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防灾减灾知识

防灾减灾知识问答
6、埋在废墟中如何求救？
①千万不要盲目地乱喊乱叫，应保持好体力。

②不间断地进行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

品，如金属管道等，利用其发出的声音进行求救。

③当听到废墟外面有声音时，应立即发出求

救信号。

7、埋在废墟中如何维持生命？
①树立坚定的生存信念。

②不要大哭大叫，应保存体力。不要坐立不

安，勉强行动。

③尽量休息，闭目养神。

④寻找食物和水，维持生命。若无法找到水，

可以用自己的尿液应急。

⑤若有伤，应设法包扎，多休息。

8、地震中怎样保护身体的重要部位？
①低头，用手护住头部和后颈部。

②用身边的物品，如枕头、被褥等顶在头上，

保护头颈部。

③低头、闭眼，防止塌落物伤害到眼睛。

④如可能，应采用毛巾、手帕等物品捂住口、

鼻，防止吸入存尘和有害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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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六十一岁的董永红是柳林县柳林镇贺

昌村“三人民调”小组组长。在柳林镇，他是响

当当的名人，是老百姓心中的贴心人。提起他，

贺昌村的男女老少对他都赞不绝口。初次见到

董永红，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腰板挺直，精气

神十足，完全没有一点老年人的感觉。聊天中

才得知，董永红是一名退伍军人，难怪一见面就

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一股凛然正气。

贺昌村地处柳林县城中心地带，是柳林镇

第一大村，村内农民市民杂居，人口流动量大，

其中固定住户 2889 户，其他住户 8000 余户，是

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也是一个引发社会矛盾的

高危区、冲突纠纷的多发区。

董永红和仅有的两名调解员一起负责贺昌

村这么多居民和暂住人口的民事纠纷、上访接

访等调解工作，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可他毫

不退却，上任初始就在镇、村领导的大力支持

下，带领“三人民调”小组以“四位一体搞防控，

三级调处化纠纷”为抓手，以社会维稳当己任，

兢兢业业地工作，耐心认真地去处理一桩桩、一

件件群众生活中的寻常小事。

针对问题多、任务重、工作繁琐、头绪杂乱

这一现象，他在接访流程上进行了大胆革新，安

装了实时监控器和摄影仪，有效利用现代化的

技术设备进行工作。每次处理矛盾纠纷，他都

反复观看现场录像，仔细琢磨每一位来访群众

的心声，认真思考处理问题的可行性，这样做既

提高了取证速度，还原案件真实情况，又预防了

办案过程中出现问题漏洞，有效提高调解效

率。董永红还与司法部门结对联盟，实行“互访

帮查”，充分运用法律武器，让自己的工作有法

可依。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着手民调

工作后的董永红仅仅用了两三年的时间就处理

了沉疴已久的上千宗案例，使贺昌村口头协议

调解案从 2012 年的 126 件下降到 2018 年的 8
件，卷宗记录调解也从 34 件降到 13 卷，究其原

因是他把更多的安全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真

正实现了矛盾无恶化，纠纷缩减化。

在每一次的调解中，董永红都能忍得住侮

辱，耐得住性子，主动成为当事人的“出气筒”、

“垃圾桶”，面对情绪激动的群众恶语中伤和推

搡攻击不退怯，不激动，淡定理智。就拿 2016
年处理一起因迁坟问题和村委产生矛盾纠纷这

事来说，为了化解矛盾，董永红不辞辛苦一次又

一次上老人的家，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和老

人推心置腹地交谈，引导其慢慢改变固化思维，

接受现实。历时两个月的耐心沟通后，老人最

终松了口，答应不再上访闹事，但必须给予他一

定经济补偿。看到调解有了转机，董永红赶快

与村干部进行商讨，先付给这位贫困老人生活

物资来稳固老人的情绪，接着就迅速安排相关

人员做好迁坟准备。他“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的精神，“以心换心，换位思考”的调解哲学，感

