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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正华（1920年2月出生）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中国古代医家早
就认识到饮食对身体的作用，《寿亲养老
新书》里讲“主身者神，养气者精，资气者
食，食者生民之天，活人之本也”，就是说
饮食是“精气神”的营养基础。

但是，食物与中药一样，也具有各自
的特性，这就是食性。想要通过食物来养
生，一定要注意调和食性。

食性主要包括“四性”与“五味”。
所谓“四性”，即指食物与药物一样也

具有寒、热、温、凉、平而偏热、平而偏凉等
不同性质。一般来说，凡寒凉性食物，即
表示具有清热、泻火、凉血、解热毒等作
用，比如性寒的藕、西瓜、豆芽，性凉的绿

豆、豆腐、丝瓜；凡温热性食物，即表示具
有温里散寒、补火助阳、温经通络等作用，
比如性热的花椒、胡椒、辣椒，性温的生
姜、大蒜、韭菜。

所谓“五味”，即指饮食（包括调料）有
辛、甘（淡）、酸（涩）、苦、咸五种味道。食
物的五味与药物的五味基本相通，如辣
椒、胡椒等味辛；大枣、甘薯、粳米等味甘；
梅子、马齿苋等味酸；苦瓜、芦笋等味苦；
海带、食盐等味咸。

虽然说“四性”“五味”对人体有益
处，但如果食用不当，也可以产生不良
作用。比如寒凉性有伤阳助寒之弊；温
热性有伤阴助火之害；辛味大多能耗气

伤津；甘味大多能腻膈碍胃，令人中满，
湿阻、食积、中满气滞者慎用；酸味大多
能收敛邪气，邪气未尽者慎用；苦味大
多能伤津伐胃，津液大伤及脾胃虚弱
者，不宜过食；咸味能泻下通肠，脾虚便
溏者慎用，高血压、动脉粥样硬化者也
不宜过食。

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体质与环
境，来选择对应的食物，以达到调和阴阳
的目的。比如盛夏时节，体内有湿热火
毒，适当食用苦寒食物，有助于清热燥湿、
泻火解毒；如出汗过多、耗伤津液，适当食
用甘温食物，有助于补养气血、调和脾胃、
消除疲劳。

颜正华颜老平日非常注意调和食性，
常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均衡地进食不同
食性的食物。如经常吃菠菜、丝瓜、蚕豆、
豆角等蔬菜帮助清肠胃；当感到体内有火
时，就适当多吃一些寒凉清淡的青菜、苦
寒的苦瓜、性凉的绿豆及油菜等；当受寒
着凉而引发脘腹不适时，就适当多吃一些
辛温理气的生姜，或喝点红茶。

希望大家都能在平凡饮食中，总结出
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并持之以恒。

食性调和虽妙，但一到夏天，很多人
却吃不下饭。下一期，咱们一起聊聊关于
食欲的话题。

(栏目主持/记者周英）

——教你几招过盛夏系列（八）

《大国医》教你借食物性味 调和人体阴阳

健康大参考

重视和维护心理健康

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各种心理卫生问题，重视
和维护心理健康非常必要。

心理卫生问题能够通过调节自身情绪和行为、寻
求情感交流和心理援助等方法解决。采取乐观、开
朗、豁达的生活态度，把目标定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
围内，调适对社会和他人的期望值，建立良好的人际
关系，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和兴趣爱好，积极参加社
会活动等，均有助于保持和促进心理健康。

如果怀疑有明显心理行为问题或精神疾病，要及
早去精神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的心理科或精神科咨

询、检查和诊治。
精神疾病是可以预防和治疗的。被确诊患有精神

疾病者，应及时接受正规治疗，遵照医嘱全程、不间断、
按时按量服药。积极向医生反馈治疗情况，主动执行
治疗方案。通过规范治疗，多数患者病情可以得到控
制，减少对正常生活的不良影响。

适时开窗通风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阳光和新鲜的空气是维护健康不可缺少的。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

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
霉菌繁殖的机会。开窗通风，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
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
染病发生。

雾霾、沙尘天气时，应关闭门窗，减少室外颗粒物
进入室内；遇到持续雾霾天气时，应选择空气污染相
对较轻的时段，定时通风换气，否则有可能造成室内
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出现缺氧。

关爱听力健康专业验配助听器

8月3日（本周六）特约——杭州仁爱
听力语言康复中心周梦莹主任莅临萧山
惠耳听力育才北路497、499号听力服务
中心，开展大型耳聋、耳鸣康复咨询，更好
服务听障人士，并指导验配助听器。

