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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写书传播健康科学，为抗疫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博雅

北京强国之梦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家忠

屈指算来， 我在北京工作和生活
了20年， 其中有19个春节是在江苏宿
迁市老家度过的 。 而2021年的春节 ，
因为受新冠疫情原因， 北京市政府倡
导在京工作的人们就地过年。 为了自
己和他人的健康， 我和家人商量了一
下， 把早已在网上订购的高铁票给退
了。 我知道把高铁票退了， 失去了一
次和亲人团聚的机会， 也会让我伫立
他乡 ， 面对着老家的方向泪眼婆娑 ，
在冬日的暖阳下， 把我的乡愁拉得细
长 、 细长 。 然而 ， 生活将我们磨圆 ，
是为了让我们走得更远。 作为一个文
字热爱者， 这个特别的春节， 我要用
写书来丰富和纪念它。

有人说， 春节是在他乡工作和生
活的人们的精神慰藉， 即便跨越千山

万水， 也阻挡不住那颗归心似箭的心。
所以每年待到春运时分， 北京站、 北
京西站 、 北京南站广场上人头攒动 ，
总能看到人们肩扛手提一些年货赶火
车的情景， 过年的气氛由此越来越近
了。 我记得我有14年回老家过年， 都
没有抢到一张有座位的车票， 都是站
着12个小时， 每一次回老家， 都身心
疲惫， 即便这样也是痛并快乐着。

今年春节， 我充分利用春节长假，
把未写完的 《祝总骧传》 的部分章节
补写出来。 祝总骧是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今年已经98岁了，
他在研究经络的基础上创编了 “312经
络锻炼法”， 为人类健康发挥了不可忽
视的作用。

2020年武汉疫情期间， 我和祝总

骧的首席弟子夏中杰一起合作撰写了
科普文章 《坚持锻炼 “祝总骧312经络
锻炼法” 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该
篇科普文章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传播后，
在全网引起了广泛关注， 国家卫生与
健康委员会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
颁发了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议 （试行） 的
通知》， 还将 “312经络锻炼法” 正式
列为新冠肺炎恢复期中医康复指导建

议之一。
如今 ， 老教授已到了鲐背之年 ，

还在为人类的健康科学努力着， 这让
我深受感动。 我作为一名作家， 当为
推广 “312经络锻炼法” 尽绵薄之力，
同时也是为传播中华中医传统文化尽
一点微薄力量！ 但愿战胜疫情、 人间
皆安 ！ 这个春节 ， 我在写书中度过 ，
我想多年以后， 回想起来应该也是别
有纪念意义吧。

第一次在京过年 文化味道悦我心
□本报记者 刘欣欣 文/摄

公关公司客户经理

游丽颖

我叫游丽颖， 在一家公关公司担
任客户经理。 我和老公毕业后留在了
北京工作， 有一个三岁的女儿。

往年的春节， 我们都是一起开车
回老家河北 ， 路程不远 ， 即使堵车 ，
四五个小时也就到了。 今年因为疫情
原因 ， 政府和单位都号召就地过年 ，
因此我们决定今年就在北京过春节了，
这还是我们来北京十余年里的第一次。

我和老公平时工作都很忙， 经常
需要加班， 再加上之前孩子还小， 和
朋友联络的虽多， 但见面的次数越来
越少。 因此， 我计划在春节期间， 要
多和朋友们聚一聚。

大年二十九这天 ， 天气非常好 ，
蓝天白云， 我庆幸自己预约上了这一
天的故宫门票， 还约上了两位好朋友，

大家都是携家带口的来到了故宫。 三
个孩子手拉着手， 在宫墙内玩耍， 很
是开心。 好朋友边走边看， 互相调侃，
让我感受到了难得的放松和开心。

在故宫里， 我们看到了很多穿着
古装来的游客， 他们有的穿着汉服，有
的穿着清朝服饰。 在这座古建筑面前，
摆出了柔美的姿态，温婉一笑，拍照留
念，给人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 我和好
朋友很是羡慕，约定好下次“进宫”时，
我们也要备上这样一身行头。

