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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教 育

接触冷链进口食品后该如何消毒
个人接触到冷链食品，可以通过消毒来预防可能存

在的接触性传播。
首先要做好手卫生。接触后马上洗手，洗手按照

“六步法”洗手一般就可以。如果不放心，洗手时可再加
上消毒剂，这是最必要的措施之一。

其次，对可能接触到的冷冻食品所用的炊具，如刀、
砧板等应该及时清洗，清洗时应防止飞溅。同时用开水
烫一烫、煮一煮，用60摄氏度的水浸泡一段时间。晾干
后，喷75%的酒精或者含氯消毒剂。案台可以考虑用酒
精、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

此外，残渣要收集起来，及时送到垃圾收集点。
（林彦青 收集整理）

科 普 问 答

补脑益智吃什么？
答：人为万物之灵，灵就灵在大脑，如果大脑营养供

应不足，显然是不堪设想。以下营养素对补脑益智至关
重要。

1、葡萄糖。大脑平均每天需要116克至145克葡萄
糖（占全身需要葡萄的20%)，从事脑力劳动时葡萄糖消
耗量更大。葡萄糖由碳水化合物（大米、面粉等）转化而
成，脑力劳动者适当补充些甜食，如牛奶、豆浆、枣子汤
等，可为大脑提供充足能源。但超过正常需要量摄取葡
萄糖，就会转化为脂肪使人发胖，致人昏昏欲睡，注意力
难以集中。

2、蛋白质。蛋白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尤其是对思
考和记忆力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脑力劳动者每天补充
80到180克蛋白质为宜，其中60%为动物蛋白质。人体
所需的氨基酸必须由蛋白质食物供给，适当多吃些鱼、
肉、蛋、乳类、动物内脏和豆制品，可补其不足。但高蛋
白食物同时又是高脂肪食物，如果饮食过多，会增加患
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和糖尿病的风险。

3、维生素。如维生素A、B、C等，特别是维生素B
能将糖转变为能量。经常用脑者应补充维生素丰富的
食品，如水果、蔬菜、花生和豆制品等。

其它益脑营养
成分还有钙、磷、钾、
铁等微量元素。
（潘兵 收集整理）
(关注二维码知晓

您身边的科普知识)

本报讯 2月10日，黔南州委宣传部慰问组先后来到黔南日报
社、黔南广播电视台看望慰问新闻宣传一线的编辑、记者，代表州
委、州政府向全州新闻工作者致以新春的问候和祝福。

慰问组详细询问黔南日报社、黔南广播电视台春节期间值班
值守及新闻采编安排情况，与新闻工作者们亲切交谈，高度赞扬全
体新闻工作者为全州打赢战疫、战贫、战灾三场“战役”作出的贡
献，对大家付出的努力和汗水，表示感谢和慰问。希望全州新闻工
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州的重要讲话精神，紧
紧围绕省委、州委要求部署，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全州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和强
大精神力量，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宣传教育为主线，坚
定主心骨、唱响主旋律、汇聚正能量，全力以赴推动宣传思想工作
再上新台阶。

图为慰问组看望慰问黔南日报社。
（本报记者 韩延洁 实习生 马柱 摄影报道）

黔南州委宣传部慰问组

看望慰问新闻工作者

2月5日，黔南日报社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为他们送
去党委、政府的关怀和温暖，致以新春美好祝福。

图为与老党员亲切交谈。 本报记者 曾宪华 摄

黔南日报社

看望慰问困难党员和老党员

本报讯 2月 4日，黔南州退役军人事务局到州军休中心（州
军干所）入户走访慰问离休老干部，为他们送去大米、菜籽油和慰
问金，送去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

每到军队离休干部家中，慰问组都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健
康和生活状况，与他们拉起家常，祝福他们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军休老干部感谢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和问候，讲述他们为悍卫
祖国的和平不怕牺牲、不畏艰险的感人故事，表示退伍不褪色，离
休不离志，继续发挥余热，一如既往地关心和支持黔南的经济社会
发展。 （左秀梅）

州退役军人事务局

慰问军队离休老干部

本报讯 近年来，长顺县围绕打造“贵人服务”品牌，树立“以
人为贵、人民至上”理念，把办事企业和群众作为贵人来对待，积极
为企业松绑，为企业解忧，为市场腾位，为办事提速，促进中小企业
健康发展，着力改善营商环境，增强企业发展活力。

