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紧接07版）2016年8月13日，何曦携家人在大
邑县西岭镇月牙湖游玩。听见有溺水者呼救，何
曦没有一丝犹豫，转身把手机扔给妻子，然后就一
头扎入冰冷的湖水中，拼尽全力向溺水者游去，河
水寒冷刺骨，何曦越游越慢，最终因体力不支，被
水草缠住的何曦献出了宝贵生命。荣获“四川省
优秀教师”“见义勇为四川好人”“成都市见义勇为
勇士”“内江好人”等称号。

209、黄新渡，男，
汉族，1966年5月生，中
共党员，内江市甜城湖
水务清洁队副队长。
他被誉为“沱江河中的
水毛侠”，坚守甜城湖
数十年，挽救了百余个
家庭的幸福。30余年
来，他在水中救起的遇
险者，有名有姓的就有
100多人，其中年龄最大

的60岁，最小的仅5岁。关键时候顶上去，危急时
刻豁出去。就这样有着一股子干劲和拼劲的黄新
渡救了一个又一个人。他救人从不求回报，甜城
市民称赞他是“沱江河中生命的保护神”、“仗义救
人的侠客”，但他总是微微一笑：“这是我应该做
的，因为我救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家
庭的幸福，我自己不过是打湿了一身衣服而已。”
荣获“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内江市市中区见义
勇为二等奖”“内江市甜城湖清洁标兵”“四川好
人”等称号。

210、何华云，男，
汉族，1966年5月生，南
充市南部县河东镇个
体户。危险面前，他从
不选择，因为救人是他
的本能。2015年6月20
日下午3时许，酷爱钓
鱼的何华云在南部嘉
陵江一桥下钓鱼，妻子
何素芸和女儿在江边
玩耍。此时，8名儿童

来到桥下，准备到江中游泳。何素芸见状数次上
前劝阻，但还有6名孩子下水在江中嬉戏。半小时
后，几名孩子被湍急的江水冲到了深水区并开始
呼救。何华云听到后，立即扔掉鱼竿，一头扎进江
中。他把被冲到深水区边缘的第一个孩子救起，
然后又转身向第二个孩子游去，在体力透支的情
况下，他仍拼命救起了第三个孩子，并对孩子进行
了紧急抢救。荣获2016年四川省“有突出表现的
见义勇为个人”、南充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中
国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211、汤开杰，男，
汉族，1968年2月生，广
安市武胜县石盘乡人
凉亭村村民，石盘沱摆
渡工。摆渡至今26年，
他的渡船从未发生过
一起安全事故，还凭着
勇敢、坚持和见义勇
为、舍己救人的精神，
成功挽救了十余人的
生命。1991年，23岁的

汤开杰从父亲手中接过竹篙，当上了一名摆渡工

人，为村民出行服务。2012年8月21日，石盘小学
学生杨林、彭杰在石盘河坝玩水过程中，不慎落入
深水区。汤开杰在赶集回家途中发现了，快步跑
到岸边，奋不顾身地跳入江中将两个小孩救起，并
立即通过人工呼吸进行急救，救醒了昏迷的孩
子。事后小孩家长登门道谢，并塞给他感谢金，他
断然拒绝。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棒艄翁”。荣
获“全国见义勇为模范”“四川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中国好人”等称号。

212、舒占刚，男，
汉族，1982年1月生，
生前系广安市武胜县
中心镇鸡公山村村
民。为营救一个陌生
人，他的生命定格在春
天深夜的嘉陵江，定格
在32岁的青春。2014
年3月17日深夜，舒占
刚听闻有人跳江后，热
心的他匆匆赶去帮忙，

到江边脱掉外套和鞋子，纵身跃入江中，游向落水
者，并奋力将其往岸边推。在距岸边还有四五米左
右的时候，却体力不支，一名恰巧路过的人随后下
水将跳江男子拖上岸，舒占刚却沉入了水中，再没
起来。舒占刚生前是位出了名的扶危济困、助人为
乐的热心肠好人。在家他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
好父亲，有一个12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家庭和睦
幸福。荣获“广安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武胜县第
四届见义勇为道德模范”“四川好人”等称号。

