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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养生春季养生：：顺天时可顺天时可““未病先防未病先防””
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之后“阳和

起蜇，品物皆春”，人体阳气上升，新陈代谢也变

得旺盛，此时如果能顺应天时，即“春生、夏长、

秋收、冬藏”的季节变化，通过升发阳气，可以起

到“未病先防”的目的。

衣着宜下厚上薄
俗话说：“春不减衣，秋不戴

帽”，春季气候变化较大，天气乍寒

乍暖，由于人体腠理开始变得疏

松，对寒邪的抵抗能力有所减弱，

容易诱发呼吸道疾病和心脑血管

疾病。特别是在疫情防控的形式

下，除了保暖还应做好个人防护，

从而预防病毒“乘虚而入”。孙思

邈在《千金方》中主张春时衣着宜

“下厚上薄”，也就是说保暖要重视

下半身，此外，还要加强下半身的

活动，以促进血液循环。

可以采取“干洗脚”的方法，方

法是双手紧抱一侧大腿根，稍用力

从大腿根向下按摩直到足踝，再从

足踝往回按摩至大腿根。用同样

的方法再按摩另一条腿，重复

10～20遍。还可采用甩腿、揉腿

肚、扭膝、搓脚、暖足、蹬腿等方法

来活动下半身。

运动宜缓步慢行
按自然界属性，春属木，

与肝相应。肝的生理特点主

疏泄，在志为怒，恶抑郁而喜

调达。因此，立春之后的养生

要力戒暴怒，更忌情怀忧郁，

做到心胸开阔，乐观向上，保

持心境恬愉。立春后气候渐

暖，要善于利用大自然的“发

陈”之时，利用阳气上升，人体

新陈代谢旺盛之机，早睡早

起，适当运动，可使形体舒缓、

精神愉悦、胸怀开畅。

运动可以很好地释放不

良情绪，情绪不好时哪怕出去

走一走、转一转都会有很好的

效果。散步是顺应春季气候

变化，调理肝脏的有效方法之

一。散步宜缓不宜急，缓步而

行，全身放松，手臂自然摆

动，手脚合拍，呼吸和谐，心

怡神悦。散步不必拘于形

式，应以个人体力而定速度

之快慢，时间之长短，不宜强

为。活动应以劳而不倦、略

微汗出为度，避免大汗淋漓，

耗气伤阳。太极拳、八段锦、

五禽戏等传统保健功法也是

适宜的锻炼选择。

饮食宜少酸增甘
《千金方》指出春天饮食应

“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就是说春

季应少吃酸味、多吃甘淡性温微

辛食物。因酸味入肝，具有收敛

之性，不利于阳气的生发和肝气

的疏泄。甘味之品可补益脾气，

避免肝旺克脾。在立春之时有目

的地选择一些柔肝养肝、疏肝理

气的药物如枸杞、郁金、丹参、元

胡等，也可达到养生护肝的目的。

推荐一款食疗方，取桑葚30

克（鲜品60克），糯米60克，冰糖

适量。将桑葚洗干净，与糯米同

煮，待煮熟后加入冰糖。桑葚粥

可以滋补肝阴，养血明目。适合

于肝肾亏虚引起的头晕眼花、失

眠多梦、耳鸣腰酸、须发早白等

症。需要注意，春季饮食应忌大

辛大热、油腻煎炸的食物，以免引

发“肝火”。

起居宜早起早睡
《内经》曰：“春三月……夜

卧早起，广步于庭，被发缓形，以

使志生，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

也”。立春后气候由阴出阳（立

春到春分之间），天渐温，寒渐

退，昼渐长，夜渐短。此时应顺

应自然界生机勃发之景，早睡早

起，早晨去散散步，放松形体，这

就是适应春天的养生方法。

《养生论》中指出:“春三

月，每朝梳头一二百下，寿自

高。”头为诸阳之会，上面分布

着许多经络、穴位，手、足三阳

经均起经头面部。每天多梳头

有利于宣行瘀滞，疏利气血，通

达阳气。早晨是阳气生发之

时，故春日梳头以早晨为最

佳。此时梳头可以通达阳气，

帮助气血流通，清利头目，防止

春困的发生。梳头的方法，宜

先从前额的发际向后一直梳到

颈后的发根处，然后再从左、右

耳的上部分别向各自相反的方

向进行梳理。梳头时用力要均

匀，速度宜缓，每次以头皮微热

即可。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吴玮琛

珠江时报讯（记者/彭燕

燕 通讯员/黄丽红 黄永灿 摄

影报道）“安全！安全！路面

施工过程中一定要有安全意

识。”3月25日，狮山镇罗村社

会管理处城市更新和市政管

理办公室联合佛山市公安局

南海分局交警大队罗村中队，

开展2021年狮山镇罗村市政

安全作业培训，加强对市政外

包公司一线工人的安全监督

管理工作，提升一线工人的安

全意识，降低路面作业发生安

全事故的可能性。

市政外包公司的一线工

人在进行路面工作时，常与大

型车辆“打交道”，避免大型车

辆内轮差“吃人”是他们要在

心里竖起的一道重要安全防

线。在罗村城区和贵东路的

封闭路段，佛山市公安局南海

分局交警大队罗村中队三级

警长罗活安现场邀请多名环

卫工人，以及保洁、绿化、路灯

公司的大型作业车司机，“登

上”大型车辆，通过后视镜观

看大型车辆两旁的三轮环卫

电动作业车，讲解大型车辆盲

区的位置及其危害。

“是不是无法看到或者无

法完全看到车辆两旁的电动

车？”对于这个问题，亲身体验

过盲区的一线工人纷纷点

头。罗活安表示，一线工人一

定要清楚大型车辆盲区的危

害性，大型车辆驾驶人在转弯

前应及时减速，多观察周围情

况；而且，转弯时尽量转大弯，

与人行道、路缘石保持一定安

全距离；而非机动车驾驶人应

尽量和大型车辆保持足够的

安全距离。

随后，罗活安“出题”，在

主干路旁的路灯需要更换、树

枝需要修剪的两个背景下，让

市政外包公司的一线工人上

场演示如何正确进场保障安

全。进场有序摆放雪糕筒、放

置安全标识……身着反光衣

的一线工人根据以往经验交

出了“答卷”。

每一项实操完成后，罗村

交警中队工作人员都对实操

情况进行现场点评。罗活安

从道路交通安全角度，对一线

路面作业人员在实操过程中

采取的安全措施给予肯定，并

指出雪糕筒摆放长度不够、工

