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人气颇旺的安意如一袭红
梅旗袍，散淡清丽的江南美女造型出现，
引起了前来郑州购书中心的粉丝们惊
呼。之前，记者曾在一家书吧与她相聊，
她款款而谈，并精巧地伺弄着咖啡，果真
一派江南女子的氤氲。

有人说，安意如是古诗词的“超女”，
是她把那些古典诗词重新带进现代人的
生活。对此，安意如表示，她的目的是对
年轻人进行古典文化的普及，无论是网
论写作还是出版书籍，这个写作目的和
心态都没有变。

80后才女安意如，出生在安徽宣城
一个普通工人家庭，身体少小时患有残
疾。自2003年起在网上开始写作。次年
应书商之约，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要定
你，言承旭》。而后，赴京参与动画剧本
创作，写作《看张·爱玲画语》。或许是这
些写作让出版商发现她对古典语言的那
份特别感觉，于是，有出版商约她创作诗
词评赏“漫漫古典情”系列，这就是后来
不断出版的《人生若只如初见》《当时只

道是寻常》和《思无邪》。
阅读她的作品，许多读者都很惊

讶。从藏传佛教到京剧，再到武侠小说，
她能把古典诗词与这些本不相干的意象
联系在一起，阅读轻松而又进入古典诗
词的氛围。正因此有人说“因为有安意
如的出现，唐诗、宋词、乐府等看似遥远
的古典气味又重新焕发了全新的气息，
看她的书总是能够让人安静下来……不
管是《人生若只如初见》，还是《陌上花开
缓缓归》，单看题目就叫人喜爱得不得
了”。

安意如表示，古典诗词的阅读与欣
赏，她也有一个进入的过程。这次签售
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人生若只如初
见》等 4部书，就是对原版进行的重新扩
充。其内容上，一是有些诗词当年驾驭
不了，比如像《春江花月夜》；二是有些
当年没有太在意的写漏的，现在重新来
品赏。对于她的作品是否属于心灵鸡
汤，她解说，“心灵鸡汤”是成功学、励志
类的作品。她只将诗词作为普及文化，

尽量写得能让年轻人喜欢看。写作上
不会考虑传统或人为的悲秋情绪，目的
是想普及中国古典文化，以这种心态来
写，不会把自己的情绪放大，也不会迁
就读者。但是写古诗词表现的是古人
的生存方式、价值观，而写作中产生的
对人或事的很多看法仅通过一首诗词
无法详尽表达，所以她想到写故事，便
开始写小说。她写小说并不意味着从
此转型。她的小说和古典诗词的意境
是一致的，都具有一种古韵，而非现代
版小说。同时，她也不刻意写小说，小
说中讲述人物的方法与讲述古人的方
法异曲同工，彰显的是古老精神文明价
值与现代文明的差异。

谈到河南作家，安意如非常喜欢二
月河。她说有一次在青岛一个书展活动
中见到二月河，她第一次有了追星的感
觉，甚至都不想做自己的讲座，而想去听
二月河的讲座。她认为，二月河的帝王
系列中有自己的研究，既写了历史又探
索了现在，在文化普及方面有很大的贡

献。
喜欢旅游的安意如一直有藏族情

结，每年都会多次去西藏。西藏是精神
的原乡，她喜欢那种精神上有信仰的状
态，很喜欢在那里的感觉。因为酷爱旅
行，今年受《中国地理杂志》之邀，她接下
来要写关于故宫的随笔，并以清代著名
诗人黄仲则的诗品串联起对历史上多位
诗人的诗词赏析。

图为安意如在郑州购书中心签售现场

安意如安意如，，人生若只如初见人生若只如初见
□ 文/图 本报记者 奚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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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绿福源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翟
俊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类在追求健
康和幸福的道路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遇到多方面的挑战。我们不幸处在一个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时代。
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皮鞋酸奶……
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类每天接触约1000
余种化学毒物，人体每天摄入化肥农药高
达200微克，肉类激素150微克，人体内产
生的代谢废物达22种。长此以往哪里还
有健康可言！