213、王永清，男，
汉族，1963年4月生，生
前系达州市宣汉县恒
升建筑公司职工。纵
使素不相识，亦要挺身
相助，王永清用生命践
行着见义勇为的传统
美德。2013年5月7日
19时许，宣汉县14岁少
女小慧（化名）因为家
庭琐事和母亲马女士

发生争吵，随后跳河轻生。马女士立即大声呼
救。正在河边散步的王永清听到呼救声后，顾不
得脱衣服，本不会游泳的他立即跳入湍急的河水
中实施救援。王永清虽然抓住了小慧的衣服，并
将其托出水面，但因体力不支，最终未能将小慧成
功救起，自己也被卷入水中。此时，另外两名骑车
路过的市民也赶来救人，小慧得救，而王永清却沉
入了河底不幸遇难。荣获“四川省见义勇为公民”

“达州市见义勇为勇士”“第三届达州市道德模范”
“宣汉县见义勇为公民”等称号。

214、彭大权，男，
汉族，1967年6月生，中
共党员，生前系国网巴
中市南江县供电公司
外线工。永远定格的
一推，诠释了人间大
爱。他将生的希望传
递给了队友，自己却献
出 了 宝 贵 的 生 命 。
2015年5月29日，彭大
权和工友刚完成南江

县寨坡乡寨周10千伏电力线路迁改工程施工任

务，正欲撤离，突遇飞石袭击，在工友命悬一线的
危急时刻，他毫不犹豫冲上前去推开工友，自己却
因躲避不及被飞石砸中头部。工友得救了，但他
却因伤势过重不幸离世。工作30年来，他奋战在
一线，勤恳敬业，从未出过差错；父母、妻子经历多
次手术，使家庭十分拮据，他仍默默支撑着整个
家；周围乡邻不管谁遇到困难，他都会主动相助。
荣获“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南江县见义勇为公
民”“巴中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215、周志全，男，
汉族，1953年8月生，
眉山市东坡区崇礼镇
石子村村民。面对肆
虐的洪水，周志全置个
人生死于不顾，与死神
抢夺稚嫩的生命，用自
己的义举点亮孩子生
命的灯塔。2014年7月
31日，暴雨后崇礼镇家
相场月江河河水陡涨，

周志全外出接家人，见三个小孩（姚瑞12岁，姚俊8
岁、严鑫瑶8岁）沿漫水桥走来，推着自行车的姚瑞
被洪水冲偏，掉落河里，姚俊在惊慌下也掉入河
中，此时，站在桥中间的严鑫瑶吓得发抖，眼看也
要掉入河里。周志全见势抱起严鑫瑶往河岸跑，
之后他返身下河救起姚俊。就在他准备救援姚瑞
时，却已不见了姚瑞的踪影。在周志全呼喊下，村
民们也赶来帮助搜救，两日后在下游发现了姚瑞
遗体。事后，家长登门酬谢，他婉言谢绝。荣获

“眉山好人”“中国好人”“四川好人”等称号。
216、蒋小康，男，

汉族，1972年11月生，
中共预备党员，国网四
川资阳市雁江供电有
限责任公司员工。面
对冰凉刺骨的河水，他
不怕水流凶猛、河堤湿
滑，奋不顾身用自己坚
实的肩膀擎起了孩子
生的希望。2017年2月
22日，在资阳市雁江区

九曲河畔，两名小孩不慎落水。危急关头，蒋小康
不顾深冬冰冷刺骨的河水，毅然决然地跳入了水流
湍急而又刺鼻难闻的污水排泄口。两名小孩因呛
水而惊恐不已，蒋小康沉着冷静地游向小孩身后，
拼尽全力救起两名落水儿童。当确认孩子们安然
无恙后，他婉拒了孩子父母的“感谢费”，摆摆手说
了句“小事情”，便拿上自己的衣服，顶着冬日的寒
风消失在人群中。荣获“四川省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四川好人”“第四届感动资阳人物”等称号。

217、黄孙涛，男，
汉族，1995年8月生，
共青团员，生前系阿坝
州九寨沟县黑河乡头
道城村村民。他年仅
19岁，却在同伴危难之
时纵身一跃，换来同伴
生的希望，赢得乡亲和
小伙伴们的敬仰，他就
是勇救落水同伴的好
青 年 —— 黄 孙 涛 。

