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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FOREWORD

江山就是人民

臧克家先生曾经写过一首纪念鲁迅先生的诗，

叫做《有的人》，诗里面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

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个孺子牛的比喻，吃的是

草，挤出的是奶，先生为了叫醒麻木的中国人，弃医

从文，以刀笔为投枪，写着那些要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换回的是文化的启蒙。 

思想要扭转，行动才能扭转，先生加入李大钊

同志的旗下，做了中国人民的夫子。 

黎明破晓，总有人做第一个普罗米修斯，李大

钊先生便当了现代中国的盘古。先生的麾下除了有

鲁迅先生，还招了一个湖南来的乡下人做北京大学

的图书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从小思考的东西，就和旁的人不太

一样，读了一部《水浒传》，他想，书里面的农民哪里

去了？为什么没有人写农民？ 

他是一个多情敏感的人。看到戏台上穷人的苦

难，他会掉泪，尝一口农民无法下咽的窝窝头，他会

掉泪，听到贫民饿死的事情，他会掉泪。 

他所崇拜的一个人曾经说，二十四岁不过是帝

王的家谱。 

是啊，《水浒》里的农民哪里去了？ 

他们就在这中华大地上艰难谋生，他们就在那

窑洞里吃糠咽菜，他们就在那深山老林里，躲避着

驴打滚一样的债。但古往今来，正是一个一个不起

眼的匠人，一次次改进了生产的工艺，正是一个一

个不起眼的农民，一次次的选育了良种，正是一个

一个不起眼的读书人，一次次的创作了戏本。 

生产的工艺叠加起来，才有了大匠的丰碑，选

育的良种积累起来，才有了高产的良种，戏本的故

事积累起来，才有了作家的素材。 

是人民创造了古往今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财

富。

都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就是李世民的认

识，也不过是为了自家的天下。 

普通的人在三千年里到底也没有引起过多少

注意，王朝开国之时，开国之君经历过血与火，见识

过凡人的力量，大抵要出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安

定天下的人心。所以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但就算对人民的力量认识最深刻的帝王，也是为了

他们的舟能一直浪下去。 

没有人在乎海兰泡的人是不是人。 

教员觉得，这个事情不对。他在后来写了一篇纪

念普通战士张思德的文章，叫做《为人民服务》，他

觉得，普通的人不仅是人，普通的人更是顶天立地

的人。 

鲁迅先生要让中国人从精神上站起来，但就像

思想上入了党和身体上入了党是两码事，思想上站

起来和身体上站起来，也是两码事。一部分人从思

想上站起来容易，但有的人的膝盖跪到了地里，生

根发芽，光用讲道理的办法行不通，所以，要把让他

们恐惧的东西砸碎。 

他要让中国人民站起来。他要让中国人民在史

书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从安源到天安门，他奋斗了二十七年。一座丰碑

在共和国首都的心脏拔地而起，上面是他写的八个

大字：“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人民说，主席万岁，主

席说，人民万岁。他站在城楼上，对着山呼海啸的人

群，挥动了右手。 

风吹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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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大信·新都汇AB座商场一秒化身浩瀚宇宙，抬头仰望星辰大海神秘宇航员在

你的上空飞行漫步。风靡全国的梵高星空艺术馆也同时在大信·新都汇B座开放。

9月18日，大信·活力城/大信·SUNDAY迎来封顶大吉。从一纸蓝图到人居典范，寄托着无

数个日与夜的精心细磨，最终如期绽放。

9月19-9月21日，趣味中秋，欢乐游园。在这个阖家团圆、甜蜜浪漫的节日，大信·新都汇让

顾客们体验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游园会。

即日起，食品从业人员可到中山大信莲塘门诊部办理健康证。大信医疗设备先进、环境

优美，体检流程方便又快捷。

大信酒店·石岐店，设计风格简约而富有现代时尚质感，环境优雅迷人，是商务旅行首

选之地。酒店身处大信新都汇商圈，让你“足不出户、乐享玩购”！

 聚焦大信    一句话新闻 一句话新闻    聚焦大信

大信·新都汇A座

大信酒店·石岐店 大信·新都汇B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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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榄店16周年 启动爱心之行