现代人由于生活压力大、工作繁忙、
饮食不均衡、睡眠没有规律，特别是那些
经常在外就餐、食用快速食品的人群，蔬
菜水果吃得少，垃圾食品吃得多，加上缺
少运动，造成胃肠功能降低、便秘人数日
渐增加，导致20岁的年轻人有着50岁的
肠道。现代医学研究数字显示：现代人，
尤其是都市人的排便量与20年前相比下
降20%左右。我们的肠道正承受着前所
未有的压力。压力来自何方？最重要的
原因还是——宿便。

宿便——危害身体
人体肠道一般 5~6米长，每 3.5厘米

就有个弯，肠道内还有数不清的小突起，
在这些弯角突起处，一般能积存高达4~6
公斤的宿便，它占据了肠道空间，使肠道
蠕动缓慢无力，不能及时将新产生的食物
残渣废物排出。问题是宿便积聚过多过
久会产生毒素，这些毒素有的会通过肠道
被吸收回去，经由血液传遍各器官，加重
脏器负担，引起脏器老化，如此反复循环，
人体便会产生各种慢性疾病，导致大量人
群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更为严重的
是，体内毒素将导致基因突变，各类癌症
和顽疾一触即发，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诺
贝尔医学奖获得者梅基尼可夫告诫世人：

“大肠中排泄物积聚，产生腐败细菌，引起
自身食物中毒，于是发生疾病和衰老现
象。”这就是著名的“自身中毒说”说。一
是宿便引起肛肠疾患。便秘时，排便困
难，粪便干燥，可直接引起或加重肛门直
肠疾患。二是宿便形成粪便溃疡，严重者
可引起肠穿孔。三是宿便患结肠癌。据
资料表明，严重便秘者约10%患结肠癌。
宿便诱发心、脑血管疾病发作。如诱发心
绞痛、心肌梗塞发作、脑出血、中风猝死
等。四是宿便引起性生活障碍。这是由
于每次长时间用力排便，使直肠疲劳、肛
门收缩过紧及盆腔底部痉挛性收缩的缘
故，以致不射精或性欲减退、性生活没有

高潮等。宿便易使妇
女发生痛经、阴道痉
挛，并产生尿潴留、尿
路感染等症状。五是
宿便影响大脑功能。
便秘时代谢产物久滞
于消化道，细菌的作
用产生大量有害物
质，如甲烷、酚、氨等，
这些物质部分扩散进
入中枢神经系统，干
扰大脑功能，突出表现是记忆力下降，注
意力分散，思维迟钝等。

膳食纤维——人体第七大营养素
古人云：“欲得长生，肠中常清。”现代

人说：“排毒不畅，损毁容颜。”医学专家指
出：宿便乃万病之源，肠道毒素是一切疾
病的来源。因此排除肠道毒垢对于人体
健康十分重要。而排出肠道毒素最好的
是膳食纤维，这是一种不易被人体消化的
营养素，具有吸收性，进入肠道吸收膨胀，
刺激肠道蠕动，逐渐将积累在人体内的宿
便排出体外。

翟俊奎总经理说，我们都知道，蛋白
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水、维生素、矿物质
是人类维持生命和健康成长所需的六大
营养素。近年来，一种名为“膳食纤维”的
物质正进入科学家们的视线，这是一种不
被人体消化吸收的纤维素、半纤维素、木
质素和果胶等物质的总称。它虽然不能
被人体消化吸收，但因为有着重要的生理
功能，也成为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被称
为人类的“第七大营养素”。经常补充膳
食纤维，不仅能保持健康的体质，还能有
效预防冠心病、血栓等多种疾病。英国食
品顾问委员会建议膳食纤维摄入量人均
每天25~30克，美国FDA推荐成人总膳食
纤维摄入量为每日20~35克，澳大利亚报
告人均每日摄入膳食纤维 25克，中国营
养学会 2000年提出：我国成年人膳食纤
维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 30克左右，但据
测算，实际摄入量仅为每天14克左右，摄
入量严重不足，且摄入量随食品精加工水
平的提高呈逐步下降趋势。

麦青青膳食纤维固体饮料是精选多
种纯天然膳食纤维和植物酵素，经零下
60摄氏度超低温脱水萃取，科学组方而
成，能有效地润肠、排毒、排宿便，它还具
有保护增强肠道内益生菌的作用，保持
肠道微生态平衡，修复肠道机能，促进肠
道的年轻态。麦青青膳食纤维固体饮料

