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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事件众议

别再重蹈为钉子“高价买单”的覆辙
■对在景区违法攀爬者入刑，传递出国家依法保护自然遗产、名胜古迹的决心。 >>>>>>22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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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祝天泽 韩荣妹是位新上海
人，今年 59 岁。她是位奶奶级人
物 ， 但 邻 居 、 朋 友 都 叫 她 “ 阿
姨”。一次她陪孙子去上小学，老

师见了说：你这么年轻，还以为是
孩子的妈妈呢，你保养得真好！

韩荣妹是江苏高邮人，经营过
饭店、书坊，帮助儿子打理过大食
堂。韩荣妹识字不多，但懂得的健
康知识不少，如“迈开腿、管住
嘴”“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饭后
百步走，赛过活神仙”“不吸烟不
喝酒，长寿过百岁”等。

孙思邈在《千金云》中说，养
性之道，常欲小劳，体欲常劳，但
勿多极。韩荣妹有锻炼的习惯，有
时上午会去公园跳一场舞，晚饭后
会绕小区周围跑上几圈.。她爱做
家务，洗衣服，做饭菜，擦地板，
把屋里屋外打扫得干干净净。她喜
欢足浴，每个月总要去一两次。韩
荣妹说：服务人员是按经络、穴道

来按摩、揉捏的，每次完成后全身
感到很舒坦。足浴有通络活血、强
身健体的作用。她还说，经常动动
是身体健康的基石，一生动一生
健。

韩荣妹喜欢旅游，每年出去一
两次。一次与父亲一起去首都北
京，游览了那里的风景、古迹，品
尝了美味佳肴，回来后对朋友谈起
这次经历，眉飞色舞。她说，旅游
好，在不知不觉中增强了体质，放
飞了心情。她还喜欢购物，喜欢好
看的、时髦的、款式新颖的服饰。
一次一位朋友到她家去玩，她展示
了衣橱里的衣服，朋友感到很吃
惊：你的服饰真多，真好看，难怪
把 自 己 打 扮 得 漂 漂 亮 亮 ！ 韩 荣
妹说：“企业生产了这么多千姿百

态的华丽的服饰，相当大一部分是
为我们妇女准备的。现在生活水
平提高了，自然要把自己打扮得
好看，体现中国人的风采和精神
面貌。”

百善孝为先。韩荣妹对父亲十
分孝顺。父亲在上海妹妹家居住
时，她每月都要去看望父亲一两

次，有时买去他喜欢吃的食品。父
亲 80 寿诞，她与儿子儿媳赶往老
家高邮为他祝寿。她说：“我们孩
子都是父母养育长大的，这份恩情
不能忘。善待父母是子女一生的责
任，做一些应该做的事情，自己心
里也会得到安慰的！”

■ 健康达人⇨⇨

韩荣妹：一生动一生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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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啄木鸟”
走街串巷日行3万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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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街姑娘
成了“上海宝贝”

大家都知道高血压的危害，但
是血压的降低，需要一个缓慢的过
程，降得过快，反而会导致器官的
急性损伤。因为血压的升高，是一
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人体器官也会
随之有一个缓慢适应的过程，会产
生一个血压的“阈值”。这个意思
是说，器官慢慢“习惯了”血压的
升高，只有在一定的血压下，才能
维持正常的血液供应。如果血压短
时间内降低太多，器官就会因为供
血不足产生急性损伤。而对血液供
应敏感的器官，主要就是肾脏和大
脑。

因为降压过快，而导致器官急

性受损的人，常见于那些患病时间
较长，基础血压较高的人。比如说，
一个血压已经到了 170~180mmHg
的人，血管也有一定的硬化，只有当
前的血压才“有力气”把血液输送到
器官里面去。如果突然间把他的血
压降到 120mmHg，看起来血压是正
常了，但是输送血液的“力气”也没
有了，结果就可能导致这个人的肾
脏因为供血不足而产生急性肾衰
竭，或是大脑得不到充分的供血而
诱发脑梗塞。

降压是个专业的“慢功夫”，
并不是如同感冒发烧的小毛病一
样，自己吃点药就可以治好的。在

降压之前，需要医生根据患者的身
体、体重、身高、血压、有没有并
发疾病等情况进行评估，然后去

“寻找”适合的降压方案。在一段
时间内，逐渐把血压降至正常。通
常看患者的身体情况，历时几周或
是几个月的时间来降低血压。基本
原则就是，年龄较低，病情较轻
的，降压速度就快一点；年龄较
大，病情较重的，降压速度就慢一
点。如果遇到有并发疾病的人就应
当更加慎重，有时为了保证患者相
对安全，可能会选择维持一个比较
高的目标血压，而不是降至正常范
围。

