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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一些果汁，可以适当补充营养，可是湖
南郴州51岁的曾女士却做了一个特别冒险的
举动，在家将20多种水果混合榨汁，简单过滤
后注射到静脉，导致全身感染严重，幸好在医
院获得及时救治，脱离了危险。

把混合果汁自行进行静脉注射，如此匪
夷所思的“养生”，差点成了名副其实的“杀
生”。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当事人，也许会吸
取教训，不再盲目养生，但对国内数以亿计的

“养生一族”来说，恐怕仍有相当一部分人把
自己的身体当“试验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
养生实验。

养生盛行，是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人们追
求健康需求的体现。但有个基本的前提，就是
养生要走在一条科学、合理、正确的路上，需要
破除和远离各种不科学、不合理、不健康的理

念和方式。否则，养生非但达不到想要追求的
效果，反而会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带来威胁。

上述把混合果汁输入身体的另类养生也
许是个案，但一些明显违背科学、违背医学常
识的理念被诸多人奉为养生“金科玉律”，并
且在自己的生活中严格践行，却是十分普遍
的现象。这说明，我们徒有养生意识，却没有
正确的养生理念和方式。是时候让我们的养
生意识等等我们的养生理念，并且建立起一
套科学、合理的养生体系了。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做到“有破有
立”。所谓“破”，就是破除那些不正确、不科学
的养生理念，远离各种各样的养生谣言。尤其
是随着网络的普及，各种网络平台、自媒体高
度发达，其中很多都属于养生类的，上面的信
息鱼龙混杂、错谬百出，如果完全按着去做，极

有可能不受其益反受其害。所以说，未经权威
人士或权威媒体证实的养生信息，不要盲目相
信，更不要盲目实践，应是科学养生第一条。

而所谓“立”，就是帮助公众掌握更多、更
完整系统的科学养生常识。这当中，权威渠
道、权威信息很关键，有关部门尤其是医疗机
构，既要对各种虚假、错误的养生常识积极辟
谣，又要通过各种渠道和方式向公众宣传、普
及正确的养生常识和理念。对美好生活、健
康中国而言，这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苑广阔

拿什么拯救误入歧途的养生

前不久，国外一家网站研究媒体上刊登
的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照片发现，“他们的步
伐、表情，显示着对实现目标的信心”。

其实，这样的信心，激荡在每个中国人的
心头。浏览“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周年大型展览”留言簿和网上跟帖，“信心”
是高频词。这种信心体现在行动上，就是消
费需求不断升级且日益多元。今年春节期
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 1.01
万亿元，银联网络交易总额达 1.16 万亿元，

“两个万亿”折射强大内需潜力，标注着消费
者的信心。

对未来的信心，来自已经取得的实绩。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去年我国实际使用
外资1383亿美元、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从某
种意义上讲，资金的流入，就是信心的流入。

“信心是用一个个成功累积起来的”。从新中
国成立我们如同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新最美
的图画，到改革开放“关键一招”摆脱“被开除

球籍的危险”，一项项重大工程、一个个“中国
智造”、一桩桩民生实事……近14亿中国人民
用汗水浇灌出丰硕的果实，也催生出对发展的
坚定信心、对幸福的美好憧憬。

对未来的信心，来自不断发展的实力。
去年 12 月 28 日，当我国第三架 C919 大型客
机试飞成功之时，一家外媒感叹，“与C919一
起腾飞的，还有中国的信心。”注意观看航天
发射的人也不难发现，与过去相比，在火箭的
点火时刻，我国科技人员脸上呈现的往往是

“放松感”；即便是第一次飞向太空的航天员，
出征前也是轻松自如。放松源于自信，自信
源于实力。今天，一大批中国企业走出国门、
参与海外市场竞争，它们之所以能不惧风浪、
站稳脚跟，擦亮“中国制造”“中国服务”的名
片，根本就在于自主创新、刻苦攻关，掌握了
核心技术。有了硬实力，心中就有了底气。

