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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评

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筑牢人体健康“防火墙”（下）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一个人的健康长
寿60%都取决于自身的生活习惯，因此，想要解
锁“长寿”技能，正确的生活方式很重要！

增强免疫力，筑牢人体健康的“防火墙”。健
康的生活方式，从这些日常的小事做起。

三、睡前有三“忌”
1、忌不食、饱食和晚食
对于晚餐，有人调侃“四分之一是维持生

命，四分之三是维持医生的收入”。由此可以看
出晚餐的不良习惯很容易导致各种疾病。

①不吃晚餐

长期不吃晚餐会导致胃动力不足，影响消化
功能，进一步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另外，晚上
睡觉时，大脑发出饥饿信号，神经系统会保持兴
奋状态，易造成失眠。

②晚餐过饱
晚上活动量小，能量消耗少，吃得太多很容

易导致脂肪堆积，引起肥胖、高血脂等；另外，
还会导致胃肠、肝、胆等器官持续运作，大脑也
得不到充分的休息，脑细胞代谢受影响，增加患
脑部疾病的风险。

③晚餐吃太晚
欧洲心脏协会的一项研究显示，晚饭吃得越

晚，中风几率越高；日本东京大学的一项研究也
显示，胃癌患者中，38.4%的人与吃饭太晚或时间
不规律有关。

专家建议最好在晚上六点半用晚餐，最晚不
要超过八点，另外还要注意营养的均衡，不宜
过油腻，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且吃七分饱

足以。
2、忌饮酒
很多人有睡前小酌的习惯，觉得能够促进睡

眠，实际上酒精引发的睡眠是处于大脑浅睡期
的，容易造成多梦易醒，降低睡眠质量，且第二
天会有头晕脑胀感。

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即使是少量喝酒
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并没有软化血管、预防疾
病的效果。《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 曾报道过，
少量饮酒即可增加房颤风险，进而增加脑梗、心
栓的风险。

3、忌长时间看电视或手机
年轻人偏爱睡前玩手机，中老年人则会睡前

看电视，但是研究表明，使用发出蓝光的电子产
品 1 小时，人体生成的褪黑素会下降 22%，严重
影响睡眠质量，同时还会影响视力，劳损颈椎。

建议睡前 1 个小时，不要玩任何电子产品，
最好不要将电子产品带进卧室。

“生命瞬间 花落花开”瓷语对话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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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姝 文/图） 5 月 30
日，“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由市文化馆
主办的“瓷花绽放——我们是共产主义接
班人”景德镇市少儿红色经典诵读比赛在
该馆举行，来自全市的28支参赛队伍参加
了此次比赛。

比赛中，参赛选手们从作品的创作和
舞台表现等方面进行了精心的准备。《五星
红旗》《沁园春·长沙》《毛泽东的睡衣》
《革命烈士陵园纪念碑》《红星照中华》《仰
望长征》……一篇篇不朽的红色经典作品
呈现在大家面前。主题鲜明、深刻，格调
积极向上，语言自然流畅，富有真情实
感。比赛中，各参赛队伍的诵读伴随着背
景音乐跌宕起伏，时而像雷霆万钧，时而

如涓涓细流，用饱含深情的语言诉说着对
党和国家的热爱。那一份份真挚的情感打
动了在座的每一位观众，赢得了阵阵掌
声，整个比赛现场充满了震撼人心的力量。

比赛邀请了专业评委队伍，从诗歌内
容、组织形式、朗诵技巧、语言表达、仪
表姿态、现场感染力等方面进行现场评
分。经过激烈角逐，本次比赛评出了一、
二、三等奖。

据了解，此次比赛是我市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开展的全市第八届群众
文化节暨“百姓大舞台 大家一起来”系
列活动之一。当天，该馆还举办了“童心
向党”景德镇市迎“六一”少儿书法美术
摄影作品大赛展览。

市文化馆举行少儿红色经典诵读比赛

本报讯（程思璐 杨招华）5月
29日，珠山区太白园街道曙光村社
区联合凤凰幼儿园、恒大集团，在社
区文化活动广场举行“童心向党·我
心飞扬”庆祝建党100周年暨“六
一”儿童节文艺汇演。