 聚焦大信    要闻 要闻    聚焦大信

9月
 大信·新都汇小榄店16周年以“幻彩鎏光”为主题的庆生趴，日前在商场中庭隆重举行，奇

幻的卡卡化身太空人漂浮在舞台中央，将萌动勇敢地带领大家探索小榄店16周年神秘的主题活动，

并在幻彩的星空中，继续寻觅更多美好的鎏光。

大信·新都汇将携同商家，准备丰富庆生活动

回馈顾客，包括 “豪华霸王餐、大牌5折go、15秒疯

抢节、兔兔萝卜游园会、向上看太空漫步”等轮番精

彩上演。

今年的周年庆适逢中秋，大信·新都汇将继续

开展“情满中秋 送爱之行”关怀活动，爱心走访已

于9月11日启动，一直到9月18日，将为社区的孤寡老

人、残疾人士、贫困家庭送上中秋的问候。

大信·新都汇与大信公益服务中心、党员代表、

志愿者们及商家代表，自2016年以来一直坚持公益

活动，目前已经开展超过40场次的慰问之行，为弱

势群体送去了温暖，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帮

扶活动，积极促进“真”“善”“美”的正能量传递，

不忘初心，践行企业公益责任，为社会尽绵力。

中山市小榄大信新都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维飞先生表示，感恩16年来关注和支持小榄

店发展的朋友们，小榄店坚持每一天都为顾客提供

高品质的服务体验、精彩纷呈的活动，相信在大家

的努力下，继续不负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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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兴校——记中山市大信学校两个省级立项课题开题报告会

 聚焦大信    要闻 要闻    聚焦大信

9月

在听取了两个课题的开题报告后，与会专家分

别就相关内容做了具体评议。中山市美术名教师指

出，杨老师的课题研究思路清晰，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中心开展研究，对推广陶文化、普及陶文化

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山市华侨中学心理健康高

级教师指出，莫老师的心理课题抓住了心育工作中

亟待解决的要点问题，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中山

市教育教学研究室科研部领导则强调，美育教育要

以学生为中心，发挥教育的“育人”功能，课题组要

将过程性、发展性的东西留下来，还原学生自然的

天性。同时，心理课题要对建立督导机制和干预方

法有详细的构想，回归教育的本质；石岐街道教育

事务指导中心教师则指出，杨老师的美术课题是延

续、是提升，也必将是精华，课题组要挖掘隐性文化，

在平衡中求发展。而莫老师的心理课题则要丰富实

验过程，适当延长实验周期以增加课题研究的信度。

随后，石岐街道教体文旅局教育事务指导中心

德育专干、美术教研员也对各自参与的课题做了表

态发言，承诺一定协调好课题组的相关工作，为课

题的顺利开展保驾护航。

最后，大信学校杜少君副校长代表学校作表态

发言。杜校长首先感谢专家组对老师们科研课题的

指导和教育智慧的启迪。专家深入的指导，使老师

们深刻领悟课题研究的育人价值，使课题研究回归

教书育人的本真。大信学校将根据专家的指导意见，

不断完善课题研究，使教师的育人能力得到切实的

提升，使学生成为课题研究最大的受益者。

专家的热情指导，让课题组的老师们更加明确

了课题研究的方向和思路；领导的大力支持，让课

题的有效开展得到了最大保障。大信学校课题组的

老师们，必将秉承着立德树人的初心，在教育科研

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勇往直前！

2021年9月15日，中山市大信学校省级教

育科研立项课题《学生陶板作品在校园文化

环境中的实践》、《区域内心理督导机制对

生涯焦虑学生小升初适应性影响的研究》开

题报告会在学校会议室举行。中山教育界各

领导、教师出席了本次开题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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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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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吹爆中国式的浪漫