春节的前几天 ， 天气不是太好 ，
我们取消了原计划的公园游览， 改为
了室内活动， 继续和朋友们相聚。

大年初一， 是我首次尝试一种叫
做剧本杀的桌面游戏。 这天， 约上了
三五好友， 来到了位于朝阳门的一家

实景剧本推理店铺内碰头。 等人到齐
后， 工作人员开始分发剧本， 每个人
扮演一个角色。 剧本里边只写有自己
这个角色的背景故事， 因此需要熟读
剧本， 进入角色。 此外， 剧本里还会
提到这个角色需要达成的任务。

我们玩的剧本是发生在客栈里的
一个凶杀案， 我扮演其中一个大户人
家的丫鬟 。 在客栈内的各个房间里 ，
我们需要动手、 动脑的翻找线索， 然
后再根据线索进行推理。 其中还有很

多干扰项， 需要大胆猜想、 严密论证。
从小我就喜欢看推理故事，名侦探

柯南、大侦探福尔摩斯，无论是书还是
电影，我都看了很多遍。游戏中，我推理
得很顺利， 成功的推出我家的大小姐
就是凶手， 完成任务赢得了游戏。

留京过年虽然没能回家和亲人团
聚， 但是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朋友们
相聚， 尝试新的游戏， 孩子们聚在一
起也玩得很开心。 我会一直记得2021
年这个不同以往的春节。

□本报记者 白莹

北京首发养护公司政工干事

张瑜

“在异乡过年还好吗？” 我的答案
是， “我在北京过年， 并不孤单。”

我叫张瑜，陕西渭南人，大家都叫
我“小章鱼”，这个春节，因为疫情原因，
北京首发养护公司向全体员工提出了
“留京过年”的倡议，于是，很多家在外
埠的员工响应号召， 选择了就地过年。
今年也是我第一次独身异地过年。

“‘小章鱼’， 公司的线上联欢娱
乐活动， 你积多少分了？ 刚才我妈给
我打电话说， 她看到我上传的视频啦，
而且我已经积了20分。” ———同样是留
京过年的 “小伙伴” 问我。 这是公司
组织的 “金牛贺岁迎祥瑞 养护新春启
华章” 线上系列新春联欢活动。

此项活动是北京首发养护公司工
会为丰富 “家” 文化内涵， 营造浓厚

的节日氛围， 让广大员工尤其是选择
了留京过年的员工们能够度过一个欢
乐、 祥和、 温馨的春节而推出的一项
线上春节联欢系列活动。 活动从农历
腊月三十持续至正月十五， 分为新春
贺词、 才艺展示、 知识竞答、 我行我
秀等七个栏目， 员工们不但可以观看
还能参与其中， 甚至可以与同事、 家
人通过活动实现互联互动， 同时还可
以视参与项目的多少和精彩程度获得
相应的积分， 在活动结束后凭积分获
得不同的奖品。

此项系列活动推出后48小时内 ，
就获得了员工们百分之百的参与率 。
大家通过手机APP观看线上联欢活动
中的才艺展示， 其中萨克斯独奏、 三
句半、 脱口秀等节目精彩纷呈、 激情

四溢， 令广大员工津津乐道、 陶醉其
中， 公司各驻地充满了欢声笑语， 让
员工 “宅” 在驻地， 也一样感受到了
浓浓的节日氛围。

而作为活动的召集人， 我会组织
同事们录制拜年视频， 通过上传至活
动中的新春贺词栏目为各位亲人朋友
拜年； 在 “健康达人” 栏目中， 同事
们还上传了踢毽子、 滑雪、 公园长走
等健身视频， 线上互动与线下运动结

合起来， 比比谁的运动更科学、 更健
康； 大家还将自己的过年创意视频上
传到“我行我秀”栏目，让更多人看到自
己春节期间丰富多彩的生活，比比谁的
春节过得更幸福，更有意义……

在活动中， 小伙伴们兴奋地对我
说： “线上春节联欢活动的形式，让我
们感受到了浓浓的年味，让我们身在异
乡的员工深切感受到了在京过年也是
年味不减、 欢乐十足。”

“宅”在驻地也有浓浓的年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