化了这位性格有点偏执的老人，老人把坟墓顺

利迁离，环城路清除了最后一大路障，变得畅通

无阻。像这样的例子，董永红每年不知道要处

理多少件，在这一次次的实践摸索中，董永红化

无法为有法，总结出了自己的致胜法宝。

付出就会有回报。2013 年到 2016 年董永

红连年被评为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工作

者，镇村优秀党员。2013年，山西省司法厅授予

他“功勋人民调解员”奖牌；2017年，司法部授予

他全国“模范调解员”光荣称号，他所在的民调

组荣获了全国人民调解工作先进集体奖；2018
年初他登上了山西省表彰的 30 名先进工作者

的光荣榜，十月份央视《社会与法》频道《小区大

事》栏目对他的工作做了长达十几分钟的实景

直播，国家、省、市各家媒体更是多次对他的工

作全方位播送；2017年，市委书记李正印到柳林

镇实地考察时，听了董永红的工作措施、方法策

略报告，看到了他取得的成效后，也握着他的手

感慨地说：你真不愧是一名共产党员、模范的人

民调解员。

当笔者问到他为什么这样勤奋工作时，他

笑着说：“我做这些事，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只

想实实在在地替群众办点好事。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我虽然老了，但我能通过辛勤劳动得到群

众的尊重，体现我的自身价值。每当调解完一

件纠纷，听到当事人由衷的感谢，我就有了一种

获得感，成就感，那一刻，我觉得付出再多的辛

苦也值得！其实，我做的这些事，真算不上什么

事，只要党组织需要我，领导们信任我，百姓认

可我，我就会努力做好，永不放弃。”听着董永红

憨厚朴实的话，看着他笃定的眼神，笔者又不由

得想起他妻子的埋怨：“我真是不懂他，好像中

了什么魔似的，每天和人家婆婆妈妈地耗费口

舌，也不嫌麻烦。早出晚归的辛苦就不用说了，

开个车来来回回进进出出地跑，满满的一箱油

说完就完了，村里也不给报销，还要自己贴，真

是‘贴面的厨子’，好在这个家来也不指望他赚

钱养家糊口，儿子争气，生活也无忧，他爱做就

让他做去吧！”

采访中，谈到妻子、说到家庭，董永红沉默

了好久才蹙着眉头说：“这些年对于妻子和家，

说句心里话，我是有愧疚的。远的不用说，就说

2018年的明清街改造工程开展以来，我被借调

到征收组，协助处理征收所引发的分歧与矛盾，

本来就忙碌的我更加忙了，常常是早饭吃成晚

饭，一大早出去，深夜才回家，家里大小事情全

交给妻子。不过说实话我总算不负众望，我们

小组负责的 90多户人家，85%很快签署了协议，

让县委政府推进明清街改造工作变得更加顺

利。谁知就在这时，86岁的老母亲突发疾病住

进医院重症监护室，身为独子的我本该守在老

母亲的病床前尽孝，镇村领导也让我请假陪伴

母亲，可我知道，自己负责的拆迁户也正赶上工

作组要拆迁，放心不下，最终还是赶回工地，把

老母亲托给妻子独自照料。唉！古人说‘忠孝

两难全’一点都不假……”说着说着，这个五尺

男儿的眼角充满泪水。

走进基层，不难发现各行各业都有坚守在

平凡岗位上的工作人员，他们都像董永红一样

真心实意默默无闻地为人民服务，他们就像这

漫天飘洒的春雨，滋润着吕梁大地，用他们的勤

奋，用他们的爱，为吕梁大地撑起一片蓝天。正

是因为有了他们无怨无悔的付出，默默无私的

奉献，有了他们奋发有为的精神和改革创新的

魄力，才有了美好吕梁幸福吕梁和谐吕梁！

董永红调解二三事二三事
□ 董爱平

“就地就近服务退役军人，排忧解难办实事，把中心建成退役军人之家，带着感情做好服务……”5月 7日，在孝义市梧桐镇退役军人服务站挂牌

现场，服务站负责人雷立世庄严承诺。与此同时，该市 17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全部挂牌成立，379个村、51个社区退役军人服务站挂牌运行，

