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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江苏高邮汪曾祺纪
念馆被指与位于乌镇的木心美
术馆有颇多雷同之处。

近年来，名人效应早已成为
地方旅游业的重要支撑， 各种
名人故居与纪文化念馆纷纷上
马建设，但在纪念场馆建设中，
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

建筑艺术想象力的匮乏，并
非博物馆和纪念馆独有的问
题，而是中国建筑行业之痛。 前
几年有人戏称， 中国境内至少
有 10 座白宫、4 座凯旋门、2 座
狮身人面像、2 座金字塔和 1 座
埃菲尔铁塔。 山寨风的背后，是
创新能力的缺失。 经历经济高
速发展期的中国， 几十年间兴
建了无数新建筑， 但想象力与
美感一直是短板。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
总体方案日前出炉。 海南楼市
会不会随之再次乘风起飞？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6 月
8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中
共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表示要
严格控制房地产，“土地是有限
的，历史上也有过教训。海南的
房地产不是外面想要多少就建
设多少， 海南不能成为房地产
的加工厂。 ”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海南
的房地产占到投资和税收各
50% 左 右 ， 有 的 市 县 高 达
70%， 经济对房地产的依赖很
大。 在 2018 年两会上喊出以

“壮士断腕”的决心摆脱对房地
产的依赖后， 海南省政府过去
两年对房地产可谓“重拳出
击”，出台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
为建设自贸区、自贸港“清场”。

■住在河北石家庄的程媛
（化名）今年第一次出远门,是坐
高铁到北京， 为的是打一针狂
犬疫苗。

5 月 26 日晚 , 程媛被自家
猫咪抓伤。 她当天就咨询了家
附近的几个疫苗接种点， 发现
都没有狂犬疫苗， 27 日一早，
她坐高铁到北京打了狂犬疫苗
第一针 ,4 天后又到北京打了第
二针。

近日 ,河北、山西、陕西、云
南等多地狂犬疫苗都出现“断
货” 情况。 狂犬疫苗为何会紧
缺？ 供职于国内一家狂犬疫苗
生产企业的林伟(化名)说 ,近几
年， 疫苗企业在严格的质量管
控下被大浪淘沙一样地洗牌 ，
现在全国有狂犬疫苗生产资质
的公司只剩 7 家。 这 7 家企业
的产量都没有降低， 但仍难以
填补由生产企业减少带来的总
量短缺。

■人们常说一天 8 杯水 ,身
体可以充满活力，皮肤水嫩饱满
……然而，喝水真的可以让人充
满活力、灵动而高效吗？ 来自纽
约的营养学家劳伦·安托奴齐表
示:“上班期间，我几乎每天都会
碰到那些担心没有获得足够水
分的人。 ”他们的担忧部分原因
在于我们常被建议每天要喝足
8 杯水，还有部分原因在于确实
感觉口渴，这让他们担忧自己是
否已经脱水。 但是 ,对于饮水不
够的担忧，还可能来自一个更特
别的原因:身体发生的水合作用
现在被作为一种几乎可以治愈
生命中所有痛苦的疗法而推向
市场。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专门研
究运动员脱水问题的肾脏专家
米切尔·罗斯纳博士表示， 对于
白领而言， 整天坐在办公桌旁，
最好在觉得口渴时再饮水。补水
过多并没有好处，甚至会导致体
内的钠和电解质水平下降，严重
时还会影响健康。

■应对老龄化是全社会面
临的挑战和共同的责任。 2018
年,北京市二级以上综合医院开
设 老 年 医 学 科 的 比 例 仅 为
26.2%。 近日 ,《健康北京行动
（2020-2030 年)》 中的老年健
康促进行动明确，到 2022 年这
个比例将达到 50%， 到 2030
年将达到 90%。 目前,北京市养
老机构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年
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比例为
95%，两年后将达到 100%。 三
级中医医院设置康复科的比例
将从 2018 年的 54.8%上升到
2030 年的 90%。

■英国科学家研究发现，
当你看到别人冻得瑟瑟发抖
时，自己的体温也会下降，像被
传染了。

研究人员邀请了 36 名身
体很棒的志愿者观看 8 段 3 分
钟长的视频： 在 4 段“热水视
频”中，演员将手放入热气腾腾
的热水中；在另外 4 段“冷水视
频”中 ,演员将手放在寒冷刺骨
的冰块上。 随后，研究人员对志
愿者的手温进行了测量，结果发
现，观看“热水视频”的志愿者
手温几乎不变 ,而观察“冷水视
频”的志愿者手温会明显下降。

