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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讲堂
——注意这些饮食习惯！①

近期，《柳叶刀》发布的全球饮食领域

的首个大规模重磅研究发现，全球范围内

每年造成上千万人死亡的错误饮食习惯，

并不是糖和油脂吃太多，而是不良的饮食

结构，包括少杂粮饮食、高钠饮食和少水果

饮食。对于糖友来说，摄入杂粮、高钠饮食

和水果也有技巧。

一、杂粮：适当杂粮代替精白米

对于糖友来说，主食是影响能量摄入

及餐后血糖控制的最重要因素。杂粮较精

制谷物含有更多的膳食纤维、B族维生素、

植物化学物质及较低的血糖指数，因此，建

议糖友吃杂粮宜占主食摄入量的1/3。

不过需提醒糖友，并不是所有粗粮都

适合糖友吃，比如同样属于粗粮的大黄米、

糯小米饭、糯玉米等黏性粮食品种，餐后血

糖都是非常高的，甚至比白米白面更高。

相同的食材用不同的方法烹调，其升

糖能力也有大大的差别。比如淀粉含量较

多的食材，加工成熟食后，易糊化，蒸煮时

间越长，越软烂，越容易消化吸收，升糖速

度越快，越不适合糖尿病患者。

二、高钠饮食：“隐形盐”易被忽视

高盐饮食会增加糖尿病发病风险，糖

友要注意降低食盐用量，每日不宜超过

6g。同时，还要注意限制酱油、蚝油、黄酱、

辣椒酱、番茄酱、鸡精、味精、咸肉、腐乳、韭

菜花等食物摄入，这些都是“隐形盐”最常

见的藏身之所。

当然，限盐也能做出美味。改变用盐习

惯，将盐末直接撒在菜肴表面，有助于唤起食

欲；用酸味强化咸味，使用陈醋、白醋、橘子、

番茄等各种酸味食品，减少对咸味的追求。

用蔬菜本身的自然风味，如番茄、洋葱

等与味道清淡的食物一起煮；用蒸、炖等烹

调方式，保持食物原味；或做汤不放油、盐，

适量放些虾皮、紫菜提鲜。

滨海新区疾控中心

时报讯（记者 许卉）前段时间，天津开发

区慈善协会收到了来自青海省黄南州民族高

级中学发来的感谢和好消息。学校告诉协会，

由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国际部捐赠的爱心图

书角已经落成，学校为迎接远方朋友送来的图

书特意组织了捐赠仪式。

在黄南州民族高级中学的教学楼前，学生

们手捧着一摞摞图书，整齐地排好队拍了一张

照片，教学楼上的电子屏写着“天津开发区慈

善协会图书捐赠仪式”。原来，由天津开发区

国际学校捐赠的价值一万元的图书和书架已

经全部到位，学生们将图书整理好，摆上了书

架，布置成了爱心图书角，方便学生日常阅读。

记者了解到，捐赠爱心图书角的善款是由

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国际部外籍师生通过举

办慈善长跑筹集的。该校每年都会通过举办

校园马拉松筹集善款，并通过天津开发区慈善

协会践行助学、助残等多种慈善公益行动。

爱心图书角落成
远方传回感谢声

时报讯（记者 田敏）“是物业吗，我是 18

号楼的业主，我家房子一直空着，没在这里住，

今天过来看一下，不知是哪里漏水了，满屋都

是污水，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查看一下啊？”近

日，贻成豪庭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接到业主求救