成为我省退役军人服务“一中心两站”首家全部挂牌的县市，标志着该市全面启动市乡村三级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建设，建立起了“横向到边、纵向

到底、覆盖全员、专业规范”的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 马慧鑫马慧鑫 李春雨李春雨 摄摄

本报讯 （记者 臧媛慧 通讯
员 郭向东） 近日，共青团中央发布

表彰决定，授予共青团吕梁贺昌中

学委员会“全国五四红旗团委”称

号。这是共青团中央授予基层团组

织的最高荣誉。

共青团贺昌中学委员会自成立

以来，高度注重思想引领，加强组织

建设，积极深化基层共青团改革。

近年来，该校团委年均开展活动 90
余次（场），在思想教育、志愿服务、

校园文化建设和团的自身建设等方

面取得了良好成绩。2013 年校青

年志愿者社区服务队被山西省文明

办 评 为“ 山 西 省 优 秀 志 愿 服 务 组

织”，2017 年该校团委荣获山西省

“五四红旗团委”称号，2018年学校

通过团中央评审，入围第二批“全国

中学生志愿服务示范学校”创建单

位。

在传承红色基因、强化思想引

领方面，该校团委把牢政治方向，挖

掘红色资源，通过参观贺昌纪念馆、

培训学生讲解员、编写团课教材《吕

梁英雄谱》、举行贺昌精神研讨交流

会等形式，对团员青年开展红色教

育。并通过开展“十九大精神微宣

讲”、“学习十九大·奋进新时代”主

题团日、“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

“开学第一课”新生团务培训等活

动，组织青年教师理论学习小组成

员赴延安、梁家河、晋绥革命纪念

馆、中共西北局旧址参观学习，强化

青年团员的爱国情怀和历史使命

感；在夯实自身建设、深化团学改革

方面，该校团委严格按照团章程序

和“入团十步曲”发展团员，提高团

员质量；依托“智慧团建”系统，规范

基础团务工作；不断完善班级团支

部量化考核细则，通过“班级优化大

师”系统规范和约束团员行为、指导

和强化团干部培养；敦促“三会两制

一课”的执行、团员发展流程的规

范、“主题团日”活动的开展等；在宣

传方面，不仅注重发挥宣传栏、简报

等传统阵地作用，还充分发挥新媒

体优势，打造了“青春贺中”微信公

众号，开展了“入团第一课”和“青

年大学习”网络主题团课活动，引导

学生争做向上向善好青年，争做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者、实践

者，激发团组织的活力；在弘扬志愿

服务精神、创建文明和谐校园方面，

校团委积极按照“一支部一阵地一

特色一品牌”要求，推进校志愿服务工作常态化、

制度化、品牌化发展。积极开展“学雷锋”主题教

育活动，与全国 43 所学校发起并组织了“青春遇

见十九大、志愿服务在行动”主题教育活动，组织

了“清净行动”靓化美化环境、“青春暖流”扶贫助

弱送温暖、“清朗网络 青年力量——争做网络文

明志愿者”等志愿服务活动。此外，该校青年志

愿者社区服务队一直致力于弘扬“雷锋精神”，传

承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30年如一日

坚持为孤寡老人服务。

青春正当时，奋斗向未来。该校团委负责人

表示，将珍惜荣誉，继续努力，坚定理想信念，练

就过硬本领，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展现新时代追

梦人的青春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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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传传