2015年7月17日，黄孙涛与同村几个伙伴到河边社

办沙场中间的沙岛上玩耍，同伴王明彪到对面一个
沙岛上取东西，回来时，不慎一脚踩空，滑到沙坑中，
迅速被沙坑回水卷到深水区。黄孙涛第一时间跳入
河中，奋力游到同伴身后，用尽全身力气将同伴推到
岸边，同伴成功获救，黄孙涛却因体力透支，被汹涌
的河水吞噬，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荣获“四川省有突
出表现见义勇为个人”“阿坝州见义勇为先进个人”

“九寨沟县见义勇为公民”“九寨身边好人”等称号。
218、张灵波，男，

藏族，1965年9月生，中
共党员，甘孜州丹巴县
第二初级中学高级教
师。他不顾自身安危
冲进火海，保护老百姓
的生命财产安全，充分
展示了一位人民教师
的精神风貌和道德品
质。2015年5月14日上
午，张灵波在办事途

中，遇到一家餐馆因液化气泄漏发生火灾，当时店
主和围观群众都惊慌失措。为避免造成人员伤
亡，减轻群众财产损失，张灵波立即疏散周边20余
名群众，先后3次冲进火海，帮助店主抢救财产。
为避免液化气爆炸引发更大灾难，张灵波把烧得
通红的液化气罐成功抢拖出来，四肢、面部却因此
被大面积烧伤、烫伤。在他的奋力扑救下，火势被
有效控制，使接警赶到的消防队员顺利扑灭余
火。荣获“甘孜好人”“甘孜州见义勇为勇士”“四
川好人”等称号。

219、汪小林，男，
蒙古族，1984年3月生，
国网四川凉山州德昌
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永郎供电所所长。遇
到他人落水，他毫不犹
豫，冒着生命危险跳入
寒冷潭水，勇救溺水儿
童和群众，用壮举书写
着人间大义。2016年5
月21日，阴雨霏霏，德昌

县10岁的冯悠悠和同学尹数在黑龙潭不慎溺水，尹
数父亲在水里救人时，也险些沉下潭，情况十分危
急。途经现场的汪小林和两位朋友发现后，来不及
脱下外衣，跳入潭中展开施救。经过他们两次艰难
的联合施救，尹数父亲及两个小女孩被成功救上
岸，三人生命得以保全。因施救及时，看到被救起
的三人均无大碍，筋疲力尽的汪小林和朋友才放心
地离去。荣获“凉山见义勇为好人”“德昌县见义勇
为公民”“国网凉山供电公司劳动模范”等称号。

220、朱丽妍，女，
汉族，2001年9月生，
共青团员，乐山市井研
中学学生。16岁的高
中女学生不顾个人安
危勇救落水儿童的行
为，就像一束朝阳，在
冬日里传递着温情，给
了被救儿童成长的希
望。2017年1月18日16
时左右，朱丽妍、但余

婷二人在研城镇八贤桥走廊散步时，突然听到有
人落水的呼救声，迅速赶到事发地，发现一名5岁

左右男孩在茫溪河中挣扎。朱丽妍不顾个人安
危，毫不犹豫地跳入冰冷的河水中，在但余婷的帮
助下，救起落水男孩，然后悄然离开。幸好，有路
人拍到一张照片，小男孩的家长迅速发到朋友圈，
一个寻找“小英雄”的消息一下子在井研网友的朋
友圈里热闹起来，朱丽妍救人的事迹才广为传
诵。荣获全国“最美中学生”特别奖、“井研县见义
勇为公民”等称号。

三、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候选人
301、何玉涛，男，

藏族，1977年12月生，
中共党员，成都市国税
局车购局主任科员。
他是妻子病床前日夜
服侍的好丈夫，是两任
岳父母膝前的好女婿，
他用真情和行动书写
了 藏 汉 一 家 亲 的 佳
话。妻子罹患癌症，他
不离不弃，尽心竭力照

顾；妻子弥留之际，他许诺替妻子尽孝，给岳父母
养老送终；妻子病逝，他承担起为亡妻尽孝之责，
用无微不至的关怀安慰着承受丧女之痛的二老。
迄今，他仍在无怨无悔偿还为前妻治病欠下的债
务。为了消除二老的顾虑，他几年不肯再婚。后
在老人“逼婚”下，才以“必须孝顺侍奉前妻父母”
为条件，再结良缘。婚后，一家人融洽相处。他一
诺千金代妻尽孝，用自身言行诠释了藏汉民族的
孝善美德，丰富了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连续三
年被评为优秀公务员，荣获“成都市道德模范”“优
秀公务员”称号。