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在今天，读懂了中国式的浪漫。我们不需要

效仿谁，不需要学习谁的高级，也不再崇洋媚外，我们打心底里

喜欢今天的红旗漫卷，今天的整齐划一，掷地有声！

谁说我们不懂罗曼蒂克？

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到国旗杆，220米的距离，由齐步、正步、齐步各100步完成。

国旗护卫队大步向前，步步坚定有力！

每一次，无论走到哪里，

这支代表着中国形象的最帅天团，

永远震撼人心，是所有人心中最靓丽的风景线。

军人的浪漫

硬核科技的浪漫

来自敦煌光热电站的百岁生日礼物。他们用3700多

面定日镜拼组成这枚闪闪发光的党徽。

用科技，捕捉太阳的光献给党。正因为有了前人的

努力，才有了如今祖国的强大。都说人要先吃饱，才

能谈浪漫。

先辈们请看，我们的科技已经不是曾经落后挨打的

境地了，我们的科研人员有了浪漫的底气。

对于大众是酷炫的艺术，对于大国是不动声色的力

量。

深圳的灯光秀，一束亮光直穿云层，点亮夜空。

橘子洲头的烟花，总是最美最意义非凡。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院士说，嫦娥五号从

月球上带回的样本将会分为两份保存，一份保存在

北京，一份保存在湖南。

湖南是毛主席的家乡。“毛主席曾说过‘可上九天揽

月’现在我们实现了‘九天揽月’，所以把月壤放到

湖南也是对毛主席的一种告慰。”

先辈未实现的壮志，

如今正在一个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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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中国人对于天空、宇宙有很多幻想，那些被记录在神话故

事中的美好想象，如今真的被一代代航天人放入了那片曾经我

们只能仰望的星空。

北斗、嫦娥、神州、天宫、祝融……

我们在宇宙中铸造着属于中国人的太空神话。

航天的浪漫

北京时间6月17日9时22分，神舟十二号载

着宇航员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飞往

空间站。60年载人航天史又进一步。

照片中，母亲带着孩子去亲历这一刻。也

许未来，许许多多观看直播仰望星空的孩

子，会在未来成为继续去创造新历史的人。

浪漫的另一种读法是传承与希望。

他创造着他的浪漫——“我有一梦，叫做‘禾下乘凉梦’。”

“我们的水稻有高粱那么高，穗子有扫帚那么长，籽粒有花生米那么大，

我看着好高兴，坐到稻穗下乘凉。”

“乘凉梦”的浪漫

中国这个一辈子与农田打交道的老人，能

拉一手漂亮的小提琴。他是袁隆平院士，

中国杂交水稻之父。

这些别人定义里的所谓浪漫。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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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浪漫在街头巷尾，在人间烟火味中。

是水果摊主的“大声朗读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是街头涂鸦的“年轻人愿你照耀中国”;

是街道上的红色条幅;

是我们生于红旗之下，生长于春风之中。

平凡的浪漫

1949年开国大典，那年他们笑得那么开心，看到如

今的中国，他们也会开心吧。

这盛世，如您所愿。

过往百年征程，燎原星火；今朝红旗漫卷，盛世安康。

世界上并没有第二个国家，有上下数千年的纵深，

五十六个民族的宽广；世界上也没有第二个文明，可

以历经风雨，百劫涅磐，生生不息。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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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智慧的力量

提到“Made  in China”，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是我们身上穿的鞋子、衣服？我们

日常使用的手机、电脑？还是体现中国速度的高铁？

在新冠阴霾笼罩的国际背景下，有这样一款“中国制造”备受瞩目，成为中国智慧

与担当的代名词，为国际抗疫事业注入了信心，这便是：中国疫苗。

2月7日新华社国际时评说到，“对拉美国家来说，

中国疫苗如同“及时雨”般为抗疫提供了重要助

力。”等候接种中国疫苗的巴西利亚民众感慨，他

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疫苗也不会错。

另外，中国派出多支国际支援队帮助医疗技术

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会议上，中国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表明立场，积极投身抗击