文艺汇演紧扣培育新时代少
年儿童爱党、爱国情怀的主题，
有《党呀，今天是你的生日》《中
国红》《魔术表演》《珠心算展
示》《龙的传人》等15个节目，通
过歌舞、魔术等多种表现形式，

与现场的观众们一同回顾了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培育新时代青少
年爱党、爱国情怀，了解中国共
产党百年光辉历程，用声音与童
心感怀初心。

本次活动，为孩子们搭建了一
个充分展现智慧和艺术涵养的舞
台，让他们在丰富多彩的节目中个
性得到张扬，潜能得到发挥，提高
了文化素养、提升了艺术品位，充
分展现了青少年热爱祖国、朝气蓬
勃、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

本报讯（王晨） 5月29日下午，珠
山区石狮埠街道春天社区联合春天花园
小东方幼儿园开展了“童心向党 快乐六
一”文艺汇演，100余名家长见证了儿童
们的快乐时光。

精彩缤纷汇演在孩子们表演的“篮
球舞”中火热拉开序幕，现场节目形式
多样，有舞蹈、朗读、小提琴独奏，丰
富多彩的节目让人陶醉不已，伴着优雅
唯美的音乐旋律，小小太阳花在孩子们
手中飞快地炫舞，孩子们灵动的步伐、
十足的活力，让他们宛如一朵朵朝气蓬

勃的向日葵，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阵
阵爽朗的笑声，让快乐和幸福久久回荡
在现场每一个人的心田。两个多小时的
文艺汇演充分展现了孩子们多才多艺的
艺术特质，陶冶了他们的情操，也让家长
们感受到参与幼儿园活动的快乐，台下不
断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节目最后，春天社区为孩子们准备
了油画棒，希望她们能用彩色的画笔绘
画出祖国的美好明天，对生活充满阳光
的热情，对未来充满百倍的自信，对自
己的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

本报讯 （孙凌琪） 5月30日上午，
昌河实验小学团支部全体成员到浮梁县
寿安镇灵珠村开展专题团员活动，为灵
珠村的孩子们过一个不一样的儿童节。

活动中，该校全体团员教师给灵
珠村的孩子们带来了一首《唱支山歌
给党听》，通过红色歌曲，深深触动了
孩子们的内心，在每个孩子的心中种
下一颗红色的种子。

结合语数英、交通安全、环保知

识和防溺水的各项教育抢答活动，使
灵珠村到处都是欢乐的笑声和热烈的
抢答声。通过知识抢答、才艺展示的
方式获得奖品，既给孩子带去了节日
的礼物，更激发了他们对学习的热
爱，增强了安全意识。同时，可爱的
孩子们尽情展示自己的特长，用曼妙
的舞姿、动听的歌声，带来了属于他
们的自信和欢乐，孩子们充满朝气和
童趣的表演赢得了阵阵掌声。

春天社区开展“童心向党 快乐六一”活动 曙光村社区举行“六一”文艺汇演

昌河实验小学联合灵珠村开展专题团员活动

五月的瓷都，满目芳菲，到处都充满着节日的喜
庆——在继中国航空产业大会后，全省旅游产业发展
大会又在我市举行。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瓷都，
地缘经济和文化融合发展的广阔前景，在吸引嘉宾云
集的同时，也为全市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带来空前的
压力和考验。市卫健系统上下总动员，打响全市文旅
盛会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战役，用担当和奉献，为城
市经济腾飞保驾护航。

疫情防控强担当
系统联动，调兵遣将织密网
规模空前的旅发大会，多达10多个场所丰富的

文旅活动，对防疫工作来说首先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5月7日，省政府新闻办、省文旅厅、市政府联

合举行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公布了我市举办2021
全省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消息。

而早在3月份，我市保障旅发大会的疫情防控工
作就已启动。市卫健委党组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
部署会，传达旅发大会相关会议精神和要求，贯彻落
实市领导的指示，未雨绸缪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
作。班子成员分片挂点，全系统调兵遣将，从场馆点
位防疫设置，到医疗保障点物资安排和人员衔接。主
要领导经常过问，全系统上下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全力确保大会防控到位。

