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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前先给脏器洗个澡

编者按：“秋风萧瑟天

气 凉 ， 草 木 摇 落 露 为

霜”。深秋时节，全国大

部分地区都迎来了明显的

降温过程。经历了夏天和

夏秋之交的闷热天气，我

们的身体通常会聚积不少

湿热之邪，这些“毒素”

潜藏于体内便会埋下祸

根，使冬季变得容易生

病。因此，趁着还未入

冬，给身体来一次大清

洗，驱除体内毒素，守住

正气，为冬季储备能量。

入冬前先给脏器洗个澡

清肺。进入深秋，雾霾

天气“重装上阵”，肺脏

首当其冲面临考验。在秋

高气爽的季节里多做深呼

吸，不仅能增加肺活量，

增强肺功能，还可将肺部

污浊之气排出。人在每次

呼吸时，肺内都会有残余

的废气无法排出，而这些

废气“毒素”只需几个深

呼吸，便能排出体外。每

日凌晨3~5点是肺脏的排毒

时间，哮喘咳嗽等疾病此

时容易发作或加重。为防

止出现“关门留寇”的情

况，我们不应一咳嗽就服

用止咳药，以免抑制肺部

浊气的迅速排出。正确的

做法是，通过主动咳嗽、

咳痰来将“毒素”排出，

但患有高血压病、肺大

泡、严重心脏疾病的病人

不要主动咳嗽，以免出现

意外。同时，为了让我们

的肺更加清爽，平时大家

应适量运动，让汗液带走

肺内的毒素。洗热水浴、

泡温泉也可起到出汗的效

果，沐浴前可在水中加一

些生姜和薄荷精油，这样

能使汗液分泌得更畅快。

不宜进行上述活动的老年

人，可用拇指和食指用力

按压合谷穴，来帮助肺脏

排毒。

清肠胃。秋季天气干

燥，加之现代人嗜酒、嗜

食辛辣食物，极易形成胃

火，表现为口干口臭、牙

龈肿痛、便秘等。清胃

火，给大家提供一个日常

简便易行的方法——喝萝

卜汁。中医认为，萝卜性

味辛、甘、凉，归肺、胃

经，有胃火者可榨汁饮

用。此外，天气渐凉，人

们运动量减少，肠蠕动减

缓，容易发生便秘。中医

认为，宿便不能及时排

出，肠内集聚的毒素会透

过肠黏膜进入人体，带来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 静华两位老同志举行纪念章颁 老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表

开展2019年“敬老月”活动的 发仪式。两位老同志双手捧着 示此次来宜昌基地主要就是看

通知的要求，结合庆祝中华人 纪念章激动得热泪盈眶，多次 望老同志们，同时希望能够听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庆典活 感谢党和国家对老同志的关爱 到大家的心声，听取大家对中

动，中心对今年的“敬老月” 和认可，感谢中心党委对老同 心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对宜昌

活动进行了精心部署，开展了 志的关心。 基地处（离退休处）的工作给

一系列“敬老月”活动。 深怀敬老之心，倾注爱老 予充分肯定，强调中心党委始

之情，笃行为老之事。国庆前 终高度重视宜昌基地的发展，一、中心党委和领导高度
夕，中心新任书记郭兴华同志 关心爱护广大离退休人员，要重视“敬老月”活动
还分别在武汉和宜昌到部分老 让宜昌基地的干部职工和离退武汉地质调查中心为确保
领导家中拜访，与他们促膝交 休人员充分享受武汉地调中心“敬老月”活动取得成效，突
谈、嘘寒问暖，详细询问他们 的发展成果。郭兴华书记还对出单位特色，展现老同志精神
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并真 老同志关心的职工住宅小区住风貌，中心党委要求离退休处
诚地祝愿他们健康长寿、幸福 房加装电梯、小区环境整理等将“敬老月”活动作为一项重
快乐。 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并要点工作来抓，中心主管离退休

重阳节前夕，中心对全体 求宜昌基地处（离退休处）在工作领导主持召开离退休处工
离退休老同志实行普遍慰问， 今后的工作中，要多听取老同作会议，对“敬老月”活动进
分管领导还亲临多个医院，对 志的意见，进一步增强服务意行专题研究，要求活动突出亲
生病住院的老同志开展重点慰 识，解决好老同志的实际困情、关爱、快乐、健康的主
问。在秋日的重阳，老同志不 难，为老同志老有所养、老有题，激发老同志们爱国爱党的
仅感受到菊黄的美丽，更体会 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创情怀，释放出生活激情，展示
到温暖的重阳。 造良好的氛围和环境。老同志的风采，活跃他们的生

