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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水果，

有润肺止咳的功效，尤其适合秋天食

用，实为果中之上品。

生吃 梨是一种偏寒性的水果，具

有润肺止咳、滋阴清热的功效。在秋冬

干燥的季节，是最为适合吃梨的。《本草

纲目》记载过，梨能帮助治疗风热疾病，

降火化痰和润肺，对于秋冬季节流行的

呼吸道疾病造成的咽喉疼痛、干燥、干

咳、口渴等阴虚症状，具体一定缓解功

效。

熟吃 生梨性寒，因此并不适合脾

胃虚寒的人食用，如果是风寒感冒导致

的咳嗽也不适合吃生梨。因此这时把

梨炖煮成汤或者隔水蒸熟后食用，梨的

寒性就有所下降了。梨子蒸熟以后同

样有清热止咳、润肺化痰的功效。如果

在蒸煮梨的时候，加入其他药食两用之

材效果更好。但依然要注意，体质虚寒

的人最好少吃梨。

熟吃梨时，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

实际情况来选择蒸煮梨时加入的食物。

梨与乌梅同煮 对于干咳时间较

长，或者咳得比较严重的患者，可以加

入乌梅、甘草10克，跟梨一起煮，煮好后

吃梨喝汤。乌梅味道酸，而甘草味甘，

跟梨一起煮，养阴润肺止咳的作用就更

明显。乌梅还有敛肺止咳作用。

葱姜与梨同煮 冬季人体都会有

不舒服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燥邪、寒

邪经常会进入人体，导致干咳、流鼻涕

情况的出现。这个时候，可以煮梨水

喝，在锅里加上两三片生姜、五六根大

葱，煮个五六分钟再喝，一天一到两次，

这样可以起到祛除寒邪的作用。

川贝蒸梨 蒸梨是一种非常传统

的做法，一般是把梨子底部三分之一处

切下当作盖，把梨心挖掉，掏空梨中间

的果肉，并切成块。然后将川贝母细粉

（约 3 克左右加一个梨）和冰糖放入梨

中，然后将梨放在蒸笼上，大火蒸约20

分钟，取出来后就可以吃了，这样吃不

仅能够润肺，还有止咳化痰的功效。

据《人民网-生命时报》

“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

习，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

研，遵守纪律……”

1943 年 3 月 18 日，是周恩来的

农历45岁生日。在重庆红岩村，中

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们为他准备了

茶点祝寿。但周恩来没有出席，而

是简单地吃了一碗面条，就回到办

公室，亲笔撰写了这篇 200 余字的

《我的修养要则》。

“这篇《我的修养要则》，仿佛是

一面镜子。”10月20日，重庆市委党

史研究室南方局研究室副主任黎余

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透

过《我的修养要则》，我们看到了周

恩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崇高的人

格；透过它，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真正

共产党人所应达到的精神境界。

带头开展自我剖析与反省

1943 年 3 月 18 日，这一天是农

历2月13日，初春的重庆乍暖还寒，

细雨霏霏。被蒋介石“留”在重庆，

几次欲回延安而不得的中共中央南

方局书记周恩来，那几天都在红岩

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参加南方局机

关的整风学习。

“祖籍浙江绍兴，与鲁迅先生是

本家。但出生于江苏淮安，属于封

建没落的官僚世家……”当日下午

在南方局学习委员会秘书龙潜主持

的发言讨论中，周恩来按照这次整

风运动的要求，十分坦诚地进行自

我解剖。

从黄埔军校工作、东征北伐、上

海工人武装起义、南昌起义、反围

剿、万里长征、西安事变，直到抗战

全面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

周恩来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他

对这些业绩和功劳，在发言中只进

行了十分简要平实的介绍，而把大

量的篇幅放在了寻找缺点、进行深

刻的自我剖析和反省上。

“人孰无‘瑕’？知道并承认，并

且敢于在下属面前承认，请大家监

督，这就是周恩来的风范！”黎余说，

周恩来作为书记带了头，大家纷纷

开始结合自身实际，就整顿党风展

开了热烈的发言和讨论。

“红岩的生活也很艰苦，
我不能搞特殊啊”

