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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企生

自律是走正确
却难走的路

秋季午睡的好处秋季午睡的好处

在这个高效率、快节奏的年
代，有个热词广为流传，叫做

“自律为王”。何为自律？有多
种解释，但其本质就是叫醒自
己、管住自己，是愿意做有困难
但有价值的事，走正确但难走
的路。

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自律
更公平的事，越自律越幸运，越
接近成功，唯有自律才能遇到
更好的自己。

作家吴晓波有一句话令人
深思：“每一件与众不同的绝世
好东西，都是以无比勤奋为前
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
么是大把大把的好时光。”其
实，人生自律不自律，都得吃
苦。但前者吃的苦，会让自己
的人生变得越来越好；而不自
律吃的苦，则会让人走向越来
越无助且无奈的边缘，甚至会
走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当你自律到了极致后，你就
会明白，你对自己的狠心和坚
持 ，就 是 人 生 路 上 的 最 大 财
富。自律的过程，往往难熬，但
自律的人生，最终都能出彩出
众；不自律的人生，往往是既平
凡又平庸，在人生旅途中留下
不少遗憾和败笔。

拳击世界冠军张伟丽，她就
是顶级自律的标杆。作为 UFC
拳 击 赛 史 上 首 位 夺 冠 的 中 国
人，她用 42 秒打败了巴西女拳
王安德拉德，赢得满堂喝彩。
她之所以出众和成功，正是因
为她愿意与惰性斗争，与痛苦
为邻。在这之前，她曾经经历
过很长时间的“黑暗时刻”。但
她从未放弃信念和梦想，一路
顽强拼搏，吃了常人难以想象
的苦，付出了常人难以忍受的
代价，这样“地狱般”的训练，也
终于开花结果。

很多时候，成年人的尊严，
都是能力给的；而能力的提升，
大多都是靠自律逼出来的。人
只有逼自己，才能知道自己有
多优秀。

放弃的时候，逼自己一次，
也许就会拥有另一种人生。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 纵 然 有
1000 次想放弃，总有 1001 次选
择了咬牙坚持。因为人生没有
白走的路，也没有白吃的苦。
成功，就在于比别人多坚持一
秒，胜利就在绝望的转角处。

高手都在持续做那些更难
的事情，他们一旦找准目标，就
专注耕耘，咬定青山不放松。

常常听身边有人抱怨：“我
已经很努力和尽力了呀，怎么
仍 在 原 地 打 转 ，竞 争 不 过 别
人？”。很多人口中的“努力”，
其 实 并 未 用 尽 全 力 。 很 多 时
候，我们自以为极限，其实只是
新的起点；无法拥有的能力，也
只因潜能未被真正的激发和激
活。所谓成功，并不是看你有
多成功，也不是要你出卖自己，
而是看你是否笑着渡过难关。

当一个人愿为梦想拼搏努
力，就离成功更近了一步；当你
逼着自己再“进”一步，你会发
现：那些看似波澜不惊的日复
一日，那些坎坷崎岖的道阻且
长，终将成为一道划破黑夜的
亮光。

对认准的路，看准的事，虽
困难但有价值、虽难走但正确，
哪怕眼下是万丈深渊，逼自己
一把、逼到极致，前方就是鹏程
万里。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再上新台阶

俗话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
夜”，白露过后，天气正式转凉，此
时，人容易疲劳犯困。那如何解决”
困困困”的烦恼呢？

工作压力大会使人血压升高，
中午进行一个小午睡，这样有助于
降低血压。

研究人员认为，午休能舒缓心
血管系统，并降低人体紧张度。建
议每周至少进行 3 次午睡，每次午
睡30分钟左右，可降低因心脏病猝
死的风险；另有资料证明，在有午睡
习惯的国家和地区，冠心病的发病
率要比不午睡的国家低得多。

科学家研究发现，具有睡午觉
习惯的人群在测试反映中更加的敏
捷和精准。所以事实告诉我们，睡
午觉不仅能够消除疲劳，同时还能
够令大脑获得足够的休息，提高记
忆力。