对未来的信心，来自永不停歇的实干。
实干是实干者的通行证，一切幸福都仰赖于

实干苦干。学者渡过无涯学海，需要“苦作
舟”；登山者攀上山巅，需要“苦作梯”。同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不开亿万
人民的艰辛拼搏。“为者常成，行者常至”。人
人争当“走好自己的路、做好自己的事”的实干
家，拒绝清谈、不务虚功、不弃微末，坚定必胜
的信念，我们终将汇聚起更加磅礴的力量，在
一棒接一棒的接续奋斗中成就伟大梦想。

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催
动我们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起而行之”。让
我们筑牢乘势而上的坚定决心，激发攻坚克
难的必胜信心，用勤勉实干换得春华秋实，为
新时代的改革发展书写辉煌篇章。

决心就是力量，信心就是成功
□李秦卫

善意的目光
将使世界更美丽
□黄福特

近日，一则医生高铁上救人后被要
求出示医师证并手写当时情况的消息在
网络上快速传播，引起网友们激烈讨
论。有人搬出法规，认为见义勇为不同
于医疗执业，无需提供证件；有人为医
生鸣不平，感叹救人竟被担责；有人则
支持列车员，认为留存证据为后续治疗
提供参考无可厚非。尽管看法不一，但
是不少网友认为列车员的初衷是撇清责
任，这种解读不禁让人感叹：为何以自
私预设他人，为何原本应皆大欢喜的结
局竟演变成一场对道德的讨论。如果是
报以善意的眼光看待事件中的每一个
人，这将是一则正能量满满的故事。

事件中，医生热心施救，患者得以
治疗，列车安全运行，实则皆大欢喜。
依理剖析，医生临危救人值得赞扬，参
与救助者对自身行为负责也无可厚非，
列车员为明晰过程要求医生写明情况也
属正常。但当一件事情在固有观点下被
解读时，一切就变了味。歧视者认为施
救者如果需要为自身行为承担责任就是
不公，认为列车员的一切所为都是为了
保护自己，是自私的表现。最终把一个
热心救人的好事想象预设成一场好人被
冷对的丑闻。这不仅影响着大众的认
知，更对社会的风气带来危害。如果我
们用善意去看待人和事物，这个世界将
会呈现更多美好，我们也会变得更加善
良。这不是阿Q精神，而是一种积极的
价值观、世界观。因为内心的立场往往
决定所见所闻，我们看到的往往是我们
想看到的，我们理解的往往使我们所希
望的。切不可让不当的联想蒙蔽我们善
意的眼光。

良好的社会风气需要大家共同营
造。俗话说：一颗老鼠屎，祸害一锅
粥。不仅道出了负面事件对整体带来的
危害，也从侧面说明危害往往只是一小
部分，并非主流。一些人认为是那些诬
陷好人的坏人透支着人们的信任，凉透
了好人的心，拉回了英雄伸出的手，使
得社会上一些人遇到困难者时袖手旁
观。但我们每一个人又何尝没有责任
呢？社会风气的形成是由无数个人的认
知和行动组成的，当我们面对需要帮助
的人时担心被讹诈，在热点事件中报以
恶意揣测他人行为时，实际上就是在助
长这种社会的认知。反观近年来见义勇
为的事件，英雄得到嘉奖得到赞扬是主
流，社会大众对于善恶对错的爱憎分
明，大家崇尚正义赞美善良。事实上，
每天在我们身边感动无处不在，我们不
仅给别人带来过感动，同时也得到过别
人的帮助。既然如此，为何不改变刻板
的印象呢？不要凡事用那些个例来比
照，更不要遇事首先把人预设成坏人来
揣度。从我做起，报以善意，相信美
好，无数个你我汇聚的信念将让社会充
满阳光。

