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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雯

持续雾霾，让不少人更加关注
养生。各种食物清肺的偏方也充
斥着朋友圈。那么，通过饮食能否
真正清除雾霾对身体的危害呢？
这些“清肺”食物真的可信么？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饮食
并不能清除雾霾对身体的危
害。”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
院呼吸内科一病区主任、主任医
师张华表示，朋友圈里流传的吃
木耳、银耳以及猪血来“清肺”的
方法都没办法真正防霾。

据介绍，因为食物是在小肠
吸收，所以即便木耳中的多糖和
猪血里的蛋白质能够结合粉尘
微粒，也只能结合那些从嘴里进
去的微粒，至于肺泡里的粉尘微
粒，它们就实在够不着了。而
PM2.5微粒是从鼻腔进去，在肺
里沉积，这两种路径完全不重
合。所以用某种食物来清除雾
霾颗粒的想法，并不靠谱。

但食物防霾是不是毫无用
途？研究证明，PM2.5这类微细
颗粒物进入肺泡之后，很难被人
体清除，它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
激水平提高，炎症反应水平升
高。“所以，在膳食当中，可以适

当多吃一些有利降低炎症反应、
有利提高人体抗氧化能力的食
物。”张华表示。

那么，吃哪些食物会有所帮
助呢？

专家建议，可以选择山药、
白萝卜、莲藕、百合、圆白菜、大
白菜等白色食物，对肺部比较
好。同时，蔬果中的各种多酚类
物质、类胡萝卜素等有抗氧化作
用，它们能降低身体的氧化应激
程度。颜色深的蔬果往往抗氧
化性也比较强，比如草莓、桑葚
之类富含花青素的紫红色水果。

“雾霾天气应以清淡饮食为
主。”张华提醒，少吃葱、蒜、辣椒
等刺激性食物，多吃一些富含维
生素C、维生素E的食物，以利于
身体排出粉尘微粒，如柠檬、橙
子、猕猴桃、青椒、白菜、土豆、牛
奶、鸡蛋、菠菜等。可适当多吃
一点豆腐、牛奶及鱼等，因为蛋
白有提高抵抗力作用。

此外，雾霾天一定要多喝水，
尤其是白开水，多喝水能够加快
新陈代谢，有助于身体排毒，也能
让呼吸道更加顺畅。“罗汉果茶也
可以防治雾霾天气吸入污浊空气
引起的咽部瘙痒，具有较好的润
肺效果。”张华说。⑥6

雾霾天应该吃什么？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本报通讯员 张政 王帆

12月 25日，虽然天气寒冷，
但郑州市第十九中学的校园里
却暖意融融。当天上午，郑州市
第十九中学聘任校友辅导员工
作启动仪式在该校陇海校区会
议室如期举行，各界优秀校友被
学校聘为校外辅导员，旨在发挥
校友的力量，弘扬“爱校、荣校”
优良传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促进学校全面发展。据悉，郑州
市第十九中学聘用校友辅导员
的做法在郑州为首创。

百名校友获聘辅导员

12 月 25日上午，郑州市第
十九中学77级校友蒋继明接到
校友辅导员的聘书时，激动得有
些颤抖。他说，仿佛又回到了青
春年少时。

蒋继明现在是郑州古玩城
董事长，事业有成。但他不忘母
校教育之恩，很乐意为在校的小
学弟学妹们尽一份力。

当天上午，郑州市第十九中
学超过百名老校友被聘为校友
辅导员。他们和蒋继明一样对
母校怀着感恩之心，愿意尽各自
的力量，“爱校、荣校”。

“心情像当年接到母校的录
取通知书一样高兴。”80后校友
徐新看起来稚气未脱，却在自己
的行业上已成翘楚。

据郑州市第十九中学党委
书记陈绍营介绍，这些校友辅导
员都是校友中的佼佼者。通过

这些优秀的校友，学校与社会更
加紧密地接合起来，有利于提高
在校学生的素质教育。

做有未来的教育

从 2011年 4月进入郑州市
第十九中当校长的梁寅峰，对各
界校友齐心协力共创该校“有未
来的教育”充满了希望。

梁寅峰说，郑州市第十九中
学遵循“从文化走向人文的”的
办学思路，学校校友资源是学校
重要的人文资源，校友文化是学
校今后着力打造的特色品牌之
一。在广大校友的大力支持下，
学校六十年校庆工作取得了显
著的成效；通过举办系列活动，
展示了学校的办学历程和成就，
弘扬了学校优良的传统和文化，
极大地激发了校友爱校荣校的
热情，凝聚起国内外广大校友的
力量。