“抗战建国大业尚未成功，作为

一个共产党领导人，惟有努力工作

才对得起正在前线拼杀的将士。现

在我党正处于困难时期，红岩的生

活也很艰苦，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

搞特殊啊！”周恩来的一番话，让为

他准备生日惊喜的南方局同志们面

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一时愣在那

里，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当日，是周恩来农历 45 岁生

日，可他和邓颖超都没有丝毫声张，

准备和往常一样，度过这普通的一

天。为了让周恩来的 45 岁生日有

一点“气氛”，南方局的同志们决定

“热闹一下”，同时也可以鼓舞机关

的士气。

当周恩来发言时，厨房的同志

就已经按照组织部部长孔原、文化

组组长徐冰和办事处处长钱之光的

安排，在一楼救亡室准备好瓜子、水

果和糕点，想给忙碌的周恩来一个

惊喜。

周恩来在会议完毕后回到二楼

办公室，同志们委托邓颖超大姐上

楼请“寿星”。可是一等再等，就是

不见周恩来下楼。

为了不让请他的同志为难，周

恩来缓和了一下语气：“你们的心意

我领了，请把这些茶点留给加夜班

的同志吧！”周恩来坚决而婉转地谢

绝了同志们为他准备的生日茶话

会，只让厨房为他做了一碗普通挂

面作为纪念。

“只要有恩来同志在，我
们就毫无畏惧”

“其实，南方局同志们准备的瓜

子、水果和糕点在当时是来之不易

的。”黎余介绍，抗战时期的重庆，人

口剧增，物资匮乏，物价持续上涨。

南方局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供给

制，生活十分艰苦。

1938 年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已经建立，经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

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副部长，授中将军衔，每月有几百

元薪金。但他仍然按照延安供给制

的标准，只留5元津贴，其余的收入

全部交给党，保持朴素的生活。

繁忙的工作之外，周恩来还按

照中央开展生产运动的精神，组织

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同志

们种菜、养猪，自己动手，改善生

活。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红岩

老同志童小鹏曾深情地说，“大家有

一个共同的感觉，只要有恩来同志

在，我们就毫无畏惧。”

3月18日晚，吃过面条，周恩来

拧亮台灯，再次开始繁忙的工作，一

干又是几个小时。并针对当时的整

风运动，写下了《我的修养要则》，以

他自己的方式，度过了45岁生日。

“周恩来把党性修养看成是每

个党员终生的必修课。”黎余说，“活

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周恩来

的座右铭，也是他一生自觉进行党

性修养的真实写照。

据10月21日《重庆日报》

“你要永远跟着学校走，继续支持学

校，一刻也不要离开学校，弟、妹也交给学

校。”

红岩英烈王朴，1948年4月27日被捕，

1949年10月28日牺牲于大坪刑场。这是

他在狱中托人给母亲金永华带去的口信。

“王朴在口信中说的‘学校’，指的是党

组织。”10月17日，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

管理中心文博副研究馆员王浩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时说，王朴在临近生命的最

后时刻，将自己未竟的事业寄托于党和母

亲等人。后世用 16 个字概括这对母子的

事迹：“富家子弟，革命母子，毁家纾难，资

助革命。”

这对母子有着怎样的革命故事呢？

放弃复旦学业
出资兴办作为革命据点的学校

王朴原名王兰骏，于1921年出生于原

四川省江北县（今重庆市渝北区）一个富裕

家庭。1944年夏，他改名王朴考入当时设

在北碚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在这里，他逐

步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受到中共中央

南方局关注。

王浩介绍，1945年7月，为了落实党中

央开辟农村工作据点的指示精神，南方局

青年组动员王朴回乡办学，开展农村工

作。王朴响应党的号召，放弃学业，征得母

亲金永华捐资兴学的同意，回县兴办学校。

同年9月，莲华小学在江北县开学，金

永华任董事长，王朴任校长。学校以《新华

日报》（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

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唯一党报）

的新闻等作为教材。

1946年冬，王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

常说：“如果不是抗战爆发，找到了共产党

和马克思主义，像我这样出身的人，可能读

完大学就出去留洋镀金，不会来管国家大

事了，这要归功于党的教导。”