中午1点是人在白天一个明显
的睡眠高峰。在这时睡个短觉，可
有效刺激体内淋巴细胞，增强免疫
细胞活跃性。

上午，人的精力比较旺盛，这是因
为经过了一夜休息，内部机能获得了
休整，前一天的疲劳消失了。但是一
个上午工作或学习以后，由于体力和
脑力的高度集中和紧张，新的疲劳又
产生了，并且人体内的热量也有很大
的消耗，这时候生理机能除了要求补
偿消耗掉的热量外，也要求能够适当
地消除疲劳，恢复精力。

因此，中午进行午觉，就能够缓解

疲劳，补充能量，能让人在下午拥有一
个相对良好的精神状态来应对工作或
者学习。

午睡虽好，但这些午睡注意事项，
你要知道：

1.饭后不要急着睡觉。很多人习
惯午餐后立即睡觉，其实这是不正确
的。饭后立即睡觉容易导致大脑供血
不足的情况发生。所以，最好在饭后
活动十分钟之后再睡午觉。

2.午睡时间不宜太长，午睡时间
过长，不仅不会感到精力充沛，反而会
精神疲惫，有大脑昏沉感，同时会影响

晚上的睡眠。
3.不要趴着睡觉。伏在桌上睡

觉会导致脑袋的供血不足，所以睡
醒之后会出现头昏眼花等大脑缺氧
的症状。除了对于大脑的危害之
外，还会对眼球和胸部等等造成挤
压，不利于身体健康。

4.睡前不要吃太过于油腻的东
西，过于油腻的东西，会增加肠胃的
负担。

5. 无论什么时候睡觉，都需要
进行保暖，这样才不会让寒气有机
可趁。 □ 名流健康

降血压降血压

保护心脏保护心脏

增强记忆力增强记忆力

提高免疫力提高免疫力

消除疲劳消除疲劳

（上接1版）表示将紧紧围绕市委、市
政府的决策部署，把本次环保督察“回
头看”作为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的重
要推手，全力配合督察工作顺利开

展。对于督察组反馈的情况，虚心接
受、严肃回应；对于发现的问题，认真
对待、照单全收；对于查实的案件，依
法依规严肃处理，进一步完善长效机

制，切实以制度建设固化整改成效，推
动崇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再上新
台阶。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市第四生
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全体成员，区领导
薛红、邹明、杨元飞等出席会议。区有
关部门、各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根据安排，督察组进驻时间为 9

月19日至9月28日，督察工作主要采
取听取汇报、调阅资料、现场检查、走
访问询等方式开展。督察期间，督察
组将通过市级和区级相关网站公示督
察“回头看”工作的有关信息。

（上接1版）李峻表示，此次督导
工作，既是对崇明扫黑除恶斗争工作
的一次全面体检，也是对我们推进扫
黑除恶斗争常态长效的督促和鞭策，
全区上下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全

面对标对表督导组工作要求，全力支
持配合督导组开展工作。对督导组反
馈的问题和意见建议，主动认领、诚恳
接受，全面彻底抓好整改工作。崇明
将全面检视扫黑除恶推进情况，着力

在健全长效机制，补齐短板弱项上下
功夫，以改促治、以改促建，推动扫黑
除恶斗争战果最大化、常态化，不断提
升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以实际行动
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第 12 特派督导组全体成员出席
会议。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龚朝晖

主持会议，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沈雪峰，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陆
志斌，副区长陈琦，区人民法院和区人
民检察院负责人出席并分别汇报相关
工作。区扫黑办和区扫黑除恶斗争领
导小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
会议。

推动崇明扫黑除恶斗争取得更大成效

做实做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

奋力书写沪滇合作崇明新篇章

他们是2022年度
“最美崇明人”

（上接1版）落实好“落地检”，加强社区
（村居）出入管理和查码验码，严格做好
各类公共场所的信息登记和查验，守牢

外防输入的防线。要强化隔离点管控，
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健全完善自查机
制。要持续抓好问题排查整改工作，开