302、张德桂，女，
汉族，1943年8月生，中
共党员，自贡市何市镇
何家场社区居民。“万元
现金还失主，古稀老人
美名传”，在小镇，传扬
着她拾金不昧，4万元钱
分文不取的故事。2015
年12月27日下午，张德
桂在自家茶馆打扫卫生
时发现地上有一个塑料

口袋，里面竟是一捆现金，共计4万余元。她立即
上报派出所，约40分钟后失主来寻，才知丢失的钱
是生产队用来修公路的集资款。失主接过钱万分
感激，要酬谢，被她婉言谢绝。张德桂老人的家庭
条件并不好，但面对金钱的诱惑始终保持了一名
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她退休不褪色，每逢场镇
赶集之后，街上一片狼藉，严重影响了美观，她都
会同社区环境保洁员一起打扫街道。她说：“能帮
助别人也是自己的福气，伸出手就是爱心”。荣获

“何市镇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下转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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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寿龄堂药房(新民街) ，金山角药房(武阳西路)。温江：万华大药房，常春大药房(温中斜对面）。崇州：蓉城百姓连锁。大邑：命源大药房(川西医院斜对面)。邛崃：利康大药房(南岳街店），新都：永昌大药房（新中路）郫县：宁丰堂连锁药店，济州堂各连锁，郫县合和堂（郫县豆瓣厂旁）。都江堰：华康大药房（蒲阳路），卫康各连锁。青白江：长春药店.（政府北路)，金堂：长安
药房(幸福路店)。浦江县:康福莱大药房（驭虹路） 二级市场：德阳：德阳康贝药店（西街20号），太极德阳大中药业，德阳大成药房连锁 乐山：犍为百姓缘大药房，金都大药房（柏杨中路医院斜对面），市中区嘉禾大药房。绵阳：安康药业连锁，天天平价连锁。达州市：九九医药超市（二马路）。攀枝花：鑫华仁药房

028-65320987
广告

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百病之源五脏为根，肾
主骨、心主血、脾主运化、肺主呼吸、肝主疏泄，各种慢性病都
由五脏虚弱受损而引起。五脏同调是解决中老年人慢性病
的好方法。

葛洪牌桂龙药膏，药材好，药量多，迅速吸收，分入五脏，

葛洪 祝您远离慢性病 晚年健康有福气

抢购
热线：

空中医苑

每天一把一把吃药，每天一阵一
阵难受，这样的日子还要过多久啊！
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黏、高
尿酸困扰了无数的老年人，虽说老病
要慢治，可是没有生活质量的日子真
是难受啊！

热心送来了很多健康养生食疗
方，各种泡茶方法是其中最多见的，

但是很多老人只知道用几种药材泡
水，却不知道泡制茶饮还是有很多讲
究的。同样吃三七，有人效果好，有
人没效果，有人吃坏了胃，仅仅是因
为吃的方法不对。本栏目经过仔细
筛选，确认了二十多种有准确泡制方
法的茶饮，可以缓解五高人群的各种
症状。

每天一杯茶，帮你及时清理血
液垃圾。每天一杯茶，化解尿酸沉
积缓解疼痛。昨天电话火爆，很多
老人获得了稳压保健茶的正确泡
制方法。今天清脂茶的泡制方
法等你来了解。明天更有控糖茶
和排酸茶等着你。

糖友注意啦！出汗异常或是并发症！快治

鸡蛋是心脑血管病人的“炸蛋”？老老实实服药

每日一杯茶健康一整天 高血脂、高血黏的注意啦！
正确泡制一杯草本茶饮，及时清除血液垃圾！

原因
出在这

父母的老慢病，有没有让你一
筹莫展？孩子一有病，是不是你就
手忙脚乱？爱人的老毛病，会不会
让你为他的健康担心？《养身集》一
档全新的养生健康知识传播平台，
从喝水到吃饭，从工作到睡觉，全面
解析养生之道，为您开启健康通道。

