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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酒同食会加重心脏负荷
茶不能与酒同食。喝茶的时

候不能喝酒，喝酒之后也不可立刻
饮茶。这是由于酒中含有大量酒
精，酒精对心血管刺激很大，而浓
茶具有一定兴奋心脏提神的作
用。这种双重刺激会加重心脏负
荷，对心脏健康不利。因此，茶与
酒切记要分开食用。

与黑木耳同食引发贫血
木耳味甘、性平，具有很多的

药用功效。黑木耳味道鲜美，可素
可荤，营养丰富，能益气强身，黑木
耳中含有丰富的铁质，因此，在治
疗贫血方面的效果非常显著。可
是，当黑木耳遇上茶时，这种治疗
贫血的优势就彻底败下阵来。这
是因为，黑木耳与含有单丁宁酸的
茶同食，就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
收，如果长时间这样吃，很容易导
致人体严重缺铁，从而引发贫血等
疾病的发生。

与鸡蛋同食讲究适量
茶叶蛋是民间常见的小吃，具

有提神醒脑的功效。但一些专家
指出，茶叶中除生物碱外，还有酸
性物质，这些化合物与鸡蛋中的铁
元素结合，对胃有刺激作用，且不
利于消化吸收。因此，在食用茶叶
蛋时，还是要讲究适量的原则，特
别是对于病人、老人和小孩来说。

茶还不能和狗肉、咖啡、海藻、
红酒以及猪肉同食。茶和狗肉同
食，易使人体吸收有毒物质和致癌
物质；茶和咖啡、海藻、红酒同食，
会降低人体对铁的吸收；茶与猪肉
同食，易产生便秘等症状。

茶不能与这些食物同食
浅析社会保障制度对抑制邪教

传播的积极作用（一）
社会保障制度作为现代国家最

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之一，通过保障
全社会成员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在
公民年老、疾病、伤残、失业、生育、死
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提供
物质帮助，在社会层面起到维护社会
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完善社会
管理制度的效果，在公民个人层面起
到老有所依、病有所治、弱化心里不
公平感的效果，对铲除邪教滋生土
壤、避免邪教乘虚而入、抑制邪教的
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社会保障制度和邪教滋生相
关理论概述

（一）社会保障制度相关理论概
述

1、社会保障制度的定义
社会保障制度是在政府的管理

之下，以国家为主体，依据一定的法

律和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以社会保障基金为依托，对公民在暂
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
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
质帮助，用以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的生
活需要。具体来说，社会保障制度是
国家通过立法而制定的社会保险、救
助、补贴等一系列制度的总称，包括
保障公民在年老、疾病、伤残、失业、
生育、死亡、遭遇灾害、面临生活困难
时的特殊需要。

2、我国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
1951年，国家制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标志着我国社
会保障制度正式建立。迄今，社会保
障制度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阶
段。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
开放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与计划经
济体制相适应，制度安排是“国家—
单位（集体）保障制”，具有国家负责、
单位（集体）包办、板块结构、全面保

障、封闭运行等特征。第二阶段：改
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保障制度进入
全面改革时期，逐渐走上了政府主
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化的发
展道路呈现出“国家—社会保障制”
的特征。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将
向定型、稳定、可持续的发展阶段迈
进，人人享有基本社会保障的目标将
逐步成为现实。

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
状

我国已初步建成覆盖城乡的社
会保障制度体系。其中，全民医保早
已基本实现。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参保人数为3．22亿人，城乡
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4．98
亿人，有1．41亿参加城乡居民基本
养老保险的老年人都已领取基本养
老金。工伤、失业和生育保险分别覆
盖了1．99亿、1．64亿和1．64亿职
工。社会保障水平正逐年提高，其中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实现了
“十连调”。社保基金收支结余规模
不断扩大，抗风险能力增强，截至
2015 年底，5 月 30 日，人社部公布

《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全年五项社会
保险(含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收入合计 46012 亿元，比上年增加
6184亿元，增长15.5%。基金支出合
计 38988 亿元，比上年增加 5985 亿
元，增长18.1%。可以说，我国已初步
建成社保公共服务体系，并在不断提
高管理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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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动态