1.推出特价验配助听器（买一只补助
一只同款型号助听器，限双耳验配用户）

2.畅听无忧 专业试听！
考虑到部分新用户担心助听使用，不

敢轻易选配助听器，耽误了听觉康复，惠
耳听力特别推出畅听无忧，专业试听试
戴，让你助听器配得放心，戴得舒心。（期

间不限次数调试、服务）
3.助听器以旧换新活动！

惠耳听力助听器（萧山育才北路听力
中 心）预约热线：0571- 82826487、
18258130617

活动地址：萧山育才北路497、499
号（大润发超市斜对面）

欢迎新老用户莅临，活动详情请进店
咨询！

请仔细阅读助听器说明书或者在医务人员的指导

下购买和使用，禁忌内容或者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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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在萧山完胜人生“两大战役”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军营中，军人们忘我训练、不畏艰辛，守护国家安全；

退役后，他们时刻铭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退伍不褪色，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地

继续服务社会。

本报选取三个处于不同年龄段、不同工作岗位的退役军人，讲述他们退

役后的人生故事。他们中既有94岁的战斗英雄、离休干部，也有60岁的民

营企业家，还有28岁的社区工作者，无论年龄多大、无论身处哪个岗位，他们

心怀信念，用新时代的新方式诠释着“军人”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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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们来看我，但是慰问金拿回去，
帮我转交给更有需要的同志。党和国家已经
很照顾我们了，我们很幸福！”八一前夕，一位
94岁退役军人对前去慰问的萧山退役军人事
务局工作人员说出这样一番话，工作人员当
场落泪。

这位退役军人叫张义，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参加过苏中七战七捷战
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莱芜战
役、渡江战役。曾被评为华东军区两级战斗
英雄、华东医功模范、华东军区二级人民英
雄，记二等功一次、三等功两次。

1976年，张义和妻子一同转业到萧山，开
启了人生第二战场，任当时萧山县卫生局局
长。51岁的张义上任第一件事，就是跑遍萧
山农村了解各地医疗卫生情况。“他在萧山工
作的十年里，一年365天，有200多天都在基
层奔波。”张义的夫人韩佩冰回忆说。

张义第一次来到原萧山许贤乡时，被当
地有1000多名麻风病患者所震撼，军医出身
的他，深深了解这种慢性传染病的危害与可
怕之处，他马上召集医生，并不顾被传染的风
险亲自参与到治疗中，最终将这批患者完全
医治好，阻断了传染源。

在基层调研时，张义了解到基层医疗条
件差，医务人员大多没有经过系统培训，经过
多方交涉，他一手成立了萧山卫校，任第一位
校长，对每一位基层医务人员进行培训。

张义在任时发现，有100多万人口的萧山
竟然没有一座中医院，张义决定改变这种现
状。他多方打听、找关系，来到当时的浙江卫
生厅中医处，讲述萧山实际，为萧山争取来
35000元资金，成立了如今的萧山中医院。

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张义都把组织交
派的工作当做突击任务去完成。在卫生局
工作5年后，张义调任环保局长。刚成立的
环保局，人少事多，条件艰苦，张义对这些毫
不在意，依旧踏踏实实工作。当时萧山遍地
烟筒，浓烟时常冒起，在那个年代，张义已认
识到大气污染的危害，于是带队到武汉学习
烟尘处理经验，让萧山在浙江率先实现消烟
除尘，成为各个县学习环保治理经验的标
杆。

张义手中有权力，但从未用权力为自己和
家庭谋求过一点福利。妻子韩佩冰说：“他是
军人，对自己对家人要求很严格,家里三个子
女没有一个沾过他的光。”离休后的张义仍保
留着战士风格，该出手时就出手，不忘军人本
色，面对患病的贫困孩子，他慷慨捐出1万元，
河上镇修建抗日纪念馆，他义无反顾捐出1万
元。

在张义房间里，放有萧山日报、环球时
报、参考消息、国防时报等报刊，张义仍旧每
天坚持读报，关心国家大事和萧山发展。作
为新中国成立和发展的参与者，如今的老兵
张义从来没有忘记，他是一名军人。

朱金林：浙江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尽管已经退役40年，但谈起人生经历，
杭州飘扬织造工艺有限公司负责人朱金林仍
然很“军人”：雷厉风行，干脆利落。

1979年，朱金林因在训练中受伤落下残
疾后退役，回到萧山创业。没有人脉、没有资
金，创业无疑是艰苦的，厂房面积小、工人招
不到、商品卖不出去，这些困难他都遇到过。
但朱金林凭借着军人不服输的那股劲，撑过
了创业初期最困难的时候。