疫情的国际合作。中国这一大国令人暖心，给人信心，

这一支支走向世界各地的中国疫苗如同信使，传递

着“合作、共享”的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中国同舟共

济、团结合作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抗击新冠疫情，是一场需要各国通力合作的战役；而疫苗，无疑是战胜疫情的最

有力武器。在全球新冠疫苗短缺的背景下，中国明确而坚定地履行承诺，不分民族、

不分国家、不掺杂特权或歧视，努力让疫苗成为各国人民用得上、用得起的全球

公共产品。

从智利到巴西，从秘鲁到哥伦比亚，再到匈牙利、巴基斯坦，越来越多的国家给中

国疫苗投出信任票，向中国寻求采购，渡过难关。

在巴西，医护人员为老人接种中国新冠疫苗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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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疫情期间，除了新冠疫苗，中国还积极采取措施控制本国疫情，本着公开、

透明、负责的态度共享本国疫情信息，以及应对疫情的相关经验、方法。

例如，在采集点，市民被分成十人一组进行采集。

为什么十个人要放到一起检测？

对此，疾控中心专家介绍，混采就是将好多个人的采集拭子放到一个采集管中，当混采检测结果为阴性时，混

采样本均视为阴性，代表混检的每个人都是安全的。如果出现阳性，相关部门会立即对该混采管的每个受试

者暂时单独隔离，并重新采集单管拭子进行复核。

“混采的最大好处是，提高检测效率，短时间

内完成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最大程度降低新

冠肺炎疫情输入及本地扩散风险。”这位专家

说，随着国内防控经验的提高，混采模式已经

成为目前新冠核酸检测中广泛使用的疫情防

控筛查方法。在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中，多个地方将此方法用于全人群大

范围的核酸检测工作。

大信医疗医护人员在核酸检测现场

大信医疗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

大信医疗医护人员为市民进行核酸采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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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存在已

久，这一理念是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

前途提出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引领时代潮流和人

类文明进步方向的鲜明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符合中华民族历来秉持的天下大同理念，符合中

国人怀柔远人、和谐万邦的天下观”。

中国智慧，小到一管疫苗、一部手机，大到“一

带一路”建设、中国空间站开放，从来就是惠及天

下的大智慧。中国高铁像一条巨龙，在莫斯科到叶

卡捷琳堡的路上蜿蜒。天宫空间站向世界开放，来

自17个国家、23个实体的9个空间科学实验项目成功

入选。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彰显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

尽管和平与发展是时代潮流，但霸权主义仍然

存在，单边主义不断抬头。然而我们坚信，寒冬阻

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1月

2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发

表了题为《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

的特别致辞。习主席强调，解决好这个时代面临的

课题，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

五百年来，人类追求社会主义的路途上，有鲜

花芬芳，也有荆棘密布。一百年来，中国人追求社会

主义的历程中，闪耀着光荣和梦想，也充满着奋斗

和牺牲，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英雄的中国人民从未

退却、从未动摇。历史雄辩地证明：中国没有辜负社

会主义！

“计利当计天下利”，放眼未来，中国将继续积

极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共享中国智慧，为世界提供

中国方案，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

进！

 专 题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CHINESE的浪漫与智慧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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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中秋分外明，人到佳节别样亲！

中秋佳节，是一个最富有人情味的节日。大信延续开展中秋关怀慰问系列活动，为社会上需要关怀的人士，送

上精心准备的礼物和中秋祝福，把浓浓的关怀和温暖送给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和浓厚的大信情。

携手残疾友人喜迎中秋！丰富残疾友人的生活，提高幸福感和归属感。

这个中秋，继续暖暖的！

4140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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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关爱送至深处

走 到 长期关怀对象、贫 困家庭、

孤寡老人身边慰问关怀。

4342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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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延续六年的关怀