电话后，立刻安排工作人员前去处理，第一时

间帮业主解决了难题。

张先生是贻成豪庭小区18号楼的住户，

他告诉记者，平时该处房子都是空置的，还没

有入住。事发当天，他到房子里查看情况，没

想到发现家中漏水，所以才求助了物业。物业

维修人员赶到现场，检查后发现是业主家中下

水管破了一个小口，导致楼上厨房的污水经过

此下水管道时漏到业主家中。虽然水管很快

就维修完成，可是张先生看着满屋的污水却犯

了愁。见业主发愁，物业人员当即表示帮忙清

理。随后，物业人员便带着清理工具帮张先生

清理污水。

看此情景，张先生十分感动，连忙感谢。

“污水积了多日，已经散发出阵阵臭味儿。”张先

生说，物业的保洁人员二话不说，拿出工具就开

始清理污水。他们将污水清理后，又用一些清

水冲洗了地面，将污水全部处理干净后才离

开。“真是太感谢他们了！”张先生激动地说道。

业主房屋跑水
物业及时相助

时报讯（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
法宽）日前，市民于先生将一面印有“尽职尽

责、为民解忧”字样的锦旗送到滨海新区公安局

天津港分局跃进路派出所，感谢民警帮忙调解

了某劳务公司与施工工人之间的工程款纠纷。

11 月 13 日 13 时许，跃进路派出所接 110

指挥中心报警称，某工地发生纠纷。经查，北

京某公司将工程承包给天津某劳务有限公司，

该公司又将此工程转包给报警人于某，于某带

领 21 名工人从 2019 年 4 月至今已完成该工

作，但结账时因工程量核算问题发生纠纷，涉

及金额20余万元。报警人与该劳务公司多次

协商无果后报警求助。民警到达现场后，双方

情绪较为激动。民警问明情况后，一边安抚双

方情绪，一边进行调解和法律宣讲。经过与双

方的多次协商，在长达近4个多小时后，此事

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于某在11月13日如数将全部工资发放至

21名农民工手中。为了表示感谢，于某特意

定制了一面“尽职尽责、为民解忧”的锦旗送到

派出所。

为民办事谋权益
致谢锦旗表心声

时报讯（记者 张智）24 日，风来霾散，气

温也随之下降，最高气温降回10℃以下，最低

气温仅为-3℃。然而，这还只是开始，未来一

周，新区气温持续低迷，预计最高气温将徘徊

在6℃上下。

刚刚过去的一周，气温波动、反复，让人摸

不到规律。周后期，随着静稳天气的形成，空

气质量也是直线下滑。

24日，一股较强冷空气抵达新区，北风劲

吹，驱散雾霾。与此同时，新一轮降温也拉开

了帷幕。据滨海新区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新

区的天气舞台依旧不平静，在冷空气的影响

下，气温将持续低迷，最高气温普遍在 6℃上

下徘徊，最低气温都在0℃上下。

时报讯（记者 许卉）今日，位于泰达

街华纳社区服务中心院内的“泰方便”便

民早市将增设晚市，方便更多居民购物，

进一步提升居民幸福感。

“早市对我们来说已经挺方便的了，

听说又增加晚市了，这下更好了。”经常光

顾“泰方便”便民早市的孙女士告诉记者，

以前赶在上班前过去买菜，以后可以下班

之后再买菜，买完正好回家做饭。

记者了解到，“泰方便”便民早市自从

10月18日开业以来，因方便、实惠受到了

居民一致好评。为了满足更多居民的需

求，从11月25日起，“泰方便”便民早市将

在早市的基础上增设晚市，晚市时间为16:

00至20:30。此外，市场还在近期推出了蔬

菜、水果、肉类、蛋类等促销活动。

“泰方便”便民早市
今天起新增晚市啦

天气“大变脸”
气温持续低迷

风来霾散风来霾散，，蓝天重现蓝天重现 记者记者 贾磊贾磊 摄摄

事发当日，泰达街综合执法大队接

到嘉德园小区物业人员反映，得知有人

在小区里乱贴小广告。执法大队立即

联系了属地派出所、社区居委会一同前

往，当场将张贴小广告的人员抓获，并在

其车辆中发现大量准备张贴的小广告。

经询问，该人员系开锁公司员工，

为扩大公司业务量，才到各小区张贴本

公司的广告。执法队员将该人员带回

大队做笔录，并对其进行宣传教育，最

终给予其罚款 2000 元、没收所有未张

贴广告及工具的处罚，并责令监督其将

小区内小广告全部清除。

据了解，为深入开展创文工作，长

期持续对辖区内小广告进行治理，泰达

街采取城市管理办公室、综合执法大

队、公安等多部门联动、多举措治理的

方式开展非法小广告群防群治。同时

采取责任落实、绩效考核机制，委托第

三方服务公司，对公共区域及道路违法

小广告开展长期持续的治理。实行定

街、定段、定人的三定式管理，及时发现

和清理，令新出现的小广告在2小时内

清除干净，重点道路、区域 1 小时清除

干净，主干道路每100米路段小广告不

超过1处，支路不超过2处。与此同时，

发动社区内在职党员、热心居民和志愿

者对小区内出现的小广告进行清理。

然而在清理过程中，大家发现小广告中

有一部分是居民们需要的信息，比如房

屋租赁、电器维修、疏通管道、家政服务

等，为了规范管理、方便居民，泰达街在

公共区域和小区内明显位置设立信息

公告栏，免费张贴一些正规广告信息，

以避免随意乱贴，疏堵结合达到长效久

治。此外，居民若发现非法张贴小广告

行为，还可通过热线进行举报。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注关关
泰达街综合执法大队对小区内乱贴小广告人员严厉处罚

乱贴小广告 被罚2000元
乱贴小广告，被抓现行受处罚。近日，泰达街综合执法大队对一名在

小区内乱贴小广告的人员进行了处罚，同时宣传教育并监督其将小区内的
小广告全部清除。

■ 相关链接

《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第六

十五条规定，乱涂、乱画、乱刻，随意张

贴、喷涂广告，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清

除，并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

碍城市容貌的，处2000元罚款。

毁坏环境卫生设施或者损害树木花

草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

行为，赔偿损失，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

以下罚款；造成树木花草死亡的，处基准价

值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记者 许卉

“这是我得到的份量最重、最珍贵

的奖励，谢谢警察同志。”11 月 21 日上

午，在滨海新区见义勇为协会北京道派

出所工作站，外来务工市民凌振国接过

表彰证书激动地说。

今年 9 月 10 日 18 时左右，从山西

大同来新区务工的凌振国在东疆港区

游玩期间，发现一女子坐在观澜路南边

大坝上，精神有些恍惚。上前询问后，

他才发现该女子已服下大量安眠药，且

流露出了因工作和生活压力大产生的

轻生念头。随后，凌振国立即强行将该

女子从堤坝上救下，并第一时间送至附

近医院救治。期间，他还细心地为女子

买来食物和水放在病房内。待警方到

达现场，凌振国说明相关情况后，默默

地离开了医院。由于凌振国的及时救

助，该女子于当晚脱离危险。

作为一名 90 后，凌振国的暖心行

为彰显了新一代 90 后青年满满的正

能量。日前，经新区见义勇为协会确

认，凌振国的暖心义举被确认为见义

勇为。于是，新区见义勇为协会北京

道派出所工作站专门为其召开表彰

会，为他颁发了见义勇为行为确认书

和奖金。

记者 杜红梅 通讯员 吉敦峰 潘法宽

及时救助轻生女子

90后“新市民”见义勇为获认定

记者昨日从生态城管委会了

解到，近日，位于生态城第二社区

服务中心三楼的“诚信体验驿站”