由邦和生物工程研究院研制，研究院院长
由留美博士张南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
院士、德克萨斯州AM大学杰出教授詹姆
斯E·沃马克出任研究院顾问，研究院专
家团队由留学美国、日本、德国归来的博
士组成。麦青青由湖北广仁药业有限公
司出品，郑州绿福源商贸有限公司为指
定河南省总代理（www.zzlfy.com或者拨打
400-080-0610）。麦青青膳食纤维固体
饮料的主要原料是：燕麦纤维、小麦草、玉
米可溶性纤维、苹果干、菊粉、木瓜萃取
物、山竹萃取物、叶绿素、果寡糖等。

麦青青是如何排体内毒素的呢？首
先，麦青青的不可溶性膳食纤维进入人体
胃肠后，像扫把一样，沿胃肠壁一路清
扫。它吸水膨胀，刺激胃肠道蠕动，能把
食物中不能消化的成分、消化道的分泌
液、肠道细菌和机体代谢中产生的有害物
质，甚至长年沉积在大肠里的毒素和宿
便，都“拖裹”起来形成动态的粪便排出体
外，减少粪便在肠道内停滞的时间，从源
头上阻止那些有害物质进入人体内脏。
帮助减少血液中的胆固醇水平，起到调节
肠道酸碱性平衡、调节血糖水平的作用，
从而降低心脏病的危险，改善糖尿病。

麦青青的显著特点是：①针对性强。
根据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科学配比可溶性
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润肠排
毒、清除宿便和排出肠道毒素，效果独特
神奇。②安全。纯天然膳食纤维，不含任
何添加剂，没有任何副作用。③轻松。水
果味儿，口感佳，使用后8~12小时产生便
意，帮助通便，令您感觉通体舒畅，特别轻
松。④营养。一天饮用一包麦青青等于
吃了5份水果和200克高纤维蔬菜。

就这样，带着使命与责任，带着道义
与尊重，绿福源来了，麦青青来了，您的肠
道清道夫来了，给您送来健康与活力，令
您倍感舒畅、轻松、自在，这一张张幸福的
笑脸里，笑得最开心、最自信的肯定是您。

来自郑州绿福源商贸有限公司系列报道之五

麦青青：专业补充第七大营养素“膳食纤维”

本报讯 （记者 韩 岚）为了能使
教育名家的智慧惠及更多的教育管理者，
5月5日，由郑州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举办
的“教育·中国”第三届全国校长峰会在河
南省人民会堂隆重举行。来自全国的400
余名教育厅、局长，2000余名中小学校长
及省内数十家主流媒体参会。

峰会以“围绕学校内涵式发展而展开
的如何打造高质量课堂、学校特色发展的
实践智慧、内部变革与学校发展、校园精
神文化建设的路径、教师的生命成长和幸
福感、学校管理与教育现代化”为主题，本
着“开拓创新、高效务实，倾力打造一个百
家争鸣的交流平台”为宗旨，特邀河南大
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家讲

坛》栏目特邀讲师、河南“十大教育新闻人
物”王立群以《内部变革与学校发展》为主
题做演讲；特邀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南宋
朱熹第 26代孙、台湾大学教授朱高正以
《如何借鉴新儒学深化素质教育》为主题
与参会人员作交流。

“教育·中国”全国校长峰会自2009年
成功举办第一届以来，就本着开拓创新、
高效务实的原则，为教育名家的智慧得以
传播提供了通道，为各类校长共同交流打
造了平台，为凝聚众人的智慧解决自己面
临的教育问题创造了机会，可以说，“教
育·中国”全国校长峰会崛起于郑州，受益
于中原，影响至全国，是教育领域的一项
盛举。

“教育·中国”第三届全国校长峰会在郑州举行

正 阳 建 工 集 团
近日开展了趣味运
动会比赛，300 多名
职工在快乐运动中
增 强 了 团 队 精 神 。
图为在进行趣味比
赛。

摄影报道/记者
张 宝 通讯员 王
伟

5月6日，郑大二附院希望小学在兰考揭牌，全国政协常委、河南省政协副主席高体
健，河南省慈善总会会长李志斌(右四)，开封市委书记祁金立(右二)，河南省妇联主席陈
砚秋(右三)，郑州大学党委书记郑永扣(左三)，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兵指挥学院副政委
燕润成(左二)等领导为希望小学揭牌。 摄影报道/陈建设 胡龙海

