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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王艳姿

目前正是冬令时节，俗话说，冬令
进补，开春打虎。12 月 24 日，湖南省
中医药研究院附属医院治未病科主任
罗运花副教授介绍，春生夏长秋收冬
藏，冬季阳气潜藏、阴气极盛，万物活
动趋向缓慢。冬至养精蓄锐，是养生的
大好时机。冬天进补，食补与药补相结
合，以温补为宜。

补肾多吃“黑”
冬季，寒邪最易伤害肾的阳气。冬

季养生应顺应自然界和人体阳气下降
的趋势，注重补肾，以调摄肾之阴阳为
重点。要适当食用一些热量较高的食
物，如牛肉、羊肉、乌鸡、牛奶、豆浆等。

中医认为，“黑色入肾”，故以食
“黑”为补。黑米滋阴补肾、健脾养肝，
黑豆补肝肾、强筋骨，黑芝麻滋肝养
肾、明目黑发，黑枣平胃健脾、补肾填
髓，黑木耳滋阴润肺、养胃补肾等，皆

是补肾佳品。

饮食以温性为主
冬至后，宜多吃一些温性补益的

食物，以循序渐进为宜。
首先从温补的粥类食物、汤羹类

食物开始，如莲子大枣小米粥、桂圆核
桃芝麻栗子粥等，通过温补脾胃，改善
运化机能；随后增加温热类食物的摄
入，可适度吃些炖肉、炖羊蝎子等。适
当吃点偏辛温的食物，也是对身体阳
气的良好补充。

立冬后，气候更加干燥，温补的同
时不要忘记肺肾阴精的保护。饮食中
可选取银耳、百合、荸荠、莲藕、木耳、
梨、萝卜及各种新鲜蔬菜等养阴增液
的食品进行搭配，以防止燥火伤阴后
出现烦躁、口眼皮肤干燥、牙痛、口疮、
鼻血等症状。

冬季吃膏方对中老年人、慢性病
患者、偏颇体质及亚健康等人群调理
是不错的选择，但应根据每个人的体
质选择合适的膏方。

湖南日报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艾春望

“周爹，现在用水方便了吧，水干净
没有？”“水井已经加深，还免费装了净
水器，再也不用提桶走几里路去挑水
了，感谢你们的督促落实。”近日，长沙
县纪委监委督查组来到春华镇九木村
油铺组开展专项治理“回头看”时，该组
村民周国祥采用手摇压水井取出满满
的一桶水，激动地对督查人员说。

今年 7 月初，在农村饮水安全集中
整治过程中，长沙县纪委监委与县扶贫
办、县水利局负责人采取“四不两直”工
作法，在春华镇部分村就脱贫攻坚中的
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落实情况开展督查，
发现周国祥家饮用水浑浊、季节性缺水

等问题。
“多年前请师傅打的井，用水比较

浑浊，遇到干旱时，经常出现‘断水’。”
说起用水问题，周国祥说出了自己的苦
恼，希望能帮忙解决，督查人员详细记
录。

“旱季的时候村里没有安排送水上
门？只有这一户缺水还是附近村民都存
在同样的情况？”离开周国祥家，督查组
又连续走访了周边几户群众。

经过走访调查和询问有关人员，督
查组了解到，原来自来水供水管网还未
铺设到组上，村民家都是采用手摇压水
井取水，水源来自浅层地下水，水质比
较差。该地区地下土质属于紫色页岩，
一旦遇到干旱，村民需要走几里路去挑
水喝，很不方便。

“水是生命之源，解决饮水困难问
题是关系脱贫攻坚、改善农村生产生活
条件的大事。”问题查清以后，县纪委监
委负责人当即在镇上组织召开专题调
度会，向县水利局、春华镇党委政府反
馈了相关情况，压实主体责任，以督办
函的形式，督促其限期整改。同时，督查
组还将该问题纳入农村饮水安全专项
监督检查问题整改台账，对整改落实情
况进行重点督办。

针对督查中发现的普遍性问题，县
纪委监委督促县水利局及时组织民调
机构对全县四类人员共 9000 余户进行
电话调查，成立 8 个核查组入户核查
1398 户，按照“因户施策、不漏一村、不
落一人”原则，对少数用水存在现实困
难的群众，采取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对已接通自来水的 326 户，安装净水器
273 台，新建水井 18 处；对反映季节性
缺水的，由各镇（街）、村（社区）纳入送
水台账，每户张贴送水电话号码，分 3
批次下发饮水安全评价标准 4.4 万份，
下发用水卫生温馨提示卡 1.2 万份，实
现了饮水安全问题的动态清零。

