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时养生

融山、 海、 湖于一体的浙
江省嘉兴市海盐南北湖， 环境
优美 ， 是休闲度假的好去处 ，
也是大批鸟儿繁衍生息的一方
乐土 。 在南北湖的一座山上 ，
有一个 “校长教师一人挑” 的
山村教师， 他的名字叫陈其昌。
在数十年的教书生涯里， 他把
所有精力都花在了孩子们身上，
他还利用课余时间钻研鸟类知
识 ， 为 160 多种鸟制作了 390
多个精美的鸟类标本。 陈其昌
说： “畅游在神奇而又妙趣横
生的鸟世界里， 不仅增长了许
多知识， 而且还会得到很多乐
趣呢。” 标本制作完成后， 陈其
昌把它们放在家中免费展出 ，
吸引了万余人前来参观， 其中
包括浙江省自然博物馆的专家，
不少人看过标本后都称赞他建
起了一座鸟类 “博物馆”。

陈其昌是土生土长的海盐
县澉浦镇南北湖村人。 地处钱
塘江北岸的南北湖依山傍海又
有上万亩山林， 每到春秋两季，
大批候鸟总会把这里变成一个
充满鸟语花香的世界。 这一切，
让陈其昌自小就与鸟儿结下不
解之缘。 如今， 陈其昌年逾古
稀， 老人希望这些他倾注了大
量心血的宝贝能有一个好归宿，
“希望这些标本能继续发挥它们
的科普作用， 让更多人了解鸟
类、 保护鸟类、 保护生态。”

5 月 1 日， 在距离南北湖景
区约 2 公里远的海盐县澉浦镇
中心小学， 两鬓斑白的陈其昌
带着笔者走进了学校。 因为放
假， 校园里静悄悄的， 走到一
间教室前， 陈其昌打开门， 一

个精彩的鸟类王国顿时
出现在笔者眼前 。 展翅
欲飞的苍鹰 、 侧耳倾听
的长耳鸮 、 左顾右盼的
红隼 、 若有所思的灰背
隼、 憨态可掬的领角鸮、
“怒发冲冠” 的红翅凤头
鹃……一个个陈列在柜
中的鸟类标本栩栩如生，
连神情姿态都极其生动，
叫人目不暇接。

因为教室面积不大，
这些标本被摆得密密麻
麻。 为了方便参观， 陈其昌把
这些标本分了类。 从贴在墙上
的简介中笔者发现， 这些鸟类
标本涉及游禽类、 涉禽类、 陆
禽类、 鸣禽类、 攀禽类和猛禽
类， 总共六大类， 在每个标本
下方陈其昌都贴了一张纸， 简
要介绍鸟的学名和主要特点 。
在这间教室里， 存放着 200 多
个鸟类标本 ， 无论说起哪个 ，
陈其昌都有一个故事， 他已成
为这个鸟类王国的 “国王”。

1969 年， 陈其昌被安排到
北木山小学当山村教师。 后来，
北木山小学与南木山小学合并成
谈仙岭小学， 陈其昌是这所小学
里唯一的老师。 “校长教师一人
挑” 的他坚守山村， 教授从幼儿
园到小学三年级的全部课程， 在
课余时间， 他开始学习鸟类知
识， 并把所学教给孩子们。

1992 年， 为了让学生们认
识更多的鸟， 并更好地开展鸟
类保护， 陈其昌决定制作鸟类
标本。 关于标本制作， 陈其昌
刚开始也是一窍不通， 他自费
买了不少死鸟 。 之后几十年 ，

陈其昌几乎把所有课余时间都
用来制作标本。 制作鸟类标本
不仅过程繁琐， 而且花费也不
小。 在标本制作过程中， 陈其
昌中过毒、 被误解， 但他还是
克服重重困难， 制作了 390 多
个鸟类标本 ， 并自费编印了
《南北湖鸟类图册》， 向学生和
游人开展保护鸟类的科普宣传。

“我制作鸟类标本， 是为了
让更多人了解鸟、 保护鸟， 所
以我在制作标本的同时也将这
些标本免费展出。” 陈其昌说标
本放在教室里， 还是不够理想，
游客一多， 就会影响正常的教
学秩序， 希望能有个更好的地
方拿来存放这些鸟类标本。

【达人之“达” 理】 因为热
爱， 所以甘愿付出； 因为牢记
初心， 所以坚持。 陈其昌制作
标本的初衷就是为了通过免费
展出宣传鸟类知识， 让更多人
意识到保护鸟类、 保护生态的
重要性， 他只要看到参观者对
南北湖的鸟儿有了更多了解，
他就会特别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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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之后， 天气逐渐变热， 此
时节养生， 应以驱热除躁为主， 以
“凉” 克之， 以 “清” 驱之。 夏季
养生的关键在于 “清”， 要做到这
一点， 需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