降压过快会导致器官急性损伤

□见习记者 郁若辰 袁梓涵

无西瓜，不夏天。在所有夏季时令
水果里，西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5月
20 日下午，一场地产西瓜界的盛事——
2020上海地产优质西瓜品鉴评优活动暨
西甜瓜品牌推介活动在西郊国际农产品
展示直销中心举行。

本次西瓜品鉴评优分中型瓜和小型
瓜两组进行，由专家评委、流通领域专
家、市民评委共同打分的形式展开。在
评优前期，专家前往各合作社（企业）的
生产基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西瓜的品牌、
认证、追溯等情况进行审查。在评优活
动现场，专家评委从外观和品质两方面
多项指标严格把关。外观方面，果型重
量要符合本品种特征、果面无病斑、条纹

清晰。品质方面，剖面黑籽率高、无空
心、无硬块、无黄筋、瓜瓤色泽鲜亮、甜度
适宜。

“松脆、细嫩、多汁、鲜甜，这是上海
市民理想中的‘吃瓜’状态。”上海市瓜果
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范红伟介绍道，

“剖面整洁、甜度在12-14度之间的西瓜
品质都是比较高的。”

根据上海市瓜果产业技术体系统计
数据，目前，上海全年西瓜生产面积约为
7.5 万亩次，其中，中型西瓜以“早佳
8424”“抗病948”“申蜜7号”为主栽品种；
小型西瓜以“小皇冠”“黑津”“早春红玉”
为主栽品种，中型瓜占种植面积的90%以
上。据悉，本次活动吸引32家企业（合作
社）参与。参评单位西瓜的集中种植面
积达30亩以上，品种包括早佳（8424）、早

春红玉、小皇冠等，并具有经工商部门注
册登记的自有品牌或区域公共品牌。

为进一步推进产销对接，今年的地
产优质农产品品鉴评优活动邀请了本来
生活、拼多多、清美食品、盒马等11家流
通企业作为战略合作单位，搭建产销对
接平台，共同提升地产优质农产品影响
力。此外，本次活动还特别邀请了网络
主播到现场直播带货，在直播间里上演

“云吃瓜”，为浦东品牌“南汇8424西瓜”、
金山品牌“鑫品美”等品牌地产西瓜代
言，直播间里粉丝纷纷留言，好不热闹。

综合专家评审团、流通领域专家和
市民评委的分值，最终，上海德昕蔬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上海南汇瓜果有限公司
分别获得小型瓜组和中型瓜组的金奖。

上海新城经济区
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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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错了水对身体有危害
感冒了喝热水，姨妈痛喝热

水，然而热水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
都管用。如果没喝对水，反而会对
身体带来严重的后果。

1.隔夜水，到底能不能喝？隔
夜的水喝不得，久煮的水会致癌
……坊间关于白开水一直有这种
传闻。2019年，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对“隔夜水”所含的“亚硝酸盐”进
行检测。实验结果显示 80℃保温
放置的“隔夜水”亚硝酸盐含量仅
为 0.1 毫克/升，远离超标线，可以
放心饮用。

2.千滚水真的会致癌？千滚
水，顾名思义是多次烧开的水。有
食品检验所对“千滚水”进行了亚
硝酸盐的含量检测，发现 0至 10小
时内反复煮沸的“千滚水”所含亚
硝酸盐也是仅为 0.1毫克/升，远低
于致癌标准。

3.真正会致癌的，是滚烫的热
水，严格点说就是 65℃以上的热
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65℃的
过烫饮品列入到 2A类致癌物名单
中。我们的口腔与食道表面黏膜

是非常敏感、脆弱的，它们的耐受
温度在 50℃～60℃。当它们感觉
到“烫”，那么食物的温度已经在
70℃以上。偶尔的烫伤，黏膜还可
以自我修复，但如果经常饮用超过
它们可承受温度的热水，食管黏膜
则会引起轻度灼伤，随着时间可能
造成慢性炎症，从而增加罹患食管
癌的风险。

4.这 4 种水，千万不能多喝。
除了超过 65℃滚烫的热水，这 4种
水喝多了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万
万不可饮用。静止存放超过3天的
老化水：水的贮存期越长，所含的
有毒物质越多，未成年人经常饮用
老化水，会影响细胞新陈代谢的速
度。蒸锅水：蒸锅水在不断煮沸的
过程中，亚硝酸盐浓度会渐渐增
高，因此饮用蒸锅水有可能增加亚
硝酸盐中毒的风险。未煮开的水：
没完全煮开的水会生成卤代烃、氯
仿等有毒的致癌化合物，不能长期
喝。生水：自来水仍含有许多微生
物，生水里面有许多病菌和寄生
虫，长期饮用的人，会容易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