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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达人⇨⇨

文/祝天泽 富有磁性的歌声，
雄伟壮丽的旋律，这是今年春晚舞
台上，著名军旅歌唱家杨洪基献给
广大观众的一首歌曲，赢得阵阵掌
声。
年近八旬的杨洪基很注意劳逸
结合，一张一弛。由于杨老是全国
家喻户晓的歌唱家，邀请他的演出
特别多，杨老总是适度安排，量力而

杨洪基：我有一颗平常心
行。他常常接受重要演出的邀请，
而推掉一些一般性的商业演出。感
觉身体不舒服，他不会勉强去，而是
赶紧休息，或到医院就医。
“人老了，
要爱惜自己，要有自知之明，做什么
事都要适可而止。”
杨洪基曾在歌剧《卡门》、
《蝴蝶
夫人》、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屈
原》中担任主要角色。他以演唱贝
多芬、莫扎特、威尔第、海顿的名作
名曲而扬名，曾为数十部电影、电视
连续剧演唱主题曲，如电视剧《三国
演义》主题歌“滚滚长江东逝水”、
《别了莫斯科》片头曲等。
在自身保健上，杨老很注意饮
食平衡，日常餐饮做到荤素结合，粗
细搭配，不暴饮暴食。他常说：而今
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什么东西都能
买得到。如果饮食上没有节制，摄
入过多高热量、高脂肪的食品，运动

量又少，很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这是需要提防的。有句话叫：迈开
腿，管住嘴。此言很有道理。每个
人，特别是老年人要把它作为至理
名言来对待，认真贯彻到日常生活中
去。杨老隔三差五总要到环境优美的
小区里走走，
动动身子，
放飞心情。
杨洪基说：
“我们艺术家每天都
被功名利禄、褒贬议论等包围着，要
想保障身体健康，必须有一颗平常
心。”当年杨洪基演唱“滚滚长江东
逝水”后，就遇到过各种空穴来风的
议论，曾有很多人说，杨洪基唱这首
歌得了 9.8 万元高额的报酬，连一些
朋友见了面也说他发了财。而事实
并非如此，实际上杨洪基总共才得
了 800 元酬劳。面对方方面面的议
论，杨洪基并未动气，而是以一种非
常平和的心态去应对。一来他心中
不但没有吃亏的感觉和抱怨，相反，

家庭防护小妙招：香囊、茶、雾化熏蒸
肺炎疫情当前，对大部分普通
人来说，只要尽力保护自己和家人
不受感染，就是对防控疫情做出一
份贡献。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还无特效药物，因此，预
防的意义尤为重大。
现在是全民防控的关键时刻，
北京华信医院（清华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中医科为大家提供了三项防
护措施，为疾病的防控贡献一份力
量：
一、避疫香囊。我国自古就有
佩戴香囊以祛邪除秽的风俗习惯。
中医认为，病毒、细菌等都属于秽浊
之气，虽不像现代医学进行微观剖

析，但是从宏观上皆称之为邪气。
当不同的邪气侵犯人体之后，就会
出现相应的疾患。组成：苍术、生艾
叶、白芷等。功效：芳香避秽、解毒
防御、辛散通窍。注意事项：此方不
得口服，孕妇禁用；过敏体质、婴幼
儿及对药香不适应者应慎用。
二、清肺茶。新型冠状病毒以
呼吸道传播途径为主，在此时期，可
以适量饮用具有清肺化痰作用的代
茶饮，从而改善呼吸道功能。组成：
桔梗、芦根等。体虚易感冒者，可加
入黄芪；肺热咽痛者，可加入金银花
等。此配方会根据个人体质适当进
行加减化裁。功效：清肺化痰、改善

呼吸道功能、保护呼吸道黏膜。
三、中药雾化熏蒸。呼吸道宜
湿润不宜干燥，当呼吸道干燥时，黏
膜的通透性会增大，会增加病原体
入侵的概率；当黏膜湿润时，通透性
降低，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感染的
风险。雾化和熏蒸可以增加呼吸道
的湿度，为我们多一层防护。配方
组成：菊花，罗汉果，甘草。使用方
法：水煎后加醋一匙，放雾化器中雾
化，或者直接将药液放于室内，既能
增加湿度，也能通过水蒸气的弥散
将中药的成分带到空气中。可用于
家中预防，也对感冒、咳嗽、咽痛等
症状有改善作用

还很欣慰，觉得这个演唱机会很难
得，让自己收获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二来不急于去解释，一切冷处理，等
到有了合适的时机再将实情说出。
杨洪基说：
“ 我这样处理，自己给自
己减少了很多烦恼！”杨洪基的观点
非常有道理，实践早已证明，心境对
人的健康影响极大。
为了养成平和的心境，杨洪基
特别注意用中国的古文化陶冶自己