展“全覆盖”大检查，落实“销项式”整
改，确保各项防控措施不折不扣落实到
位。要持续加大宣传发动力度，进一步
提高老年人疫苗接种覆盖率。

区委副书记杨元飞等区领导出席
会议。

（上接1版）产业风情园等项目陆续完
成，逐步建成独具农场特色的旅游景
区、红色教育基地、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基地，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群
众增收打下了扎实基础。李峻说，开
发利用农场社区的资源优势、区位优
势、产业优势和文化优势，大力发展特
色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
希望通过项目的支撑，挖掘农场社区
的多元价值，不断丰富产业类型，辐射
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发展，提升乡村经
济的价值。

耿马自治县耿马镇芒蚌社区依山
而建，绿树环绕，是一个傣族集聚、傣
文化浓郁的自然村，代表团来到这里
考察，受到热情好客的傣族群众的欢
迎。依托沪滇援助的传统村落综合体
建设项目，吸引了社会资本参与，村级
风貌得到显著提升，昔日的臭水塘变
成了景观湖，村巷道路整洁，传统村落
焕然一新，这里正着力打造“五美”社
区，大力发展肉牛、百香果等多种产
业，开发特色民宿。李峻走进农户家

中，与村民聊家常，说变化，了解协作
项目带给群众的实际感受。他说，乡
村风貌经过提升改造，留得住青山，记
得住乡愁，有特色、有成效，希望通过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因地制宜发展绿
色产业，让群众有更多幸福感、获得
感，祝傣族同胞过上富足美好的新
生活。

在耿马绿色食品工业园区，代表
团实地了解园区规划、产业特色。园
区聚焦蔗糖全产业链及配套产业，依
托沪滇协作平台，引进了上海绿赛可
实业有限公司等一批企业落户，目
前，已形成“糖、酒、纸、饲、肥、药、化
妆品”7大类34个产品的产业链。上
海绿赛可实业有限公司是“沪滇协
作”临沧市首家入驻园区的实体企
业，主要生产生物降解环保产品，一、
二期 18 条自动化生产线全部达产可
实现 6 亿元产值，公司不仅为当地百
姓提供大量工作岗位，还带动了相关
企业投资落户。李峻说，耿马是蔗糖
主要产区，独特的资源优势与上海的

科技研发优势结合起来，就会释放出
更大的产业活力和经济价值，希望这
条“甜蜜产业链”不断延伸，推动园区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打造沪滇产业
协作的新样板。

地处云南边陲的班洪乡下班坝
村，古树参天，鲜花绽放，依托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
乡村三产发展红火。代表团一行在村
寨边走边看，与下班坝村老支书交谈，
重温去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老
支书们的回信。一年来，佤山人民欢
欣鼓舞、感恩奋进，学回信、见行动、办
实事，古村寨焕发新颜，乡村旅游、种
养加工业全面发展。李峻说，村寨处
处有亮点，很受震撼和鼓舞，实践证
明，做好了山水文章，好风景就能转化
成“好钱景”；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
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既是阿佤
人民的心声和责任，也是我们携手推
进乡村振兴的不竭动力和共同使命，
牢记嘱托，砥砺奋进，相信阿佤人民的
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

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龚朝晖，区
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菁，副区长宋学
梅，区政协副主席施菊萍参加考察。

（上接1版）授予马秀芳、王乃超等20
人“最美崇明人”提名奖荣誉称号；授
予贝兴、孙东辉等 10 人“最美崇明
人”（战疫先锋）提名奖荣誉称号。

自2013年以来，崇明已连续10
年通过评选表彰道德模范和最美崇
明人，在全区形成了学典型、做先
进、创文明的浓厚氛围，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建设世界级生态岛、实现
中国梦凝聚了强大的精神力量，成
为全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有效载体和提升公民道德水
平的重要抓手。今年，崇明在此基
础上，继续深入践行“崇德明礼、敢
为人先、垦拓不息”的崇明精神品
格，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弘扬共筑美好生活梦
想的时代新风，推动社会主义思想
道德建设在新时代展现新气象、取
得新成就。

表彰会上，与会人员集体学习
了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好人”重要
回信精神，播放了关爱慰问2022年

“中国好人”张瀛视频，严林妹、陆科
肖、沈花代表本区获评“中国好人”，
宣读了“讲文明，学精神，做好人”倡
议书。

会上还举行了崇贤馆线上开馆
仪式。该馆将为市民提供一个感受
先进风采、学习先进事迹的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