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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有情趣 工作求完美
——记朝晖社区
“健康家庭”王喆杨惠一家
本报记者 潘霞

做饭和家务，自己动手也是一种
生活情趣
杨 惠 今 年 才 25 岁 ，丈 夫 王 喆 31
岁，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与这个年龄
段的不少人相比，两个人的生活看似
有点宅，兴趣爱好多静态、偏钻研，他
们生活有规律，没有不良嗜好，性格也
积极向上，不论对待各自工作还是家
庭生活，都乐观、阳光又认真、上进，最
难能可贵的是，两人婚后的生活实现
了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所有家务活
自己完成，一日三餐几乎从不依靠饭
馆和父母，即便是相约吃火锅，都一定
自己在家动手！杨惠说，生活可以平
凡简单，但生活态度一定不能将就，而
健康的生活态度，就是要从追求自主
的生活开始！
“两个人在厨房里一起炒菜、做
饭，多温馨啊！自己动手，准备一桌子
美味佳肴，多有成就感啊！其实，喜欢
自己做饭的人，尽管忙碌也是快乐的，
因为我自给自足，饭菜健康、卫生又不
失美味。我之前也不会做饭，都是去
超市和市场买调料、买肉菜，回家再从
网上找点菜谱照着做，后来，我都能自
己随意创新加工了，味道还不错。有
时候，工作太累，回家有点犯懒，但老
公一句：
‘ 你做的比外面买的好吃多
了！我帮你洗菜刷锅，咱自己做饭吃
吧！’我们就又乐呵呵地自己动手了！
挺好的！”杨惠说，自己做饭，想吃什么
就买食材自己研究菜谱做出来，有自
己的辛劳和心意在里面，饭菜的滋味
不是小餐馆可比的。
杨惠说，婚姻生活和谈恋爱时不
一样，需要彼此经历一个习惯的过程，
油盐酱醋茶的日子，会渐渐趋于平淡，
而不管是家务活还是做饭，自己动手，
就能于平淡中制造出一些些温情和浪
漫来，这是一种生活情趣，更有益于增
进小夫妻之间的感情。
健康的兴趣爱好让生活更加充实
又美好
杨惠的丈夫王喆是一名普通工
人，日常工作并不轻松，他和杨惠一
样，对待工作，格外专注。工作已然十
分劳累，待到休息时，本应好好放松。
可杨惠觉得，王喆独特的兴趣爱好，让
他的业余生活也“神情紧张”。
“他十分
痴迷乐高，这种痴迷劲已持续了十多
年。但凡休息在家，他都会一头扎进
他的‘拼装世界’，两耳不闻窗外事，常
常一拼就好几个小时，说‘废寝忘食’
一点都不夸张。刚知道他的这个喜好

时，我还想不明白，一个男生为什么喜
欢玩这种小东西，后来，他时常拉着我
一起玩，我也渐渐喜欢上了乐高。在
家里，我们总会凑在一起研究图纸，寻
找小配件，耐着性子一点点拼装。”杨
惠说，乐高里面的零件特别多、复杂，
大部分才只有指甲盖大小，拼装是个
极其需要耐心、细心和韧性的事情，当
他们全神贯注于制作中时，整个人都
仿佛静止于其中了。她觉得，玩乐高
很能磨练人的意志，时间长了，对人的
心性也有很大影响。心情浮躁的人，
长期沉浸于此，
人会慢慢变得沉静。
“比起玩电游、手游，甚至于打牌、
玩麻将来说，我老公的这个爱好真的
健康又向上！乐高拼装，可以活跃人
的思维，培养人的逻辑性和空间思考
能力，我觉得比较益智。我老公是个
性格沉稳、脾气温和的人，一定程度
上，也得益于他的这个爱好。重要的
是，乐高对他来说，算是‘第二工作’，
是他工作之余的一种放松。我不但全
力支持，更愿意喜悦参与！当我们两
个人一起头对头拼装时，那何尝不是
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世界呢？”杨惠
说，当她和爱人王喆共同完成一件乐
高作品时，会特别有成就感，而他们之
间的感情，
也更甚从前！
和王喆全然好静的爱好不同，杨
惠的喜好是“带响”的，她喜欢音乐，对
一些乐器情有独钟。因为自幼学习钢
琴，杨惠具有一定乐理知识，对乐器的
敏感度也不错，所以闲暇时，她也喜欢
琢磨一点简单的乐器。
“ 结婚后，我的