心情宜清净 天气热， 人容易
烦躁不安、 生气易怒。 所以首先要
使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 切忌烦躁
不能自制， 因躁生热， 从而心火内
生。 要使心情像清澈平静的湖水一
样， 正如古人所说要“静养勿躁”，
这样才能避免因情志诱发疾病。

饮食宜清淡 夏日的饮食应
以清淡、 质软， 易于消化为主，
少吃高脂厚味及辛辣上火之物。

多吃新鲜蔬菜瓜果， 既可满足所
需营养， 又可预防中暑。 可适当
增加稀粥以补充液体， 如绿豆粥、
莲子粥、 荷叶粥等。 另外， 吃些
醋， 既能生津开胃， 又能抑制、
杀灭细菌， 预防胃肠道疾病。

居室宜清凉 夏天不能整天
倚赖空调， 要趁着早晚气温稍低
时， 将门窗打开通风换气， 避免
室内空气的浑浊。 尤其是下雨时
及雨后， 空气清新， 含有丰富的
负离子， 这时应关掉空调， 打开
窗户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精
华。 这样， 阴凉的室内环境， 会
使人心静神安。

运动要清心 运动的目的就
是要使心情平静， 心静自然凉。
可以选择在比较凉快的早晚练习
中医养生功 ， 或漫步于江边湖
畔， 或在草木繁茂的园林散步。
这会使人心静如水， 消除疲劳。

山东省平阴县卫生局
副主任医师 朱本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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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生健体

■名人养生

马寅初是中国当代经济学家、 教育
家、 人口学家。 他虽一生坎坷， 但依然
享有百岁高龄， 其长寿秘诀就是： 内养
外练。

马寅初的内养， 就是从容。 他为人
正直无私， 襟怀坦荡， 无论遇到什么样
的艰难险阻， 总是从从容容， 坦然应对。
他常以一副对联自勉： “宠辱不惊， 闲
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观天外
云卷云舒。” 他常说： “真诚、 爽直的
人， 便极少有内疚、 阴郁的折磨。”

马寅初的外练， 既指规律的生活，
又指持续的锻炼。 他每天白天工作， 早
晨起来后按时锻炼， 中午稍睡一会儿，
晚上睡前洗个澡。 一日三餐按时进食，
他从不吃零食， 在饮食上也不过分挑
拣， 从不暴饮暴食， 每餐饭吃八九分就
停筷， 对烟酒更是从来不沾。 他每早必
食燕麦粥， 将 50 克燕麦片放入 250 克
开水中， 煮 2 分钟， 再冲一个鸡蛋花，
慢慢吃下。 他还一直喜欢吃新鲜蔬菜和
水果， 甚至每周有两天以水果代餐。 他
的养生要诀有五句话： “吃食素淡， 心
境开阔， 要坚持锻炼， 苟无他故， 必活
百年。” 他的生活规律不变， 不仅在顺
境中如此， 在逆境中也是如此。

马寅初历来重视体育锻炼 ， 冷热
交替的洗浴方法， 使他的血管一张一
弛， 保持了弹性。 因此他到七八十岁
时， 血压还和年轻人一样正常。 马寅初
在百岁大寿时， 还精神矍铄、 满面红
光。 跑步的习惯和洗冷热水浴、 爬山一
样， 伴随了马寅初一生， 无论是在何等
的困境之中都没中断过。 马寅初认为，
环境越是恶劣越要坚持锻炼， 只有保
持强健的体魄才不会被困难压垮。

荆墨

鸟类王国

图为陈其昌和他制作的鸟类标本。

山村老教师和他的

长时间久坐， 特别是在办公室的上班
族， 一旦坐久了， 就会出现头晕、 脑胀、
双眼酸痛等症状， 这主要是因活动量不
够， 血液流通不畅， 脑部供血不足造成的，
做摇头、 抓耳的动作可缓解这些不适。

摇头 脑袋由颈部支撑， 颈部由颈
椎关节、 血管、 肌肉韧带等组成， 摇头
晃脑可以使这些组织得到活动。 经常坚
持做， 有助于增加脑部供血， 减少胆固
醇在颈动脉血管沉积的可能， 不仅有利
于预防脑中风， 还有利于高血压、 颈椎
病的预防。

抓耳 人体各器官均有神经末梢聚
集在耳朵上， 拉引、 按摩耳朵能通过神
经末梢对各器官进行刺激， 调理人体脏
腑机理， 使机体得以改善， 达到强身健
体的作用。 另外， 人的面部也有丰富的
毛细血管和淋巴， 有动脉和神经分布，
摩擦面部等于刺激穴位， 按摩经络， 也
可促进血液循环， 促进新陈代谢， 使人
心情愉快， 头脑清醒。

胡佑志

摇头抓耳
缓解久坐不适

夏季养生重在“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