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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达人⇨⇨

文/祝天泽 车兆勤是位医生，
十分重视养生工作。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他说：作为医务工作者，我们
要做养生的带头人，做健康生活方
式的实践者，为群众做出榜样。上
海正在建设健康城市，我们要出一
份力，从自己做起。只有健康的体
魄，才能挑起工作和事业的担子。

车 兆 勤 ：医 生 应 做 养 生 的 带 头 人
车兆勤是龙华医院浦东分院的
一位名医。他研制的“车氏综合疗
法”，在治疗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症上
成效显著，目前已治好 5000 多人。
许多病人都是坐着轮椅或由人背着
进医院，经他治疗后站立了起来，而
且能够做家务或外出旅游。由人民
卫生出版社出版的他的专著《股骨
头缺血性坏死整体综合疗法》，全面
介绍了他的医学成就。而今他是世
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外治操作
安全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会副会
长。
“培养兴趣爱好是养生的一项
重要内容。”车兆勤的兴趣爱好很广
泛，他喜欢看书，
.每天用在阅读上
的时间为 30 分钟至 1 小时。除中医
书籍之外，喜欢读毛泽东选集、论
语、大学、中庸、药师经等。
“ 学习经
典，与贤者对话。可以开阔自己眼
界，增加自己的知识，提升自己的精

神境界。”每逢休息日他总要陪老父
亲下象棋，界河两岸对弈，你来我往
杀得天昏地暗。
“ 下象棋很用脑，这
样能激活脑细胞，减缓大脑衰退的
步伐，预防老年痴呆症。”
他每周总要挤出 3 个小时去健
身房锻炼，或者在跑步机上开展有
氧运动，或者到泳池里畅游一番。
平时还参加骑自行车，打羽毛球活
动。他常说：人的不健康，或免疫力
低下，这与不运动有直接关系。
“动
则不衰”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
他喜欢在太阳底下漫步于苏州河
畔，
“ 人体每一两天接受太阳 20 分
钟照射，这是光合作用补钙防止骨
质疏松的最好方法，也可防范其他
许多疾病。
”
车兆勤不吸烟，不喝酒，不吃无
证摊贩上的食品。平时心情舒畅，
知足常乐。他遵守生活作息，每晚
九十点钟睡觉，第二天六七点钟起

驱 蚊 ，没 有“ 婴 幼 儿 、孕 妇 ”专 用
夏季，蚊蝇滋生，很多家有婴幼
儿的家庭都困惑：婴幼儿用什么驱
蚊产品更安全？婴儿专用、纯天然
成分的驱蚊产品究竟能不能放心使
用？
蚊香、花露水、驱蚊环、电蚊香
……很多人以为驱蚊产品是药品，
或是“化”字头的化妆品。但其实，
只要宣称有“驱蚊”效果的产品，就
属于我国农药管理范围。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规定，
预防、消灭或控制蚊、蝇、鼠和其他
有害生物的卫生杀虫剂，都是“农

药”，
都在农药管理范围内。
所以消费者在购买驱蚊产品
时，要查看包装上是否有农药登记
证号、产品标准号和生产批准文号，
购买经过农药登记，并取得农药生
产批准证书的正规产品。而且我国
的驱蚊产品并无婴幼儿或孕妇使用
的等级，也没有相关法规和标准规
定婴幼儿和孕妇使用的驱蚊产品的
技术要求。
有专业医生表示，不要盲目相
信产品包装上所标识的“婴幼儿、孕
妇专用”等不实宣传，尽量不要给 6

个月以下婴幼儿和孕妇使用驱蚊手
环、驱蚊贴等产品。购买化学驱蚊
产品时，一定要认准三证号齐全的
产品，
“ 三证”号是指农药登记证号
或临时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或批
准文件号，
产品标准号。
如果产品不规范，蚊香或驱蚊
花露水超范围使用杀虫药剂、添加
的杀虫药剂超出允许添加剂量，就
可能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导致人
体过敏或中毒，尤其是儿童、婴幼
儿、孕妇、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因体质
较弱，更易受到伤害。
吕霖

床。他说：百病生于气。心态在健
康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遵守生物钟

也很重要，只有持之以恒，长期固
守，
才能确保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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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头孢类抗生素或某些中药成
分等）及蚊虫叮咬等。
皮肤过敏的日常调护：1.避免
接触过敏原：生活中多注意观察孩
子吃了哪些食物或接触哪些物品后
会出现皮肤过敏症状，也可通过检
测过敏原了解过敏原，日常生活中
尽量规避。
2.适度洗澡：洗澡时水温不要
超过 40℃，水温高对皮肤有刺激，水
温低时孩子的皮肤瘙痒能得到缓解
（但注意不要着凉）；洗澡时尽量避
免使用肥皂或沐浴露，会对皮肤造
成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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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预防儿童皮肤过敏
空气污染、环境及生活方式的
改变，患有过敏性疾病的人数在逐
渐增加，尤其是儿童发病率增高明
显。对于儿童而言，最早出现的过
敏反应即是湿疹，
此外，
荨麻疹、
药疹
等皮肤过敏性疾病也较常见，
多以皮
疹、
瘙痒为首发症状，
家长容易发现。
儿童皮肤过敏主要由各种外源
性过敏原诱发，如物理因素（摩擦、
压力、冷风、热、日光照射等），接触
因素（花粉、尘螨、动物毛屑、某些植
物的汁液、化学物品、新买的衣物
等），食物（鱼虾、蛋类、牛奶、豆制
品、芒果、食品添加剂等），药物（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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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指定信息发布媒体