正式对外开放，驿站将通过对居

民诚信事例的归集与管理，实现

积分量化，进一步营造区域文明

氛围。

记者了解到，诚信体验驿站

是生态城正在搭建的“居民诚信

系统”的展示窗口，旨在鼓励居民

诚信行为。热心公益、邻里互助、

参与低碳环保活动的居民的诚信

行为将获得鼓励积分，可兑换日用

品等物质奖励。“诚信达人”还将登

上驿站的“照片墙”，通过示范效应

鼓励更多居民参与诚信行为。

“驿站”开张
鼓励诚信

“现在刮的这种西南风，我们渔家有

句谚语说‘西南风，天气之母’，就是说刮

西南风了，就预示着有恶劣天气要发生

了。”几日前，站在渤海之滨的蔡家堡码

头，第三批滨海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蔡家

堡渔家谚语第四代传承人刘翠波看着被

风吹得呼呼响的国旗说，马上就要有寒潮

到了。果然，一波冷空气在周末便席卷而

来，也让人不禁感叹这些古老的“渔家谚

语”的神奇。

“以前没有潮汐表、气象预报这样的

辅助手段，渔民们几百年来依海而生，在

生产生活中掌握了一定规律，就以一种朗

朗上口、利于流传的方式，通过一代代的

渔民传播下来。”这样的谚语，刘翠波搜

集、整理出一百多条，从判断天气的“东风

不过晌，过晌嗡嗡响”，到判断潮汐的“初

八二十三，潮满亮了天”，甚至连吃也少不

了谚语的指导——“开水焯虾，凉水煮蛤”

“吃了开凌梭，鲜得没法说”。

采访是在上午，海水正退潮远去，留

下一望无际的滩涂。远处一个渔民半躺

在一块板子上，用腿蹬着从泥地上滑回岸

边。“他为什么要回来呢？我们有句谚语

叫‘十七十八，坐在炕上等着它’，意思是

说，农历十七、十八，等到月亮出来的时候

就可以出海打渔了。”伴随着更原始、更多

元化的生产方式，这些朴素得有点“土”的

句子，似乎还有些用武之地，这也让年过

半百的刘翠波始终舍不得丢下这些一辈

辈渔家人总结下的精华。他将搜集到的

谚语整理成带有注释的文稿，又出资排练

了一个渔家谚语的小节目，希望这些顺口

溜般的句子，能够给孩子们留下些印象。

今年，他又成功将这些谚语申报为第三批

滨海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渔家谚语的

保护价值得到政府的认定。

和刘翠波一样，第三批滨海新区非物

质文化遗产蔡家堡渔家号子第四代传承

人赵加岺也在努力传承着近乎失落的渔

家文化。赵加岺年龄更大些，已经 75

岁。他的记忆里保留着纯人力时代，渔民

们在繁重体力劳动中通过劳动号子互相

配合的画面。滨海渔家号子，以人们的方

言为基础，带有浓重的地方色彩，也被列

入第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升起

船帆的大蓬号子，到捕鱼时的撒网号子、

捯网号子，再到封海前将船拉倒修补船底

的搬吊号子，通过短号、长号、懒号不同韵

律节奏的配合，跟随着号子使劲，能够让

参与者爆发出最大力量。“搭绳喽……抢

一抢呀，嗨呦！就见了网呀，嗨呦！一网

金呐，嗨呦！二网银呐，嗨呦！三网拉个

聚宝盆呐，嗨呦！网网都逮大鱼群呐，嗨

呦！”听着这样的号子，渔民们能不使劲起

网收鱼吗？

“近几年来，传统渔家文化在出海休

闲旅游文化中得到开发利用。”刘翠波介

绍道。机械化的发展让一些传统作业的

场景很难再现，所幸的是，转型为旅游船

船长的刘翠波能够在接待游客的时候为

他们讲讲谚语、唱唱号子，让这些具有地

方特色的渔家文化能够在人们的好奇中

传播下去。

“第四届中国休闲渔业高峰论坛提出，

要提高休闲渔业的高质量发展，还需通过深

挖传统渔业文化资源，相信在文旅融合的大

趋势下，这些发展数百年的渔家文化一定能

继续传唱下去。”刘翠波说。 记者 范炳菲

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
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
重要标志。不久前，滨海新区公布
第三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
32项，涉及传统文学，传统音乐，传
统舞蹈，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传
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多种类
型，可谓对新区历史文化的集中呈
现。为此，滨海新区融媒体中心开
设“探秘非遗，滨海记忆”栏目，深入
挖掘这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展
现新区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保留城市历史文化
记忆，让人们记住历史、记住乡愁，
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家国情怀。

渔家谚语和渔家号子的保护价值得到认定

让百年渔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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