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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历史事件和战役】
★ 中共一大于 1921年 7月

23日至 31日在上海召开。
★ 八一南昌起义是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部
分国民革命军在江西省南昌市举
行的武装起义。1927 年 7 月 27
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
刘伯承、恽代英、彭湃、聂荣臻以
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
会议，成立了起义军总指挥部，由
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
挥。8月1日凌晨2时，各路起义
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集
结，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
3000 余人，缴获枪支 5000 余支，
子弹100余万发，大炮数门，占领
了南昌城。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
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
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

★ 淞沪抗战：“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企图侵占上海。1932
年 1月 28日夜间，日本侵略军由
租界向闸北一带进攻。由蔡廷
锴、蒋光鼐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
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上海民众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纷
纷组织救护队和义勇军，积极支
援第十九路军抗战。双方于 3
月 3 日宣布停战，至 5 月 5 日，国
民党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
国的《淞沪停战协定》。

★ 长征是指中国工农红军
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
革 命 根 据 地 的 战 略 转 移 。 从
1934 年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和
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从瑞金
出发开始，途经江西、福建、广
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
川、西康、甘肃、陕西 11省，行程
二万五千里。至 1936 年 10 月，
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在
甘肃会宁会师，预示着中国革命
新的局面的开始。在整整两年
中，各路红军转战 14个省，总行
程约为六万五千余里。

★ 抗日战争是抗战时间从
1931年 9月 18日“九一八”事变
开始算起，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结束，共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
进行的 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
是 100 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
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
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分为
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
三个阶段，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 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
事变”。1937年 7月 7日夜，卢沟
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
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中国驻军
阵地附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
诡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
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
沟桥镇）搜查。中国驻军拒绝了
这一无理的要求。日军向卢沟桥
一带开火。中国守军第 29 军 37
师 219团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
族抗日的序幕。“卢沟桥事变”是
中国全面性抗战的开始。

★ 淞 沪 会 战 又 称“‘ 八 一
三’淞沪战役”。是 1937年 8月
13 日至 11 月 12 日中国军队抗
击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的战役，是
中国抗日战争中的一场重要战
役，也是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
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中国官兵
在上海人民和省内外华人华侨的
支持下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
势装备与敌人拼搏，毙伤日军 4
万多人，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速
战速决的迷梦。这场战役标志抗
日战争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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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教育要做好“结合”文章
（上接1版）政治定力不够，就会像“墙
头草”“随风树”，立不住、站不稳，主题
教育取得实效便难有保证。我们要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一以贯之学懂弄通做
实，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增强“四个
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
护”，自觉经常向党中央、向习近平总
书记、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
齐。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政治
上的清醒和坚定，学习从政治和全局
的高度、以战略和长远的视野把握形
势、分析问题、谋划工作、推动发展，提
振精气神、提升执行力，切实做到思想
一致、行动一致、步调一致。

做好“结合”文章，要求我们有
辩证思维，统筹兼顾，弹好钢琴。我

们要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
市委、区委工作要求紧紧抓在手上、
时时放在心上，用好辩证思维这个
法宝，科学合理安排好时间精力，切
实做到开展主题教育集中精力不走
过场，抓日常工作有条不紊。要妥
善处理好主题教育与日常工作的关
系，决不能因为业务工作繁忙，就对
主题教育应付了事；也决不能因为
抓主题教育，把日常工作、重点工作
搁在一边。要聚焦“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总要求，保持全新的奋斗姿
态，坚定发展信心，破除眼光局限和
思维定式，培养“功成不必在我、功
成必定有我”的境界，以担当坚守党
员的初心推动世界级生态岛建设，
脚踏实地把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

成现实。
做好“结合”文章，要求我们始

终以上率下，强化责任落实。要大
兴实干之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

“一把手”要带头实干，一级做给一
级看、一级带着一级干，狠抓落实，
务求实效，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
见效。要目标同向、同频共振，把主
题教育与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
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
讲话和在第二届进博会开幕式上的
主旨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与加快重
大生态项目建设、加快推动乡村振
兴、加快构建生态产业体系、加快推
进社会治理创新、加快推动民生改
善、加快推进花博会筹备等重点工
作结合起来，与顺利完成全年各项

