过
主题歌、插曲，担任过党委办公室主任（天马电
影厂）。改革开放后，担任上影厂制片主任，负
责过《日出》、
《女大学生之死》、
《燃烧的婚妙》、
《廖仲凯》等电影的制片工作，为上影厂的发展
作出过一定贡献。
杨公敏年轻时就很喜欢运动，他爱打篮
球、排球，与崔巍、汤化达等著名影人常在乒乓
球室挥拍。离休后他继承了爱运动的传统，打
过太极拳，在舞场上也可看到他的身影。而今
他已耄耋之年，主要在小区散散步，每天半个
小时。杨老说，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苏格拉
底说过：身体的健康因静止不动而破坏，因运
动练习而长期保持。我信这一真理。
杨公敏很喜欢花鸟，他家阳台上栽种着好
几盆花卉，养着一只叫蝈蝈。曾是上海歌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的夫人说：我老伴可喜欢鸟了，
先后养过珍珠鸟、小黄雀、芙蓉鸟，有时笼子一
打开，这些鸟就满屋子的乱飞。平时给鸟喂
食，打扫鸟笼，逗鸟玩，倾听它们啁啾，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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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给我们晚年生活带来了乐趣。
杨公敏钟爱书法，而且写得一手好字。他
特别喜欢书法家王羲之的字，隔三差五临临
帖。而书写内容大多是成语、警句和对联等。
邻居与朋友索要，他总能满足需要。杨老说：
练书法是一种静养功，20 分钟下来，浑身气血
畅通，既练了字又带来了健康，可谓一举两得。
杨公敏曾参加文广老干部合唱队并担任
队长 17 年。去年因年事已高才退了下来。每
逢星期五上午，他都要到岳阳路 44 号组织合
唱活动。这支合唱队多次参加市一级的歌会，
以歌声整齐嘹亮气势磅礴，受到著名指挥家曹
鹏的好评与赞扬。杨老说：人生不仅需要物质
上的需求，更需要精神上的富足，而参加合唱
是一项高尚的活动，它给我带来了精气神和心

灵上的快乐。
在饮食上，杨老以少量、清淡、合理为原
则，早餐是“四个一”：一杯牛奶，一个鸡蛋，一
片面包，一个苹果。午餐与晚餐是：少量鱼与
瘦肉，几只蔬菜，一小碗米饭，喝半杯红葡萄
酒。他喜欢吃粗粮，经常吃山东朋友快递过来
的苞米馒头。
“吃得合理才有益健康与长寿，切
忌暴饮暴食。
”
杨老还常参加各类聚会，有上影厂老友的
聚会、与自己情投意合的朋友聚会。
杨老说：在工作时，我是一块砖，党把我搬
到哪里我就在哪里。现在离休了，我是喜新不
忘旧，老友、老伴、老屋、老本，我十分留恋与喜
爱，与他们一起共度金色的晚年。我感到高
兴，
感到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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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二手鞋的宝宝小心足部弯曲
宝宝长得快，一双鞋子穿两三个月就小
了，为节约开支，有些妈妈会让宝宝穿旧鞋。
然而，这种做法影响宝宝健康，千万要不得。
0~3 岁的宝宝没有足弓，足部圆润光滑、
有弹性，足部骨骼 70%为软骨。其实无足弓形
态属于扁平足，但是这一阶段的扁平足多属于
生理性的，不必担心。尤其在宝宝 1 岁左右
时，处于学步期，脚部稳定性差。3~6 岁的孩
子，脚底脂肪逐渐消退，脚掌掌纹慢慢增多，走
路稳定性变好，足部骨骼开始骨化，足弓形成，
慢慢由扁平足变为正常足。所以，6 岁前是孩
子脚发育的关键期，但由于足部所有骨骼仍较
为柔软，并未完全成型，因此很容易发生弯曲
变形。如果在这个阶段给孩子穿二手鞋，会带
来很多不利影响。
不同宝宝的脚型不同，比如脚面有高有
低、脚面有宽有窄等，二手鞋会存在偏大或偏
小的问题，特别是运动鞋。偏大不仅起不到保
护作用，反而会因为脚在鞋中晃动，冲击力变

大而更易受伤；偏小的鞋，既影响脚部发育，还
限制宝宝活动的积极性。
旧鞋子弹性不好，不能很好地缓冲地面对
脚掌的冲击力，会造成脚部承担负荷过重，影
响足弓发育。
每个孩子脚型及走路姿势都有差异，所以
鞋的磨损地方也不相同，由于宝宝骨骼柔软容
易变形，穿二手鞋很可能会让自家孩子复制了
别的孩子的脚型与走路姿势，
得不偿失。
因此，建议家长最好不要给孩子穿二手
鞋。给宝宝挑选鞋子时，可从以下方面参考：
1.大小合脚。孩子穿大鞋子走路，脚得不到有
效固定，会影响走路姿势甚至造成脚部发育畸
形。2.软硬适中。鞋子过软会使双脚得不到
支撑，容易养成不良的走路姿势，甚至扭伤脚
踝。太硬的鞋子缓冲性差，穿久了脚会疲劳。
建议买鞋底弹性好、后帮能包裹脚踝的鞋子，
支撑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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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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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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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生鲜体验店把优质蔬菜送到市民面前

的，2018 年由一线名师全新升级修订的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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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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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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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记者 曹佳慧 摄/实习生 袁

前盆栽蔬菜有塔菜、菠菜、生菜、芹菜等

设的体验店。每天早晨 6 点半，新鲜、

梓涵“这是盆栽生菜，一盆 20 块。又能

品种，并在基地按照有机标准种植，一天

包装好的蔬菜从思瑶基地直接送到店

观赏又能吃，再送你一包青菜种子，吃完

能卖出十几盆。记者在现场看到，店面

里，将蔬菜送到市民面前。省去了中间

了还能种一盆。盆子不想要了，可以拿

虽小，却品种齐全。除了盆栽蔬菜，店内

流通环节，蔬菜安全健康、优质优价。

过来给我们回收。”在金山区蒙山市场

销售的包装蔬菜卖相诱人，棵棵干净清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尝试线上销售，

里，思瑶生鲜体验店推出的盆栽蔬菜受

爽，叶片饱满，同样以有机标准种植。据

与美团等企业合作，满足更多市民的需

到不少市民的青睐。店员告诉记者，目

悉，该店是上海思瑶种植专业合作社开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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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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