2021年9月，大信公益服务中心、大信·新都汇、大信物业联动中山市肢残

人协会、社区服务中心等爱心机构、志愿者及爱心商家代表，走到残疾人、

贫困家庭、孤寡老人身边，为他们送上节日慰问品，与他们互动交流、深切

关怀，用善行传递温度及正能量。

大信“情满中秋，送爱之行”活动，自2016年启动以来今年已踏入第六个

年头，目前已经开展超过40场次的慰问之行，为孤寡老人、残障人士、贫困

家庭等弱势群体送去了温暖，通过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帮扶活动，积极

促进“真”“善”“美”的正能量传递，不忘初心，践行企业公益责任，为创

建“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4544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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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富有力量的关爱

在中秋节来临之际，大信公益服务中心对中山市内的长期帮扶对象进行了入户探访，仔细询问了对象目前的

身体情况、生活状况及存在的困难，鼓励他们树立信心、克服困难，为他们送上了节日祝福及精心准备的慰问

礼品。

多年来，大信为患有重疾、家庭经济出现困难的人

士及家庭开展关怀服务，做他们的坚强后盾，在爱

心款救助的同时，定期跟进了解对象情况，结合节

日开展慰问走访活动，送上关怀及问候，让他们在

病困的时候，仍能感受到来自社会的关心和温暖。

4746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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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不断坚守的陪伴

一直以来，大信公益义工队坚持开展“护童计划”服务，走进需要关爱的青年家中，开展深入关怀服务。在中

秋节来临之际，大信义工特意为“护童计划”服务对象准备了爱心慰问品，继续走进他们家中进行暖心关怀，

为他们送上节日祝福，了解他们的近况，同时为他们生活中的遇到困难出谋划策。

大信公益义工队“护童计划”自2017年11月启动以来至今，每月坚持对石岐周边缺乏关爱的儿童及青少年，开

展结对探访、心理疏导、分享交流、陪伴成长等义工服务超60期，通过不断开展深入服务，走进对象内心世界，

不断引导他们自我成长！

4948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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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爱的践行者

大爱筑基，信行天下！大信30多年来，一直以爱为根基，以“大爱

筑基”的理念发展，坚持深耕公益善土，积极参与开展中山市乃

至全国的各项公益活动，为抗疫赈灾、扶贫助学、关爱弱势群体、

文化教育发展等各项公益事业贡献力量。

爱永不止步，公益没有终点。大信，是一个和谐友爱的公司；大信

人，是一群善良可爱的人。公益的路上，大信始终坚持从一点一

滴做起，播种爱的种子，让爱和关怀在大信继续成长、扎根、开

花、结果，让关怀和博爱互助精神不断提升和传承！

 温 度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这个中秋 继续暖暖的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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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访期间，婷婷再次邀请了义工与其一同画

画、编辫子玩耍，在义工的陪伴下，婷婷不断拍手

叫好，十分开心满足。随后义工与妈妈、小彤深入交

流，了解了她们的近况：小彤近期正在进行康复理疗，

同时服用中药调理身体，略见成果；婷婷在工疗站

工作勤劳踏实，工疗站质优的伙食让婷婷胃口大开，

最近长得壮实了。

大信义工自与小彤及婷婷结对以来，坚持每月

对她们开展探访服务，以形式丰富的爱心服务陪伴

她们，希望能为她们不断带来缤纷的快乐时光。

2021年8月28日，大信公益义工队再次走进了残疾友人小彤（化名）和自闭青

年婷婷（化名）家中，开展入户探访服务，陪伴她们，为她们送上快乐时光。

甜心关爱——第八十八期义工爱心关怀行动

温度·传递爱的力量

本次探访，义工特意准备了巧克力DIY的材料，

与小彤、婷婷一同制作：她们十分兴奋，与义工共同

动手将巧克力酱融化，倒入自己喜爱的模具中，再

放入冰箱冷藏，等待巧克力成形。巧克力成形后，

她们急不及待的拿出成品，与妈妈和义工分享，在

品尝巧克力时，大家纷纷为她们点赞，她们脸上洋

溢着满足的笑容。

 温 度     大信公益 大信公益     温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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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信学堂优·活

