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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宁市卫生计生委协办

wei sheng ji sheng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连日
来，嘉鱼县官桥镇计生办10多名计生
专干进村入户，开展人口信息精准摸排
和孕情信息核查及各村台账信息的督
查管理，督促完成和兑现今年计生目标
责任，替明年计生工作起好步打好基
础。

该镇计生办一方面召集13个行政
村和3个社区的计生专干围绕年初制定
的各项计生工作目标责任制，开展为期
一天的组织培训和学习；一方面分成2
个督查组采取交叉督查办法，从11月10

日起，开展为期4天的大督查，对全镇二
胎生育政策宣传措施和人口信息摸排及
孕情信息台账等方面进行认真和严肃的
督查，从而进一步精准摸排人口信息，优
化计划生育管理。

截至目前，该镇已督查摸排10个
村，完成计生人口核实督查3000多户。

官桥镇督查计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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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政之要，莫先于用人”,要用好人
必须走群众路线，要把那些双脚沾满泥
土，能与群众打成一片，能扎根基层接
地气的干部选出来委以重任，为实现中
国梦而贡献其聪明才智。

从群众中破格选拔人才，古已有
之。“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
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
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如果没
有慧眼识英才的伯乐敢于从群众选用
他们，或许他们的才能就将埋没在历史
的烟尘中。再如诸葛亮在乡野间久负
盛名，“卧龙”美称名动天下，正是由于
其民间呼声极高，得到了群众公认，才
进入了高层的视野，才有了刘备三顾茅
庐的美谈。

古人不拘一格选贤任能，现在我们
共产党人选人用人走群众路线更应如
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智慧
的源泉，我们选人用人只有植根于群众
中间，才能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源源不断
的人才。如果没有坚实的人才支撑，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只能是海市蜃楼。
选人用人走群众路线要把那些群

众公认，实绩突出的干部选出来。“金
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要把群
众满意不满意，群众公认不公认作为
选人用人的标准。只有紧紧依靠群
众，广泛听取群众意见，才能真正把人
选准选好。只有这样那些能倾听群众
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同群众打成一
片，努力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的干部才
能脱颖而出。

选人用人走群众路线还应把选准
选好的干部放到基层去锻炼。“衙斋卧
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
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基层是最好
的课堂，把选准选好的干部大胆放到基
层去历练，让其听民意，知民情，分民
忧，解民难，真正为群众做好事，办实
事。

只有选人用人坚持走群众路线，我
们的干部队伍才会充满生机和活力，我
们的党才会永葆青春。 （胡二会）

人才成长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
中共赤壁市委人才办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爱迪生说
过：“所谓天才，只不过是 99%的汗水加 1%的
灵感。”这些都说明人才成长需要一个过程，
需要经历漫长的求索期、奋斗期和碰壁期。
剑桥大学学生亚当斯利用引力定律和对天王
星的观察资料，计算了两年，第一次找到了海
王星在茫茫宇宙中的轨道，但研究结果却被
格林威治天文台台长塞进了字纸篓。现实生
活中大多数人只关心人才功成名就和四面八
方喝彩不绝，其实这倒是无需你来过度关心
和锦上添花了。此前，在人才那不出名时期，
即创造的初期，最需要宽松的外部环境和外
界扶持。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俱黑。”
要种子成长为大树，固然要求种子本身是良种
而非病种，同时也要求种子周围有水、土、阳光

而非一片沙漠。人才的自身努力与外界扶持的
关系，正是这样一种事物变化的内因与外因的
辩证关系。人才的出现，无不是一定程度上内
外因素的结合，无不是一种综合效应。科学发
明和创造有一个“最佳年龄区”——这既催迫中
青年科技人才“及时当努力，岁月不待人”；反过
来也就要求帮助这些最容易成材的人才解除种
种瓶颈束缚，别让人才把“最佳”的时光大量耗
费于无用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今年以来，党中
央高度重视人才成长的氛围和环境。3月5日，
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海代表团的
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加开放的视
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加快集聚一批站在行业科
技前沿、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才。3月13日，
在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解放军代表团

全体会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是创新的
核心要素，加紧集聚大批高端人才是推动我军
改革创新的当务之急。要积极创新人才培养、
引进、保留、使用的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以更
加开放的视野引进和集聚人才，努力培养造就
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3月18日，
在听取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工作情况汇报
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开拓选人用人视野，
遴选优秀人才参与冬奥会筹办，加快培养一支
专业化、国际化的人才队伍。短短半个月内，中
央领导三次聚焦人才工作。中央领导带头尊重
知识、尊重人才，这就是人才成长最宽松的环
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伟大的时代一定能成
就一大批优秀人才，一大批优秀人才一定能创
造出无愧于时代的光辉业绩。

（姚平辉）

选人用人要走群众路线
中共通城县委人才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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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工作宣传月”系列报道④——人才工作微评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23日，冷空气突然造
访咸宁，养生达人刘先生一早便来到菜市场，准备买些
羊肉给家人进补。他说，入冬后，吃些滋补食物有益身
心健康。