习近平总书记说：“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标识

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把优秀文化中具有当代价

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

近年来，因营养价值和市场需要，红枣成为

了很多专家学者研究的对象。有的是研究它的

营养功能，有的研究红枣市场，也有一些人则关

注红枣背后的文化。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部分，

红枣文化的标识如何提炼、如何展示？为此，记

者专访了吕梁本土红枣文化研究学者袁源，就黄

河红枣的发展进行进一步探讨，对红枣文化标识

的提炼和传承进行深入细致了解。

红枣作为黄河中下游的一种常见的食物，生

活在黄河周边的人们已经习以为常，该如何更好

地研究红枣文化，袁源道出了自己研究红枣文化

的初衷。

袁源说，近年来，红枣愈演愈烈的销售问题

引起他的思考。他认为葡萄依靠加工、包装进了

“酒庄”，本质上就是借助文化的力量，才有了更

好的经济效益和品牌效益。受此启发，袁源开始

思考、探索、挖掘红枣背后的文化。他是顺着这

样一条思路思考、挖掘的：首先红枣是什么，得出

的结论是，一颗红枣孕育了一种特色文化；接着

思考为什么这样说，得出的结论是，红枣文化生

发出一缕文明曙光；再后来思考红枣文化怎么

样，得出的结论是，红枣文化构筑起一种民族精

神。

那么，红枣的原产地究竟在哪儿？我们的老

祖先是什么时候开始栽培种植的？袁源介绍，红

枣的野生品种叫酸枣，红枣由酸枣变异栽培而

来。《中国枣文化大观》（周沛云、姜玉华主编，中

国林业出版社）记载：酸枣主要分布在黄河晋陕

峡谷区、吕梁山、五台山、太行山等山区。一般认

为，野生种的地理分布就是变异种、栽培种的原

产地，可见黄河晋陕峡谷区的山西运城、临汾、吕

梁，陕西延安、榆林等地就是红枣原产区。据山

东出土的枣叶化石表明，酸枣已有 1200 万年生

长历史。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发现枣核化

石，据检测，枣核有 8000多年历史。

古老红枣物种如何衍生出红枣文化？袁源

认为，酸枣是先于中华先民生存在中华大地的。

酸枣因其色彩鲜艳性、品种可食性和采摘方便性

等特点成为最早进入生产生活中的物品，于是就

形成了原始的采摘文明。他说，考古学已经证

实，在粮食作物耕种前人类已有上万年的采摘

史，形成了史前的采集文明。中华先人通过吃食

酸枣吸收了酸枣物理基因，同时又总结采摘酸枣

生产规律、摸索酸枣生活习性、体会酸枣功能价

值等便形成了红枣文化。比如神话中有枣来源

于黄帝女儿 的栽培，其妻缧还用来养颜，这就

是“日食三颗枣，长生不显老”谚语的来历。有文

字后比如“枣”字的来历。刚开始是金文，两个枣

并排，是“棘”字，表示多刺，是矮小成丛莽的灌

木，是酸枣，后来变异人工培植栽培，形状也长高

了，变成“ ”字，成为上下两枣，后来用两点代

替。后来红枣文化演变成各种礼节、人格判断的

标准，也演变成政治标识和标准。所以说一颗红

枣孕育了一种特色文化。耐人寻味的是，从中华

古人类人体特征看，直立行走的中华先人和酸枣

灌木的高低特征是吻合的，这就方便了中华先人

的采摘，更加促进中华先人的直立行走，最后完

成了从“猿到人”的转变，可见红枣作用非凡。

“红枣形成的文化密码在自觉不自觉地发挥

着以文化人的作用。红枣物理基因和精神密码

长期交相作用于中华先民，红枣习性人性化，红

枣特点精神化，红枣文化价值化，长期积淀固化

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民族气质、民族精神、民

族核心价值观。”袁源说，至此，由生长在黄河晋

陕峡谷区的红枣哺育、催生、支撑的黄河文明得

以形成，最终汇聚其他文明成果形成了浩浩荡荡

的中华文明。通过这些，人们找到了红枣与中华

文明的渊源关系，也找到了红枣文化陶冶中华先

人由混沌愚昧的鸿蒙状态进化到开化理性的文

明状态的方式和路径，所以红枣文化生发一缕文

明曙光。

为什么与红枣有关出土的文物、工具和文献

记载相较其他粮食作物比较少呢？

袁源说，红枣区别于其他粮食作物有易采集

优点，既不用晒、拣、剥等繁杂生产工序，也不用

碾、锅、槽等加工辅助工具，用直立行走时解放出

来的双手顺采随吃，不用创造工具，加之红枣在