今年以来，长沙县先后开展产业扶
贫、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教育扶贫
和社会保障兜底等“一季一专题”集中
治理“回头看”行动，将饮水安全纳入重
点整治范畴，通过查阅资料、走访群众、
实地查看等方式，着力查纠农村安全饮
水工程建设推进不力、工程质量低劣、
管护不到位，造成农村人口饮水安全无
保障、不稳定、季节性缺水等问题，真正
让困难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通讯
员 蒋湘渝 何俊宏）“请问减税降费
政策有哪些”“缴税需要多久，是否
可在网上办理”……12 月 16 日，道
县营商环境督查组成员化身企业职
工，来到县税务局窗口咨询办理缴
税相关问题，体验了解企业缴费办
证的难点痛点堵点。

今年以来，道县纪委监委组织
营商环境督查组督促县税务局积极
推行“非接触式”办税，通过“网上
办、自助办、邮寄送、线上答”等方
式，让纳税人多走网路，少跑马路，
推动各项减税降费政策落实落地。
据统计，上半年全县累计新增减税
降费 3500 余万元，实现纳税人 90%
以上主要涉税服务事项网上办理。

督查组不定期深入营商环境密
切相关的重点部门、行政审批部门

和服务窗口，通过“体验式办事”“体
验式观察”等方式，着力发现行业主
管部门在服务企业和群众过程中的
不正之风，严肃查处敷衍推托、效率
低下，吃拿卡要、蝇贪蚁腐等行为。
截至目前，全县共查处破坏市场秩
序和投资营商环境问题 12 件，党纪
政务处分 11 人，其中 5 人被开除党
籍并移送司法机关。

针对发现的问题，县纪委监委
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建章立制，规范
审批程序，精简审批环节，下放审批
权限。截至 10 月底，督促责任单位
公布政府部门行政审批中介服务事
项清单 72 项，取消调整行政职权 9
项；推出 40 项“最多跑一次”事项清
单；企业开办时间压缩到 3 个工作
日以内，办理环节压缩到 3 个环节，
提交材料减少 65%以上。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张香贵

劳动教育教什么？12月23日，湖
南师大附属颐华学校开展了一个月
的劳动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此
次活动覆盖小、初、高 3 个学段，共
800余学生参加。

今年 7 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
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
提出要让学生切实经历动手实践，出
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师大颐
华以推进劳动教育为契机，挖掘开发

“校园实践”教育资源，有机融入保
洁、厨师、安保、糕点师等近 40 个岗
位体验活动，构建了具有特色的“劳
动实践”课程思政教育体系。

“小”细节，大改变

活动期间，每天都有一个班级的
学生参加岗位体验。帽子一戴，围裙
一系，鞋套一绑，手套一穿，学生们就
迫不及待开始“上岗”了。

体验中，学子们有过“又是擦水
池，又是洗毛巾，真的太难了”的埋
怨，有过“让堆积如山的脏盘子干净
如初”的喜悦，更多的还是“劳动最光
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
美丽”价值观的树立。

“面对杂乱无章的筷子与勺子，
我不禁有点惭愧，平时，我也是这样
乱七八糟地放着的。”在保洁岗位体
验的初2005班陈子瑞如是说。

面对留有残渣的餐盘，同样在保
洁岗的初 2006 班王澜之坦言“有点
反胃”，却依然认认真真地刷干净了。
她说：“我深深体会到了保洁的辛苦。
以后，我会更爱惜环境。”

“体验完保洁岗位后，我现在吃

饭都很小心，生怕弄脏那一方干净的
桌面。”小1502班丁元乐深有感触地
说。

如今，餐厅的桌面、餐盘回收处
的盘子越来越干净了，勺子、筷子不
再混在一起了……劳动教育的意义，
在更多的学子心中种下珍惜劳动成
果的种子。

“小”活动，大成长

站岗，变身“安全小卫士”的小
1501 班李嘉霖，滋味也颇多，“一上
午，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保安叔叔
很辛苦，应该受到尊重。”

但劳更有所乐，有所获。站岗
时，学习使用对讲机、防暴盾牌、消
防器材、防爆钢叉，李嘉霖肩负起
守护校园安全的职责，体会到岗位
的重要。

体验制作之辛，感受“食”之不
易。营养的一日三餐，需要洗菜、切
菜、翻炒、分菜，工序并不简单。

单一个捞土豆，小 1601 班张富
涵就想出了 3种方法。面对捞了半天
才装满一篮子的小土豆，张富涵和伙
伴彭彭灵机一动，用一个小篮子，一
人压，一人推，再用手捞进去，一下子
就装满了一篮子；土豆所剩无几时，
又换上了“猎人扑鸟”和“套圈式”方
法，直至收获满满。