大信学堂第四十五讲

摆脱拖延症，从认识自己开始

总是拖延，执行力不强该怎么办？相信这是大家在

生活和工作当中都会经常纠结的问题。你们有研究

过自己为什么会有拖延症吗？

在我们面对拖延症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先对自己的

行为进行分析。

接下来，将为大家介绍一个模型：【知能愿】行为分

析模型。

一个人的行为改变，需要满足三方面的条件：认知、

意愿、能力，三者缺一不可。

1、知，指角色认知，说的就是是否清楚自己要做什

么、角色定位、相关资源和工作重点等等。

2、愿，指的是行为意愿，了解了要做什么之后，是否

有意愿去做

3、能，指的是行为能力，具备了意愿，是否有足够的

能力来完成。

 

我们可以尝试从知能愿这三个角度分析，执行力缺

乏，没有行动改变，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1、如果发现认知出了问题：那么就需要知道做这件

事的方式、职责、标准等。

2、如果发现能力出了问题：那么就需要制定能力提

升计划。

3、如果是行为意愿的问题：那么就需要分析需求和

动力来源，或者激励自己打打气。

 

另外，执行力不强，很多情况也是因为目标设定不

清晰导致的：

一个无法执行、超出个人能力的目标；

一个过于远大、无法衡量结果的目标设定；

一个执行周期过长、不能分解和控制的目标；

一个不具备执行条件的目标，比如不能掌控必要的

资源。

所以，若解决这样的目标规划类的执行力问题，需

要从以上的问题入手。

 

其次，是由于执行结果不够有吸引力，没有行动的

动力，如果不能完成，没有惩罚性的后果。

大信学堂 优·活

好书推荐

《常识工作法:不内卷且高效》

内容简介：

好的品牌，应该对外具有竞争力，对

内具有激励性。

马丁·林斯特龙在对全球100强企

业的长期观察中发现，产品的好坏、

团队的效率和员工幸福感的多少，

都取决于一个组织内部有多少“常

识”。

作者结合许多案例，提出简单易行

的“五步计划”，通过改变办公室政

治、技术、会议及PPT、规章制度及

合规法律等方面，帮助企业跳出盲

目的常识陷阱，改变不合理的规定

和服务设计，恢复同理心，重塑企业

的内部文化及外部竞争力。

这其实也和目标设定还是有关系，定义一个能导向明确结果的任务，而不是定

义一个动作或者过程，更多地使用“完成”、“提交”这样的指向“执行终点”的

词汇，而不是“做”、“写”这样的延续性动词。

 

执行力是可以训练的，在一个组织里，定义清晰有效地考核制度，可以帮助提高

员工的执行力。

执行力强的人都是自我约束比较强的人，一旦定下“今日事今日毕”的规则，就

会坚定地执行下去。

 

他很了解自己的生物钟，知道什么时候精力最集中，什么时候需要调整和休息。 

他做事有自己的套路，掌握高效工作的方法。

最关键的，他知道想要达成什么结果，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可以被忽略的。一

个追求完美的家伙往往因为要面面俱到而导致忽略了“重点”。

 

向身边你认为执行力强的人学习他们的做事方式。

执行，不管有多难、多么不情愿，先“做”起来，别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种

想法，边走边看，目标才会越来越清晰，离终点也就越来越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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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管用的养胃方法是这些！