基于此，学校将探索利用广
大的校友资源，将先进的理念引
入校园，让学生广泛接触社会、
融入社会，培养学生的核心素
养，使郑州市第十九中学走出来
的学生与众不同，实现气质高
贵、言行高雅、品德高尚，达到身
心健康、体格健美、人格健全。

原郑州市副市长、郑州市关
工委主任刘振中对郑州市第十
九中学聘任校友辅导员工作表
示衷心的祝贺，并用一首打油诗
表达了对该校未来发展前景的
赞美：“励精图治伟业建，特色名
校定实现。精英云集谋发展，前
程似锦更灿烂。”⑥6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杨磊

过去十年间，他共献血139次，献血
总量为78400毫升，相当于近20个成年
人全身的血量。

2012年12月、2015年3月，他先后两
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
总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联合授
予“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2015年6月，
他被郑州市公民献血委员会、河南省红十字
血液中心联合授予“无偿献血先进个人”。

他就是“献血达人”冉保安，郑州轻工
业学院后勤保障服务中心的一名员工。

12月26日，当冉保安站在“最美轻院
人”的评选舞台上讲起自己的故事时，舞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冉保安说，十年爱心路缘于一次偶
然。那是2006年的一天，他在大街上见
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出于好奇，他走上前
去，看见了一辆献血车。“我想既然遇到
了，那就也献一次吧，却没想到身体指标
不合格，医生不同意我献血。”那一次，高
血压、高血脂成为阻碍冉保安献血的两道
门槛，他败兴而回。不过从此以后，他有
了一个小小的心愿：献血。

一年之后，冉保安身体的各项指标恢
复到正常范围，他第一次走进了河南省红

十字血液中心。当银色的针管从他青色
的静脉中缓缓抽出400ml全血时，冉保安
的心里有了一种自豪感。

后来，冉保安了解到全血的捐献周期
需要半年，而成分血中血小板的捐献周期
最少只需两周，并且后者在临床治疗上的
缺口很大，血小板对于临床治疗更有意
义。冉保安选择了捐献血小板，他的献血
之路便这样开始了。“我经常一个月献两
次血，周期一到就过去，有时有事会错过
一两天。”春雨润物细无声，十年下来，献
血已成了冉保安的一种生活习惯。

2014 年，冉保安捐献了 24 次血小
板。2015 年，冉保安捐献了 20 次血小

板。一次容易，十次不难，难能可贵的是一
百次的坚持。当别人对此赞叹不已的时
候，他笑着说道：“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献血
让我身体更健康，还能帮助别人，挺好。”

冉保安不仅自己积极献血，还自觉
担当起号召大家义务献血的公益宣传
员。每逢周六、周日，他都要到献血车上
为广大无偿献血者做义务宣传和服务。
他还经常通过微信朋友圈，把献血知识和
公益活动传播出去，呼吁大家加入到献血
队伍中来。冉保安还加入了中华骨髓库，
成为造血干细胞(骨髓)捐献志愿者，他说
有朝一日有需求者和他配型成功，他会义
无反顾地捐献造血干细胞。⑥6

□本报记者 温小娟

西洋歌剧、中国民歌和中国戏曲，同
时在一个人身上实现，这样的演出你看
过吗？

12月 24日，今年 84岁高龄的著名
声乐教育家、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的武秀之教授带领她的团队展示了这样
的一场演出，即一天之内由同一团队、同
一主演班子，用同一种唱法，演了西洋歌
剧《茶花女》、现代豫剧《走出一线天》和
原创音乐剧《中国蝴蝶》，观众看得如痴
如醉又感动落泪，更获得了来自省内外
文化界、音乐界20多位专家学者高度评
价和认可。