活。 三、召开离退休干部座谈 四、深入高龄老人家庭，

会 解难事、办实事二、开展庆祝国庆、“温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的发展 我中心离退休人员共计暖重阳”走访慰问

是新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而 251人，在宜昌基地居住的178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每一个离退休老同志又是中心 人 ， 占 离 退 休 人 员 总 数 的立70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国
发展浓墨重彩画卷上的一个精 71%，其中90岁以上6人，80岁务院、中央军委为在新中国成
彩符号，到老同志中间去，聆 以上88人，70岁以上50人。老龄立及国家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
听他们回顾中心发展的历程， 化、空巢化是中心离退休工作面同志颁发了“庆祝中华人民共
收集他们对中心的诚恳建议， 对的严峻考验。中心领导对这个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我
这是武汉中心发展决策的重要 问题也格外重视，要求离退休处中心有两位离休干部获此殊
环节。国庆节前，党委书记郭 工作人员要把帮扶高龄老人、空荣。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对
兴华、纪委书记曾冶红到宜昌 巢老人，解决他们的急事、难事授纪念章仪式格外重视，特别
组织召开了离退休干部座谈 作为一项重要的常态工作抓。多强调中心离休干部获此荣誉，
会。座谈会上，郭兴华书记恳 年来，宜昌基地工作人员也是处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荣耀，也是
请与会老同志畅所欲言，不要 处用心、用情，以实际行动解决武汉中心的光荣，必须按要求
回避问题。老同志发言期间， 老同志的急事、难事。9月23日在国庆节前把纪念章颁发到个
他不仅认真聆听、做好记录， 晚，90多岁的中心退休职工李显人。为此党委书记郭兴华、纪
而且还不时与老同志互动交 仪意外走失，在接到家属求援电委书记曾冶红专程从武汉赶到
流，其谦逊务实的工作作风给 话后，宜昌基地（下转第二版）宜昌，为离休干部赵祥山、潘

武汉地质调查中心开展“敬老月”活动

孝老敬亲
向上向善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 到父母身边。 还未来得及喘口气，倾刻之间

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 高中毕业的时候，因弟妹 山洪夹带着泥沙巨石等，以摧

都流出一首赞歌……。”这首 多，父母不想让我考大学，想 枯拉朽之势，从我们脚下滚滚

被全国各族人民唱遍长城内 要我参加工作，减轻家里负 而过，令我们不寒而栗。

外、大江南北的歌曲，唱出了 担。可是我又想读书，父母无 现在的祖国，经过70年社

我们的心声。我们每一个中华 法，如是给我约法三章，允许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40年的改

儿女都与祖国一刻也不能分 我报考大学，考取了就去读 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割，都和祖国休戚相关、荣辱 书，考不取就参加工作。幸运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与共，都可以从亲身的经历中 的是我考取了，而且是到北京 党中央领导下，发生了翻天覆

体会到，我们的一切与祖国联 去上学，父母既高兴，又犯 地的变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系在一起。 愁，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供我 成就：神舟飞船遨游太空、港

回顾自已成长过程，深深 读书，好在当时的大学一切费 珠澳大桥跨越沧海、复兴号高

感到，自己每一点进步都与党 用都是国家提供。这样，我顺 铁奔驰大地、工农业生产捷报

的教育，祖国的培养分不开。 利地走进了大学校园。五年的 频传……我国的经济实力、综

1937年我出生时，正是祖国灾 大学生活是幸福和难忘的，我 合国力已进入世界前列，国际

难深重的危急时刻。1938年武 们在校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参 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生活安居

汉沦陷，三镇遭到日本帝国主 加地质测量等各门学科生产实 乐业、日益富裕。我国正向全

义侵略者肆意践踏。幼年的我 习外，还要参加各种社会活 面小康迈进，实现从站起来，

目睹了日本鬼子残害我同胞， 动，如参加北京十三陵水库建 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