2020 年2月
的情操，他经常研读古文诗词，从中
领略唐诗宋词元曲的风骚；他还喜
欢挥毫泼墨，尽情驰骋自己的思绪；
如果有时间，他还喜欢逛古董店，在
形态各异、品种繁杂的古物中寻找
历史的沧桑，时代的印痕。
“ 这一切
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快乐，充实、丰
富了自己的晚年生活，我感到很满
足。”

给婴幼儿选口罩安全性最重要
冬季出行，污染、流感病毒较
多 ，如 何 保 护 宝 宝 的 呼 吸 道 健 康
呢？很多妈妈选择给宝宝戴口罩，
但呼吸功能较弱的婴儿甚至是新生
儿，戴着口罩就会更为安全吗？专
家指出，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来讲，
封闭性和舒适度很难把控。
口罩分不同种类，也有不同的
功能，
“ 但如果连封闭性都做不好，
戴口罩基本就没有意义了”
。
据了解，
2016 年我国出台了
“日
常防护型口罩的技术规范”，对佩戴
性、防护性和舒适性都做出了相应
规定。其中将口罩分为 A、B、C、D
四个等级，A 级是防护重度污染用
的，以此类推防护性逐渐降低。即
便如此，
D 级口罩防护性也是 pm2.5
浓度低于每立方米 150 微克以下都
可以防护，
完全足够日常防护使用。
雾霾天，空气中多是尘性颗粒，
而很多微生物、过敏源颗粒都是吸
附在微尘颗粒上的，所以宝宝日常
防护，普通民用口罩的防护性都可
以达到。但同时专家提醒，口罩的
过滤效果和呼吸顺畅程度一定要达

到一个平衡，过滤性太高的口罩一
般都会影响孩子的呼吸，让孩子感
觉到憋闷和不适，而孩子若太小或
是不会表达，则很容易忽视这个问
题。
所以专家提醒家长，在给孩子
买口罩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安全
性，保证口罩材质正规，一定要选择
正规厂家的产品，
“ 虽然网上选择
多、花样多，孩子喜欢，但从安全角
度考虑，建议家长尽量不要从网上
购买。”在正规渠道购买，同时还方
便家长选择和孩子脸型、大小相一
致的口罩。其次从有效性来讲，材
质最好选用无纺布等相对柔软的，
保证贴合性好，不会刺激孩子皮肤，
设计方面最好是口鼻之间有隆起，
留有部分空间的，更能保证孩子呼
吸顺畅。
同时，如果对于有呼吸喘憋情
况的孩子来讲，并不太适合佩戴口
罩，所以一定要遵循医嘱，根据孩子
的情况而定，否则会加重孩子喘憋
的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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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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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采摘下午配送，
上午采摘下午配送
，松江鲜菜快速送到市民家
□见习记者 杜洋域 摄文
“芹菜再去摘点过来”
“ 把那批
菜装箱搬到车上去”。位于松江区
叶榭镇的上海松丰蔬菜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张峰正紧张忙碌地安排员工
们将一批批蔬菜搬运到卡车货柜中
准备发货。
在新冠病毒疫情以及返程复工
后市民蔬菜需求增加的情况下，通
过上海市相关部委的政策指导，上
海蔬菜供应总体稳定充足，市民们
对蔬菜的需求问题基本满足。但紧
接着不愿出门或不便出门采购又成

为了市民们所烦恼的新问题。
共种有 450 亩蔬菜，本来是供应高校
松江区为解决新问题，在区农
等地方，而高校停课后，就为销路犯
业农村委的牵头下，积极推动松江
起了愁。自 2 月 9 日接受直销订单
区各个合作社产销对接，发布了区
以来，通过“菜篮子工程”和物流公
内蔬菜直销基地名单，为市民提供
司 等 途 径 ，每 日 发 货 的 订 单 就 有
了配送上门服务也避免了合作社部
1000 余单。提供了青菜、芹菜、番茄
分产量充足蔬菜浪费的情况。
“为民
等多个品种，上午采摘下午配送，确
解忧，为己解忧。”张峰如是说道。 保配送蔬菜的品质。在接受松江城
既解决了市民们买菜不便的问题， 区市民订单的同时，也与友邻单位
也为合作社中的地产蔬菜找到了销 “八十八亩田”合作，发挥各自的专
路。同时区农业农村委、
镇农技中心
长，一方负责线下采摘配送，一方负
等也为合作社积极提供志愿者服务， 责线上推广销售。通过各种方式，
努力解决合作社人手不足的问题。
市民和合作社所遇到的问题现已得
合作社负责人介绍，合作社内
到了较大帮助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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