《重庆歌乐山军统集中营史实研究与

保护利用》一书记载，王朴和母亲先后创办

莲华小学、改办莲华中学、接办志达中学。

截至重庆解放，培养了数百名学生。党还

以学校为依托，发展了大批党员，约计700

人。

潜移默化影响母亲
变卖田产捐出黄金2000两

1947 年 2 月，王朴任中共江北县特支

委员，9 月任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宣传委员

兼管统战工作。

“随着党的地下活动的开展，地下党面

临着经费问题。”王浩说，王朴接受了为党

筹集大笔经费的任务。

王朴把想法告诉了母亲，年近半百的

金永华同意将自己半生积攒所得、准备留

给子孙后代的殷实家产全部奉献给党。

王浩称，金永华作出这一决定，是受王

朴长期影响的结果。

史料记载，早在王朴参加革命工作之

初，便开始用自己的政治观点影响母亲。

在儿子的影响下，金永华有时也会看《新华

日报》。

为党筹集大笔经费时，王朴曾拿着中

共中央发布的《土地法大纲》给母亲看，并

说：“解放了，就要进行土地改革……你不

如把田卖了，换成金条，借给共产党用，解

放后，由共产党、人民政府悉数还给你。”

经过思想斗争，金永华决定支持王朴

的想法。从1947年秋至1949年，金永华、

王朴陆续变卖了 1480 石田产和市区的部

分沿街房产，折合黄金近2000两。所得款

项，一部分作为党的活动经费，一部分存入

银行备用。

大量卖田，引起了社会上一些人士的

注意。川东临委指示王朴以做生意为名筹

建一家贸易公司，作为川东地下党的一个

经济据点。1948年初，王朴在重庆民国路

宏泰大楼二楼租了一层楼房，根据党的需

要创办了南华贸易公司，由王朴任经理。

拒收黄金折合成的巨款
王朴母亲84岁高龄入党

“南华贸易公司成立不久，王朴就被捕

了。”王浩说，那一天是1948年4月27日。

王朴在狱中咬定被人诬陷，敌人除给

他冠上“以物资助匪”的罪名外，无更多可

靠证据，不得不“劝导”王朴：“像你这样的

家庭，这样的社会地位，为什么要跟共产党

呢？”

无论敌人怎样威逼利诱，王朴仍不为

所动。最后，王朴被列入有重大案情的政

治犯，转囚于白公馆。1949年10月28日，

王朴牺牲在大坪刑场，年仅28岁，儿子王

继志才2岁。

王朴的鲜血，让金永华进一步认识到

了共产党的伟大。1949 年重庆解放后不

久，金永华坚决拒收近2000两黄金折合成

的巨款。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

的，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

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组织

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和子女，

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烈士的光

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伸手是不应该

的。”“三应该三不应该”的故事至今流传。

1984年5月，84岁高龄的金永华如愿加入

中国共产党。

王浩说，王朴无私地为了人民的利益

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充分体现了他为党分

忧、为民造福的担当精神，必将鼓舞广大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于担当、甘

于奉献，在新时代

的长征路上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据 10 月 18 日

《重庆日报》

周恩来：修身养德铸丰碑
重庆日报记者 王丽 通讯员 张鲁鲁

周
恩
来
在
重
庆

重
庆
日
报
资
料
图
片

王
朴
：
千
金
散
尽
为
革
命

重
庆
日
报
记
者

赵
迎
昭

通
讯
员

杨
山
山

王朴 红岩联线供图

近日，綦江河清澈如洗，岸上一栋栋楼房倒映水中，构成一幅壮丽长卷。 通讯员 梅奇 摄

秋天吃梨，怎么吃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