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开中国历史长长的画卷：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司马迁的

“常思奋不顾身，而殉国家之急”；从贾谊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到范仲淹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班固的“爱国如饥渴”，到诸葛亮的“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感人至深的话语无不彰显出我们爱国的情怀。

那么，当今社会和平安乐，我们还需要强大的国防吗？答案是肯定的。

伫立在国旗下，久久地凝望着。在微风中飘扬的国旗，我读出你血

染的风采，让我刻骨铭心。纵观中国的近代史，当时的中国地大物博，可

为什么一夕之间江山破碎，国弊民穷呢？所有的贫穷和灾荒、混乱和仇

杀、饥饿和寒冷、疾病和瘟疫，这些不都是帝国主义列强带给我们的“赠

品”吗？为什么有着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会沦落到这个地步呢？落后就

要挨打！中国创造了三个世界之最：侵略中国的国家最多；中国被迫签署的

不平等条约最多；中国被迫分割的土地最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当时

的中国军队战斗力十分落后，导致了当时的局面。这也证明了一个道理：

强国必先强军，强军才能兴国安邦。可见国防是一个国家安邦治国的

根基。

沧海桑田，神州巨变，如今我国的国防事业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技

术水平。我们现在的部队军容严整、意气风发，已逐渐走向信息化、军事化，

这让我国正在步入强国之列。

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说到：“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

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祖国的强大离不开我们新时代

的青少年，不久之后我们将是国之栋梁。国旗下，我们扪心自问：如果没

有国防事业，又怎能有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这个泱泱大国，又

怎么能有我们美好的校园？又怎能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

让我们把国防事业发扬光大，让中国梦，国防情，在我们心中永存。

中小学生国防教育优秀征文选登②

共 筑 国 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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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妇幼健康 关爱妇女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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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两误区，让宝宝长一口好牙

★误区一：乳牙早晚换，坏了不要紧
临床观察发现，“反正早晚要换牙，没

事的”、“乳牙坏了还会长恒牙”、“坏几个牙
齿照样吃东西”等说法常被不明就里的父
母挂在嘴边。事实上，孩子的乳牙从6岁
左右开始替换，要到12岁左右才换完。有
大人抱怨牙齿不整齐，并不是由于民间传
言“换掉的牙齿没放好地方”，而可能跟幼
年时的龋齿有关。由于儿童的乳牙龋齿不
经处理会引发牙列不齐，影响恒牙的发育。

如果乳牙龋齿发展成为乳牙根尖周
炎，可能会波及到在牙根端的后继恒牙牙
胚，致其牙釉质发育不全。另外，龋病可致
使乳牙牙冠长度缩短或被过早拔除，致使
其两侧相邻牙向此间隙移位，使后继恒牙
萌出因间隙不足造成位置异常，还影响恒
牙萌出的顺序和位置，造成牙齿排列不齐，

影响一生的美观。
这些不是耸人听闻，临床上会发现一

些孩子的个别恒牙的牙面有白垩色或黄褐
色的斑块，严重时牙面还有凹陷，就是由恒
牙牙釉质发育不全引发的。还有的人由于
牙齿龋病的原因长时间用一侧牙齿咀嚼，
长此以往便造成脸部发育不对称，造成颌
面部轻重不等的畸形。

另外，乳牙蛀牙尤其是前牙的严重蛀
牙，会影响孩子的发音，对其语言能力的发
展产生不良影响。

★误区二：“牙洞”不痛不痒就无需治
如果“牙齿洞”不痛不痒的，是不是就

不需要治疗了呢?龋病的出现和加重都是
渐进的，一般孩子牙齿初现“小洞”时还不
会感到疼痛，但俗话说，“小洞不补，大洞吃
苦”，等到小洞变成大洞，发展成牙髓炎、根
尖周炎才会出现疼痛和肿胀，这时候再治
疗就麻烦多了。

年幼的孩子尚未养成良好的口腔护理
习惯，特别是睡前不刷牙或没刷干净，食品
残屑在细菌作用下很快会发酵产酸，再加
上口腔因睡眠而缺少唾液，不能稀释中和
细菌产的酸，牙齿很容易遭到腐蚀，这是不
少孩子蛀牙多发的主要原因。建议家长最
好每半年带儿童到医院检查一次口腔，让

口腔医生认真检查牙齿是否有“小洞”以便
尽早处理。

预防龋齿的最直接方法就是要从小
培养好习惯，建议家长可从下面几点着手
协助和引导孩子做好日常的口腔护理：

1.培养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当宝宝
长出第一颗牙，妈妈就要为宝宝做口腔护
理。凌晨及晚上临睡前，在食指上缠上干
净的纱布，沾清水清洁牙齿及牙龈，有利于
保持乳牙清洁，推拿牙龈也可增进牙齿萌
出。出牙后的宝宝，平时每次喝完奶后，要
给宝宝喝几口白开水，以清洁口腔，保护牙
齿。从3岁起就要让儿童养成早晚刷牙的
好习惯。

