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近期，
家住咸安青龙社区的谭爹爹感觉自己
经常头晕、乏力，问诊得知是轻微的高
血压。谭爹爹想咨询，如何能科学预防
高血压呢？

青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高血压是中老年人中的常见疾
病，一旦血压上升会严重危害到居民的
健康。建议高血压患者定期进行家庭
血压测量，了解自己的血压水平，如有
不适及时就诊。

居民应该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
惯。每天坚持锻炼，不仅可以增加能量

消耗，防止肥胖，而
且可以促进心血管
功能，有助于高血压
下降。

居民日常饮食应限制脂肪摄入，少
吃肥肉、油炸食品、动物内脏、糕点、甜
食，多食新鲜水果、蔬菜、鱼、蘑菇、低脂
奶制品等。每天摄入盐应少于6克，大
约每天为小汤匙的半匙。

戒烟戒酒有助于降低高血压发生
率。烟草中含有尼古丁，能刺激心脏使
心跳加快，并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大量饮酒，尤其是烈性酒，也会可心跳
加快，血压升高。

开朗乐观的心情有助于身体健康，
而负面情绪会导致心跳加快，血压升
高，血液粘度增加，使原已升高的血压
继续上升，诱发高血压危象、脑血管破
裂等严重并发症。居民日常应经常保
持愉快的心情，并培养乐观、开朗、幽默
的性格。

如何预防高血压
本报讯 记者丁婉莹报道：近来，

雷小姐白天总是觉得十分困乏。明明
晚上早早就睡下了，早上醒来，头脑却
怎么也清醒不起来，而且特别累，感觉
睡了个假觉。睡眠时间显然是足够的，
可第二天还是觉得倦怠乏力，打不起精
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她来到浮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希
望医生能帮助找到原因，从而改善睡眠
质量，提升工作效率。医生说，秋季气
候凉爽，人们睡眠的气象条件大为改
善，但如果不加以注意，睡眠质量将会
大受影响。为了保证拥有舒适的睡眠，
一定要注意以下事项：

睡前不可过多进食。睡前吃东西
会增加肠胃负担，易造成消化不良，有
害身体，还会影响入睡。如实在太饿，

可少量进食，休息一会儿后再睡。
调整好情绪再入睡。睡前如果情感

起伏大会引起气血紊乱，导致失眠，身体
也容易受创。所以睡前应力戒忧愁焦虑
或情绪激动，特别是不宜大动肝火。

睡前不要过度娱乐。如果过度娱
乐，尤其是长时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
动，会使人的神经持续兴奋，辗转反侧、
难以入睡。

睡眠时要注意保暖。秋季日夜温
差大，夜间天气凉爽，千万不要因贪凉
而大开窗户吹风。人体在睡眠状态下
对环境变化适应能力降低，易于受风邪
的侵袭。

除此以外，睡前喝浓
茶、言谈过多还会令人精
神振奋，同样不利于睡眠。

秋季的健康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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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离不开养心。良好的心境是健
康的保证，这个道理每个人都懂。但在生
活中，如何才能做到呢？孟子给我们开出
的答案是：“养心莫善于寡欲”。在孟子看
来，人之初，性本善。如果欲望过多，难免
会颠倒迷乱，严重失调，而对清心寡欲者
来说，自然就很少犯错，从而有益身心。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孟子也是这样做

的。孟子一生游说四方，经常出入王宫贵
族之家，但他对生活却并没有什么太高的
要求。

生活中，他所追求的只是“箪食壶
浆”式的简单和随意，吃饱能生存就行。

饥者甘食，渴者甘饮，粗饭菜汤未尝不
饱。孟子在其著作中还不厌其烦一连用
舜、傅说、胶鬲、孙叔敖、百里奚等多人的
成长经历，证明真正担当大任者，无不是
历经磨难之后才最终有所成就。而其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观点至今仍然
是我们每个人应该时刻牢记的警醒之
语。 (本报综合)

当学生公孙丑问及老师有何特长
时，孟子答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
气。”在紧随其后的对话当中，他又详细
阐述了浩然之气的本质：其博大无际，若
用心培育，甚至会充溢天地之间而不
散。但却有一个前提，就是只有持续恒
久、身体力行的仁义道德，才能促使其不

断形成壮大，而并不是轻易之间就会偶
然得之。

与抽象的浩然之气相对应，就是孟
子心目中理想完美的人格形象：大丈

夫。大丈夫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穷则独善其
身，达则兼善天下”。而其成长过程亦
须经历漫长艰辛的磨砺和锻炼。即所谓

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
能。”

今天，新时期的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
也要如孟子所说拥有一身正气的同时，力
争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

作为儒家的代表人物，孟子的许多
观点自然和孔子一脉相承。如体现在修
身养性方面，孟子在孔子“文质彬彬、然
后君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

“君子说”的内涵。君子应该仁爱至上，
实现“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的目的；
君子品行清高，“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