研究人员认为， 志愿者对
这两种视频的反应不同， 可能
是因为“热水视频”中只能看到
冒起的热气和演员微微发红的
手，对高温的暗示不够强，不像
“冷水视频”那样，冰块一直都
在。 还有可能是因为人对低温
更敏感。

点滴 □小青

●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
建立在规则上的自由， 才是真
正的自由。

●契诃夫《第六病室》：受
到痛苦， 我就用喊叫和泪水来
回答；遇到卑鄙，我就愤慨；看
见肮脏，我就憎恶。 依我看来，
说实在的，只有这才叫生活。

●毕淑敏《愿你与这世界温
暖相拥》：生活中就像没有无缘
无故的爱一样， 也没有无缘无
故的幸运。 对于女人，无端的幸
运更像一场阴谋、 一个陷阱的
开始。

●夏目漱石《心》：嘲笑单纯
和直率的世人是无可救药的。

● (宋 )释惠崇《书林逸人
壁》：薄酒懒邀客，好书愁借人。

●生活比电影狠多了，从来
不给弱者安排大逆转的情节。

●一旦无限期就容易放肆，
而一旦加个限期你就学会克
制。

●当你拒绝外界的歧视时，
你也在拒绝外界的帮助。

●哲人的世界里没有答案，
愚人的世界里没有问题。

●不要打扰三种人：没有梦
想的人、借口太多的人、没有主

见的人。因为这三种人宁愿过差
一点的生活而后悔终生，也不愿
改变一点点。

●那些在你背后说三道四、
捏造故事的人， 无非出于三个
原因：没达到你的层次、你有的
东西他没有、 模仿你的生活方
式未遂。

●叛逆是因为少年发现了
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双重标准。

●今天突然发现，初中恋爱
死于换座， 高中恋爱死于分班，
大学恋爱死于毕业， 而我都不
是，到现在没脸恋爱，死于长相。

●去庙里求签 ， 抽 了 个
“凶”， 于是扔掉又抽了一次，
“大吉”。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我感觉自己特矛盾，明明
有一百多件急事等着我去解决，
我的第一个想法却是：先躺一会
儿。

●A：你妈小时候拿什么打
你打得最多？

B： 小时候我妈为了打我特
意找了一件兵器，招之即来挥之
即去， 而且不需要我妈动手，直
接声控，同时杀伤力增强一倍。

A：什么兵器这么厉害？
B：我爸!

短句 □小青

第一个人：我也跌倒过
一天，我在潮湿的瓷砖地板上

滑了一下，快要跌倒时，一个坐轮
椅的男人伸手托了我一把。 他说：
“3 年前，我就是这样跌倒的。 ”

第二个人：善行与感恩
一天， 我下班从消防站走了

出来， 一个陌生的女人忽然跑过
来拥抱我。 我惊慌失措，不知发生
了什么事。 这时，她眼含泪水，面
露喜悦，对我言道：“2001 年 9 月
11 日，是你把我从世贸中心救了
出来。 ”

第三个人：爱超过痛苦
那天， 我的狗在我眼前被一

辆车撞了，我抱着它痛哭不已。 它
在咽气之前， 舔了舔我脸上的泪
水。

第四个人：还有一扇门
一天早上， 我感到浑身不舒

服，但我需要钱过日子，所以还是
硬撑着坚持上班。 下午，我被解雇
了。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轮胎漏气
了。 当我准备换轮胎时，发现后备
胎也瘪了。 沮丧的时候，一个开宝
马的男人把车停下来， 载了我一

程，在车上我们聊了聊，然后他答
应录用我到他的公司上班。

第五个人：朴实的回答
我的女儿 8 岁， 她告诉我从

今往后要有环保意识。 我笑着问：
“为什么呢？ ”她回答说：“这样就
可以拯救地球了。 ”我又笑着问：
“为什么要拯救地球呢？ ” 她说：
“那是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在
地球上！ ”

第六个人：快乐地生活
今天看到了一个患有乳腺癌

的女人与她的 2 岁女儿逗乐，我
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应该停止
抱怨，学会庆祝。

第七个人：仁慈的男孩
我的腿受伤了， 拄着拐杖上

学，一个坐轮椅的男孩看到了，主

动提出帮我捎带书包。 分别时，他
对我说：“祝你早日康复！ ”