为让辖区中小学生度过一个丰
富多彩、书香十足的暑假，近日，庐
阳经济开发区（林店街道）金池社区
定期开展暑期书画公益课堂，由社
区书画爱好者们为孩子们授课。社
区提供笔墨纸张，所有教学活动全
部免费。

据了解，该课堂作为基层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一个重要载体，又
是基层党组织践行“两学一做”、推
进文化惠民的一次实际行动；同时
为基层书画爱好者搭建起一个学习
交流的平台，丰富基层的精神文化
生活，推动文艺活动的蓬勃开展，让
草根文化更好地“快乐自己、服务群
众”。

图为 6 月 27 日下午，来自恒盛
皇家花园南门小学三年级学生郭佳
琪与她的小伙伴们在在书画公益课
堂上课。 赵明 王正清 摄

决策是一种智慧，是人类实施有
目的活动的前提。大到一个国家、地
区，小至一个企业、个人，决策行为每
天都在发生。中国古语云，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西方著名学者赫伯特·西蒙
说，管理即决策。这些名言都表明，决
策的作用至关重要，科学、正确的决策
对一项活动顺利推进、取得预期效果
必不可少。

今日中国，改革向纵深推进，面对
的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举措
的提出、推行、落实涉及许多方面的决
策。而一项决策的制定、实施，往往与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
牵动着他们的切身利益。如何把握复
杂多变的形势并找到最优方案？如何
使决策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如何让人
民群众真心拥护、自觉执行一项决
策？这些都考验着领导干部的智慧，
需要领导干部具有科学决策的底气。
那么，决策者的智慧和底气从何而
来？首要的是让决策接地气。

何谓“地气”？《礼记·月令》说：“是
月也（指孟春之月），天气下降，地气上
腾，天地和同，草木萌动。”从自然界来
看，地气是来自土地山川的力量，这种
力量和人类自古以来的生产生活紧密
相连。《周礼·考工记》讲：“橘逾淮而
北为枳，公式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
此地气然也。”地气在这里可以理解为
植物、动物、人类生存发展的环境因
素。我们通常说的“接地气”，就是要
接近自然、顺乎人理、适应规律，而不
是高高在上、远离生活。今天，让决策
接地气，主要强调决策要符合生产生
活的规律，关注人民群众的利益，使用
人民群众的语言，反映人民群众的诉
求，汇聚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只
有接地气，决策才能有针对性，解决实
际问题，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支持和
拥护，从而顺利进入后续的试行、实
施、评估、验收等阶段。反之，那些不
考虑群众利益，希图以“一刀切”“一言
堂”的简单方式解决问题的决策，往往

会因不科学、缺乏群众支持而难以落
实。因此，接地气正是决策者底气和
智慧的重要来源。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
野。”群众对问题的切身体会是科学决
策的依据，来自基层的声音能够帮助
决策者理清问题的轻重缓急。如何倾
听群众的声音？决策者应重点听群众
的三种话，即家常话、牢骚话、苦水
话。这些话中有关乎柴米油盐的日常
生活，有群众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希冀，
也有对交通、住房、上学、环境等方面
的意见、建议。一些牢骚话、苦水话乍
听逆耳，却可能是群众对问题的真实
反馈。这些牢骚话、苦水话反映的要
么是多年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要么是
利益复杂交织的“硬骨头”，但往往能
揭示制约事业发展的症结。如果在决
策前的调研阶段，能够把基层的声音
听足了、听懂了、听透了，在决策中就
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解决问题。

还应看到，倾听群众声音只是接

地气的第一步。通过调研收集来的、
摆在决策者面前的可能是一些鲜活但
杂乱的原始素材。对这些素材进行整
理、分析、提炼，形成对作出决策具有
支撑作用的材料，才算接到了地气。
这就需要决策者学会运用科学的分析
工具和方法。今天，大数据成为一种
有效的手段，可以帮助决策者迅速列
出一张民情民意的分析表；通过专业
的舆情监测，也能较为全面地掌握群
众对某一事件的态度、倾向。作决策
不仅应善于运用这些新的分析工具和
方法，还应遵循科学程序。也就是说，
不应在形成方案后就急于作出决策，
还要与其他方案进行比对，并广泛征
集专家、群众等各方面的意见，将征集
到的合理化建议补充进方案，不断完
善方案。如此形成的决策，才可以说
充分接到了地气。

