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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棉八仙”姚文章
姚文章生于 1917 年，十二岁父母双亡，

成了流浪儿。十六岁给地主扛长工，吃不饱

穿不暖，挨打受气，受尽折磨。1943 年，二十

六岁的姚文章开始耕种父母留下的几亩薄

田。他脑子聪明又能吃苦，每年都能取得好

收成。他看到村里的鳏寡老人种地困难，就

主动帮忙。谁家农活繁重就去帮工。

1949 年 11 月，姚文章响应党的号召，

率先在郇王村成立了全县较早的互助组，

解决了军烈属和贫困户的种地困难。1952

年，姚文章成立了全县最早的初级农业社，

并担任社长。由于他爱岗敬业，勤奋工作，

在他领导下，农业社的粮食产量比单干户

亩产高出 30%，棉花亩产高出 25%，受到了

县乡领导的表扬和社员们的尊重。1955 年

转为高级农业社，姚文章再次被选为社长。

由于成绩突出，第二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把棉花列入一级

战备物资，对县乡村都有下达的种植任务，

当时郇王村的种棉任务是 1200 亩。村干部

们怕种棉花占了粮田，影响大家的口粮，打

算压缩到 800 亩。姚文章耐心给大家做工

作，他说：“国家是有计划的，咱们不能少

种，至于村民口粮问题，咱们在粮田里下功

夫，努力提高粮食产量，保障大家的口粮。”

经过姚文章耐心的说服，村干部们终于统

一了思想，保障了棉花的种植面积。

面积落实了，如何夺取棉花高产？姚文

章先做试验，取第一手材料。当时还没有地

膜，他首先用铺沙棉搞试验。棉田铺上沙，

既保墒又保温，适合棉花生长。郇王村东临

磨里峪河，河里有沙。腊月里天寒地冻，滴

水成冰，姚文章下大力气在河里淘沙，一干

二十多天，手上打了几层血泡。姚文章顾不

得手疼顾不得累，又把淘出的沙全部过筛。

正月初五，他又一担一担把沙往地里担，肩

膀压肿了，疼痛难忍，他也顾不上休息。一

直担了十几天，才把棉田铺完，又赶在谷雨

前把棉籽一窝一窝点种上。功夫不负有心

人，二亩铺沙棉亩产籽棉 412 公斤，折合皮

棉 137 公斤，在晋南名列榜首，农业部和省

政府给予嘉奖。姚文章被山西省政府誉为

晋南“植棉八仙”之一，评为山西省劳动模

范。绛县快板王段捷三夸他：“姚文章种棉

花，全县第一数着他，亩产籽棉 800 斤，省政

府里戴红花……”

姚文章荣获“植棉八仙”和省劳模光荣

称号后，干劲冲天。为把郇王村 1200 亩棉花

种好，姚文章走出去拜师取经。他先后赴闻

喜、万荣、翼城、曲沃，拜访同获八仙殊荣的

植棉高手，和他们一起探讨植棉技术，提高

植棉水平。当时还没天气预报，为了及时播

种，他早看东南晚看西北，观察天气阴晴，

摸索出每年 4 月 20 日前后有一场小雨。种

在雨前出苗最好，种在雨后缺苗断垄。因

此，他要求各生产队最迟在 4 月 18 日前把

棉花种完。棉苗出土后逐地块检查，他提前

育好棉苗，发现缺苗就补上。姚文章的补苗

经验是：“天要好，窝要小，水要少，栽一苗，

活一苗。”为了保证产量，姚文章和八仙们

总结的经验是：“一亩地六千苗，一苗上结

六个桃，百斤皮棉没有跑。”棉花虫害较多，

人们多用 1059、3911 等毒性大的药剂治虫，

虫是治死了，但药毒侵入到棉籽内，农民们

吃了棉籽油对身体有伤害。姚文章就组织

妇女到麦田里捉瓢虫，把捉到的瓢虫放到

棉田里吃棉虫，这样棉籽油就可以放心吃

了。为了防止棉苗疯长，他提醒大家要及时

给棉苗“脱裤、剥强芽、打正顶、打旁顶、打老

叶”。姚文章说：“麦种十年没有颗儿，花种

十年没朵儿。”因此，郇王村不种重茬棉花。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姚文章担任郇

王大队主任。他领导的郇王大队粮棉产量

高，公粮完成 22 万斤，在全县排前三名。由

于各项工作都走在最前列，因此，他本人被

推荐为绛县一、二、三届政协委员，选为山西

省人大代表。1959 年春，姚文章和续鲁大队

书记范怡，幼儿教师邢秀英三人，在时任县

委书记侯卫秀带领下，赴北京参加了全国农

业工作会议，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1965

年 2 月和 1966 年 1 月，周总理两次接见了

姚文章和晋南“植棉八仙”。

“口罩伴侣”清爽不闷热？医生提醒：或诱发疾病
本文专家院王茜袁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

