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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冬病夏治”
“冬病夏治”是中医学防治疾病的一

个富有特色的重要方法，它是根据《黄帝
内经》中“春夏养阳”的原则，利用夏季气
温高，机体阳气充沛，经络中气足，血旺盛
的有利时机，通过“穴位埋植”、“中医敷
贴”、“疏经增效”来调整人体的阴阳平衡，
使一些顽疾得以抑制。

专家介绍，冬病夏治对虚寒症的哮
喘、气管炎、肺气肿、肺心病、慢性呼吸衰
竭、慢性咳嗽、反复感冒、慢性鼻炎、慢性
咽炎等均有较好的疗效，是中医千年以来
的传统治疗方法，能起到调节免疫、改善
肺功能，平喘止咳的效果，是现代规范治
疗的一项重要手段。
为什么“冬病夏治”效果好

对于患有呼吸病等虚寒症的人来说，
夏天是很好的治疗时机。冬季因气温偏
低，疾病容易复发，大多以治标为主，不能
从根本上消除病因。在夏季，由于致病因
素比较少，症状比较轻，有足够的时间扶
正固本，提高免疫能力，发挥扶阳祛寒、扶
助正气的目的。
冬病夏治 免费预约四川名医

“冬病夏治”属于中医治本的治病原
则。进入夏天，就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
机 ，打 进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可约名医专家免费指导，
前50名还可免费进行冬病夏治三伏贴。
欢迎属虚寒症的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慢
性咳嗽、反复感冒、慢性鼻炎、慢性咽炎
等患者预约报名。

报名电话：028-69982575

面对新版教材，孩子们的学习又
应该如何调整？

程老师表示，因为一年级上学
期的教材中新增了“语文园地”“快
乐读书吧”的内容，所以老师解读
教材认为，家长应在孩子入学前，
就养成陪伴孩子进行亲子阅读的
习惯。程老师强调，“语文的学习方
式其实是相通的，学前阶段，家长
的重点应是帮孩子养成良好的读

书习惯。”在程老师看来，阅读能力
更强的孩子必然对语文的学习能
力也更强。

现在面临幼小衔接的部分家长
们有一个习惯，让孩子在进入小学前
就先学拼音再识字。这样的方式，在
程老师看来是不够恰当的。程老师提
醒：“先学了部分拼音的孩子，并未进
行系统规范的学习，在小学课堂上，
容易形成上课不够专注的坏习惯”。

小学是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和专注
倾听的习惯的关键时期，面对新教材
的变化，家长如果想提前引领孩子学
习，应侧重于培养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和习惯，结合一些图文并茂的绘本进
行亲子互动，认识生活中的一些常见
字，同时也借此锻炼孩子的生活技
能。这样的做法和新教材语文学习的
思路较为一致。

成都商报记者 饶媛媛 梁梁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第
17185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

码：370，排列5中奖号码：37016。●电脑
体育彩票“七星彩”第17080期开奖号
码：438924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7185期开奖
结果：228。●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80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4、12、16、
01、22、20，蓝色球号码：08。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三绕工地发现古墓！”
近日，这则消息在朋友圈热
传。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德
阳市文物管理部门了解到，
发现古墓的地点在成都经济
区环线高速（成都三绕）旌阳
区双东镇钱音村六组高坟山
段，目前出土四件文物。德阳
市文管所所长刘章泽介绍，
该墓葬为石室木棺相结合的
墓葬，文物专家认定该古墓
为明代墓葬。

钱音村村文书王小军介
绍，7月7日下午6点，施工人员
发现钱音村六组王氏家族的
祖坟下面有一座墓穴，“我们
赶到现场后，发现是一座双石
门墓穴，看构造应该非常古
老，所以上报了相关部门。文
管所专家与镇村商议后，当晚
派了4位社员进行看守。”

整座墓室长约5米，宽约
3米，墓室门的精美雕花图案
还清晰可见，石门、门柱保存
完好，门上有四个门环，门环
上各嵌有一枚铜钱。

“初步判断应该没有被
盗过。”旌阳区文管所所长
邓丽介绍，该墓葬为明代夫
妻合葬墓，“我们在后室中

发现木棺，墓葬坐东向西。
通过专业挖掘，呈现在我们
面前的是一个总长4.65米，
总宽2.69米，高1.83米的夫
妻双棺墓葬。”

据了解，这座古墓有三
个特色之处，一是用材讲究，
石门、门柱上都雕刻有精美
圈花；二是四扇门上有四个
门环，门环上分别嵌有一币
铜钱；三是墓葬为石室套木
棺形式。“如此形制、结构的
古墓，目前十分少见，这也是
德阳市首次发现如此精美的
明代夫妻石室套木棺墓。”邓
丽介绍。