在各个岗位上，学生们或请教叔
叔阿姨，或与同伴并肩作战，从“一无
所知”到“行家里手”，一个个大变了
模样。

“孩子回来后，房间收拾得整整
齐齐，主动提出洗碗，还说要做新学
的蛋糕给家人尝。”“从前吃饭总是挑
挑拣拣，现在会说‘一粥一饭，当思来

之不易’了。”“妈妈，你每天都要打扫
卫生真的很累，很辛苦，我来帮你
吧。”在微信群，家长们纷纷“秀”起来
孩子的成长变化，欣喜之情溢出屏
幕。

“小”岗位，大未来

“民生在勤，勤而不匮。”师大颐
华构建起“纳入课程体系”“开展劳动
实践”“拓展劳动基地”“纳入考核机
制”“四位一体”的劳动教育体系。

从报名、培训到体验分享，每一
个环节，学校德育处做好精心安排，
由岗位师傅如实记录学生劳动活动
的情况，给予反馈，评选出“劳动小能
手”。将劳动素养纳入学生综合素质
评价体系，让学生们在不同岗位的体
验中，培养责任意识和岗位服务敬业
精神。

小小的面团，历经揉搓发酵、高
温蒸烤，变成一个个大大的馒头。高
2002班王玉枝从中寻觅到了更多的
趣味，“原来厨房里藏下了一个人生。
只有经历磨难，发奋图强的人，才能
成为更好的自己；只有悉心做好每件
事，于熟中寻巧，于巧中持之以恒，才
能收获胜利果实。”

“在校园里开设劳动实践岗，就
是想让学子们不出校门，在校园里面
也能够通过劳动锻炼和实践，体验劳
动的不易，珍惜劳动成果。同时，提高
实践能力，培养良好劳动习惯，提升
综合素质。”湖南师大附中党委副书
记、师大附属颐华学校党支部书记、
校长彭荣宏表示，师大颐华将持续开
发生动鲜活的劳动教育校本课、特色
课，打造劳动教育优质课，推动“劳动
教育”再升级。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 (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伍孝雄 刘逢源)

“公路开工后，我们每天监督，认可
其质量。”12 月 23 日，祁阳县七里
桥镇挂榜山村 3 公里道路硬化工程
完工，村民文建中、彭扬祁等监督
委员会成员，签字认可。

祁阳县纪委监委加大对全县农
村公路规划、施工等全程监督，组
织 群 众 对 公 路 建 设 规 划 进 行 满 意
度测评，满意度不高的规划，要求

相关部门整改到位。推选 3 名以上
当地群众为监督员，全程参与公路
建设招投标、质量监管、验收等。严
查快办 2 起县交通运输系统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案例，推动全县交通
运 输 干 部 职 工 主 动 服 务 农 村 公 路
建设。

今年，该县新(改)建农村公路
建设 241 公里，实施生命安全防护工
程169公里，一次交(竣)工验收合格率
达到100%，优良率达90%以上。

湖南日报 12 月 24 日讯（记者
肖霄 通讯员 肖斌辉）12 月 24 日，
湖南首届“湘妹子”旗袍文化旅游活
动周暨第二届“康寿新邵”文化旅游
节在新邵县白水洞国家级风景名胜
区启幕。

此次活动以“旗美潇湘·康寿新
邵”为主题，以中华传统旗袍文化为
纽带，突出呈现推进文旅融合新发

展、聚焦文旅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
力、展示巾帼新风采等特点。

活动期间，将举办“旗美新邵”
创意主题秀、“康寿新邵”美术、书
法、摄影、诗联作品大赛展等系列活
动，反映“脱贫攻坚”“决胜小康”“康
寿新邵”等主题，展出一批具有新邵
特色的精品文艺作品。

新邵县地处湘中腹地，素有“大

美湖南之心”美誉。该县重点打造白
水洞大峡谷、岳坪峰国家森林公园、
凤凰谷、长寿清水、大同福地等景
点，擦亮“康寿新邵”旅游品牌。

本次活动由省文化和旅游厅、
省妇女联合会、邵阳市政府指导，新
邵县政府、邵阳市文化旅游广电体
育局、邵阳市妇女联合会、省旗袍文
化促进会共同主办。

湖南首届“湘妹子”旗袍文化旅游活动周启幕

女子健身后突发胸痛、
呼吸困难，专家提醒——

小心肺“生气”了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何东 石荣）长沙市38岁的张女士近
日锻炼身体后，突然出现胸痛，呼吸困难，来
到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气胸。

