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员月 圆远日袁 碳素厂举办了迎新春联欢会遥 图为小品表
演遥 刘海涛 摄影

为迎接新年的到来袁近日袁水电厂供电车间举行了迎新
春趣味活动遥 瞧袁参与活动的员工多开心浴 綦飞 摄影

世界卫生组织渊憎澡燥冤对健康的新定义
是人在躯体上尧精神上和社会上的完满状
态遥 这不仅仅是指没有疾病和衰弱状态袁
而且是指躯体健康袁精神饱满袁勇于承担
个人责任和家庭责任袁并有很好的社会融
入性和适应性袁勇于担当社会责任袁为社
会的前进和发展积极进取遥 这样的人即为
健康人遥
健康行为包括院
一尧人与动物不能野混居冶遥
目前已发现 圆园园 多种疾病是

人畜共患病遥这也是我国与发达国
家在卫生与健康方面最主要的差
距遥 在我国农村袁或在像野上街区冶
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多见袁必须限制或消除
犬类尧禽类的家养袁杜绝人与禽畜的生活
环境相混杂遥
二尧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遥
员援吃东西前及便后用清洁的流动水洗

手遥 圆援不喝生水袁不吃生和半生的鱼蟹尧毛
蚶尧牡蛎尧蛏子等遥猿援不宰杀尧加工和食用病

死的禽畜肉袁不捕杀尧烹饪尧食用野生动
物遥 源援加工尧储存食物时应做到刀具尧砧板
及储存器生熟分开遥 缘援居室尧工作尧学习环
境保持良好的通风遥 远援不随地吐痰袁打喷
嚏尧咳嗽时应用手绢或纸巾捂住口尧鼻遥 苑援
不吸烟袁不酗酒袁不沾染毒品袁遵守性道
德遥

纠正了不良生活习惯袁可避免许多疾
病遥
三尧锻炼身体要持之以恒遥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袁 许多慢性病

渊如冠心病袁糖尿病袁呼吸道感染等冤发病
率上升袁缺乏持之以恒地科学锻炼身体是
一重要因素遥 现有研究认为袁体育锻炼大
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健身作用院员援 预防冠心
病遥 锻炼可防止动脉硬化袁能减少加重动
脉硬化的低密度脂蛋白渊造凿造冤袁而增加防止

动脉硬化的高密度脂蛋白渊澡凿造冤遥适当的科
学锻炼还可减轻脂肪肝和动脉硬化的程
度遥圆援预防和减轻糖尿病遥锻炼能增加胰岛
素的效价袁减少胰岛素抵抗袁有效降低血
糖遥猿援锻炼身体可防止骨质疏松遥调节钙平
衡遥 源援改善和加强心尧肺功能遥 缘援提高整个
身体的平衡能力遥 远援调整和增强免疫力系

统功能袁降低某些肿瘤的发病率遥 苑援使脑内
内啡肽分泌增加遥 内啡肽不仅镇痛作用比
吗啡强 圆园园 倍袁还有改善情绪袁抗抑郁抗
焦虑作用遥
四尧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遥
合理膳食要做到八字方针院
调整院改变进食程序袁把水果放到饭

前吃遥
维持院维持中国传统膳食高纤维和食

物多样化的特点遥

控制院减少食盐尧肉类尧油脂的摄入
量遥
增加院加大水果尧奶尧谷物和薯类的摄

入量遥
五尧拒绝危险行为遥
艾滋病是一种对人类健康和生命有

严重威胁的传染病袁目前尚无彻底治愈的
办法遥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把艾滋
病和恐怖主义并提为人类当前面
对的两大威胁遥 多性伴尧无防护措
施的性行为和共用针具静脉吸毒
是主要的危险传播行为遥 每个公
民都应该完全拒绝这些对生命和
健康有高度危险的危险行为遥

六尧卫生工作者当先锋遥
医院和医务人员要在加强健康教育尧

实施健康促进中当先锋袁作贡献遥 带头戒
烟尧戒酒袁积极锻炼身体袁对病人加强健康
宣教袁并加强卫生执法监督袁依法控制不
健康的习惯和行为遥
健康是一系列健康行为尧健康习惯的

总和袁疾病是错误行为和不健康习惯的积
淀遥 让我们行动起来袁掌握科学袁促进健
康遥 渊员冤 渊职工总医院供稿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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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渊记者 肖岚冤为丰富广大职渊员冤工节日期间的文化生活袁使全
体职渊员冤工及家属度过一个愉快尧祥和的节日袁公司拟定于 圆月 怨日至 圆月
圆圆日举办丰富多彩的迎新春系列活动遥 具体活动时间安排如下院
一尧圆月 员员日至 员猿日举办迎新春斯诺克台球比赛遥
比赛场地院圆圆街坊公司文化宫院内三楼台球厅遥
报名电话院远愿怨圆猿怨猿园
二尧圆月 员圆日至 圆月 员远日举办迎新春下基层送春联活动袁 将组织书法

家到各单位现场书写尧赠送春联遥
三尧圆月 员园日至 圆月 员远日凭图书馆借阅证领取春联一份遥
活动地点院圆圆街坊公司文化宫图书馆遥
四尧圆月 员愿日至 圆月 员怨日渊初一尧初二冤上午 怨点 猿园分至 员员点 猿园分举

办幸运套圈尧猜谜尧幸运飞镖尧画鼻子等游艺活动遥
活动地点院圆圆街坊公司文化宫院内遥
五尧圆月 员愿日至 圆月 员怨日渊初一尧初二冤上午 怨点 猿园分至 员员点 猿园分举