疫情防控事关嘉宾健康安全，更关系到全市疫情
防控和几十万市民的健康。在制定工作方案的同时，
市卫健委成立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组，把应急预

案作为工作重点。预防为主，精准施策，压实压牢属
地责任，抓实抓细防控流程，注重环节衔接，最大限
度地降低了疫情风险。

点位防控“一对一”
分片挂职，整改落实强督查
防疫的重点是点位科学设置。按照大会活动场所

及接送站等位置，市卫健委共确定了23个防疫和医
疗保障点位，实行了“一对一”防控。每个点位均派
驻防疫和医疗人员，落实了防疫物资，建立了留观
区，规范场所消杀，严格测温扫码。尤其对重点点
位，如紫晶宾馆、陶溪川、名坊园、古窑·印象、高
岭·中国村、三宝瓷谷等点位，加密值守人员，增派
多组防疫和医疗保障人员，每日督查，检查场所消
杀、医疗保障点人员到位和物质准备情况，如测温
仪、急救药品。为确保突发事件快速处置，按照会务
组AB两条线路，派出2部120急救车，全程跟踪会议
活动，保驾护航。

科学防疫规范流程和操作是基础。市卫健委对所
有与会相关人员提前进行培训，明确防控流程和要
求，组织防疫专家定期对大会疫情防控形势进行风险
评估研判，完善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方案及应急处置
预案，织牢织密防疫网，确保了防控环节衔接到位，
不留盲点。

4月16日至17日和5月8日至10日，大会分别举
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战前”预演，拉开了倒计时序
幕。市卫健委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靠前指挥，全程

参与，逐个点位督查，发现问题40多个。及时召开
预演总结反馈会，提出整改建议及要求，并督查整改
落实，每天驻点现场指导，为正式大会达标奠定了基
础。预演期间，卫健系统共制作景区防疫提示牌30
多块，印发景区参观点、车站、机场、会议场所、宾
馆酒店《疫情防控工作指导手册》70多份。

锻炼队伍高标准
护佑经济，防疫保障强服务
在疫情防控和医疗保障工作中，市卫健系统派驻的

防疫和医护人员，用优良和专业的服务，赢得了与会嘉
宾的一致肯定。

同时，该系统各医疗卫生单位讲大局，为群众办实
事，克服防疫任务重、点位多、人手不足的困难，全力
保障大会。医疗防疫人员讲大局讲奉献，连续数周节假
和休息日坚守点位。

会议期间，安徽文旅部门一嘉宾，报到后身体突然
出现不适，保障点医护人员，及时派出120急救车将其
送往医院，全程陪同就诊。在整个会议期间，每天护送
陪同打针，直到其身体康复。

旅发大会期间，医疗保障组共派驻医务人员30多
名，处置各类医疗事件10多起，配备急救药品20多个
品种。

历时4天、规模空前的旅发大会落下帷幕，丰富的
文旅活动给中外嘉宾留下了美好记忆，成为我市文旅产
业赶超发展的里程碑。瓷都卫健人是这场文旅盛会的见
证人，更是当之无愧的护航人！

构筑瓷都文旅盛会疫情防控安全网
——市卫健系统保障全省旅发大会工作综述

焦惠尧 程亦之 王会芳

本报讯（记者 查艳）5月30日下午，由景德镇美术
馆、景德镇陶瓷大学美术学院、景德镇陶瓷艺术研究院、
景德镇画院主办，三宝蓬美术馆承办的“西席·景德镇时
间”瓷语对话活动举行。活动邀请了景德镇陶瓷大学雕
塑系讲师郑冬梅为主讲嘉宾，围绕“生命瞬间，花落花
开”这个主题进行深入探讨讲解，陶瓷艺术家、专家学者
及陶瓷艺术在校生等近百人参加了此次交流活动。

“一个人生命的一瞬之间就是花开的时间和花落的
瞬间。我的作品系列《花落花开》，源自特别喜欢的一位
法国朴素派艺术家萨贺芬，我是通过一部法语电影开始
了解萨贺芬的……”活动中，郑冬梅向现场观众分享了
她的求学、艺术创作历程。同时，介绍了她的《轻花系
列》、《一花一世界》、《蒲公英系列》、《洛水》等作品，以及
她在2009年以前对石雕、木雕、玻璃、陶瓷、金属编织、刺
绣、影像等材料创作的探索。