食物构成中的需求不太多，这可能就是出土文物

少、文献记载少的原因。

中华文化多元，并不一定都在红枣原产区

域，对于这个问题，袁源的解释是，一是文化多

元，红枣文化和其他文化汇聚一起，共同构成了

中华文化，就像一条河流，汇聚多种干流和支流

才形成大河大江，红枣只不过是源头上的一条干

流；二是考古学专家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说，他

认为中华文化呈现多元，星罗棋布满天星斗，区

系间既独立发展又互相影响。这些文化形成方

式从空间上都表现为跨区域交流，在古代条件有

限的情况下就选取晋陕峡谷天然通道。所以晋

陕峡谷是文化文明交流融合的天然通道。通道

在提供交流融合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将固有文化

元素渗入到新的文化文明中,所以便有了“五千

年文明看山西”的说法。分析这句话原因在于红

枣，所以还应加一句“中国产红枣数峡谷”。

多项资料表明，红枣文化蕴含丰富、博大精

深，已植入到民族骨髓中，已渗入到民族血液中，

具体体现在哪里？

袁源介绍，梳理红枣文化发展脉落，红枣色

彩首先映入中华先民眼帘，慢慢固化成一种概

念，红色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族色”。红枣果实功

能价值受到称颂。刚开始是生产生活场景描述，

后来功能放大成为战略手段，同时红枣政治化，

把枣树当作区分等级职位的标识。在民俗文化

中红枣是人从诞生到死亡伴随一生始终的物品，

也是人从定婚开始到结婚后直至孕育新生命过

程中的信物。近代以来，红枣文化又赋予了革命

斗争、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等内容，变成了革命者

的信仰。比如鲁迅散文《秋夜》中，赞扬“一株枣

树，还有一株枣树”，以枣树自喻，要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袁源说，一是红枣文化奠基了中华民族精

神。第一时间产生的红枣文化成为涵养民族精

神养料之一；红枣特点形成的自强不息、宁折不

弯、海纳百川、吃苦耐劳、开放开明、包容兼容等

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构成成分。二是红枣

文化引领中华文化方向，这正是形成中华民族与

世界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的原因。冷兵器时代，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农耕文明战胜游牧文明

的民族；热兵器时代，中华民族又是落后农业国

战胜先进工业国的民族。三是红枣文化填充了

文明内容。中华文明由儒释道构成，儒道的创立

者都是生活在红枣的原产区和重点生产区域，红

枣文化客观上对他们的思想形成产生影响。它

们不仅是红枣文化的受影响者，还是红枣文化的

内容丰富者。红枣文化的影响力、渗透力、扩张

力是无可替代、无处不在的。中华文明绵延没有

中断，原因在于红枣文化影响和红枣文化没有缺

席任何历史发展阶段。东汉之后，中华文明气息

奄奄，这时，北魏鲜卑族把自身一股未开化的洪

荒力量注入到中华文明之中，从而使中华文明汲

取一股新的前行力量，于是一个开放文明的唐朝

不断向我们走来。从接纳的风格上说就像红枣

濒临死亡靠嫁接获得新生一样。

文化的魅力还表现在无处不在的自觉和关

键时刻的出现。袁源介绍，比如，清末时，中华民

族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被发现了。文字的出现代

表着文化的恢复和民族精神重新找到，意味着中

华民族抵御外侮、反抗侵略的优秀传统精神密码

找到，于是出现了一代代用精神密码武装起来的

志士仁人，他们接力完成了国家独立解放、人民

当家做主的民族大业。

引人深思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标识发

展的重要指示精神，他强调要坚持文化自信，他

说黄土地给了他无穷能量。今天，研究红枣文

化，我们也可以这样说，红枣文化就是能量之源！

度度深深

探寻红枣历史 品味红枣文化
——访吕梁本土红枣文化研究学者袁源

□ 本报记者 冯海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