第八个人：成功的秘诀
我问一个 70 多岁的成功商

人：“成功有没有秘诀？ ”他笑着答
道：“有，至少三个：读别人没读过
的书，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做别
人没做过的事情。 ”

第九个人：成功的定义
我问 90 岁的祖母：“依你的

人生经验，怎么定义成功？ ”她不
假思索地答道：“成功就是， 回首
往事时，能笑起来。 ”

第十个人：关键在努力
上小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

名棒球运动员 。 我问爸爸 ：“爸
爸，我是打棒球的料吗？ ”他说：
“你不努力，就永远不会知道。 ”

上中学的时候，我问他：“爸爸 ，
我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吗？ ”他
回答说：“儿子，你不努力 ，就永
远不会知道。 ”如今，我之所以
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就是因为
我努力了！

第十一个人：母亲的遗言
两年前，我的母亲快不行了，

我和父亲以及我的三个兄弟、两
个姐妹，来到了母亲的病床边。 母
亲在去世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连贯
的话是：“我们过去如果经常这样
聚在一起，该有多好呀！ ”

第十二个人：情感的表达
那一天，爸爸去世了，我在

他冰凉的额头上吻了一下，忽然
意识到，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
吻他。

昨晚举办了一个网上的日
本毕业生聚会，如果不是当前的
紧急状态，本来应该约好一家酒
店聚餐，而且还会去酒吧继续尽
兴， 因为每回聚会都是如此，无
一例外。 但这回，完完全全是例
外了。

我问大家最近的居家生活
有何变化 ？ 有个在东京的商
社工作的男同学说 ；“眼下每
天都在家工作 ， 主要是开各
种网会，不仅与日本国内的，
还要跟海外的， 包括跟中国
的，甚觉地球变小了，瞬间就
能穿越的感觉 。 有一回跟海
外客户开网会， 我太太在一
旁抱着小孩，小孩突然哭了，
声音不小 ，结果客户跟我说：

‘真羡慕你啊 ！ 你的周围全是
生活的声音 ，真好 。 能一直打

开电脑不关吗 ？ 我希望能听
到生活的声音 。 ’听对方这么
一说，我才发现，原来的日子
大家缺少的也许是生活的声
音 。 ”

另外一个女同学跟着说：
“原来上班的时间是固定的，
所以早上倒垃圾的时间也是
固定的，每回都会遇到固定的
上班族 ，大家仅仅是点头打个
招呼而已，没有任何谈话 。 可
是现在谁都是在家工作 ，倒垃
圾的时间反而不那么固定了，
结果有一回傍晚 ， 我去倒垃
圾 ，竟然遇到了一位每天早上
上班时必然遇见的人也在倒
垃圾 ，大家都笑了，还多说了
几句话 ，这时显然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容易熟悉 ， 没有违和
感。 ”

“我们要讲究卫生，谁不讲究卫生，谁就要把病生”；“天天吃个蛋，青菜豆腐好下饭”

谱写于70年前的《卫生歌》
□羊城晚报记者 朱绍杰 实习生 冯嘉兴

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通商
口岸，广州在进入近代之后，经
济迅速增长，人口亦不断增加，
原有的卫生治理手段和人们的
卫生意识，没有跟上时代需求，
城市公共卫生开始恶化。 据统
计，自 1840 年至 1911 年，广州
共发生瘟疫 45 次，天花、霍乱、
鼠疫为三大重疫， 占晚清广州
瘟疫总数 67%。

在地方士绅、商人、媒体等
的呼吁下， 清末和民国的广州
政府官员，渐渐意识到卫生工
作的重要性，开始重视公共卫
生的管理和建设， 在洁净、医

务、防疫、卫生教育上，建立了
专门的负责机构。 同时，开展
了广泛的卫生宣传与教育活
动。 例如，将卫生课正式列入
学校教育的内容，举办卫生展
览、卫生运动，甚至还将卫生
知识编撰成通俗易懂的“流行
歌曲 ”予以传唱 。 这些《卫生
歌》歌词简明扼要，旋律朗朗
上口，对于培养民众的公共卫
生意识 、 树立正确的卫生观
念，起了积极作用。

这些《卫生歌》的内容，林
林总总 ， 各有侧重 ， 实用性
强。 其中，有以概述方式宣讲

卫生重要性的，如《健康之路》
《卫生歌》；有教导人们如何在
日常生活中讲卫生的，如《十
大卫生信条歌》《卫生习惯》
《衣食住行卫生歌》；有宣讲某
种厉害传染病的防治规条的，
如《防痨歌》；还有传播正确饮
食要诀的，如《营养歌》；更有
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令的
卫生歌， 如 《小朋友卫生歌》
《夏令卫生歌》。