据了解，郑冬梅《花落花开》系列作品从语境中温
柔地生发出来，是出于自然的交流，作品大多使用纯手
工的陶瓷串珠、琉璃串珠、铜丝等材料穿缀、编织而
成。除了有美的享受，更有灵魂的探讨。她的每一件
作品都是可以生长的，作品的任何一部分随着时间的
推移可以生长出新的花朵或根茎，在她的眼里，可以通
过一朵花看到一个世界。不管是盛放的野花还是累累
的果实，无不展现着生命的壮丽和顽强，让人感悟到创
新永远是艺术旺盛的生命力。

每年中高考前夕或者中高考
期间，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和相
关单位就会发布禁噪令，这段时
间里，他们不是开会，就是深入
校园检查指导中高考安全工作以
及噪音会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和休
息等问题，开动脑筋，想方设
法，千方百计为广大学子营造出
一个安全舒适宁静的中高考环境。

由此笔者想，地方政府和相
关部门这种做法当然值得肯定。
然而，要知道，中高考就那么几
天时间，而一旦中高考结束，有
关部门还会像中高考期间那么关
注校园安全和噪声污染吗？其
实，类似于这种“应景式”的执
法事例其实还有很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 第二十九条明确规
定：在城市市区范围内，建筑施
工过程中使用机械设备，可能产
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单位必
须在工程开工十五日以前向工程
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的项
目名称、施工场所和期限、可能
产生的环境噪声值以及所采取的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
而该法第三十条则明确规定：在
城市市区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
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
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但抢
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上要
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
除外。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
的，必须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
者其有关主管部门的证明。

笔者以为，为校园营造一个
长久宁静的好环境不应只是局限
于中高考期间，除了中高考期间
要高度重视噪音扰民和防治，将
这一问题狠抓落实以外，相关部
门平时更要多多关注广大师生的
学习环境、交通安全、饮食安全
等问题。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只
有心系广大师生，本着对人民生
命财产和安全高度负责的态度，
才会千方百计和时刻把校园环
境、学生安全等各项工作，一项
一项地抓细抓好抓实，只有这样
才能真正为广大师生营造出一个
安全和谐与长久的校园优良环
境，使广大师生能够安心教学和
认真学习。

本报讯 （轩纪） 为助力文明城市常态长效创建工
作，近日，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志愿者来到新厂西
路与陶溪川交叉口路口，参加由市委宣传部组织发起的
文明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

此次文明交通活动选在晚高峰时段，路上行人、车
辆较多，出行密集。志愿者们站在位置醒目的交通路口
指挥行人和车辆安全过马路，对抢行、闯红灯等不遵守
交通规则的行为进行制止和教育，对不文明的交通现象
及时进行劝导，耐心地宣传交通安全知识。活动现场，
手执小红旗、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们在瓷都行人如织的
主干道上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
下，繁忙的路口交通秩序井然，有效地避免了晚高峰时
段由于出行密集而造成的交通风险机率，更好地展示了
景德镇这座城市的文明形象。

志愿者朱新桃表示，希望通过参加文明交通志愿者
服务活动，为我市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引领文明交通出
行贡献一份力量，作好表率；文明城市创建常态化是我市
的一项整体性工作，离不开全市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希
望大家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示范者和志愿者。

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组
参加文明交通志愿者服务活动

本报讯 （记者 付裕） 为教
育引导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
感党恩、跟党走，传承红色基
因 、 培 养 爱 国 情 怀 ， 5 月 31
日， 珠山区里村街道前街社区
党支部联合方家山幼儿园组织
开展“童心向党，快乐成长”
庆“六一”主题活动。

当天下午，幼儿园操场上响
起欢快的音乐，小朋友们身着

节日盛装，在属于他们的舞台
上，尽情展示才艺，尽情享受
快乐，博得现场阵阵掌声。活
动结束之后，社区妇联、退役
军人服务站志愿者走访慰问了
困难学生。

前街社区开展“快乐成长”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