从现场发掘情况来看，
男主人棺木封闭不是很严，
棺木风化较为严重；女主人
棺木则保存较好。据介绍，该
墓葬前室出土了两个青花瓷
碗，一个完好，一个破损，后
室出土了两个完好谷仓罐。

“从墓室结构和雕刻花
纹，我们推断墓主应该非富
即贵。”邓丽表示，当地文管
所已将墓门和门柱收藏在库
房内，接下来条件成熟后准
备在德阳博物馆展示。
李涵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墓下藏墓
三绕工地发现明代夫妻合葬墓

今秋开学，成都娃将使用“部编版”教材
增幅80% 小学语文古诗文增至124篇 冬病夏治三伏贴

抢名医免费敷贴
近日，“今秋开学后，中小学将统一使用新教材”的消息备受家长关注，成都商报记

者向成都市教科院有关专家证实了此事：9月开学，四川所有学校义务教育道德与法
制、语文、历史学科将使用新版“部编版”教材。那么，“部编版”教材有啥变化？相关学校
对此又做了哪些准备？娃娃们在学习“部编版”教材时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部编版”教材是由教育部直接
组织编写的教材。这一版教材以语文
学科为例，课文选篇强调经典性、文质
兼美、适宜教学，适当兼顾时代性。

其中有一个变化非常明显，即增
加传统文化的篇目。小学一年级开始
就有古诗文，整个小学6个年级12册
共选优秀古诗文124篇，占所有选篇
的30%，比原有人教版增加55篇，增
幅达80%，平均每个年级20篇左右。
初中古诗文选篇也是124篇，占所有
选篇的51.7%，比原来的人教版也有
提高，平均每个年级40篇左右。

古诗文出处和体裁也更加多样，
出处涵盖从《诗经》到清代诗文等各
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体裁也非常广，
从古风、民歌、律诗、绝句到词曲，从
诸子散文到历史散文，从两汉论文到
唐宋古文、明清小品文，均有收录。

革命传统教育的篇目也占有较
大比重。小学选了40篇，初中29篇。比
如鲁迅先生的作品选有《故乡》《阿长
与山海经》等9篇。

记者了解到，语文教材的总主编
和主要编写人员是全国申报遴选、教
育部聘任的，编写组主要由三部分人

组成，一是学科专家，包括一些大学
教授、作家和诗人；二是优秀的教研
员和教师；三是人教社的编辑，前后
参加编写组的有60多人。

据专业人士透露，新教材中的语
文教材编写从2012年3月8日正式启
动。以往教材编制都由出版社来实施，
最多也就一两年。“部编版”教材编写
经过复杂的程序，包括确定大纲和体
例框架、拟定样张、选文、进入具体编
写等。起始年级初稿出来后，先后经过
14轮评审，还请100名基层的特级教师
提意见，最后才提交给教育部。

语文增加传统文化篇目 小学6年学124篇古诗文变化

7月10日，成都师范学校附属小
学语文教研负责人程科老师表示，
成师附小将在开学前对语文老师开
展针对“部编版”教材的集中培训。
据了解，成师附小每年都会在寒暑
假给老师们布置一份关于教材研究
的假期作业，今年老师的暑假“作
业”不同之处就在于，要老师提前去
分析和琢磨新版教材，为开学教学
做好准备。而成师附小分管教学的

校长，也将关于新版教材的系列学
习资料分享到了教师群中。“这套新
教材还没送到老师们手中，所以老
师们为了提前完成‘自学’，部分采
用了在网上先购买一套提前学习的
方式。”

在成师附小语文教研组看来，本
次语文新教材的变化，侧重于孩子的
阅读能力养成及综合能力和口头表
达能力。未来，对于语文的学习，老师

们或会注重课程方面的整合和改变，
将会引导孩子们进行跨学科学习和
项目式学习，“更加符合对孩子全面
能力的培养目标”。

“比如，如果我们给孩子们布置
了一个‘研究水’的探究式项目学习
活动，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项目活动中
融入对孩子多种学科能力的提升计
划，其中必然会涉及到语文方面的表
达锻炼。”

成都小学老师未雨绸缪 提前网购教材学习研究

孩子学习如何调整？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习惯

应对

提醒

墓室门上有精美雕花图案，古墓系石室套木棺形式

此次首战告捷，还源于农产品
的步伐和以往相比轻便了不少。邹
芸解释，农产品以前走出去，一是
作为生鲜，保鲜成本较高；二是传
统农产品加工问题。“一些单一的
产品走出去，为了保鲜需要先进行
初加工，这就需要在本地建厂，投
入非常大。”