任务目标结合起来，与发现问题、反
馈问题、解决问题结合起来，确保达
到部署真落实、问题真解决、群众真
满意的效果。

新时代是奋斗的时代，创造传奇
的重任在肩，唯有实干，方显未来。我
们要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
题教育为契机，提高思想自觉、政治自
觉、行动自觉，始终保持充满激情、富
于创造、勇于担当的精气神，着力补短
板、强弱项、激活力、抓落实，把力量和
智慧凝聚到实现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
标任务上来，以非同寻常的气魄、非同
寻常的担当、非同寻常的创造，拥抱新
时代、扛起新使命，坚定不移地把崇明
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伟大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预防胃癌预防胃癌 养护胃健康养护胃健康
胃癌是消化道的恶性肿瘤之一胃癌是消化道的恶性肿瘤之一，，也也

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病症是生活中十分常见的病症。。
数据显示数据显示，，大约每大约每11分钟分钟，，就有就有11人人

确诊为胃癌确诊为胃癌。。不到不到 22分钟分钟，，就有就有 11人因人因
胃癌离世胃癌离世。。

胃癌引发的打嗝与平时不同胃癌引发的打嗝与平时不同，，当胃当胃
癌持续发展下去癌持续发展下去，，影响到附近迷走神经影响到附近迷走神经
或膈肌时或膈肌时，，就会导致人不停地打嗝且会就会导致人不停地打嗝且会
持续长达数十个小时持续长达数十个小时。。

所以所以，，癌症引发的打嗝具有经常性癌症引发的打嗝具有经常性
特点特点，，一旦出现经常性一旦出现经常性、、长时间打嗝就长时间打嗝就
要引起重视了要引起重视了。。

上腹部不适也是胃癌最常见的初上腹部不适也是胃癌最常见的初
发症状发症状，，主要表现为进食后有饱胀感主要表现为进食后有饱胀感，，
甚至在只吃了少量的食物后甚至在只吃了少量的食物后，，也会感到也会感到
异常的饱异常的饱。。

经常反复发作经常反复发作，，但持续时间并不但持续时间并不
长长，，症状也不是很剧烈症状也不是很剧烈，，容易被人误以容易被人误以
为是消化不良或胃炎为是消化不良或胃炎。。

胃癌一开始最常见的表现为不能胃癌一开始最常见的表现为不能
缓解的腹部不适缓解的腹部不适，，包括进食后胃部出现包括进食后胃部出现
闷胀闷胀、、食欲不振食欲不振、、消化不良消化不良，，而且多数没而且多数没
有诱因有诱因。。

值得提醒的是值得提醒的是，，不少老年人会有不少老年人会有
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问题消化吸收功能减退的问题，，对痛觉的对痛觉的
感知也不敏感感知也不敏感，，更容易忽视这些早期更容易忽视这些早期
症状症状。。

在胃癌早期时在胃癌早期时，，患者就会出现在患者就会出现在
吃东西后有恶心呕吐等感觉吃东西后有恶心呕吐等感觉。。

由于这种症状跟其他胃病相似由于这种症状跟其他胃病相似，，因因
此要综合来判断此要综合来判断。。

现代人都比较繁忙现代人都比较繁忙，，经常没有时间经常没有时间
吃饭吃饭，，甚至很多人过了饭点很久后才吃甚至很多人过了饭点很久后才吃
饭饭，，这些往往都是饮食不规律的表现这些往往都是饮食不规律的表现。。

要知道要知道，，我们的胃有着自己的一个我们的胃有着自己的一个
““生物钟生物钟”，”，如果不按照它的时间来进如果不按照它的时间来进
食食，，那么会扰乱胃液分泌那么会扰乱胃液分泌，，扰乱对食物扰乱对食物
的消化吸收的消化吸收，，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对胃黏膜造成伤害，，容易容易
导致胃溃疡的发生导致胃溃疡的发生。。