毒 打 中 国 人 口 吐 鲜 血 的 情 设，参观北京十大建筑等。每 跃。祖国蓬勃发展、欣欣向

景……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 逢重大节日，学校都要组织我 荣，每个中国人都感到扬眉吐

降，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 们参加群众游行和天安门广场 气，无比自豪。

取得决定性胜利。正当战争结 联欢活动。在体育锻炼上，我 1997年我退休了，但退休

束，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 们的口号是：“锻炼身体，为 后始终没有忘记自已是一名共

候，国民党反动派违背人民意 祖国健康工作50年”。 产党员，没有忘记党的教导和

愿，悍然发动反人民内战，使 毕业分配的时候，同学们 培养，没有忘记全心全意为人

得国民经济趋于崩溃，物价飞 感恩党的教育与培养，都志愿 民服务的宗旨，曾长期担任离

涨，民不聊生。那时我家，父 “服从组织分配，到祖国最需 退休一支部书记。通过“三会

亲失业，生活极其困难，父母 要的地方去！”怀着“献身地 一课”和主题党日活动，特别

准备待我读完小学，就到一家 质事业，报效伟大祖国”的崇 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小手工作坊当学徒。 高理想，我被分配到湖南长 题教育，与支部同志一道学习

“一唱雄鸡天下白”， 沙，成为国家地质科研专业队 党的方针政策、准则条例，提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 伍的一员，为祖国寻找宝藏， 高了党员意识，坚定了理想信

人民翻身得解放。父亲进了国 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念，增强了党性修养。同时，

营工厂，经济条件有些好转， 三十多年里，在云贵高 在基地组织的离退休老同志文

父母改变了初衷，让我继续读 原、湘鄂山区、秦岭南岭之 化体育活动中，在小区文明建

书。家里困难，读书谈何容 巅、长江湘江珠江之滨，都留 设中，在弘扬优良传统和慈善

易，如果没有党的培养，国家 下过自己的足迹，为南方煤研 公益活动中，在支持武汉中心

助学金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读 究，奉献了毕生精力，把宝贵 和宜昌基地工作中，完成党组

完中学的。一件小事记忆犹 的青春年华献给了祖国地质事 织交给的任务，做力所能及的

新，我家住在汉口，小学毕业 业。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一 工作。

后，我考取武昌一所初级中 次我们在鄂西山地一山腰处， 今年是新中国70周年华

学。那时，武汉长江上没有一 进行地质剖面测量，突然天气 诞，谨以此文庆祝中华人民共

座大桥，三镇人的往来全靠轮 骤变，大雨倾盆，我们几个年 和国成立70周年，祝福我们伟

渡，每到周末，我很想回家， 轻人不顾全身淋透，保护好野 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

可是坐轮渡来回需要一角六分 簿和资料，准备往山下跑。此 安康！祝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钱，就是这一角六分钱的过江 时，一位老地质队员叫我们往 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费，让我不是每个周末都能回 山顶上爬，待我们到达山顶， （陈善庆）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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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隐患。建议便秘者可