而方便火锅囊括了众多菜品，
所以在生产制作上打破了传统加工
模式。“由我们委托供应商在各地合
作社进行采购，地方上并不用进行
厂房初加工，而是多种食材集中到

一起之后，再进行统一的深加工。”
邹芸介绍，四川本地的生鲜食材在
加工厂“集合”后，经过二次切割、杀
菌、抽真空，成为半成品，不仅食材
得以保鲜，走出去的农产品和以前
的生鲜相比也更加现代化，同时供
应方式更灵活。

同时，邹芸相信这之间也存在
一个倒逼机制，跟着“熊猫锅”走
出去的农产品，在品质方面会越
来越好。“第一是火锅为了提高自
己品牌形象，会更加要求自己产
品的质量，采用更加严格的采购

制度。第二是火锅销量的增加会
导致供应商的增加，这会间接促
进地方合作社争相严格要求自己
的产品。”

记者了解到，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从四川大山里破土而出的农
产品，还会飞向国外。邹芸透露，

“熊猫锅”销往海外已箭在弦上，正
在做英文包装和产品过检。也就是
说，四川农产品落到日本、波兰、俄
罗斯等国外食客的餐盘里已经指
日可待。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跟着方便火锅“熊猫锅”

四川农产品
会天下食客
不论时间不论时间、、季节季节，，成都人总喜欢聚在一起成都人总喜欢聚在一起，，围着一口红锅把围着一口红锅把

满满一桌子的毛肚满满一桌子的毛肚、、金针菇金针菇、、苕粉等食材苕粉等食材，，一一倒进沸腾的汤卤一一倒进沸腾的汤卤
里……火锅里……火锅，，一直是成都的城市名片一直是成都的城市名片，，但在人们的印象中但在人们的印象中，，火锅火锅
是一群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狂欢，，一个人在嘈杂的人声中涮毛肚不免有些孤独一个人在嘈杂的人声中涮毛肚不免有些孤独。。

这也就不难想象这也就不难想象，，今年成都多个品牌今年成都多个品牌““方便火锅方便火锅””的横空出的横空出
世世，，颇受馋嘴的异乡人和落单的好吃嘴追捧颇受馋嘴的异乡人和落单的好吃嘴追捧。。记者了解到记者了解到，，成都成都
本地的方便火锅本地的方便火锅““熊猫锅熊猫锅””通过电商搭台通过电商搭台，，仅推出一个多月仅推出一个多月，，销量销量
就达到了就达到了66万多份万多份。。

而火锅是承载菜品最丰富的美食之一而火锅是承载菜品最丰富的美食之一，，得益于方便火锅的得益于方便火锅的
就地取材就地取材，，眉山酸菜眉山酸菜、、青白江菌子等四川大山里的各类农产品青白江菌子等四川大山里的各类农产品，，
在方便火锅风靡全球之时在方便火锅风靡全球之时，，也借此与天下食客打上了照面……也借此与天下食客打上了照面……

今年6月，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
味蜀吾餐饮打造的定制版成都自煮
火锅——“熊猫锅”上市。“这款定制
版成都火锅是作为买够网助力‘川
货出山’推出的首款自主品牌美食
产品，我们给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
字，希望以后就由‘熊猫锅’带着大
家吃火锅，逛成都。”买够网负责人
邹芸表示，“熊猫锅”目前有四种锅
底，包括牛油、清油、番茄、酸菜。

助力“川货出山”，得益于“熊猫
锅”的就地取材。“我们要求加工厂
商在当地的农村合作社建立合作，

在中小型合作社采购当地优质食
材。”邹芸告诉记者，也就是说，目前
国内各地食客们在“熊猫锅”里吃到
的藕片、菌子和土豆，都是从四川的
泥土里长出来的。

而“川货出山”的效果，体现在
酸菜味“熊猫锅”的供不应求。邹芸
介绍，酸菜锅的灵魂在于精选的眉
山酸菜。“眉山酸菜的美味和优质，
在当地甚至在四川都有口皆碑。”此
次，眉山酸菜以“熊猫锅”为媒介，在
京东、淘宝等大型电商平台上受到
了全国好吃嘴的认可。

“现在我们的酸菜味已经脱销
了，供不应求。”邹芸表示，正在考虑
下一步在锅内附的餐垫上印制眉山
旅游介绍和酸菜生产过程，这样，眉
山酸菜随着‘熊猫锅’出川，可以进一
步在全国范围内打造出地方品牌。

眉山酸菜味火锅的脱销只是
“熊猫锅”带动地方特色食品的第一
步，记者了解到，青白江的食用菌、
彭州的九尺鹅肠、凉山的土豆和邛
崃的黑猪肉……这些四川人耳熟能
详的地方特色食材，都列在了“熊猫
锅”的后续菜单中。

眉山酸菜味火锅脱销
就地取材带动地方特色食品

打破传统加工模式
“减负”的农产品即将飞向国外

成都本地方便火锅
“熊猫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