人在马路上走到施工范围外

等安全意识不到位的问题。

“道路作业有很多血的教育，

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安全意

识。”罗活安说。

“我们还要求市政外包公

司每年都开展一次以上的安

全培训。”狮山镇罗村社会管

理处城市更新和市政管理办

公室工作人员李晨丹表示，希

望通过培训，提醒主干道的一

线作业人员时刻绷紧安全弦，

实现规范作业，切实保障自身

安全，避免事故发生。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世聪

通讯员/黄丽红 李钰 摄影报

道）3月29日是第26个“全国

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南海公

安分局交警大队罗村中队（下

称“罗村交警中队”）走进狮山

镇沙坑小学，以“知危险会避

险，守护安全成长”为主题，为

小朋友们带来一场生动的交通

安全知识宣传课。

“交警是做什么的？”“被开

罚单是好事还是坏事？”“我们

应如何理解交警的执法行为？”

课上，罗村交警中队宣传员黄

丽红通过精心制作的交通安全

知识课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孩子们讲解了常见的交通违

法行为及其危害。同时，黄丽

红结合罗村当前摩电交通安全

形势，播放事故发生的视频，让

孩子们更直观地感受摩电行车

安全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拒绝

搭乘无牌无证无头盔的摩电车

辆，从小养成遵守交通法规的

良好习惯。

“我们希望通过‘小手拉大

手’的方式，教育孩子和家长共

同遵守交通法规，自觉做文明

的出行者，力求达到‘教育一个

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

社会’的目的。”黄丽红表示，学

生安全防范意识的提高，能有

效降低学生各类伤亡事故的发

生率，保障人身安全。

互动环节上，黄丽红还邀

请了一名学生，利用对讲机连

线在外执勤的交警人员，让大

家从语音对话中了解交警的工

作日常。“交警叔叔很伟大，一

直默默守护着我们，让我们有

了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不少

学生在课后为交警的辛勤付出

点赞。

沙坑小学相关负责人表

示，通过这次交警宣讲，学生深

刻认识到摩电骑行存在的危

险，并学会如何避险，进一步提

升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

意识、规则意识以及文明意识，

增强了“知危险会避险”的交通

安全预判能力和防范能力。

我国确定每年3月份最后

一周的星期一为“全国中小学

生安全教育日”，旨在增强中小

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切实做

好中小学生的安全保护工作，

为他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住建篇——

隐瞒事实规避政策
购房交易不予认可

■案情回顾
市民文某到南海区大沥镇某楼盘

看房，看中了某单元，当天便向该楼盘

的房地开发企业缴纳5万元作为购房定

金。次日，文某发现自己无佛山市购房

资格，贷款也超出本人偿还能力，便告

知该楼盘销售代表，不再买房并要求退

回定金。销售代表告诉文某找公司代

买佛山市社保一年后，能获得购房资

格，贷款问题可以通过虚增银行流水

解决，并告知他7天内须交齐购房首付

款，否则不退还定金。为了保住定金，

文某最终还是签署了商品房认购书。

■部门说法
南海区住建水利局提醒，如实提

供购房资格证明材料是购房人的义务。

购买限购区域内的商品住宅，购房人需

满足相关文件规定的购房条件，若隐瞒

真实情况、故意串通规避房地产调控政

策，其交易行为不予认可，由此产生风险

损失和法律责任，应由购房人自行承担。

上述案件中，房地产开发企业悉知

购房人不具备购房资格仍继续进行交

易，是不诚信行为。住建水利部门根据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房地产

行业诚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对建设

单位作诚信扣分处理。购房人应根据

自身经济实力进行购房，有关购房资金

问题由购房人自行处理。退款纠纷是因

双方当事人签订商品房认购书引起的，

属于民事法律纠纷。相关部门会为当

事人搭建调解平台，如协商不成的，应

尽快通过司法诉讼（仲裁）途径解决。

■相关链接
4月3日至4月4日，南海区普法

办、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联

合举办“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

水资源集约安全利用及平安住建”

主题微信学法大赛，参与游戏答题

有机会获得微信

红 包 等 丰 厚 奖

品，详情可关注

“南海普法”微信

公众号。

罗村开展市政安全作业培训

登上大货车 体验识盲区

罗村交警安全宣讲走进狮山镇沙坑小学

知危险会避险 每天都是安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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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环节上，宣传员邀请学生与在外执勤的民警“连麦”对话。

整理/珠江时报记者原诗杰

■罗村交警现场讲解大型车辆盲区的位置及其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