钢琴还留在父母家，我也不可能经常
弹奏。大概是有点小技痒吧，有一次
我在电视上看到有人弹奏尤克里里，
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我自己买了一
把尤克里里，在手机上下载了 APP 自
学教程，自己看着教程琢磨，已经坚持
了两个月左右吧。现在，我会弹一些
简单的曲子了！”杨惠说，有音乐基础，
喜欢钻研，自学乐器，这是她的一种放
松方式。生活中始终带着一颗学无止
境的心，
她的爱好也可谓是健康的。
积极对待、敏而好学才是健康工
作的
“打开”模式
家庭日常生活状态轻松愉悦，年
轻自在没有后顾之忧，除过家庭生活，
人生的另一种奋进模式就应该全部体
现在工作中。
杨惠在社区工作才刚 1 年半，
相较
于已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社区”而
言，杨惠还完全是个新人。起初，她在
党群办公室上班，工作事项虽然细小
又繁杂，但比起在业务大厅各自承担
“专项”工作的同事，她的工作尚算清
闲。工作刚满一年，应岗位需求，她被
调岗至财务，干的都是她之前很少接
触的活，刚开始，面对摊在面前的一沓
表 格 、清 单 ，她 一 头 雾 水 、
“压力山
大”。后来，慢慢捋清岗位职责和所要
承担的工作任务后，要强又认真的她，
一边在工作中细加摸索、熟练，一边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相关知识。直至现
在，尽管对工作已经上手，但她认为财
务工作是比较严肃的事情，和数字打
交道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业务技能始

终需要不断提高。所以，她自称离“熟
工”还有很大差距，需要“补拙”的地方
还很多。
“我干财务工作，虽然与居民接触
不如业务大厅多，
但社区工作本就是基
层岗位，
我们大多数工作人员都还身兼
网格员，有自己负责的片区，除去每年
几次的大型集中入户，
平时根据工作内
容、任务安排，我们也要时常去住户家
里探访。要随机了解居民的生活动态，
也曾遇到过不开门、不配合工作的居
民，但经过耐心解释后，大家也都表示
理解。社区工作需要操心的事情很多，
有时候，对别人来说不起眼的小事，放
在社区工作中，
可能就是一个为居民服
务的至关重要的点！”杨惠告诉记者，
“在我看来，社区工作需要得到更多人
的关注、
理解和尊重，
干这一工作久了，
很多工作人员都渐渐成了
‘杂家’
，
什么
方面的政策、法规都要懂，各单位的职
责都要了解，甚至熟知，不然没法对居
民作解释。现在的我，有时走在小区
里，都会不自觉地四处观察，看有没有
消防隐患、
安全隐患等。
”
杨惠说，一个人，最好的工作状态
就是全情投入，把自己的工作尽自己
所能做到完美，遇到新的领域，不要轻
言放弃，也不要敷衍了事，而是要迎难
而上，完善、提高自己。调整好心态，
把每一次工作都当成学习机会，认真
对待。每个人都有状态消极的时候，
要学会自我调节，适时给自己点压力，
把自己的惰性，扼杀在萌芽中。这，就
是积极、健康的工作状态！

普及糖尿病防治知识 增强居民保健意识
本报讯（王小红
李 晓 妮）11 月 14 日
是“世界糖尿病日”，
为普及糖尿病防治
知识，提高对糖尿病
危害的认识，镜铁区
和诚社区开展了“健
康饮食与糖尿病”主
题宣传活动。
社区工作人员
在人员密集的佳禾
市场、广场向居民发
放家庭保健小常识、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
66 条、糖尿病饮食管

理等宣传资料，采用
入户走访、随机提问
等多种宣传形式向
居民详细介绍了糖
尿病防治知识。
通过宣传，让居
民掌握通过合理的
饮食来控制血糖的
基本做法，做到早发
现 、早 预 防 、早 治
疗。让越来越多的
居民提高了对糖尿
病危害的认知，也增
强了保健意识和健
康生活理念。

市中医医院在
2018 年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岗位技能竞赛中勇创佳绩
11 月 13 日，
市卫计委七楼会议室
隆重举行2018年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岗
位技能竞赛表彰大会。市总工会、市
卫计委、
市科技局、
市人社局医保中心、
市一院、
酒钢医院、
市中医医院、
市妇幼
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等单位相关领
导出席了会议，全市各医疗单位代表
和全体受表彰人员参加了本次大会。
市卫计委党委书记、主任徐红岩
同志在大会上致辞：为期三个月的比

赛，广大参赛选手拼搏进取、争创一
流，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展示了精湛
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精神风貌。全
体工作人员尽心尽责、忠于职守，保
证了竞赛的顺利进行。大赛赛出了
水平、赛出了风格，圆满完成了各项
预定赛事，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徐红
岩书记对今后嘉峪关市医疗卫生事
业的发展提出了三点希望：一是要凝
聚共识，把握发展方向；二是要加强

培训，提高整体素质；三是要加强宣
传，
营造良好氛围。
市科技局局长张孝祖同志宣读了
《2018 年全市卫生计生系统岗位技能
竞赛表彰决定》。嘉峪关市中医医院
荣获的奖项有：急救岗位技能竞赛团
体二等奖；
针灸技能竞赛，
李晓鹏荣获
个人二等奖，
董学洲荣获个人三等奖；
妇幼健康技能竞赛，兰小娟荣获个人
二等奖，
虎彩花荣获个人二等奖；
中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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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剂服务技能竞赛荣获团体一等奖，
吴建梅荣获个人一等奖，李伟龙荣获
个人二等奖，
柴裕荣获个人三等奖；
市
中医医院超声科、药剂科获得省级卫
生计生系统岗位技能竞赛团体奖；市
中医医院超声科周蓉蓉荣获省级卫生
计生系统岗位技能竞赛一等奖。

提高诊疗水平 服务社会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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