这是武秀之经过 37年的探索和实
践，创造出的“三合一”—“一演三”声乐
教育方法，实现了这一音乐史上的奇迹。

一句嘱托 坚定前行
提起武秀之，很多人都说她在用生

命浇灌“三结合”声乐艺术。用武秀之自
己的话说，是为了完成毛主席和周总理
对她的嘱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界的学者

们中关于“土”“洋”唱法之间存在激烈争
论。1959年，在武昌洪山宾馆的一次晚
会休息中，毛主席和武秀之谈及声乐艺
术民族化问题。当时毛主席说，“立足于
民族的基础上，吸取西洋的唱法是民族
化；如果立足于西洋的基础上，那就不是
民族化，而是化民族了”。这番精辟诙谐
的话让武秀之茅塞顿开。

在1979年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
武秀之从中央音乐学院原院长赵沨口中
得知，周总理生前讲过：“现在音乐舞台实
践中已经产生了三种唱法，一种是西洋歌
剧的《茶花女》，一种是民族歌剧的《白毛
女》，一种是中国戏曲的《七仙女》，这三种
唱法可以互相学习嘛！将来也许你们这

‘三女’合作以后，会产生新的什么女。”武
秀之说，我一听，觉得周总理的话与当年
毛主席对音乐的见解有异曲同工之妙。

正是为了这份嘱托，武秀之在文代
会结束后回到河南便立即组织成立科研
小组，开始了艰辛的探索。她听录音、看
录像、天天不停地研究琢磨，经过30多年
的努力，逐步形成了声乐教学“三合一”、
技能教育“三合一”、办学体制“三合一”
等多项理念，并创立了适合于音乐剧的

唱、表、舞“三合一”声乐理论体系，推动
着中国歌剧、音乐剧的发展。

心血浇灌 成就斐然
1986年，在武秀之的努力下，我国的

第一个民族歌剧专业在河南大学诞生。
武秀之提到，成立“民族歌剧专业”，缘于
常香玉的一席话。她当时请常香玉到河
南大学讲学教学生“发声”，常香玉却说，
光教唱我没法教，这要“手眼身法步一起
来”。这句话启发了武秀之，她认为，这
正是中国舞台戏剧演员的培养模式。“我
要成立‘永久牌’”的单位不能是声乐系，
而应该是“民族歌剧专业”。

有了这块试验田，在“三合一”唱法
训练上，武秀之还对学生的歌、表、舞进
行“三合一”进行教学，她的学生一个个
都成了能土能洋、既能唱美声又能唱戏
曲的全能型人才。如今，她培养出来的
许多学生，很多已经是国内外知名艺术
家、教授，如小香玉、孙伟国、陈贞、陈淑
敏、盛红林等。他们或在高等艺术院校
担任骨干教师，继续进行“三合一”模式
教学工作，或在国家和省级文艺团体中
担任主要角色，可谓桃李满天下。

在她的带领下，一批探索性实验剧
目如《第一百个新娘》、《中国蝴蝶》等令国
内外音乐同行惊讶。在12月25日武秀之
声乐理论研讨会上，著名音乐学家、评论
家居其宏认为，武秀之和她的“三女合
一”，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乐界和歌剧界
都是独一无二的创造，也是我们中国人对
世界歌唱艺术一个值得骄傲的贡献。

“这是我第三次看《中国蝴蝶》，这次
又是不一样的感动。”国家一级演员、北
京大学歌剧研究院院长金曼说，武秀之
老师“三合一”是以戏曲为基础的，而中
国戏曲是中国歌剧的根本源头，是汲取音
乐文化精华最好的土壤。她的这项研究
最大意义体现了中国的符号、中国的气
质，在中国歌剧表演学上建立了自己的态
度，他们的表演形态表演对中国舞台最大
的贡献，引导我们要建立中国舞台审美态
度和审美取向。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中国
音乐剧方向会因为“三合一”教学理论培
养出一大批在中国音乐剧领域人才。