该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曾祥伯主任介
绍，气胸是由于由于气体进入胸膜腔使胸膜
腔压力增高，肺组织被压迫，影响肺组织的正
常工作，从而出现一系列的相关呼吸系统症
状，常见的临床症状有突发胸痛、胸闷、呼吸
困难、刺激性干咳等。气胸好发于瘦高及有吸
烟史的人群，男生发生率高于女性，导致发生
气胸的病因有胸部损伤、肺部基础疾病、肺大
疱等，在生活中抬举重物或用力过猛、屏气、
用力咳嗽、高强度体育锻炼、突然从高压环境
进入低压环境等都能诱发气胸。

气胸是一种容易复发的疾病，应尽量避
免气胸的诱发因素，如屏气，剧烈咳嗽，提重
物，高海拔地区等。曾祥伯建议广大气胸病友，
在气胸急性期应绝对卧床休息，保持情绪稳
定，清淡饮食，治疗后2至4周后应返院复查，
以评估疗效及发生潜在的肺部疾病。气胸痊
愈的一个月内不要剧烈运动，如跑步，打球等。
有吸烟史的病友应戒烟。有肺部基础病的，积
极治疗肺部基础疾病。当出现胸痛、胸闷、呼吸
困难、刺激性咳嗽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

冬令进补，开春打虎
专家推荐冬季养生食疗方

湖南师大附属颐华学校创新开展劳动教育——

不出校门，在近40个岗位上体验劳动

“再也不用提桶走几里路去挑水了”
——长沙县靶向监督解决群众喝水难题

道县：

体验式监督破除营商环境堵点

一条路一个监督专班
祁阳农村公路建设优良率达90%以上

禁毒教育
12 月 23 日，衡阳市

禁毒教育基地民警向市青
少年宫教职员工宣讲《中
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当
天，衡阳市青少年宫组织
教职员工100余人来到衡
阳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开
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禁毒警示教育主题党日活
动，提高防毒御毒意识。
罗水英 贺丹丹 摄影报道

传统食品做出大产业
12月22日，桃源县茶庵铺镇长板铺村，村民在一起制作蒿子粑粑。蒿子粑粑

是该县传统美食，历史悠久，口味独特。近年，随着市场需求越来越大，以茶庵铺
镇为中心的10多个乡镇、上千家农户加入到家庭作坊式加工蒿子粑粑的行业。
目前，全县每年生产蒿子粑粑500多万公斤，销售额达7000余万元。 周桂成 摄

1.黄芪红枣茶：黄芪20克、红枣5枚，加入400毫升清水煎煮30分钟即
可。之后可续水多次煎煮，饮用一天。此茶具有消除疲劳、补气提神作用。

2.核桃蜜茶：核桃仁10克，红茶15克，加入400毫升清水煎煮30分
钟，加入适量蜂蜜即可饮用。此茶具有补肾益智、润肺通便作用。

3.当归生姜羊肉汤
食材：羊肉500克、当归50克、生姜50克、料酒20克、葱1枝。
做法：
① 先用冷水煮羊肉，放入料酒、姜、葱，将羊肉煮去血水洗净备用；
② 然后将所有材料置入砂锅慢炖三至四小时；
③ 最后调入适量盐，即可。
用法：喝汤吃肉，此为二至三人份
功效：羊肉甘温，冬季温补最宜。当归甘温、微辛微苦，甘温宜于温补，

微辛稍具流通性，微苦可以适当潜藏相火。同时加生姜辛微温，使羊肉当归
补而不滞。

推荐两款冬季养生茶和经典食疗方

东安扫黑除恶见成果
打 掉 涉 黑 涉 恶 团 伙

10个，一审判决57人

湖南日报12月24日讯（通讯员 魏龙
元 邓凯鹏 记者 黄柳英）东安县公安局12
月22日公布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目前，
上级交办的 208 条涉黑涉恶线索全部办
结，共打掉涉黑涉恶团伙10个；根据涉黑涉
恶案件发现行业领域问题，向 15 家相关行
业领域责任单位发放提示函 20 份，各单位
均整治到位，全县社会治安环境明显改善，
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东安县公
安局紧扣“民心”关键点，坚持“有黑必扫、除
恶务尽”，不断深化“六清”行动，稳步推进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截至12月中旬，共打掉涉
黑涉恶团伙 10 个，刑拘犯罪嫌疑人 66 人，
一审判决 57 人，追缴、冻结、查封涉案财产
1065.4万元。其中，以秦某某为首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犯罪团伙，案情复杂，涉及嫌疑人
多，专案组历经10个月才完成全部侦查、抓
捕工作，刑事拘留19人，起诉19人，所有涉
案人员均已到案，有效肃清了社会风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