并且并且，，当胃发出饥饿的信号时当胃发出饥饿的信号时，，还还
不进食不进食，，则会出现则会出现““胃磨胃胃磨胃””的现象的现象，，更更
加容易导致癌变加容易导致癌变。。

吸烟会明显增加胃病的发病率吸烟会明显增加胃病的发病率，，研研
究显示究显示，，吸烟者胃溃疡的发病率是非吸吸烟者胃溃疡的发病率是非吸
烟者的烟者的 22--44 倍倍，，并且每天吸烟在并且每天吸烟在 2020 支支
以上的人约有以上的人约有4040%%可发生胃黏膜炎症可发生胃黏膜炎症。。

而喝酒的危害更大而喝酒的危害更大，，酒精摄入体内酒精摄入体内
后后，，会直接刺激食管和胃壁会直接刺激食管和胃壁，，加速对胃加速对胃
黏膜的损伤黏膜的损伤，，引起胃痛引起胃痛、、胃溃疡胃溃疡、、甚至是甚至是
胃出血胃出血。。

胃不好的人胃不好的人，，不要吃过于坚硬的食不要吃过于坚硬的食
物物，，吃软一点吃软一点，，更有助于消化和养胃更有助于消化和养胃。。

山药山药：：
山药性平山药性平，，具有补脾养胃具有补脾养胃、、助消化助消化

作用作用。。中医认为中医认为，，山药具有补脾胃之山药具有补脾胃之
气气，，养脾胃之阴的作用养脾胃之阴的作用，，山药中富含蛋山药中富含蛋
白质白质、、维生素维生素、、多糖等营养成分多糖等营养成分，，对胃黏对胃黏
膜具有一定保护作用膜具有一定保护作用。。

日常生活中日常生活中，，多吃山药多吃山药，，能够改善能够改善
胃部气血不足胃部气血不足，，促进胃部蠕动促进胃部蠕动，，改善胃改善胃
部细胞代谢作用部细胞代谢作用。。

南瓜南瓜：：
南瓜性温南瓜性温，，归脾归脾、、胃经胃经，，具有消炎具有消炎

杀菌杀菌、、补中益气的作用补中益气的作用。。
南瓜中富含维生素和南瓜中富含维生素和

果胶果胶，，具有消除体内毒素具有消除体内毒素，，
杀菌消毒杀菌消毒，，分解有害物质分解有害物质
的作用的作用。。

胃不舒服的胃不舒服的
人人，，常吃南瓜常吃南瓜，，能能
够 加 强 肠 胃 蠕够 加 强 肠 胃 蠕
动动，，有助于保护有助于保护
胃黏膜胃黏膜，，帮助肠帮助肠
胃消化胃消化。。也有助也有助
于促进溃疡愈合于促进溃疡愈合，，
缓解胃部不适缓解胃部不适，，保保
护肠胃健康护肠胃健康。。

胃喜欢温胃喜欢温，，不喜欢过凉或过热不喜欢过凉或过热，，日日
常喝点温水可以暖护胃部常喝点温水可以暖护胃部。。肠胃不好肠胃不好
的人的人，，更适合喝点温茶水调养更适合喝点温茶水调养。。

刺玫菊茶刺玫菊茶：：
刺玫菊是一种生长在长白山一带刺玫菊是一种生长在长白山一带

的野生小玫瑰的野生小玫瑰，，药食两用药食两用，，活血化瘀活血化瘀、、
暖胃消食的效果很好暖胃消食的效果很好。。

将刺玫菊泡水喝将刺玫菊泡水喝，，很温和很温和，，对于胃对于胃
部没有刺激部没有刺激，，能够缓和肠胃的神经能够缓和肠胃的神经，，理理
气解郁气解郁。。

奶汁草陈皮茶奶汁草陈皮茶：：
中医认为中医认为，，奶汁草奶汁草，，入胃经入胃经，，擅长清擅长清

胃热胃热，，治胃痛治胃痛。。现代研究表明现代研究表明，，奶汁草奶汁草
能明显减轻胃黏膜损伤能明显减轻胃黏膜损伤，，使溃疡面愈使溃疡面愈
合合，，从而对慢性胃炎从而对慢性胃炎、、胃溃疡有很好的胃溃疡有很好的
辅助治疗作用辅助治疗作用。。