这些谱写于 70 多年前的
卫生歌，以今天的眼光看，其宣
传的卫生知识一点也不过时。
不信，我们来看看———

我希望能听到生活的声音
□毛丹青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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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个人讲自己的故事
□邓笛 编译

《卫生歌》
卫生，卫生，我们要讲究卫生，

谁不讲究卫生，谁就要把病生。
今天发热，明天又发冷；一来

不想吃，二来不想唱，老是睡在大
床上。

请医生，要吃药，又打针，受
尽多少苦，费了时间又花钱。

四肢软无力，行动少精神，生
了病，才晓得无病方是快乐人。

《卫生》
要做神仙并不难， 何用仙方

和仙丹。
早起早眠深呼吸， 心平气和

梦境安。
饮食定时又定量， 缓咽细嚼

好习惯。
常常运动常洗澡， 多饮开水

洗肠胃。
留心气候多变化， 穿衣盖被

防风寒。
注意卫生身体健， 那怕无情

病魔来。

《十大卫生信条歌》
亲爱小朋友们， 大家要讲卫

生，十大卫生信条，条条要遵行。
亲爱小朋友们， 大家实行卫

生，养成好的习惯，活泼又聪明。
卫生第一条，洗手记得清，饭

前大小便后，一定洗干净。

卫生第二条，东西要分清，茶
杯碗筷手巾，不借给别人。

卫生第三条，青菜豆腐汤，加
上水果鸡蛋，吃了保平安。

卫生第四条，大便按时好，最
好每天一次，晚上或清早。

卫生第五条，姿势要端正，坐
着走着立着，胸膛向前挺。

卫生第六条，巾帕要洗清，咳
嗽或打喷嚏，蒙着口鼻用。

卫生第七条，户外游玩好，每
天两个小时，再也不能少。

卫生第八条，常常要洗澡，至
少每周一次，能多就更好。

卫生第九条，刷牙要记牢，早
晚各刷一次，牙缝要刷到。

卫生第十条，晚上早睡觉，睡
足十个小时，窗户要开好。

《卫生习惯歌》之洗手
将要吃饭先洗手， 走出厕所

也洗手。
手上清洁，肮脏不入口；身体

健康，一年好到头。

《卫生习惯歌》之喷嚏
哪个不咳嗽，哪个不喷嚏，手

帕接着口和鼻。
涕唾不向外面飞，卫生清洁，

大家都欢喜。

《卫生习惯歌》之用具
我用我的筷，我用我的碗。

自己手巾随身带，手上清洁，
一切疫病不传染。

《卫生习惯歌》之姿势
挺起腰， 伸着脊， 坐要坐得

正，立要立得直，走路姿势好，人
人说你好宝宝。

《夏令卫生歌》（李芷厚 ）

四序循环，时至夏天。 太阳光
烈，溽暑熏炎。 风云陡变，阴雨连
绵。 上热下湿，蚊虫撮钻。

霍乱病菌，最易传染。 不事预
防，势易蔓延。 预防之法，约举数
端。 君子防微，请勿忽焉。

第一居庐，整洁朴素。 户窗常
开，阳光充足。 空气通畅，呼吸无
阻。 菌类不生，健康有补。

次则饮食，必熟必沸。 馁鱼败
肉，致病之母。 沾酒市脯，切勿入
腹。 生瓜冰凌，戒之勿忽。

熟读此歌，寿高五福。

《衣食住行卫生歌》（陈乙莲）

衣裳不必着罗丝，整理为宜，
清洁为宜。

严寒盛暑着趋时，布也新奇，
葛也新奇。

一身漂亮有容仪，尘不侵肌，
积不沾肌。

自然潇洒爽人眉，干净神怡，
矍铄神怡。

民生原以食为天，不愿荤膻，

只愿新鲜。
膏粱风味莫垂涎，簋食陶然，

瓢饮陶然。
山肴野蔌净无烟，清也学禅，

淡也学仙。

《小朋友卫生歌》（陈伯吹 ）

起早呼吸最有益， 理发时候
不挖耳，时常运动不贪懒。

饭罢之后不想思，衣裳洗洗
莫要污，多吃蔬菜少吃肉。

扑灭蝇蚊要努力， 千万勿穿
小马甲，戒绝烟来戒绝酒。

生的冷水不能试。

《卫生十戒歌》（陈伯吹 ）

《戒勿随地吐痰》
痰是不能随地吐， 随地吐痰

惹人怒。
人家骂你不补裤， 因此时常

后穿吐！
何不吐在痰盂里？ 不过上前

两三步。
记牢痰莫随地吐， 传染痨病

苦真苦。

《戒不开窗》
窗外真是好风光， 窗内空气

实在脏。
三步并走两步忙， 急上前去

开门窗。
和风微微吹入户， 送进阵阵

百花香。
空气新鲜日光畅， 一年四季

长健康。

《戒不节食》
间时偶觉腹中饥， 随时随地

吃东西。
等到正当吃饭时， 饭菜虽好

胃口低。
如此滥吃无节制， 消化自然

不容易。

所以零星糖果饼， 还是不吃
最相宜。

《戒勿吸烟》
莫说小小一支烟， 一支烟比

一柄剑。
剑能杀人血四溅， 烟亦杀人

血不见！
烟中含有尼古丁， 其毒无比

如赤练。
尼古丁是一只钉， 钉穿肚肠

到黄泉。

《戒勿饮酒》
一杯一杯复一杯， 三杯四杯

五杯醉。
醉后不知觅路归， 一任那雨

打风吹。
醉后糊涂惹是非， 吃亏了泪

血双垂。
更有火酒搀水酒， 多喝伤身

真可悲。
（《卫生十戒歌 》还包括 《戒不

刷牙》《戒不清洁》《戒不沐浴 》《戒
不早睡》《戒不早起》）

《维生素 V-D 歌》
（贝克 原著 牧卑 译选 ）

维生素 V-D，棕色精灵。
游戏于日光之下，无虑无营。
骨干挺直 ，肌肉壮健 ，齿固

如恒。
若欲与汝为友，人尽可能。
只须每日作日光之浴，
而皮呈棕色之形。

《营养歌》
天天吃个蛋，青菜豆腐好下饭。
水果牛奶也吃些， 强健身体

更平安。
（本文资料来自展览 《积健为

雄———近代广州的卫生治理 》。目
前 ， 该展览正在辛亥革命纪念馆