 优·活   科普 科普   优·活

No.2  吃苏打饼干能养胃？

苏打饼干做的过程中加了小苏打，所以会被认

为能中和一部分胃酸。碰到因为胃酸过多引起的胃

部不适，吃个几片有时候会好受一点。

但想靠这种有限的作用来「养胃」还是想得太

多。

而且看看成分表，很多苏打饼干为了更好的口

感口味，会加不少调味料，脂肪含量也并不低，有时

候没准儿反而加重了肠胃负担。

No.3  红茶比绿茶养胃？

很多人习惯饭后来杯红茶解腻，或者平时来杯

红茶暖暖胃，说是因为红茶发酵的彻底，更加温和，

也更具「滋养」作用。

确实，经过发酵，红茶中茶多酚的含量比起绿

茶要低不少，但这也只能说明由茶多酚带来的胃肠

刺激会减少，至于红茶中的其它成分，目前也没发现

哪一个对胃部有特殊的保健作用。

想靠喝红茶来让胃变得更好还是算了吧，至

于暖胃，先不说是恒温动物内脏温度不太会变化吧，

就算想暖和一下，喝杯热水也是同样的效果。

胃不好，日常该注意啥？

虽然上面的内容可能会打碎一些同学「食补养

胃」的美好愿望，但主要是想让大家知道，想要有

助于胃的恢复，可不是一两顿吃个特殊的食材就行

的。

尤其是「胃不好」还是个宽泛的描述，究竟是

怎么不好，是哪种胃病，该怎么治？不同情况在临床

治疗上也是不同的。

所以对于咱们自己来说，还是要整体在日常

生活习惯上加强注意，要不然「漏洞百出」的胃，想

「女娲补天」也是太难了。

No.1  忌烟戒酒，规律饮食

忌烟、戒酒基本是所有胃相关临床指南都会强

调的问题，但往往被忽视，大家如果胃不好一定要

重视起来。

除此之外，虽然目前关于喝咖啡到底会不会导

致胃病的问题还是个问号，但一些指南中也会明确

提到「避免过多饮用咖啡」，大家就算续命也稍微

克制一下。

饮食方面：

切忌暴饮暴食，以 8 分饱为宜；

规律定时进餐，可每天 3 - 5 顿；

清淡饮食，避免辛辣、油腻、过烫过凉过硬的

刺激性食物；

少吃高盐、烟熏、腌制类的食物。

总的来说，在饮食这方面，相比于吃什么食材，

选择适合的烹调手段更为重要。

重点提醒一下，很多胃不好的同学，很容易犯

「饮食单一」的毛病。如果真的发现吃了啥不舒服，

那下次就不吃，但日常还是要饮食多样化，因为缺

乏新鲜蔬菜水果其实也与胃黏膜萎缩密切相关。

No.2  莫生气，情绪稳定

生气、焦虑和抑郁等心理状态变化可以让肠胃

变得更敏感，小刺激也可能被识别为大麻烦，从而

发送感觉信号，让我们更不舒服。所以被「气到胃

痛」这句话真的不是夸张。

为了自己，也得调整好心态，气出病来可是真的

无人能替。

相信胃不好的同学肯定听过「多吃 XXX，这个

养胃对胃好」这种说法。

但实际上，养胃可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容易。

刚好最近讨论了这个问题，今天就聊一下科学

的「养胃」方法是怎样的。

饮食中的「养胃」误区

中国语言博大精深，「养胃」这个词在不同人的

眼中就和哈姆雷特似的。

养胃涉及治疗的意思，能养胃就是让胃变得更

好，能修复胃黏膜或者慢慢治好胃病；但也有人觉

得养胃就是不进一步让胃更难受。

怎么理解都没错，但显然在这方面，想让胃觉

得不刺激容易，但想仅靠饮食就让有问题的胃重新

变好或是好上加好，真的挺难。

No.1  吃面食、喝粥能养胃？

大多数面食和粥都因为好消化不刺激被认为

能养胃，但它们确实没啥治疗效果。

顺便揭秘一下，传说中被熬出来的「米油」，其

实就是淀粉糊化后结构断裂变短的样子，吃到胃里

照样会被分解吸收，并不会像胶水一样粘到胃壁上

起到保护作用。

如果是最近胃不舒服，吃点面条米粥，想减轻

肠胃负担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注意长期吃这种好消

化的食物反倒会导致胃功能的退化，饮食单一也可

能造成营养不良。

而且大家注意，不是所有类型的「胃不舒服」

都适合吃面食喝粥，针对不同胃部疾病，该如何选

择饮食应咨询医生哦。

文章来源：丁香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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