2.培养良好的饮食习惯：鼓励孩子不
挑食、不偏食、少吃零食，多吃五谷杂粮、蔬
菜、水果等对牙齿有利的食物，通过充分的
咀嚼促进下颌的发育、使牙齿更整齐更容
易清洁。另外，尽可能养成吃完东西后漱
口、睡前不吃东西的好习惯。

3.杜绝其他不良习惯：有些儿童在出
牙和换牙时出现吐舌、吮指、舔牙、咬铅笔、
咬衣角、咬嘴唇、吮指、单侧咀嚼等不良习
惯，家长应及时纠正，否则会造成牙齿的畸
形，影响孩子牙齿咬合的能力。

（口腔科 夏炳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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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血 专 栏

定期适量献血有好处

大量科学研究证明，献血者在为社会奉
献爱心的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身体状况，为
自身的健康进行了“投资”。

科学家运用血液流变学与血液动力
学对血质与献血的关系作了研究，发现
定期适量献血，特别是单献红细胞和血
小板等有形成份，可使血液粘稠度明显
降低，加快血液流速后，脑血流量提高，
从而达到缓解或预防高粘血症，使人感
到身体轻松、头脑清醒、精力充沛。

献血对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也具

有积极的作用。芬兰一研究小组对2682
名42-60岁的男性进行调查，其中两年
里至少献过1次血的人在5年内发生急
性心肌梗塞的比例，比未献过血的低
86%。美国一心血管病研究小组的研究
亦表明，在3年中，献血者（男性）患心血
管病的危险仅为未献血者的一半。

男子献血还可减少癌症的发生率。
《国际癌症》报道，体内的铁含量超过正常
值的10%，罹患癌症的几率就提高，适量
献血可以调整体内铁含量，预防癌症。该
文还提到，中青年女性因月经周期性失血
损失了一定量的铁质，故未发现这类女性
的含铁量与癌症发生有明显关系。

有研究表明，定期献血的人比不献
血的人更不易衰老，一旦遇到意外事故
也有较强的耐受力和自我调节功能。曾
有学者对66岁以上的332人（献血者）与
同年龄、性别的399人（未献血者）作前瞻
性对照研究，结果显示，献血组平均寿命
为70.1岁，高于未献血组的平均67.5岁；
遇到意外事故，献血组的存活率为67%，

高于未献血组的40%。从上述分析来
看，献血者由于血液新陈代谢较未献血
者旺盛，其寿命会延长。

大量研究表明，健康的情绪可通过神
经、体液、内分泌系统沟通大脑及其他组织与
器官，使其处于良好的状态，有益于人体免疫
力的增强，抵抗力的提高。而献血是救人一
命的高尚品行，献血者在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的同时，情绪也处于最佳状态，对健康有益。

为什么天天需要健康的人参加无偿
献血？

目前，咸宁市各级医院每天都有数
百名病人急需输血救治，每年临床用血
量达7吨。为满足救死扶伤所需血液，每
天需要100余名健康适龄的爱心民众参
加无偿献血。适龄健康公民一年内每人
可献血两次。血液的宝贵还体现在另一
方面，它不能永久保存，它的“保质期”仅
有35天。因此，血液不能大量采集，长期
储存。为了给那些躺在病床上的父老乡
亲，兄弟姐妹献上“生命的礼物”，我们希
望献血者的热情永续不断、连绵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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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博赞快速记忆培训中心带领56名孩子在城区进行玫瑰义卖活动，并将筹
得的1380元善款送给了市福利院。孩子们还为市福利院老人们带去了精彩的文艺
演出。

通讯员 刘伟 摄

机器人给你缝衣服

美国西雅图一家创业公司近日成功使用一台工业机器
人缝制了一件T恤，这意味着，纺织业可能在不久的未来迎来
全自动化时代，而世界各地的缝纫工人或面临着下岗的危险。

在面料加工行业，机械化早已成为主角。从采棉到纺
纱到裁剪服装，机器人已经让许多服装的生产过程实现半自
动化。然而，对于纺织界业者来说，让机器人将面料缝合成
一个整体（例如一条牛仔裤或T恤）依旧是最大的挑战。即
使是最先进的工厂，这道工序一般都依靠人工来完成：机器
人将衣服的所有组件完成后，工人再将面料放入缝纫机进行
缝合，再将缝合好的面料递送至流水线的下一环节。

不过，历史正在被改写。最近，美国西雅图创业公司
Sewbo的创始人兼唯一员工乔纳森·佐尔诺表示已经取得
突破，称克服了制衣自动化的常见障碍，成功使用一台工
业机器人缝制了一件T恤。

这款协作式机器人由通用机器打造，市场售价大概在
3.5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3.55万元）左右，专门用来配合或
者协助人类工作。