为加快推进项目早开工、早投产、早见效，长顺县从项目协商、
达成意向、合同签订、具体实施、建成投产等环节开展跟踪服务，一
次次拜访、一次次考察，无数次沟通了解，用真心、动真情，扎扎实
实为企业落地投产排忧解难，为企业办实事，切实解决全县招商引
资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高服务企业项目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2020年，全县 36位副县级以上领导及 38家
部门共挂帮 122 个企业，开展走访服务企业 385 家次，收集问题
140个，解决问题128个。该县行政服务中心设立惠企政策服务专
窗，梳理并公布惠企清单，编制录入网上办事指南信息共1662项，
按照窗口业务办件情况、审批事项多少，以“常驻窗口、单设窗口、
综合窗口、潮汐窗口”四种方式进行重组设置，推行群众办事只到
一窗、只跑一处，减少群众跑腿次数，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2020年，该县县直各部门按照“管行业、管招商、管营商”的
原则在全县范围内对 2018年以来政府类招商引资项目合同的履
约兑现情况开展项目大排查合同大兑现环境大提升专项行动清
理，建立承诺未兑现清单，拿出切实可行的兑现措施，明确兑现时
限和责任人，逐一销号解决，清理拖欠民营企业账款7户7个项目
共计3704.69万元。

另外，该县以认真贯彻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为抓手，全面
优化长顺县法治营商环境，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集中受理化
解各类矛盾纠纷，形成较好的矛盾纠纷一站式化解机制，成立诉讼
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符合司法确认的协议积极引导当事人申
请司法确认，形成较好的诉调对接机制。针对调解、仲裁、行政裁
决、行政复议、诉讼等矛盾纠纷，开展多元化解机制有机衔接，绝大
多数矛盾纠纷能够通过法定渠道得到解决，人民群众对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工作的满意度达到80%以上。 (陈荣荣 本报记者 刘红)

长顺：

“贵人服务”改善营商环境

2018年 5月，龙家祥被选派到三都县中和镇兴旺村驻
村，他是三都县委党校的一名教师，几年的驻村工作，他的
足迹踏遍了兴旺村的田间地角、家家户户，对包保的每一户
家庭情况都了如指掌，村民家中有几口人、几亩田、几头牛，
长什么样种什么都深深烙印在他脑海里。通过与群众交朋
友、打伙计、攀亲戚，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家事用心解决，用行
动走进群众的心坎，用真心感动群众，与群众结下了深厚的
感情。

当他走村入户开展工作时，从小学生到高龄老人都喜
欢亲切地称呼他为“龙老师”，经常热情地拉着他到家里做
客。他知道这是大家对教师这一职业的尊敬，更是对他工
作的认可。通过走访，他深刻感受到群众的冷暖与期盼，充
分将教师“传道授业解惑”与群众实现“一不愁两达标三保
障”结合起来，做到因户施策，日夜为群众脱贫致富奋战。

他负责包保的网格是板把组、总点组，有 26户建档立
卡户。刚到这两个村时，他对扶贫工作无从下手，通过向组
长了解本组大致情况和走访群众收集解决问题，大家都反
映总点组由于变压器功率偏小，在用电高峰期出现有煮饭

不熟的情况，生活用水不正常……
他仔细记录大家反映的问题，回到村里他快速对接电

力、水务专班，马上以文字的形式上报到电力、供水部
门，经多次协调沟通，帮助总点组换上了新的变压器通了
自来水，解决了群众的用电用水问题。

“龙老师，现在我们的水电正常了，不用担心吃夹生
饭，也喝上了干净清洁的自来水，真甜！真是太感谢你
了！”建档立卡户潘智奇高兴地竖起了大拇指。看到群众
脸上露出的笑容，龙家祥的心里暖暖的，找到了工作的方
向。

家庭贫困但不能精神贫困。作为一名扶贫干部，在保
质保量做好各项扶贫工作的同时，龙家祥注重引导群众运
用环境卫生“六看法”整治家中和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
利用周末的时间发动在家的学生一起打扫村寨路面、房前
屋后、卫生死角，在捡垃圾的时候给孩子们传输爱护环境
卫生的重要性。为了保持卫生的常态整洁，通过“小手拉
大手”的办法，影响改变家人的卫生习惯，让村寨环境卫
生焕然一新。