面对各界赞誉，武秀之却淡淡地说我
的生命已经跟音乐融为一体了，我不是什
么名人、专家，一生只想做好一件事，就是
唱好歌、把“三结合”唱法发展下去。⑥6

新知

聚焦

□本报记者 温小娟

日前，中国“二十四节气”正式列入
联合国非遗名录，世界文化遗产再添“中
国符号”，这是中国第31个列入该名录的
项目。随着申遗的成功，这项古老的中
国文明再次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在现代
工业化社会，作为农耕文明经验总结的

“二十四节气”有何实用价值？申遗成功
后，对于二十四节气文化内涵的传承与
保护，又当采取哪些新措施？这一系列
问题引发人们的思考。

过去
曾被誉为“第五大发明”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二十四节气”形
成于我国黄河流域，是先民们观察以该区
域的天象、气温、降水和物候的时序变化为
基准进行划分，作为农耕社会的生产生活
指南，并为多民族所共享。国际气象界将
其誉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地处中原腹地、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四
季分明，温度适宜。面对大自然季节转换，
河南人都会感受到二十四节气的精准：惊
蛰，天上初雷惊起地下蛰虫；芒种，小麦成
熟；霜降，水汽凝而为霜……“二十四节气”
申遗在河南找到了两个重要支撑点，一是
登封观星台，一是内乡县衙“打春牛”。

“阳气送冬走，春打六九头”。立春
是“二十四节气”里的第一个节气，这一
天标志着一年农耕开始。“打春牛”是内
乡县知县每年立春时进行的一项劝民农
桑的政务活动。相比“打春牛”而言，登
封观星台在申遗中的分量更为厚重。登
封观星台由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周公
测景台北邻创建，通过实地测验，测定出

“二十四节气”，特别是夏至、冬至、春分、
秋分的精确时刻，编制出了当时世界最
先进的历法——《授时历》。

12月 23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民俗学
者张西昌做客郑州轻工业学院的非遗大
讲堂，他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二十四节气
是中华民族对自然规律的再认识和人文
化，它不仅为农事生产提供标示，同时也

因地域、族群、信仰、生活方式等差异而不
断衍生丰富的民俗，如注入立春、冬至、清
明等一些重要节气以及‘咬春’、‘踏青’等
趣味盎然的民俗。可以说，它是农业文明
的线索与基石。”同时，他认为，二十四节
气作为一个整体，其价值才能完整显现。

现在
如何融入人们日常生活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这首古老的民俗歌谣也随着“二十四节
气”的成功申遗再次走红。然而，“二十四
节气”对现代人们日常生活有什么样的价
值？知道“二十四节气”的人又有多少？

在张西昌看来，由农业社会向工业
时代的转型中，“二十四节气”已经大大
淡化。但是，从一个民族的文化、宗教和
艺术的根性角度而言，工业文明并非我
们的情感来源和身份标示，当我们需要
重新审视和调整自身与自然的关系时，
农业文明传统体系中所包含的生活细节
和审美情感仍能唤起我们的回忆。他表
示，“二十四节气”的重要意义是能够提
醒人类尊重自然和亲近自然。

“我只记得二十四节气当中几个重
要的节气，比如清明、冬至等，其他的并
不在意。”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大四学生侯
同学表示，清明祭祖、‘冬至大如年’要吃
饺子，还有‘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意味着
开始农忙了。他认为不管什么节气都要
有仪式感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而省中医一附院功能检查科主任熊
艳霞却十分熟悉“二十四节气”的每个节
气。她说，“二十四节气”蕴含着与人体生
命科学及日常生活相关的文化内涵。熊
艳霞时常提醒病人，顺应节气进行调理
日常生活和饮食，可以起到保健养生作
用。比如谷雨节气，宜护肝、养脾胃，冬
至时节人体心阳最弱，宜多吃补心食物。