以多食用猕猴桃、火龙

果、香蕉等润肠通便的水

果，以及含有高纤维素的

蔬菜和主食，如菠菜、南

瓜、油菜、红薯等，也可

以自己在家熬制五谷杂粮

粥，早晚温服。

清肝。秋季燥邪偏盛，

人们常常会表现出心情烦

躁易怒、口腔溃疡、口

干、尿黄等症状，这是肝

火旺的表现。秋季清肝

火，建议服用代茶饮，平

日可用金银花、合欢花、

菊花、玫瑰花泡水喝。同

时要注意控制自己的情

绪，通过自我调节清肝

火：遇事要保持平和的心

态，用宽容之心待人接

物；形成良好的生活起居

习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

是肝脏的工作时间，11点

前最好上床睡觉，不要熬

夜；饮食均衡，多吃新鲜

蔬果，少吃辛辣等容易上

火的食物；进行户外运

动，太极、八段锦等传统

运动对于舒缓心情、清肝

火具有很好的作用。此

外，也可以通过“刮肝

经”的方法来排肝毒。具

体方法是：用掌根从内侧

大腿根部推至膝盖处，或

握拳用四指的关节向下

推，每次推300下。如果觉

得皮肤疼痛，推摩前可涂

些润肤油。

清肾。秋季湿热之邪易

伤及肾阴，使得肾脏蒸腾

气化功能失职，湿邪无法

祛除，致水液聚积，表现

为眼睑、四肢水肿，下肢

浮肿尤甚。秋季养肾，要

从脚做起，因为肾经起于

足底，而足部极易受寒气

侵袭。因此，深秋开始，

要注重足部保暖，睡觉时

不要把脚露出被外，不要

赤脚在冰凉的地板上或潮

湿的地方行走。足底有许

多穴位，如涌泉穴，睡前

可以多按揉几下。此外，

由于肾脏和膀胱互为表

里，湿热之邪还会通过肾

脏下注到膀胱，出现“淋

症”（即西医的尿路感

染），表现为尿频、尿

急、尿痛等症状。所以，

这个季节，建议大家多饮

水、勤排尿，促进湿热排

出。如果湿热之邪已经伤

及肾阴，可在饮食中配以

利尿消肿的中药，比如茯

苓、白术、赤小豆等。

（来源：人民网-人民
健康网）

岁岁重阳，今有重阳。为 远近、周边环境等多种因素， 录此次秋游的点滴，在微信群

丰富退休职工的精神文化生 最终确定了环境优美、条件适 里分享自己愉悦的心情。

活，落实2019年敬老月“孝老 宜的知音畔岛，同时安排宜昌 活动中，老同志们为此次

爱亲，向上向善”活动主题， 基地处（离退休处）工作人员 活动的组织给予了高度赞扬。

10月9日，武汉地质调查中心 全员参加此次活动，并对身体 他们纷纷表示，重阳节秋游活

离退休处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前 状态不是很好及行动不方便的 动的持续开展，愉悦身心，交

往夷陵区鸦鹊岭镇东西泉水库 老同志进行全程陪同。知音畔 流感情，使我们感受到中心的

东侧知音畔岛，开展了一年一 岛总占地面积约1300亩，有起 温暖和关怀、让我们倍感温

度的秋游活动。本次活动共有 伏连绵的山地、丘陵、溪谷等 馨。

141人参加了此活动，其中 自然资源，园区内山、水、 此次重阳节秋游活动以习

71位年龄超过70岁，年龄最大 林、花等自然生态资源十分丰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93岁。 富。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为组织好此次活动，中心 在游览过程中，老同志们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

分管领导高度重视，反复叮嘱 精神饱满、兴致勃勃，他们或 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把安全 在小道上怡然散步，或在路边 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充分发

责任落实到活动的各个环节。 的花丛中拍照留影，亦或是在 扬了中华民族尊老敬老助老的

为此，离退休处提前对活动地 游艺场地发出快乐的笑声。大 传统美德，让武汉中心离退休

点进行实地踩点考察，综合考 家相互搀扶，叙友情，话家 老同志增强了获得感、幸福

虑老同志们的身体状况、路途 常，其乐融融。纷纷用照片记 感。（离退休处）

9月28日，为欢庆中华人民 家和地区的军人运动员、教练 的是碧水绿岛、渔家港汊、山

共和国70华诞暨重阳佳节，让 员及官员提供食宿、文化、商 花烂漫、水鸟翻飞，好一派旖

离退休职工感受盛世中华，体 业、物业、安保、医疗等多方 旎风光。

验新时代美好生活，武汉地质 位服务。 正午，大家乘古船到达欢

调查中心组织武汉基地退休职 在全国上下迎接共和国成 乐橘子洲岛。老同志们相互结

工参观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 立70周年、军运村开村前夕来 伴，或采摘桔果、拍照留念，

军运村，并游览了张公山寨。 到军运村，老同志们感到无比 或凉亭小憩、静坐闲谈，在悠

即将于2019年10月18日在 激动和自豪，大家以军运村为 然自得的参观游玩中体验美好

武汉举办的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舞台，放声高唱《我和我的祖 自然生态，享受安逸退休生

动会，是中国今年承办的最重 国》，抒发对祖国母亲的挚爱 活。

要的国际体育赛事之一。军运 之情、身处盛世的豪情以及满 老同志们纷纷表示，在新

村在建筑风格上，以楚风汉韵 满的获得感、幸福感、光荣 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心组