乎”；君子勇于担当，“君子不怨天、不尤
人”；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

君子表里如一、真诚守信、善于观察、
勤奋好学、专注于道、矢志不渝……正因
为具备以上诸多优秀品格，所以君子之德
才能如春雨润物、风吹草偃一般产生强有

力的榜样和示范作用，成人达己，造福社
会。

仔细推敲，也不难发现，孟子的相关
论述和现在国家所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很多地方都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这对新时代的我们来说依然受用不
已。

养浩然之气 立丈夫之志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在儒家
看来，无论上至诸候帝王，还是下到贩夫
走卒，要想形成理想完美的人格，就必须
具备仁爱之德。在孟子的著作当中，提到
仁爱的地方也是非常之多，如“仁者无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都无
不表明仁爱的重要。不仅如此，他还从反
面指出，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爱，那将会

是多么的危险和可怕：“天子不仁，不保四
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
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仁爱之

人必具向善之心。孟子认为，人之本性是
善良的，每个人生来就有恻隐、羞恶、辞让、
是非等四种心理，并由此才生出了仁、义、
礼、智四种情志。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时
刻注意培养自己这几方面的素养，向着完
美人格的方向，不断努力前行和靠近。

修君子之身 达理想之性

在人与自然之关系上，孟子提出了顺
天知命、尽己所能的观点。一方面，“莫非
命也，顺受其正。”另一方面，他又借“知命
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的例子，指出面对命
运，我们也不能只是任其摆布，坐以待毙，
而要充分利用人的主观能动，加以有效预

防和规避。为此，他还特意引用《太甲》里
“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的名
句，告诫人们要勇于担当、敢于作为。由

于在好多时候，我们败给的是自己，而非
别人：“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所以，
孟子又告诫我们不能自暴自弃：“自暴者，

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
如今社会，虽然人类无论在科学技术还是
预防疾病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进步，但面对
好多意外和风险，依然无能为力。因此，
孟子的上述观点，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现
实生活中，依然不乏一定的指导意义。

拥仁爱之德 求向善之心

在物质与精神两者之中，孟子认为，
首先要让民众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的满
足之后，才能对其展开思想上的教化。“民
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
恒心。”为齐宣王指点迷津时，孟子也指
出，对一个仁治者来说，只有让民众衣食

无忧、生活无虑之后，才能达到理想之境
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
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
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

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畜之教，申之以孝
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这
番话，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统治者而
提出的治国方略，但结合到我们自身养生

实际也不无启发。一个人只有在经济宽
裕、家庭和睦的前提下，才能心平气和、乐
享生活，进而达到保养身心、健康长寿之
目的。而试想，如果要对那些四处流浪的
一无所有者去谈养生，恐怕就未免有些不
着边际了吧。

顺自然之命 尽个人之能

持恒有之产 享生活之乐

寡身外之欲 达淡泊之境
jian kang jiao yu

教育

本报讯 记者周萱、见习记者金英报
道：“您这个情况我刚刚看了……”

10月9日，中午11点半，病房里的病
人及家属正在吃午饭。但是，这样的平静
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了。“医院平时老
早就查房了，为什么今天饭点却冒出来一
个不认识的医生呢？”这是当时陪护的家属
王阿姨心中的疑问。

进来讲话的正是高武图教授——大名
鼎鼎的神经外科专家、英国皇家医学院院

士，此次应市中心医院的邀请，特意从英国
远道而来担任客座教授。

由于行程匆忙，刚参加完受聘仪式，高
教授就立马研读起了病历，饭都来不及吃，
就病历所涉及到的相关知识点与神经外科
医生进行细致的提问与讨论、并“闯”入病
房进行了实际教学查房。

高教授是享誉国际的神经外科泰斗级
专家，因其在医学领域的卓越成就，曾受到
国家领导人接见，并接受国务院邀请，到北

京参加建国35、50、60周年的庆典活动。他
说：只有中国强大，中国人才能腰杆硬，才能
实现个人和民族的中国梦！因此，虽然他旅
居英国，却一心期望将世界一流的神经外科
技术带回祖国。

据悉，作为市中心医院的客座教授，高
院士日后将会不定期到市中心医院举办讲
座，进行国际最新神经外科学术交流及技术培
训。市中心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秦龙医生说：“日
后医院可能会派医生去英国研修交流。”

2011年，咸宁市中心医院由华中科技
大学同济医院全面托管后，加紧提升自己
的医疗技术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经常聘
请国内外专家来医院进行讲座和坐诊。

“像这种交流，日后只会越来越多，不
仅仅只是技术层面的交流。”市中心医院刘
启胜副院长说：“比如这次高院士来我们院，
除了例行的技术交流，还交流如何进行学科
建设、如何做个好医生、如何为中国人争光
等。对年轻医生来说，触动是比较大的。”

英国皇家医学院首位华人院士

高武图任市中心医院客座教授

孟子的养生之道

市卫计委关怀离退休党员
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余伟报道：枫叶正红，又是

重阳。10月17日上午，市卫生计生委组织委机关离
退休老党员开展了一期“支部主题党日”活动，共同学
习了《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
要论述。机关老年支部书记李红讲解了“新党章”，并
对如何加强离退休党支部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