日本新款机器人

多孔蜂窝骨骼“出汗”降温
目前，日本研究人员最新设计一款“出汗机器人”，可

以起到降温效果，机器人能够持续做11个俯卧撑，而不会
导致身体发热。

出汗机器人重量达到55.8公斤，体长1.7米。出汗机
器人的骨骼是采用多孔蜂窝层设计，可以保持水分，伴随
着机器人体温升高，之后水分可以渗透和蒸发。

水分从内层骨骼释放出来，传输至邻近骨骼框架表面
的多孔区域，随着机器人温度升高，逐渐蒸发水分，而不是
渗漏在地面上。

一杯去离子水可保持机器人运动半天时间，即使做11
个俯卧撑，身体也不会发热，但它像人类一样，起到降温效
果维持各个部件正常运行。 （本报综合）

英国约克郡沃利村的村民将英国电信公司一座报废
的电话亭改造成了一座乡村博物馆，这或许是目前世界上
最小的博物馆。

该博物馆虽然小得仅能容下一人，但内部的展品却丰
富多彩，比如毛玻璃、老照片还有一些个人物品，这些都是
当地历史的见证物。目前，博物馆的创建团队已经申请吉
尼斯纪录。

英国最小博物馆仅可容一人

杨大明，男，47岁，中学高级教

师，咸宁市实验小学综合党支部书

记，咸宁市实验小学学生成长处主

任，湖北省教育学会体育专业委员

会常务理事，咸宁市教育学会体育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人物名片

自1988年蒲圻师范毕业后，杨大明
坚守在体育教学一线上，积极开展课堂教
学改革，大力推广全校体育运动。先后被
评为“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个人”、

“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先进个
人”、“湖北省优秀体育教师”、“咸宁市学
科带头人”、“咸宁市骨干教师”、“咸宁市
常规教学先进个人”、市直“优秀共产党
员”、湖北省第十届运动会先进个人、湖
北省中运会体育道德风尚奖裁判员。

体育课不是副课

体育课曾经被边缘化，也常常被人误
解为“副课”，而杨大明认为，体育课不是
副课，一个人没有好的身体，再大的能耐
也白搭，拥有强健的体魄是幸福人生的前

提条件。
教学中，杨大明既注重提高个人的文

化素养，同时也注重自己的专业发展。学
习普通话、练好三笔字、写育人故事，博览
教育专注。同时，注重专业领域知识的拓
展，自学田径、游泳、体操、篮球、排球、足
球等运动项目的基本常识和规则，多次参
加省级骨干教师和新课程体育课程标准
等各级各类培训班学习，并拿到了田径、
篮球国家2级裁判证书，也取得了高中体
育教师资格证书。

杨大明多次参加省市体育优质课竞
赛，均荣获二等奖。并自1998年起便开
始担任咸宁市体育教学评优活动评委，
2001年起开始担任湖北省体育教学评优
活动评委，多次承担咸宁市、湖北省体育
教师说课比赛、教案评比、论文评比等活
动的评委工作，多次担任省和市中运会裁
判、副总裁。

体育教研迸发活力

2009年，杨大明被任命为学校教务
处副主任，分管术科教学。如何提高学校
术科教学的教学质量，是他一直思索的问
题，他深入教学一线了解情况，找到术科
教学的症结所在。课后与各任课教师进
行交流，提出意见，分享经验。聘请学校
的特级教师、省市骨干教师对学校术科教

师进行专业培训。
刘涛是一位“半路出家”的年轻体育

老师，他本人的专业是大学中文，后来由
于学校工作需要改行教体育，一直跟着杨
大明参与体育特色训练，迅速成长为学校
骨干教师。

参加工作以来，他所带领的“体育团
队”一直是学校充满活力的队伍，在加强
体育教研的同时，营造积极向上的团队氛
围。

他共辅导9位年轻体育教师在省市
体育教学竞赛中15人次获一等奖，23人
次获得二等奖，指导6位老师在国家、省
市报刊上发表体育教学论文12篇，先后
组织主持、参与省级课题《小学篮球模块
教学》、“儿童体质综合评价指标的筛选及
数学模型的研究”、“ 构建多种健康课堂
的基本流程和模式框架”、“ 少年儿童新
的成长环境的研究”，已经顺利结题，深得
省教研室领导的好评。

体育要传递教育正能量

“一个合格的体育老师除了能上好一
节课，还应该能带好一支专业队，更要传
递教育正能量。”杨大明经常这样勉励自
己和身边的年轻教师。

20多年来，杨大明所带的田径队参
加全市田径比赛中连续8年保持团体总
分前一名，近100人次获单项前六名，连
年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同时向上级输送
了一大批体育人才。

在落实“阳光体育运动中”，杨大明深
入咸宁市所有县市实验小学进行调研，撰
写《当前小学生体育意识现状及分析》、
《落实学生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的实验研
究》等调研报告。在咸宁体育界引起强烈
反响。经市教育局同意后，杨大明组织县
市实验小学体育教师组成“体育联盟”。

正是由于他的努力，咸宁市实验小学
先后被评为全国“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
学校和湖北省“贯彻全民健身计划先进单位”。

在“副课”中传递教育正能量
——记咸宁市“十佳师德标兵”杨大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