办趣味投篮尧折返跑添喜财活动遥
活动地点院圆圆街坊公司灯光球场遥
六尧圆月 圆园日至 圆月 圆圆日渊初三至初五冤下午 圆点至 缘 点 猿园分举办跳

棋尧扑克牌尧象棋比赛遥
活动地点院圆圆街坊公司文化宫院内遥
七尧春节期间图书馆正常开放遥
开放时间院每天上午 怨点至 员员点 猿园分袁下午 圆点至晚上 愿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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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新概念与健康行为

近日袁 氧化铝一厂管道化车间以一场拔河比赛迎接新
年的到来遥 看袁他们拔得多带动浴 吴芳 摄影

本报讯 渊通讯员 邓广顺冤
圆园园苑年 圆月 员员日上午 员园 点袁 在全
国开设有上海交大国际教育集团昂
立分校的上海尧北京尧广州尧大连尧郑
州尧 乌鲁木齐等二百多个城市的五
百多所分校将同时发起野百座城市袁
百万市民袁喜迎新春袁唱响中国冶大
型公益活动遥 昂立郑州新概念外语
学校上街分校也将同时在上街区文
化广场举行野千名学生唱英文歌袁挑
战吉尼斯记录冶为主题的公益活动遥

据这次活动的主办方之一的上
街新概念外语学校校长胡小香介绍院
举办这次大型公益活动首先是想给
孩子一个实践英语的机会袁与昂立国
际教育集团在全国其他外语培训学
校的一百多万小朋友在同一时间尧不
同 地 点 同 唱 野匀粤孕孕再 晕耘宰
再耘粤砸冶袁共迎新年袁一起高喊野更快尧
更高尧更强冶袁为中国奥运会加油袁向
吉尼斯记录发起冲击和挑战浴

立春了袁春风暖暖的曰春节要来临了袁年味浓浓
的遥
红红的对联承载着深情的祝福袁轻盈的步履踏出

新春喜庆的音符遥
人们脸上的笑容袁是这个早早到来的春天最美丽

的花朵遥 铝城春节厚重的文化氛围尧和谐淳朴的人情
味让春风里弥漫着温馨的气息遥关于春节的话题带着
新的题材新的含义袁在春风中被提起遥
又是一年春天来袁又是一年春意好遥
迎春花还在略显寒冷的风中摇曳着春天到来的

消息袁杨柳枝头已经绽出点点芽孢袁春天已经在沉默
中萌发出生命的绿色遥

醇香的美酒已经备好袁 丰盛的年夜饭正在筹划
中遥春节相聚的时候袁细细品味生活的甜美袁多少话语
都带着春天的温暖遥
春天来了袁春节要到了遥 冬天最寒冷的日子已经

过去袁满眼新绿还要等些时候袁浓浓年味里袁淡淡春色
中袁谁在细数满心的希冀满心的期待钥
曾经盼望这个冬天有一场大雪袁 雪中去看梅花遥

冬天在期盼中悄悄过去袁冰萼虽冷馨香温柔袁这是在
寒冷的日子里对春天最早的问候袁这是冰封雪冻中绽

放的东风第一枝遥梅花枝头的幽香带着期盼在心中留
下温馨的美丽遥谁在严寒之中看到的还是严寒钥最寒
冷的时候感受最多期盼最多的是春风寄语袁是春光灿
烂遥 岁末的诗句虽然清冷了点袁却在寒冷中描绘着春
天遥

春天来了袁春节要到了遥红红火火的是春的节日袁
热热闹闹的是春的舞台袁 旺旺盛盛的是春的生机袁和
和美美的是幸福和团圆袁回味悠悠长长的是祝福和祝
愿遥

春节一天天临近袁春意一天比一天浓遥 在周围祥
和的氛围中感受春天袁在正走着的路上的风景中感受
季节的变换袁欣喜让感慨带着感动遥 平淡的日子被春
风中的期盼染上了绚丽的色彩袁 风雨彩虹不是梦袁酸
甜苦辣都是歌遥

谁在春日的阳光下晾晒心情钥谁把春风寄语题在
新年的扉页上钥 绿色的春风暖暖地吹在脸上告诉人
们袁生机勃勃的春天已经到来遥

感受新年袁感受春天遥 有人说袁在这个世界上袁总
有一些东西袁流沙一样不知不觉堆积在眼前遥 生活中
有许多积累让日月闪烁着晶莹的光泽袁使人生凝聚着
智慧的力量遥风雨从容含笑过袁低眉凝思的瞬间袁心中

有溪流潺潺袁绿意漫漫遥 在这弥漫着浓浓的喜庆氛围
的春节将要来临的时刻袁把点点滴滴的希望袁写在春
风里袁将幸运尧感恩和期待袁留在心海里袁这是新年的
开篇袁这是春风的寄语遥
亲朋好友春节相聚的时候袁也许很多人会盘点去

年秋天的收获遥辛勤的劳动袁让过去的日子滋滋润润袁
让未来的时光丰丰盈盈遥
相约在新春袁燕儿裁剪春风来袁谁在春天的路上

依然执著地追寻着心中的梦钥没有什么比春天的花儿
更芬芳袁没有什么比春天的劳动更愉快遥
春节过后袁春天的色彩就会渐渐地浓起来遥 春天

缤纷的色彩熏承载着愉快和欣喜袁也交织着梦想与希
望遥
与春天同行袁把许多冬天的故事写进诗行袁让许

多春天的憧憬不再是梦想遥
春风暖暖的袁年味浓浓的遥
在这暖暖的春风浓浓的年

味中袁贴上鲜红的对联道一声美
好的祝福院新年好袁愉快尧顺利尧
幸福尧美满尧和谐尧富足噎噎

寄 语 春 风

千名昂立少年同唱英文歌
郑州新概念外语学校上街分校参与大型公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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