不要报以恶意去揣测他人，这会让
你感到失落；不要以恶意去解读世界，
因为无数的你将影响社会的风气。尝试
凡事投以善意的目光，世界将因你而美
好。

曾读过 《梁漱溟给儿孙的忠告》 一文。
虽已时隔多年，但对文中所叙这位从不顾家
的国学大师，竟在70岁后成为照管孩子行家
里手的事实，至今记忆犹新。尤其梁公对儿
孙的忠告印象更深。他说：“不要强众从
我，只要发愿为大众服务，生命力得到发

展，就是好的人生。”虽然三言两语，却言
简意赅，不啻是“大道至简”的家庭教育良
方。

诚然，家庭是人生的起点，家庭教育
对孩子的成长具有至关紧要的作用。如果家
长对孩子的引导和教育失当，常常会使家里
所拥有的却不是孩子所看重的，而孩子看重
的家里却又提供不了，结果就有可能让孩子
因失去幸福而甚感痛苦。笔者熟识一对夫
妇，他们都在机关就职，各方面的条件都很
不错，本是一块藏龙卧虎的地方。可是，他
们对当官有着不同凡响的信仰，开口闭口

离不开升官这个最高理想，弄得孩子不厌
其烦，才从幼儿园刚升小学，就直接指明
要弄个班长当当。加上平时没少带孩子出
入饭局的耳濡目染，无不影响着孩子快乐
地成长。

聪明的家长总是认真审视和看准孩子的
特质，多大的肚子定多大的饭量。他擅长学
习，就让他觉得做学问顶有出息；他是搞艺
术的料子，就让他觉得做个艺术家才棒；他
爱侍花弄草，就让他相信生态之美具备无限
的魅力。总之，记着梁漱溟先生的忠告：不
要“强众从我”，才有“好的人生”。

“强众从我”要不得
□公 页

近日，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对
2002 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
示，93.4%的受访者平时会使用网
络流行语。67.4%的受访者认为过
多使用网络流行语会使代际沟通
更加困难。 图/沈海涛

网络流行语

广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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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劳驾驶 车辆侧翻

本报讯（通讯员 侯峰钟 葛明才 全媒体
记者 冯兆宽）春天容易犯“春困”，这开车的
司机要是犯困了，后果可想而知。3月16日早
晨 6时许，在千垛镇刘沟村附近，一辆满载货

物的大货车因司
机疲劳驾驶发生
了侧翻事故，所幸
没有人员伤亡。

据现场目击
者 介 绍 ，当 天 早
晨，一辆大货车沿
G344 国道由西向
东行驶，不慎撞到
路边千垛镇刘沟
村村民建房用的
砖头，还有路边树
木、电线杆等，最后
撞到村民王某家的
活动板房并发生侧
翻，货车的半个车

身悬在了一旁的河塘边上，十分危险。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李中中

队值班民警刘宜祥、毛炳文及辅警等火速赶
赴事故现场实施救援。到达现场后，民警立

即对驾驶员的伤情进行查看。值得庆幸的
是，驾驶员高某只是被擦伤并无大碍，但由于
车子的驾驶室堵住了活动板房的门，高某被
困在屋内无法出来。民警在村民的帮助下找
来工具，将活动板房的一处门板撬开，顺利将
高某救出。高某车上装载的货物为活动板房
组装套件，尤其是活动厂房墙板为防火材料
制成，如果泡水将会全部报废。另外，货车上
方有特高压电线，吊车作业难度大，施救比较
困难。民警在与吊车司机及货主商议后，决
定采用人工搬运与吊车作业相结合的方式实
施救援。就这样，经过 10多个小时的紧张作
业后，当天下午4时，货车被成功吊起，车上的
货物也基本完好无损，从而为货主避免了 20
多万元的经济损失。

“事发前，我感到很疲劳，打瞌睡了，听到
对面车辆鸣喇叭时，这才突然被惊醒，我的车
子开到了左侧车道，于是，情急之下，向右猛
打方向盘，也忘了踩刹车，从而导致事故的发
生，现在想想真后怕。倘若车子翻到了水里，