“纸寿千年”成为宣纸诞生后书画
家的共识，但说的“千年”宣纸同样怕水
淋日晒，想千年并不易，想永久更不
易。如何突破宣纸作画，能否在别的材
料上作画以便存放更加永久？南阳一
位下岗职工，凭着两年多的执著研究，
终于在铜板上完成了工笔画虎的创作，
而且以化工处理，使其永不褪色。这个
人便是王惠生。

王惠生自小喜欢画画，15岁招工考
试进入南阳市印刷厂担任纺织美工，工
作便是画花鸟、飞禽走兽、亭台楼阁。
多年实战训练为他的绘画创作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他的作品《仙鹤朝阳》在上
世纪 80 年代中期便登上《中国纺织美
术》杂志。后来工厂倒闭，他干脆放弃
其他就业机会，以自己的绘画维持生
计。

2005 年王惠生前往民权画虎村考
察，对虎的认识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虎是百兽之王，民间素有爱虎、畏虎的
习俗。虎身上呈现出来的勇猛、威武、
活力等，以及作为权力和力量的象征，
常被人们作为驱除一切邪恶的瑞兽。
与山水花鸟文人画相比，虎画除了文
人，更多是寻常百姓挂在墙上并正对大
门以使恶魔不敢进入。所以，画虎村能
够成为产业，需求量很大。从古至今，

作画均以宣纸，实际上在宣纸上画虎，
包括名家在内，画虎须毛时，最多超不
过 5 笔，毕竟纸墨之间如果过多用笔，
易将宣纸画破或画脏。如何跳出宣纸
画虎，成了王惠生从民权离开时的心头
之念。

一个偶然机会，王惠生见到一本从
国外引进的最新工艺金属铜板风景画
挂历，顿受启发，如果能在铜板上画虎，
其情况如何？自 2009 年 10 月起，他查
阅了大量的画虎资料，并开始在铜板上
尝试创作。先是自制金属笔，他用圆钢
丝雕制成板，然后磨销成笔，并进行多
次试验，终于制成绿豆嘴粗细的笔头，
然后装上 20厘米长的笔杆，便可在铜板
上创作。两个多月的制笔，虽然屡败屡
试，最终成功，为他的下一步创作树立
了信心。而后，他开始在铜板上试画，
一次又一次，虎毛、虎须渐渐清晰，根根
可数。两年后，这种充分表现老虎毛须
丰富层次效果的铜板虎画终获成功。

据王惠生介绍，铜板上画虎，是在
纸上先画好虎稿，再复写到铜板上，然
后进行化工处理，喷枪两次固化，一幅
栩栩如生的老虎画便出现在观者面
前。这种画，可谓史无前例，把画画技
法与化工结合在一起，画作金光四射富
有镭射效果，又有立体感，不仅画面层

次丰富，防腐永不褪色，而且不用着色，
完全是用笔及化工完成其色彩，虎须用
烤漆，每根都很分明。可以说这种画法
填补了国内外美术界的一个空白，国外
虽然有风景画，却没有画动物的画家。
而铜板还可以选择彩底或清底即铜板
本色，画面可画风景等多种背景，老虎
数量或虎姿均可有多种造型。只是画
幅大小目前限制在市面最大的铜板
60×80厘米、厚度为 0.5毫米以内，若再
大或再厚，便需特别在厂家定制。

王惠生最后对记者说，能够突破宣
纸画虎的限制，是他这些年创作以来最
大的收获，他也希望这种艺术能与更多
的人一起分享。

图为王惠生创作的铜板虎头图为王惠生创作的铜板虎头

本报讯 （记者 韩 岚 通
讯员 王亚鸽）“少年智则国智，少
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五
四青年节这天 6 时 20 分，激昂有力
的诵读声在河南师范大学准时响
起。

据介绍，河南师范大学晨读兴趣
小组从 2010年开始，每周一、三、五，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诵读国学经典，
《论语》《大学》《中庸》等早已被他们
读得滚瓜烂熟。“最初发起这个兴趣
小组出于一种青年人要有所作为的
冲动，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是我们宝
贵的精神财富，而晨起诵读是很好的
传承方式。”晨读兴趣小组发起人张
凯说。在诵读的同时，校对小组、句
读小组的同学还利用课余时间将古
文中比较难理解的字词标注，帮助同
学们理解消化和诵读。“正值五四青
年节，激情豪迈的《少年中国说》，一
下子就把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
与责任激发出来了。”初次参加晨读
的2010级学生郭培颖激动地说。