028-86969013

孩子突发急症全家跟着着急，
谁能给点主意平静父母焦虑的心
情？老人久病不愈牵动儿女的
心，谁能指点迷津破解治愈密
码？女人被妇科疾病困扰，一旦
发病耽误工作、影响夫妻关系，内
心的苦痛谁能理解？为您解惑、
替您分忧，做您知心的健康管家。

目 前 ，遵 医 嘱 服

用药物降压是许多

高 血 压 患 者 控 制

病 情 的 首 选 途

径。但是，有些

患 者 虽 然 也 老

老 实 实 地 服 用

降压药，血压却

怎 么 都 降 不 下

来 。 这 到 底 是

什 么 原 因 呢 ？

专 家 对 此 做 出

了科学解释。
降血压必须

抓住病根儿。引
发高血压的病根
之 一 是 饮 食 不

当。部分患者确诊
后 依 然 不 注 意 控 制

饮 食 ，加 重 了 动 脉 硬

化，影响了血管弹性，导

致血管痉挛，这就导致血压

居 高 难 下 ，即 便 服 药 效 果 也 不

好。其次，患者在确诊后必须控制体

重。精神压力大是导致血压升高的又一因

素。许多老年高血压患者一边吃药，一边为儿

女、为家庭琐事上火着急，导致血压久治不降。因

此，患者心态宜平和、乐观。

那么，如何降压才能有效果呢？专家建议，

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降压药物一定要和治疗方案相

匹配。另外，避免药物之间的负面相互作用也是科

学降压的准则。中医认为高血压与气血亏虚、心脾

两虚有关，气血亏虚会引起心悸气短、失眠多梦、尿

频等症状，针对气血亏虚引起的心悸气短、失眠多

梦、尿频，建议加强服用此类中药如果心脾两虚，建

议服用归脾类药物。

出汗，似乎跟我们的呼吸一样，
是非常理所当然却不甚起眼的一件
事。可是，糖友出现出汗异常，可能
是身体控制汗腺的自主神经出了问
题。

正常情况下，自主神经感受到
体温高了，就会指挥汗腺出汗，汗蒸
发带走热量便降低体温。血糖长期
异常升高不仅会直接干扰神经细胞

内的代谢，还会使蛋白变性、微血管
病变使神经组织局部缺氧，功能受
损，因此全身各处的神经组织都可
能受到糖尿病的损害，自主神经也
不例外。

和其他糖尿病慢性并发症一
样，发现出汗异常，糖友就应该意识
到它的重要性，通过饮食、运动、心
理和药物治疗及定期监测将血糖控

制良好以预防症状出现，关于药物

治疗方面，建议服用降糖药外，搭配

温肾补血、舒筋活络的膏方，修复受

损脏器，提升自身免疫力。糖尿病

早期症状有尿频、口干口渴、多汗、

乏力、心慌等，如果您有这些症状，

可别大意！有什么疑问，可咨询栏

目热线，这里会给您答疑解惑！

高血脂、高胆固醇的人躲鸡蛋

就像躲“炸蛋”，的确，出于健康考

虑，他们不能多吃鸡蛋，但是并不等

于这些人每天连一个鸡蛋都不能

吃，专家指出：蛋黄中的卵磷脂其实

对防治心脑血管是有益的！对胆固

醇不高的人来说，每天一个鸡蛋刚

刚好，而且鸡蛋清还有软化血管的

作用。

其实，鸡蛋黄中含有丰富的卵

磷脂，它有助于升高高密度脂蛋白，

把胆固醇带出血管等组织。此外，

鸡蛋黄中所含有的维生素 B6、B12

和叶酸，可降低血液中同半胱氨酸

的浓度，从而降低患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

长期高血脂会引起哪些疾病

呢？动脉硬化、冠心病、中风、高血

压、脑供血不足等都与其息息相关。

高血脂应该服用什么中药治疗呢？

中医认为，高血脂与肾阳不足、气血

亏虚有关，肾阳不足、气血亏虚会引

起心悸气短、失眠、多汗的症状，针对

肾阳不足、气血亏虚引起的心悸气

短、失眠、多汗，建议服用中药膏。高

血脂的症状多表现为：头晕、失眠、
肢体麻木、胸闷、心慌等。

糖友之窗

心脑诊室

今日
福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