市中医医院治未病中心主任王先锋介绍，冬季是
传统养生中认为最好的进补时期。在立冬后吃好、补
好、吸收好，对于食材和烹饪方式的选择还是有一定讲
究的。

热粥热汤暖胃。早晨的气温偏低，喝上一碗热乎
乎的粥，不但会让身体立刻感到温暖，还能暖肠胃、唤
醒消化系统，促进食欲。首选杂粮粥。

零食首选坚果。坚果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e、b族
维生素，以及铁、锌、钙等矿物质，还有一定量的蛋白
质，都能帮助人们抵抗寒冷。坚果最好选原味的，且每
天吃的量别超过一小把。

适量补充蛋氨酸。蛋氨酸可以在寒冷天气使得人
体尿液中肌酸的排出量增多，脂肪代谢加快，合成的肌
酸、磷脂在线粒体内氧化释放出热量都需要甲基。如
芝麻、葵花籽、乳制品、叶类蔬菜等。

红色食物防感冒。红色食物都含有天然铁质、蛋
白质等多种营养元素，有着免疫力提高等有着重大作
用，是预防感冒的首选食物。如西红柿、胡萝卜、红枣、
石榴等。

王先锋表示，在肉类方面，像羊肉，牛肉等也是比
较适合冬季吃的食物。从中医角度来说，牛羊肉性温
而不燥，具有补肾壮阳、驱寒、温补气血的功效，因此冬
季适当吃些牛羊肉，可以缓解这些症状，既可以御寒，
又有很好的滋补作用。

本报讯 记者赵晓丽报道：今年66岁的赵爹爹，最
近迷上了太极拳。只要天气晴朗，都会去附近的小公园
打太极。然而，最近赵爹爹在练太极的时候，却经常觉
得膝盖疼。不知道身体到底出了啥问题。

市中医医院治未病科主任王先峰表示，太极拳是
我国目前流传很广的一种健身运动，它集中了古代健
身体操的精华。打太极拳时，有的人会觉得膝关节疼
痛，这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疼痛也需要引起注意。

在打太极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伤膝。
首先，屈膝程度不要太过。膝关节本来是做屈伸

运动的关节，但在太极拳这种特殊运动形式中，若屈得
太过，必遭伤害。做弓步时，前弓步的膝尖应落在脚面
以内，小腿最好不要越过与地面的垂直线。太极拳运
动时，过度运作一般是一腿承担体重一腿运动，若膝关
节屈曲太过，形成死角，加之强压，长期如此必成病变，
练者不可不慎。如何才能屈曲不过，关键是松腰减臀，
尾闾中正，上体竖直，既所谓立身中正。

其次，转身时负重扭转不要过度，脚尖与膝尖不要
形成夹角，要始终保持在一个方向上。

同时，行架过程中多是一腿负重，膝关节既要承
受自身体重的压力，还得承受运使劲力的冲击。所以
在主观上减轻膝关节的“压力”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凡向前走劲时劲向必须与脚尖、膝尖平行，
三者不可出现夹角、劲力分叉，不但形成劲力的自耗，
而且伤神。

初练太极拳巧护膝盖

初冬适当进补益身心

冬季室内养花有害健康？
太香的、易致过敏的、有毒的花草不宜摆在室内

花草不仅让居室更有活力，还是应对雾霾等空气污染的好帮
手。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花草都适合摆在室内。

太香的花不要养
夜来香在夜间会释放大量香气，这种浓厚的香气对人体健康不

利，长期摆在室内会引发头昏、咳嗽，甚至气喘、烦闷、失眠等问题。
此外，牡丹、玫瑰、水仙、百合、兰花等名花也芳香袭人，但人们长时
间处于这种强烈香味的环境中，会感到胸闷不适、呼吸不畅，还可能
失眠。

当心致敏性的花
一品红茎叶里的白色汁液会刺激皮肤，引起过敏反应，如误食

茎、叶还有中毒死亡的危险；一串红花粉多，会使过敏体质的人，特
别是哮喘病或呼吸道过敏患者病情加重；玉丁香、五色梅、洋绣球、
天竺葵、紫荆花等均有致敏性，有时碰触它们也会引起皮肤过敏反
应，出现红疹，奇痒难忍。

别把“毒花”带回家
许多大家喜爱的花都是带毒的，只轻轻触碰就可能会引起不

适，尤其是有小孩的家庭，尽量不要养。比如黄色、白色杜鹃花含有
毒素，误食会中毒，导致呕吐、呼吸困难、四肢麻木等，严重的会休
克；含羞草中的含羞草碱，如果接触过多，会引起眉毛稀疏、头发变
黄甚至脱落；虞美人含有毒生物碱，尤其果实毒性最大，如果误食会
引起中枢神经系统中毒，甚至有生命危险；万年青含有一种有毒的
酶，如果触及其茎、叶的汁液，会引起皮肤奇痒、发炎，若被孩子抓玩
或误咬，会因刺激口腔黏膜而引起咽喉水肿；夹竹桃的茎、叶乃至花
朵都有毒，其气味还会使人昏昏欲睡，智力下降。