龙家祥深知群众脱贫致富离不开产业支撑为了寻找
产业发展路子他和村两委到板劳片区进行土地流转 60
亩用于村集体经济种植朝天椒动员群众种植庭院经济扶
手瓜自己掏腰包给建档立卡户送去早熟杨梅树苗等等
带着群众一起干激发群众主动参与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除了做好自己包保建档立卡户的各项工作，龙家祥还
肩负起兴旺村水务专班工作，认真做好脱贫攻坚农村饮水
安全“四项指标”饮水核查不漏一户,建好整改台账、针
对干旱季节可能缺水因素制订应急预案等。由于板南大寨
六、七组供水不正常，他和镇水务专班负责同志对接，在
2020年4月初顺利解决了这两个组的供水问题，确保大家
随时喝上放心水。

一个小山村，段段小故事；一颗初心，时时在坚守。
龙家祥在一线用脚步丈量初心，用汗水书写担当，和老百
姓一道与贫困作斗争，让他们过上美好新生活，他无怨无
悔，深感特别光荣。“在脱贫攻坚驻村的 1000 个日日夜
夜，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故事，亲自见证村庄变化，看到群
众 生 活 越 来 越 好 ，
脸 上 时 常 挂 着 笑
容，一切的努力和
付出都是值得的。”
龙家祥笑着说。

图 为 龙 家 祥 在
大棚整理西瓜苗。

不负韶华守初心不负韶华守初心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彭悦彭悦 整理整理

本报讯 为不断提升群众种植、养殖技术水平，确保农
业生产有序进行，我州各县（市）抢抓春节返乡时段，依托
扶贫车间、农民专业合作社，邀请农技指导员、种养“秀才”
到蔬菜基地、果茶桑园、温室大棚为农户提供零距离、全方
位的技术指导，大力开展“短平快”技能培训，助力群众冬
季蓄能充电，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自2020年12月起到2021年3月底，黔南州利用3个多
月的时间实施以“冬季充电强技能，精准服务促就业”为主
题的系列活动，大力开展技能培训之外，还持续开展劳动
力信息、岗位信息调查摸底，利用贵州省劳务就业扶贫大
数据平台、就业扶贫直通车平台开展线上人岗匹配、直播
带岗服务，设立重点企业人社服务专员，提供人员招聘、技
能提升培训、政策咨询服务等，深入推进稳就业各项工作，
以服务促就业，不断增强农民工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架起了党心民心同振兴的桥梁。

“将石斛种苗取出，像这样用清水清洗根部，洗净为
止，动作要轻，避免损伤其根叶……”近日，在荔波县佳荣
镇铁皮石斛示范基地，返乡农民工韦锦荣一边听技术人员
的讲解，一边认真记笔记。

据了解，州人社等部门根据各县（市）各乡镇农业产业
发展特点和农民需求，采取“订单”培训，改变以往“大水漫
灌”式讲座的做法，有针对性地进行“精准滴灌”受群众欢
迎，通过培训不断增强他们增收致富的信心。“冬季充电强
技能，精准服务促就业”系列活动启动以来，全州积极推动
技能培训下沉，陆续开展了铁皮石斛、刺梨、花椒等种植技
术培训，依托 12大重点产业开展短平快技能培训 1070人
次，为春耕生产储备技能。

图为技术员在传授葡萄种植技术。
（王柳艳 本报记者 谢义将 摄影报道）

我州“短平快”技能培训为春耕生产“蓄能充电”

本报讯 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
来，三都县周覃镇心合村积极探索
产业发展新路径，因地制宜，引进
短、平、快的特色产业，大力发展
西兰花种植，让西兰花成为群众增
收的“致富花”。

周覃镇心合村以村集体股份经
济合作社为发展抓手，以市场为导
向，流转群众土地 400 亩规范化种
植西兰花，每亩每年 600 元流转
费，每天有 30至 40人在地基务工，
保证秋冬季土地增值增效，助推乡
村振兴。在西兰花种植基地里，技

术专家为群众进行开厢、施肥、覆
膜等技术指导，务工群众正忙着挖
沟施肥、盖膜、放苗、栽种，田间
一片繁忙景象。

据了解，目前心合村西兰花种
植已进入最后的扫尾工作，预计 4
月中下旬第一批西兰花可成熟上
市，完全投产后，亩产可达到 3000
至4000斤。

图为西兰花种植基地。
（本报三都记者站 欧阳章平

摄影报道）

三都县心合村：

西兰花变身群众增收“致富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