选自·《人民日报》·

决策接地气才能有底气

崇尚科学 反对邪教

反邪教知识（十九）

6月28日下午，家住亳州路街道畅园新村的老党员崔后兰在一百岁
生日到来前夕，来到该街道畅园社区的志愿者广场为社区党员讲党史、
话传统，用革命故事教育现场的党员听党话、跟党走、报党恩。活动中，
党员们共同重温了入党誓词。 余廷生 郭倩 摄

科普科普

小知识小知识
庐阳区科协庐阳区科协

学书画获点赞

本报讯 为营造浓厚的文明
创建氛围，近日，亳州路街道文明
办为辖区 68 个居民小区安装了
476 块“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牌。

每一个居民小区都统一安装
7块内容丰富的公益广告牌，涵盖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民公
约、文明养犬、文明用餐、文明旅

游、道德模范和红黑榜等多项“讲
文明树新风”内容。简单清新的
版面、靓丽醒目的颜色、积极向上
的内涵，引得居民纷纷驻足观看。

据悉，该街道通过这种全覆
盖的方式，让公益广告宣传深入
人心，不仅增添了辖区文明创建
氛围，更提高了居民对文明创建
的知晓率和支持率。（张家慧）

公益广告进小区

本报讯 6 月 25 日这一天，对
于家住逍遥津街道九狮桥社区的
5岁的陶陈扬小朋友来说，是一个
重要的日子。因为他和所有在小
雅课堂学习的小伙伴们，在当天
一起毕业了。

据悉，该社区党委、妇联、关
工委联合小雅课堂的老师，于当
天精心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
业典礼，为孩子们为期六个月的
学习画上圆满句号。

毕业典礼在学员们集体表演

的小雅快板中拉开帷幕。这是小
雅国学诵读班的经典节目。老师
们把三字经改编成朗朗上口的快
板词，孩子们不仅牢牢记下，还有
模有样地给台下的家长解释其中
的含义。接下来，舞蹈、合唱、葫
芦丝独奏、吉他表演等精彩节目，
充分展示了孩子们在小雅课堂中
的快乐生活和多彩才艺。最后，
在一曲大合唱《毕业了》中，毕业
典礼结束。

（桂佳浔）

毕业典礼乐趣多

本报讯 为提高辖区企业管理人员
的安全管理水平，近日，海棠街道清华
社区在辖区开展安全警示教育活动。

活动分安全知识宣讲、警示教育、
集体宣誓三个阶段开展。活动初期，市

政安防火教育中心教官结合典型案例
分析事故原因，传授消防、用电、用气、
逃生自救等安全知识，随后还演示讲解
了灭火器、防毒面具等急救工具的使用
方法。在警示教育阶段，播放了安全警

示教育片《通思》。在长达一个多小时
的观看中让现场观众为之震撼，由衷地
感到安全的重要和生命的无价。

最后，活动以一场庄严的安全宣誓
被推向高潮。现场百余名企业职工举

起右拳庄严宣誓：为了珍爱生命，为了家
庭幸福，为了企业发展，从自身做起，牢
记安全责任……一句句发自肺腑、铿锵
有力的声音回荡在空中，让安全发展的
理念深入人心。 （冯志 蒋静）

让安全入脑入心

本报讯 6 月 23 日上午，逍遥
津街道携手合肥市蓝天救援队在
淮河路步行街百大·鼓楼金座举
办“黄手环为失智老人回家搭起
爱的桥梁”公益活动。

据了解，“黄手环”是由无毒
塑胶制作，类似手表佩戴在老人
手腕上。通过手环上的身份识别
卡以及紧急联系电话，他人可以
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失智老人的家
属，也可以直接联系蓝天救援队，

从而帮助走失的老人回家。
活动现场，街道工作人员现

场详细介绍了“黄手环”的使用方
法，并协助相关老人及其家属填
写信息，免费领取“黄手环”。蓝
天救援队成员更是通过实景模拟
演练，让群众进一步认识到“黄手
环”在危急时刻的作用。

此次活动，为街道部分失智老
人提供了安全保护伞，解决了家属
的后顾之忧。（钱彩娇 赵红军）

智能手环送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