说起成功秘诀，朱金林首推部队的培
养。“一日从军，军魂入骨。军旅生涯，成为我
创业的根基，企业发展壮大的每一步，都饱含
着那段军旅给予我的人生馈赠。”朱金林说。

他把在部队学到的优良作风和军人品质
引入企业中，把军队抓标准化、系统化、规范
化建设的经验当做自己企业管理的精髓。如
今，朱金林的公司是集设计、开发、生产、销售
各种高档工艺品于一体，拥有自营进出口权
的优秀民营企业，产品远销欧美及中东等多
个国家和地区，还在绍兴中国轻纺城设有销
售部，每年销售保持在近5000万元。

自觉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解难，积极参加
社会公益事业和公益活动，是朱金林一直坚
守的理念。在抗震救灾、春风行动、帮困扶
贫、捐资助学、慈善募捐等各项活动中，都能
看到他的爱心之举。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
大地震，他通过萧山红十字会向灾区人民捐
赠30万元物资，组织公司全体员工为灾区捐
款1.5万元；2008年至今，他每年向杭州市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5万元；2009年以来，
他为进化、楼塔、宁围4名困难残疾人危房改
造、医疗手术、创业等捐助上万元，为新建河
上中学捐款2万元，为公司所在地河上镇紫
霞村建设捐款5万元，为河上镇慈善分会捐

款2万元；2012年，向中国肢残人协会文化
创业培训中心爱心捐赠全棉衬衫2000件。

残疾人创业就业难，朱金林深有体会。
自2009年开始，他与临浦镇残疾人小康阳光
庇护中心协作联营，出资在庇护中心设立工
疗产品车间，提供工疗产品、原材料、半成品
和技术服务，安排志愿者定期为工疗员进行
实用技术培训，以“工疗站”为主要阵地，以花
边工艺为基本课程，使工疗员学到了一定的
技能，还专门进行实践操作，由志愿者教导做
串珠、缝纫简单的小物件，帮助工疗员不出中
心大门实现“就业梦”。朱金林还与萧山区特
殊教育学校协议联营，为他们提供工疗产品，
并进行培训、指导服务，使残疾人在康复劳动
中得到锻炼的同时又获得一定经济收入。

在追梦的征途中，朱金林初心不改，本色
不忘，今年被评为浙江省首届最美退役军人。

丁青山：社区里的“安全卫士”

大学毕业后，丁青山怀着从军报国的青
春梦想，参军入伍。2年后退役，他重新站在
人生的“十字路口”，选择回到萧山，成为西河
路社区一名工作人员。

如今，28岁的丁青山是西河路社区治保
主任，主要维护社区安全秩序。他笑着说：

“当初梦想持枪站岗保家卫国，现在也是赤手
空拳保护社区居民。”虽然只有两年当兵生
涯，但军营的锤炼，让他永远感恩和怀念那一
身英姿飒爽的军装。“脱下军装后，军队刻到
我骨子里的认真、坚韧、拼搏精神永远不能
丢，也不会丢。”丁青山说。

“以前当兵考验我的体力，现在工作要靠
智力。”丁青山说。工作伊始，丁青山也面临
着一个个问题。西河路社区老旧小区多，
2000多住户多为老人和外来租户，人员流动
性强，难管理，工作琐碎而繁杂，处理这些问
题要多动脑筋、想办法。每天下班后，丁青山
挨家挨户走访登记信息，一年摸排两遍。无
论严寒还是酷暑，丁青山每天都要带队上午
下午各巡逻两次，查找安全隐患。原本不善
言辞的丁青山主动和居民聊天，锻炼自己沟
通能力，现在他成了社区里有名的和事佬。
每当社区居民有纠纷、争论不止时，都会找小
丁评评理。4年社区工作，同事和社区居民
对他的评价是，认真、仔细，工作身先士卒，冲
在一线。

刚到社区时，丁青山主管卫生，凭借着军
队锻炼出来的仔细和敏锐，他总能发现保洁

忽略的卫生死角，并及时联系保洁清扫，有堆
放杂物、建筑垃圾的及时叫居民搬离清理干
净，社区环境在他的主管下焕然一新。

辖区遇到紧急情况时，同事们第一个想
到的肯定是丁青山。一次，丁青山接到求助，
一位居民因精神受到刺激而反锁家门，关上
窗户，并打开煤气罐欲自杀。丁青山赶到楼
道时已经闻到浓烈的煤气味，他急忙疏散周
围居民，自己来到门前进行劝导，转移该居民
的注意力，等到警察和消防队员赶到，一同破
门而入，阻止了这场悲剧。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我的职责就是维
护好社区安全。每当看到社区群众有这样那
样的困难，就想尽我所能帮助他们，能帮一点
是一点。”在丁青山看来，社区虽小、群众事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