我就没命了！”经民警现场询问，高某的货车
是凌晨 3点多从淮安市涟水出发准备前往南
通的。事故发生前，高某一直在装货，后接着
开车上路，并连续驾车3个小时没有休息。由
于睡眠不足，疲劳驾驶才导致这起交通事故
的发生。

执勤民警告诉记者，近期，在其辖区内已
发生多起疲劳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在此提
醒广大驾驶员，目前正值春季，气温渐渐升
高，极易使人产生困乏，许多货车驾驶员都存
在疲劳驾驶的现象，因此在行车之前一定要
有充足的睡眠，才能确保行车安全。

本报讯（通讯员 江 鸟）为全面了解
中医药健康文化知识普及情况，评价中医
药健康教育工作效果和制定中医药相关
政策等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按照《中国公
民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工作方案》要
求，日前，市城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抽调
医务人员，兵分两路，走进昭阳街道牌楼
社区、长安社区，对事先随机抽取的 80户
家庭开展现场调查。

本次采用入户调查方式，问卷在平板
电脑上呈现，通过问卷，了解调查对象的
中医药健康文化素养水平，主要包括中医
药基本理念、中医药健康生活方式、中医
药信息理解能力等5个方面。问卷由15-
69周岁的城乡常住居民自填完成，调查员
当场核对问卷，及时对出现的问题和处理
情况进行记录，同时填写在《江苏省中医
药健康文化素养调查过程问题记录表》
中。此项工作预计在4月中旬前完成。

市城中社卫中心
开展中医药文化调查

春天易“春困”，切莫疲劳驾驶

春风吹开了花朵，垛田之上涌现出无边
无际的油菜花海。此时此景，即使一名不擅
长于写诗的人也会生出创作的冲动。诗情画
意的时节，诗人眼中的垛田油菜花又是怎样
的色彩？

3月 21日上午，千垛镇东旺村新落成的
村部里，一场以“千垛春色”为主题的诗歌朗
诵正在进行，数十名诗词创作者现场即兴吟
咏，饱含深情地抒发垛田情、盛赞菜花美。

“信步走在三月的田野 绿茵弥径 花香
扑鼻 顺手折一朵金花 插上鬓角 醉了姑娘
的眉眼……”在赵成武的眼里，油菜花俨然是
一位春风美人。

“三月菜花犹未齐，嫩黄点点上金堤。船
娘一曲江南好，摇荡春风满碧溪。”吴加华的
组诗《千垛菜花》，从不同的视角写出菜花美、
游客心、农家乐。

“凭栏望，春意染金黄。万萼繁华花锦
垛，一舟浮漾水云间。归去梦犹香。”潘仁奇
的《忆江南·千垛菜花》描绘出繁华的垛田春
色，以及游览归去后的那份留恋。

“春风摇摆菜花开，花开等你来。千垛金
色似梦幻，无边春色拥入怀……”《花开等你

来》的诗作者董
景云犹如一位
热情的导游，带
人看遍了兴化
的“四季花”，介
绍了各个景点
的特色与风情。

在兴化，菜
花与垛田已成
为密不可分的
共同体和特有
标记，吟起菜花
必然会诵读垛
田。“晨光洒向
三十垛，清风托
起七十二舍，悠
悠小船春心荡
漾，鱼儿成群游
过幸福的模样
……”顾红干的
诗作《垛上》带人走进垛田深处、垛上人家。

“千垛春色”诗歌朗诵会上，先后朗诵了
26位诗词创作者的作品。

不远处，千垛景区的油菜花渐次盛开，美
仑美奂；朗诵会现场，诗人心中孕育的油菜花
激情开放，沁人心扉。

□全媒体记者 李祝海 通讯员 顾中埂

“诗意”油菜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