院感染性疾病科袁主治医生

本文审稿院李江涛袁河北省胸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三科袁副主任医师

近日，天气越来越闷热，相信不少人因

佩戴口罩有了一些困扰：憋闷不通气；没一

会儿口罩就被汗水浸湿；嘴巴里有异味……

这时候，一种号称能“告别闷热”、“去

除异味”、“提神醒脑”的口罩伴侣在网上迅

速走红。它真的像宣传得那么“香”嘛？事实

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

什么是口罩伴侣？

根据调查，目前市面上销售较多的口

罩伴侣是口罩爆香珠和口罩香薰贴。

他们宣传的都是纯植物萃取中草药成

分，可去除异味、缓解闷热感。使用起来也

很简单。

口罩爆香珠的使用是只需将其放在口

罩褶皱处，轻轻捏爆珠，其中含有香气的液

体就会融合在口罩中，散发香气。

口罩香薰贴更简单，只需直接将其贴

在口罩上即可。

这些口罩伴侣有各种不同的味道，比

如西瓜、薄荷、水蜜桃等可以满足大众需

求，因此吸引了无数的消费者。

口罩伴侣真的有用吗？

不管是口罩爆香珠还是口罩香薰贴，

它们的主要成分为藿香、薄荷、明胶、甘油

以及一些不明香料。

藿香及薄荷两种中草药确实具有芳香

除湿的作用，可以发出芳香气味，从而起到

宣传中的去除异味，改善口气的作用。但藿

香和薄荷一般都是用来制作成香囊佩戴在

身上，是不建议直接放在口罩内使用的。与

其他香料混合后，有些人使用起来反而有
一种刺鼻的气味，并且不能起到缓解闷热

的作用。

明胶是用废旧皮革熬制而成的，其中

含重金属（主要为金属铬），长期接触会破

坏人体骨骼及造血干细胞。

甘油是一种普通的保湿剂，在很多护

肤品中都有添加，其作用是帮助吸收水分。

但夏季天气闷热容易出汗，当环境湿度低

于皮肤湿度时，就会从皮肤深层倒吸水分，

导致皮肤干燥脱皮等，甚至出现过敏。

了解完口罩伴侣的成分，那它的作用

真的如宣传的那么神奇吗？

答案是否定的。相反，如果爆香珠浸湿

口罩，会破坏口罩的结构，导致口罩失去

其本身的防护作用。

这是因为口军有一层静电防护膜层，通过

吸附空气中的大量微尘，来达到防护新冠

病毒等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细菌及病毒感

染的作用。一旦口罩被浸湿，这层静电防

护层就会被破坏，严重影响防护作用。

长期使用可能出现哪些问题？

长期使用这些口罩伴侣对身体存在诸

多隐患：

添加的香料本身会对面部皮肤产生刺

激，出现面部皮肤过敏、甚至荨麻疹。

异常的香味对于气味敏感的过敏性鼻

炎及支气管哮喘患者还可能引起鼻炎复发、

支气管哮喘的发作及加重等等损害健康。

口罩伴侣中的明胶成分中含有重金属

铬，儿童长期接触会影响造血干细胞，儿童

白血病就是造血干细胞异常的一种疾病，

重金属对儿童的伤害是极大的。

呼吸道细茵或病毒感染时，本来通过

佩戴口罩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传染性的，可

以保护身边密切接触的人，但是当使用口

罩爆香珠，口罩被浸湿后，口罩的防护能力

下降，会导致呼吸道细茵或病毒感染在密

切接触人群中传播。

夏季佩范口罩有哪些建议？

夏天天气闷热，戴上口罩，时间久了难

免口腔内会出现难闻的异味，我们可以从

自身做起，勤换口罩，注章口腔卫生，三餐

饭后要漱口。

建议大家多准备一些备用口罩，1-2

小时更换一次，一旦被浸湿更要及时替换，

同时注室摘戴口罩时尽量远离人群。

口罩伴侣并没有宣传得那么“香”，大

家还是要科学佩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

护身边人。

来源院科普中国

科普之窗
主办：绛县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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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至 6 日袁 内蒙古自治区累计

报告新冠病毒感染者 159 例袁新增感染者

持续上升袁感染来源尚不明确袁涉及多类

重点人群尧重点场所袁已出现较为广泛的

社区传播和外溢曰辽宁省丹东市本轮疫情

已持续 14 天袁感染来源尚不明确袁涉及范

围持续扩大袁社区传播扩散和外溢风险较

高遥 为严密防范疫情输入风险袁绛县疫情

防控办发布如下健康提示院
一尧5 月 24 日以来有辽宁省丹东市旅

居史尧5 月 28 日以来有内蒙古锡林郭勒

盟尧呼和浩特市尧通辽市尧乌兰察布市旅居

史的入渊返冤绛人员袁请主动向属地社区

渊村冤尧单位或所住宾馆酒店报备袁自觉接

受核酸检测尧健康监测等管控措施遥 对瞒

报尧谎报尧漏报者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遥
二尧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国内疫情动

态袁近期非必要不前往疫情发生地袁如确

有特殊原因必须离绛出省的袁旅途中要做

好个人防护袁 严格遵守目的地防疫政策袁

返回后配合相应管控措施遥
三尧 全县所有公共场所持续落实测

温尧扫码尧查验 5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等疫情防控措施遥 广大市民要严格落实个

人防控责任袁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尧勤洗手尧
常通风尧野一米线冶等良好卫生习惯曰做好

自我健康监测袁如出现发热尧干咳尧乏力尧
咽痛尧嗅(味)觉减退尧腹泻等不适症状袁做

好个人防护袁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排查诊

治袁并如实告知旅居史和接触史袁就医途

中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遥
四尧接种新冠疫苗是阻断新冠病毒传播

最经济尧最有效的手段袁接种疫苗可以有效

减少重症和死亡遥无禁忌症的适龄人群尤其

是 60 岁以上老年人要积极完成全程接种袁
18 岁以上且完成灭活疫苗全程接种满 6 个

月人员要尽快完成加强免疫接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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