善意如何在“陌生人社会”传递？

■“陌生人社会”增加了人与人的交往成本，应建立健全诚信教育机制，重构社会信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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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用医术医德打造口碑

梳头有哪些作用？
现代研究发现，梳头是一种积
极的按摩手段。
失眠梳头顶。人的头顶有五条
经络，头顶正中有一条督脉，两条膀
胱经和两条胆经，还有百会、四神聪
等穴位，梳头时边梳边轻揉头顶的
穴位。这样梳头有利于疏通气血，
加快血液循环，改善睡眠。但要注
意的是，百会穴有明显的升阳作用，
所以梳头时如果到了百会穴附近，
手法要更为轻柔，尤其是有高血压
的人或者经常感到头晕的人。
肠胃不好的人梳发际线。头部
发际线处有一个名为头维穴的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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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是胃经的主要穴位之一，梳头时
可以在发际线的上下一寸处反复多
次梳理，直至头皮微微发热。这种
梳头方法对肠胃有保健作用，但是
肠胃不好的人梳这个部位可能会出
现打嗝甚至是疼痛的现象。
肝胆不适的人梳头部两侧。头
部两侧是三焦经和胆经循行的部
位，情绪焦虑紧张的人这个地方会
有较为明显的疼痛感，颈部肩部肌
肉紧张痉挛或有其他不适也会造成
血管紧张，导致疼痛感的出现，尤其
是患有肝胆病的患者，
可以多梳梳头
部两侧，
可以通畅经络，
调理气血。

浦东书院：
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成立
■社区 5 版

上海市著名商标、上海市名牌企业

追溯古砖文化记忆 直播开启穿越之旅
□记者 欧阳蕾昵 摄/通讯员 杨晨
清洁砖面、敲打、上墨、取下并风干，
经过一系列步骤后，古砖的纹样在宣纸
上纤毫毕现，这样的拓片技艺让观众赞
叹不已。日前，
“菊园真人书|千年古砖·
穿越历史的对话”直播活动在明止堂中
国字砖陈列馆举行。明止堂中国字砖陈
列馆副馆长顾鹏鸿做客“菊园有戏”抖音
直播间，带领市民感受古砖的历史价值
和文化魅力。
当天下午，伴随着短片《菊园真人
书》的预热，直播活动正式开始。作为本
期真人书主人公，顾鹏鸿通过“菊园有
戏”官方抖音平台为市民在线直播，生动
讲述馆藏的“万岁不败”文字墙、为官箴
言砖、
“ 汉车马过桥图”、
“ 尊师重教”砖、
“一带一路”的足迹画像砖“采桑图”和
“纺织图”等古砖的文化寓意，带领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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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中国汉字的演变过程，古人的为官
之道、工匠精神、尊师重教的道德观念以
及“一带一路”
的足迹。
据悉，
“ 菊园真人书”项目是以身边
有事迹、有作为、有影响力的优秀党员和
群众担任主讲人，以口述个人经历和故
事的形式与现场党员群众进行面对面的
分享与互动。本次活动以明止堂里的古
砖文化为主线，通过介绍菊园真人书项
目及本期真人书主人公、访谈式互动、现
场演示、延伸活动推介、好书推荐及粉
丝福利环节，为历史爱好者提供了交流
学习的机会，进一步增强市民的文化自
信。
据介绍，古代建筑多以砖木结构为
主体每一块砖都要经过选泥，乃至焙烧、
晾晒等十几道工序，耗费大量的时间，凝
结成砖，最终才得以建造成文化意义深
远的古建筑。古砖主要分为文字砖和画

像砖，其中文字砖会刻有一些历史人物
和事件的信息，来补充正史；画像砖的画
像既有表现劳动生产、描绘社会风俗，也
有表现神话故事的，具有非常高的研究
价值和收藏价值。
作为本次直播的主办方之一，明止
堂中国字砖陈列馆坐落于嘉定菊园文化
创业园内，馆内陈列着自先秦，两汉，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字砖，画像砖三万
多块，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展品最多，
品 种 最 全 ，质 量 最 高 的 专 题 古 砖 博 物
馆。
“ 一块砖就是一本书，一块砖就是一
个故事”。下阶段，菊园新区将进一步结
合明止堂中国字砖陈列馆的馆藏资源，
推出“古砖文化讲坛”、
“ 古砖馆一日馆
员”等特色活动，通过关注“菊园有戏”官
方抖音平台、
“ 菊园有戏”微信公众号、
“明止堂”微信公众号等即可参与和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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