家有老人孩子，避免养带刺的花
仙人掌虽然净化空气效果不错，但其表面密布的刺会不经意伤

害到人，若家中有行动不便的老人或是不懂事的孩子，最好不要
养。此外，刺梅等也有锋利的刺，茎叶含有毒素，也不宜养。

建议家里可以养一些薄荷、柠檬草、吊兰、富贵竹、虎尾兰等植
物，其挥发性物质不但没有危害，还有净化空气的作用。（本报综合）

★核心提示
君子爱花，养之有道。冬季的室内，几盆绿植、几株

花草为家中增添几抹生气。然而，冬季室内门窗经常紧
闭，有一些花草不适宜在家中种植。同时，家中不同的
空间，也适宜摆放不同的植物。建议家里可以养一些薄
荷、吊兰、富贵竹等，不但对健康没有危害，还有净化空
气的作用。

最近，一篇“自从家里有了它，头上毛发全掉光”
的文章在朋友圈热传。文中称，郁金香花中含有毒
碱，长时间散发在空气中，会引起头发脱落等症状。
郁金香真有这么毒吗？

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贾维介
绍，郁金香花中的确含有毒碱，人在这种花丛中待上
两小时就会头昏脑胀，出现中毒症状，严重者会导致
毛发脱落。但郁金香花期短，前后才几天，一般情况
下等开花了再放到室内，只要不靠近闻，危险性并不
高。贾维表示，室内养郁金香确实存在毒碱散发，但
存量很少，只要注意多通风，人不靠近闻，危险性并
不高。

有市民询问，听说有一份“促癌植物黑名单”，
包括曼陀罗、虎刺梅、夹竹桃等52种植物，这是真
的吗？贾维解释，经试验，在虎刺梅等52种植物
中的确检测到了有促癌效应的物质，但这些物质
在植物体内含量不高，只有在经口服后才能表现
促癌性，并且促癌并非等同于致癌。因此，对待这
些有毒植物，贾维建议，首先不要随意摘取植物的
花、叶、茎，以免释放其体内的有毒物质；在接触这
些植物后，要仔细清洗接触部位，防止有毒物质存
留；千万不能随意取食植物组织，同时也要避免植物
组织和食物的接触。若出现中毒症状，要及时送医
就诊。

郁金香会引起头发脱落？

不同空间选择花草有别

这几类花草家中不宜养

冬季室内门窗紧闭，该如何避免有毒植物物质
散发？贾维指出，卧室是我们在家中待的时间最长
地方，一天的疲惫，也只有良好的睡眠才能缓解。
所以，卧室里摆放植物，目的就是可以助眠。

有人会使用香薰来治疗失眠的状况，其实如百
合、晚香玉、马蹄莲等都可以帮助营造卧室宁静、祥
和的氛围。但是在卧室中就不适合摆放月季花、兰
花、夜来香等浓香类盆栽。因为浓香会让人觉得不
适，有时散发的微粒还会引起过敏等现象。所以，
不放为宜。

家中卫生间因为水多，湿气太重，又加上是方
便之处，病菌等污染也就多一些。在卫生间中可以
摆放蕨类、常春藤、发财树、绿巨人等植物，可有效
净化卫生间的空气。此外，卫生间不宜摆放阳生植

物，如芦荟的净化能力非常强，但长久在卫生间的
阴湿环境中，是难以生存的。如果养的盆栽经常坏
死，对植物本身、人体健康都是没有好处的。

阳台是家中光照最充足的地方，空间又开阔，
非常适合栽培盆栽植物，如万年青、金钱树、棕竹、发
财树、摇钱树等。但在阳台上同样有禁忌：藤蔓类植
物最好避免，如爬山虎，因为这些植物一旦长得旺盛
起来，就会遮挡住阳台的光线，这样整个家庭的通风
都会受到影响。而松柏类植物会分泌一种松香油味
的脂类物质，对人体的肠胃有刺激作用，如果闻久
了，不仅影响食欲，还会使人心烦意乱，甚至恶心呕
吐、头昏目眩。因而，不建议在室内摆放此类植
物。此外，常绿植物松柏类适合庭院或路边种植，
而不适合在室内种植。

11 月 16 日，通山县大
路乡卫生院医务人员正在
该乡界水岭村为老年人免
费体检。为促进老年人身
体健康，近几年，该乡卫生
院每年整合资金 50 余万
元，组织卫生服务队深入全
乡 20 个村及 1 个社区，为
2300余名老年人免费体检，
深受老年人欢迎。

通讯员 张远杰 邱
仕淼 吉细满 摄

大路乡卫生院免费为老人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