举行 ，将持续至 10 月 11 日 ）

《卫生十戒歌》之戒不刷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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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546 号

刘伟晨：
本会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受理申请人李

超与你方及刘森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之案 [案号
为：（2020） 穗仲中案字第 7232 号， 现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 9 点 30 分在中山市长江北
路 18 号中山商事仲裁大楼第二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
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556 号

龙斌：
本会已于 2019 年 11 月 04 日受理申请人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与你方及黄静关于民间借贷
纠纷之案 [案号为：（2019） 穗仲案字第 14135�
号， 现定于 2020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30 在广
州市沿江中路 298 号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
裁庭室开庭审理， 仲裁庭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 请你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547 号

刘伟晨：
本会已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受理申请人李

超与你方及刘森关于民间借贷纠纷之案 [案号
为：（2020）穗仲中案字第 7233 号，现定于 2020
年 9 月 18 日下午 14 点 30 分在中山市长江北
路 18 号中山商事仲裁大楼第二仲裁庭室开庭
审理，仲裁庭于 2020 年 10 月 13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决书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30 日前。
请及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中国广州仲裁委员会公告
（2020）穗仲公字第 548 号

欧寿海：
本会已于 2019 年 9 月 17 日受理申请人广

州市亚华建筑劳务分包有限公司与你方以及被
申请人江门市环市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之间承揽
合同纠纷一案[案号：（2019）穗仲案字第 11993
号]� ， 现定于 2020 年 9 月 12 日 15:00 在广州
市江湾大酒店 A 座 8 楼仲裁庭室开庭审理，仲
裁庭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作出裁决， 领取裁
决书的时间为 2020 年 10 月 23 日前。 请你及
时到本会办理有关手续。

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满 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2020 年 6 月 18 日

广州白云山敬修堂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18 日

广药白云山敬修堂召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我公司定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上午 10 时在佛山市南海区黄
岐鄱阳路 249 号 12 号楼三楼召
开 2019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公
司 2019 年度工作报告、 利润分
配方案， 以及 2020 年度财务预
算案、投资议案等。

请公司股东于 7 月 6 日 18
时前联系本公司办理出席会议的
股权登记 （联系人： 蔡先生，
13828407970）。

工商小广告

电话：020-87133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