为传统特色，融入小桥流水、 感。 织参观军运村，机会难得、意

粉墙黛瓦、院落天井等民居元 参观完军运村，老同志们 义重大，不仅感受到了现代智

素，从中国“制扇王国”的传 意犹未尽，一路兴高采烈地来 慧城市之美，更体验到新中国

统文化中吸取灵感，匠心打造 到张公山寨。张公山寨因张之 成立70年来的巨大发展成就，

梅、兰、竹、菊、荷五大景观 洞而得名，处处可见绿树成 让人欣喜、令人振奋。大家由

园林。同时，采用现代“海绵 荫，小桥流水。一路上，大家 衷感谢中心党委、领导对老同

城市”设计理念，配套智慧运 领略了官邸的庄重雄伟，绣楼 志的关心，感谢工作人员的精

行管理平台系统。作为各国代 的精致玲珑，点将台的气势磅 心组织。活动平安圆满！

表团的“赛时之家”，军运村 礴，李庄的山清水秀。漫步在

届时将为来自全世界100多个国 湖边蜿蜒的小径上，映入眼帘 （李细华）

武汉中心武汉基地退休人员欢庆共和国70华诞暨重阳佳节武汉中心武汉基地退休人员欢庆共和国70华诞暨重阳佳节

武汉中心宜昌基地退休人员开展庆重阳秋游活动

难忘记忆

（上接第一版） 导迅速发动 赛事有来自宜昌市各个单位、 潮。大家把最美的歌声献给祖

员工帮助上街寻找，同时向学堂 群众团体的三十多支队伍参 国，把最美的祝福献给祖国，

湾社区网格员通报，请求他们的 赛，参赛人数达到300多人，离 共同祝愿伟大祖国更加繁荣昌

帮助，社区网格员通过社区网格 退休处的精心组织受到了各参 盛。

工作群，在微信圈中发布寻人启 赛队伍的交口赞誉，活动不仅 四是开展了重阳秋游活

事，与此同时向当地派出所报警 交流了技艺，增进了情感，也 动。9月28日，为欢庆中华人民

请求支援。在离退休处、社区、 扩大了武汉地调中心社会影响 共和国70华诞暨重阳佳节，让

派出所工作人员的通力合作下， 力，提升了中心美誉度。 离退休职工感受盛世中华，体

经数小时艰难寻找，终于将走失 二是举办了趣味运动会。 验新时代美好生活，中心组织

12个小时的老人找到。在接到派 离退休职工趣味运动会也是武 武汉基地退休职工参观第七届

出所通知后，宜昌基地处副处长 汉地调中心结合老年人特点开 世界军人运动会军运村，并游

徐身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为老 展的年度传统活动。在“敬老 览了张公山寨。10月9日，离退

人购买了热腾腾的饭菜，并将他 月”开展这项活动，深得广大 休处组织宜昌基地离退休老同

背上楼送到家中。多年来，为空 离退休人员的喜爱。活动不仅 志前往夷陵区鸦鹊岭镇东西泉

巢老人上门服务已经是武汉中心 为大家提供了相聚相叙的机 水库东侧知音畔岛，开展了一

离退休管理处的一项日常工作。 会，还让离退休人员在比赛中 年一度的秋游活动。本次活动

离退休处工作人员急老人所急， 收获了健康和快乐。 共有141人参加了此活动，其中

只要老人打电话来，从不推辞， 三是隆重举办了庆祝中华 71位年龄超过70岁，年龄最大

任劳任怨，为老人解难事、办实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文艺演 93岁。为组织好此次活动，中

事，使他们感受到单位的温暖， 出。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 心分管领导高度重视，反复叮

人间的真情。 际，为充分激发离退休老同志 嘱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把安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 全责任落实到活动的各个环五、开展“我和我的祖
中心举办了文艺汇演，演出形 节。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式多样，充满激情，充分展现 今年的“敬老月”活动内70周年系列文体活动
了武汉地调中心老一辈地质工 容丰富，形式多样，在中心营一是举办了武汉地质调查
作者的精神风貌。尤其是演出 造了浓厚的养老、孝老、敬老中心第十三届门球邀请赛。该
终场，全场观众和全体演职人 氛围，让离退休老同志增强了项赛事是武汉中心的一项传统
员挥舞着五星红旗，齐声高唱 获得感、成就感、幸福感。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在宜
《歌唱祖国》，将演出推向高昌市有较大的影响力。今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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