同时，市卫计委还组织离退休老党员到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进行了健康体检，赴咸宁梓山湖碧桂园参
观了江南里老年公寓，让离退休干部充分感受到了改
革开放40年的发展变化和组织浓厚的关怀情。

我市调查中医药传统知识
本报讯 通讯员胡野报道：10月22日，市卫生计

生委印发了《关于开展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工作的通
知》，标志全市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工作正式启动。
此次调查将对全市分布在基层、民间的中医药传统知
识进行调查、挖掘和整理，全面掌握我市中医药传统
知识资源情况。

全市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按照属地化原则，以县
市区行政区划为调查单位，各县市区卫生计生部门抽
调人员组建调查队负责本辖区调查组织工作。调查
对象为在医疗机构、学校、家族、师徒授受群体、学术
流派、中医药老字号企业、特定地区（民族聚集地、村
落等）中传承应用的活态性的中医药传统诊疗技术、
经验方、偏方、中药炮制、制剂方法等中医药传统知
识。

此次重点调查中医药传统知识的名称、持有人信
息、应用地区、传承时间、传承情况、主要内容、相关文
献与实物、主要特征、重要价值等内容。入选标准为
全市植根于中华各民族文化传统；至今仍在传承应
用，具有活态性；具有较高的医疗、技术或经济价值的
中医药传统知识项目。

赤壁市人民医院

加入湖北检验医学专科联盟
本报讯 通讯员陈影报道：近日，由武汉大学人民

医院检验医学中心牵头成立的检验医学专科联盟正式
成立，赤壁市人民医院检验科与来自湖北、河南等地的
102家基层医院检验科成为首批联盟成员单位。

这是湖北组建的首个省级检验医学专科联盟。
根据规划，联盟成立后，将有效推动联盟内检查及
诊断结果的互联、互通、互认，实现对重大疾病的
精准诊断和个体化治疗，减少重复检查和无效用
药，降低医保支出，减轻经济负担。赤壁市人民医
院将通过共享联盟优势资源，进一步提升医院检验
人员技术水平，实现医疗资源共享，最大限度地发挥
联盟成员单位人员和设备效能，满足人民群众的医
疗保健需要。

二、有效戒烟的14条法则
戒烟时可以先从14条法则中选取2条实行；如果

依然无效，则可以逐条照做，直到烟瘾消失为止。相信
在这一过程中，必定可以帮助戒烟者战胜烟瘾的诱惑。

尼古丁周期图
第1条：反复重复一句话：“我决心努力做到不吸

烟。”
第2条：喝白开水或冰水。
慢慢地、小口小口地喝白开水或冰水。或者，将水

含在嘴里停留片刻。
第3条：喝热茶。
第4条：做2～3次深呼吸，让身体放松。
先用鼻子吸气数到5，然后一边数到7，一边慢慢

地从口里吐气。
第5条：不要去容易引发烟瘾的场所(麻将屋、游戏

房、咖啡馆等)，不给吸烟制造机会。
第6条：利用曲别针、牙签、橡皮等小道具活动手，

尽量不要让手闲下来。
第7条：将冰块贴在面颊上，或者嚼无糖口香糖和

低卡路里口香糖，咬吸管。
第8条：感到肚子饿或者口里闲下来的时候，吃一

些需要咀嚼的低卡路里食物(芹菜、胡萝卜等生鲜蔬菜
或者海带产品)。

第9条：吃完饭后马上离开饭桌，刷牙。
第10条：频繁地刷牙(不需要牙膏)，用薄荷水或漱口

水漱口。
第11条：运动(散步、俯卧撑、腹肌运动、哑铃操、伸

展运动、骑自行车等)。
第12条：以装满烟头的水杯代替烟灰缸，看着水

杯闻味儿。
第13条：10分钟法则。一般烟瘾持续的时间是

2～5分钟，大部分情况下，1分钟左右即可平息，最长
也不会超过10分钟。在烟瘾发作的10分钟里，数着
钟表的秒针，直到烟瘾平息为止。

第14条：避开香烟。不与烟瘾正面交锋，做些能
够转移注意力的其他事情。例如，出去散步、打电话、
爬楼梯等。

第1天到此结束。接下来的24小时，请将产生烟
瘾的时间以及使用14条法则击退烟瘾的具体方法填
写到上面的禁烟记录中。在这24小时里，要改变平时
的饮食，以喝汤和果汁为主，如果感到饥饿，可以多吃
点儿水果。

咸宁市卫计委 咸宁市爱卫办 咸宁市疾控中心

咸宁市禁止在公共场所吸烟
吸烟的危害你真的了解吗？

孟子，名轲，字子舆，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
教育家。作为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孟子与
孔子齐名，并称“孔孟”。学术界还有一种说法，称孔
子为至圣，孟子为亚圣。从中不难看出其地位之尊
和影响之广。在当时经济落后、社会动荡的历史背
景之下，孟子却能活到84岁高龄，不得不说其在养
生之道方面是有一定过人之处的。综观其思想言
行，孟子的养生观点主要体现于以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