今年35岁的刘莹在金水路上的省直
机关上班，她时常给儿子讲授关于“二十
四节气”知识以及相关成语、诗词。她说，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智慧之

果，让孩子学会用它来观察和体味时节，
把自己融入太阳引领的大自然变化规律
中，孩子们会更加热爱生活、敬畏生命。

对此，省实验幼儿园的李莹老师深
表赞同，她说，每逢中华传统节日，我们
学校每个班级都会进行相关的主题活
动，看动漫、讲故事，通过这些活动，孩子
们会发现很多新鲜好玩的知识，知道春
分要祭日、立夏可撞蛋、秋分到田里摸
秋、冬至该画九九消寒图了。这一样一
样都跟天时配合，是地缘是历史，是传统
是文化，更是生活。

未来
如何保护和传承

如今，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和西方文
化的冲击，农耕文化正在逐渐远离人们
生活，很多年轻人只知道阳历和西洋节
气，漠视中华传统节气节日，相关歌谣、
谚语也被渐渐淡忘。

12月 21日是冬至日，登封“二十四
节气之冬至主题文化活动”在告成镇观
星台启动。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祭拜周
公、测日影、诵读二十四节气歌等活动，
庆祝“二十四节气”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
遗产成功。同时，当地政府邀请了国内
知名专家学者会聚登封，为二十四节气
保护和传承建言献策。

中国农业博物馆陈列部副主任周晓
庆认为，登封二十四节气传承有深厚的
群众基础，作为代表性社区，登封应建立
学术研究体系、传承人体系、传习所体
系，文化培训体系，传承活动体系（原生
态民俗保护，文化展示）等，动员全社会
力量把二十四节气传承下去。

“登封是中华文明的圣地，建议制定
登封宣言，打造现实意义的文化圣地。”
北京大学教授张帆说。

如何抓住“二十四节气”申遗成功的
契机，进行保护与传承节气文化？省文
化厅非遗处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利用节
气文化开展不同的活动，采取项目保护、
基地保护、传承保护等多种措施，将“二
十四节气”文化内涵传承下去。⑥6

本报讯（记者 温小娟）12月
27日，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省
教育厅、省文化厅主办，省美术
馆、省美术家协会、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承办的“时代镜像——
石品中国人物画作品展”在河南
省美术馆开幕。展览将持续到
2017年1月11日。

石品现为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党委副书记兼艺术与设计学
院院长，国家一级美术师。多年
来，他在做好教育管理工作的同
时，潜心于现实主义中国人物画
创作，先后有一大批弘扬主旋
律、传播正能量、引导社会新风
尚的美术作品问世。代表作《一
代楷模》塑造了在庆祝新中国成
立50周年时被中组部表彰的建
国以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的共产党员：焦裕禄、雷锋、王进
喜、史来贺、钱学森的光辉形
象。该作品先后入选第十二届
全国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共产

党建党95周年美术作品展等重
要专业展览。

此次共展出了石品近百幅精
品力作。这些作品中，有人民领袖
的光辉形象，有人民英模、时代先
锋，有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文化名
人，也有普普通通的劳动者。在石
品看来，这些人是时代的一面镜
子，映照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魄，是
值得画家用作品去讴歌的人。

中国画学会会长、省文联名
誉主席马国强对石品给予高度
评价，称赞他是现实主义创作道
路的坚守者，塑造了一个又一个
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是美术创作成就斐然的收获者，
以醒目的题材取向、鲜亮的艺术
特色，寓意高远的艺术形象，摄人
心魄的艺术魅力，赢得了业界认
可。同时，也是美术活动的积极
组织者、业优品高的兼具者、自学
路上奋力砥砺前行者。⑥6

时代镜像——

“石品中国人物画作品展”在郑开幕

优良校风怎样延续与传承——

校友兼任校外辅导员值得探索

故事

申遗成功后——

“二十四节气”如何活化与传承

十年间，他无偿献血139次

人物

她为声乐艺术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