王惠生发明铜板上画虎
希望改变“纸寿千年”
□ 文/图 本报记者 奚同发

昨晚，中超联赛进行第9轮比赛，河
南建业主场作战“御林军”北京国安，结果
双方战成2∶2。

在中超历史上，建业队和国安队曾交
锋10场，建业4负6平，一直未能取得胜
局。但接连的平局也显示了建业的求胜
心切，在上个赛季，建业先是主场1∶1战平
对手，而后客战京城，却以0∶3惨败。那也
是近3年中，建业队首度客场作战兵败皇
城。

本轮赛前，国安队客战4场2平2负
未获一胜，但是有主场 4战 4胜不断得
分，以总积分14分在中超联赛排名第四，
与领头羊之间不过5分之差，如今亚冠出

线希望破灭，重心自然将全部转移向中
超。与此相对的建业队，是3胜5负积9
分排分第十三位，尤其是上一轮客战江
苏舜天，以1∶5惨败，球队士气受到明显
影响。

昨天郑州进入立夏后的高温，白天温
度已达32摄氏度。球迷抵阻国字号的热
情同样提温不少。傍晚7时30分，郑州航
海体育场内随着主裁的一声哨响，双方球
员展开争夺。经过90分的激烈鏖战，建
业队由队长陆峰上下半场各进一球，但被
国安王晓龙、雷纳尔多在下半场各进一球
而扳平，最终双方战成2∶2，建业始终未能
打破不胜北京国安的魔咒。

建业2∶2战平御林军
□ 本报记者 奚同发

河师大学生爱诵经典一年一次的高
招眼看就要来到，然
而每年在填报志愿
时，不少学生和家长
都在为志愿的填报
而困惑。而每年进
入大学的学生，也有
许多人因专业的不
适应而转专业。这
样的弯路，只因许多
学生对社会各个职
业的认识不够。为
进一步丰富学生的
课余生活，鼓励学生
学习与真实社会的
互动，增强对职业概
念的认识，5月3日，
郑州市中原区外国
语小学开展了一次
别开生面的学生职
业体验社会实践活
动。

下 午 3 时 30
分，体验活动在学校
塑胶操场拉开序

幕。学生们一到现场，就被有趣的警察局、邮
递所、兵营等场景吸引住了，争先恐后地选择
自己喜爱的职业，去参加培训或投入工作。
学生们穿起各种职业制服，一会儿是警察，身
穿警服、拿着手枪执行任务；一会是邮递员，
了解邮局及基本的邮务常识；一会儿是士兵，
在教官的指挥下进行操练……特别是“抓捕
歹徒”活动，学生们完全融入角色，“歹徒”惊
慌逃窜，挟持人质；“警察”紧追不舍，与其斗
智斗勇，最终一举将歹徒擒获。尽管气温高
达28摄氏度，汗水湿透衣衫，但同学们依然兴
趣盎然、乐此不疲。

“其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常常在想将
来长大了要做什么，但仅能靠想象来触碰
理想。现在不同了，我的学生们能完全真
实地体验自己的梦想了！想到这一点，我
都为此激动不已！”该校副校长范军伟介绍
说，让学生们多尝试各种职业的体验，贴近
实际，不仅让学生亲身体验到实现梦想的
乐趣，更通过体验，让学生有了为自己、为
他人服务的兴趣和愿望，同时积累各种生
活经验，从中寻找到真正的兴趣和人生发
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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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笑间，一片片薄如
蝉翼的槟榔片飘落筐内。
许昌三国文化旅游周期
间，由河南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禹州中药加
工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
人、现年 82 岁的朱青山表
演的中药切片技艺成了一
大亮点。摄影报道/记者
杨红曼

5月4日，黄河水利职
业技术学院礼堂，一场以

“飞扬青春 魅力校园”为
主题的庆“五四”文艺晚会
隆重举行。图为该院旅游
管理系演出的独唱《祝福
祖国》把晚会推向高潮。
摄影报道/记者 魏 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