陈皮陈皮，，可理气健脾可理气健脾，，调中和胃调中和胃，，擅长擅长
治疗脾胃气滞证治疗脾胃气滞证。。陈皮所含的挥发油陈皮所含的挥发油，，
可刺激胃肠道平滑肌可刺激胃肠道平滑肌，，促进消化促进消化，，排肠排肠
道积气道积气，，增强食欲增强食欲。。

两者搭配两者搭配，，一起泡水代茶饮一起泡水代茶饮，，可防可防
治胃炎治胃炎、、胃溃疡胃溃疡，，缓解胃痛缓解胃痛、、胃胀气胃胀气。。

通过穴位的按摩通过穴位的按摩，，可以起到调理脾可以起到调理脾

胃的作用胃的作用，，是不错的养胃方式是不错的养胃方式。。
中脘穴中脘穴：：
中脘穴位于腹部正中线上中脘穴位于腹部正中线上，，胸剑联胸剑联

合与肚脐中央之间中点处合与肚脐中央之间中点处。。所谓所谓““胸剑胸剑
联合联合”，”，是自胸部正中向下循按是自胸部正中向下循按，，指下由指下由
硬变软处硬变软处，，即胸骨下端尽处即胸骨下端尽处。。

中脘穴正处在胃的贲门和幽门之中脘穴正处在胃的贲门和幽门之
间间，，在胃的中部在胃的中部，，当然以治疗胃部的问当然以治疗胃部的问
题为主题为主。。

天枢穴天枢穴：：
天枢穴在我们的肚脐左右天枢穴在我们的肚脐左右，，大约两大约两

拇指宽的地方拇指宽的地方。。
按摩天枢穴按摩天枢穴，，具有温胃止呕具有温胃止呕、、顺气顺气

和胃的作用和胃的作用，，可以缓解腹胀可以缓解腹胀、、腹泻腹泻、、腹痛腹痛
等症状等症状。。

饭后有饭后有44个症状个症状
多半是胃在求救多半是胃在求救

常做这常做这22件事件事
胃癌几率翻倍胃癌几率翻倍

养护胃健康养护胃健康
做好三件事做好三件事

□ 吃喝更健康

打嗝打嗝

腹胀腹胀

腹部不适腹部不适、、疼痛疼痛

恶心呕吐恶心呕吐

三餐不定三餐不定、、饮食无序饮食无序

抽烟喝酒抽烟喝酒、、无节制无节制

第一件第一件：：吃软吃软

第二件第二件：：喝温喝温

第三件第三件：：按摩按摩

（上接1版）做到种植规模化、销售集团
化、产品延伸化，打造特色农业型市级
乡村振兴示范村和市级美丽乡村示范
村的双品牌。唐海龙指出，产业发展要
有特色、有支撑，推动形成西红花产业
的融合联动发展，让农业更强、农民更
富、生活更好。

唐海龙还来到三星镇新安村，调
研新安村人居环境提升项目。新安村

今年以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为契
机，对田园综合体周边核心区域进行
整体规划，改造 20 余户农户的房屋、
基础道路等，进一步提升公共基础设
施，完善原有排水道路设施，形成乡村
振兴新农村示范区。唐海龙强调，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从群众反映
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突出问题入手，

让农村环境整治的成果看得见、摸得
着，持续改善农民生活条件，不断提升
农民生活质量。

三星镇为老服务中心成立于今年
3 月，是三星镇为老年群体服务的综
合平台。唐海龙深入活动室、保健室、
餐厅、照料室等处，实地察看为老服务
中心运行情况。为老服务中心为三星
镇老人提供日（晚）间照料、用餐送餐、

助浴服务、康复医疗、精神慰藉等多元
化的服务，真正实现了对老人“生活圈
式”的关爱服务。唐海龙指出，提升农
村养老服务能力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内容，我们要加快建立以居家
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多
层次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形成农村基
本养老服务网络，让老人实现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

让农业更强农民更富生活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