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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 康 教 育

疫情之下饮食安全如何保证

处理食品时要牢记世卫组织推荐的“食品安全五大要
点”，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食物保持安全的温度
和使用安全的水和新鲜的食材，公众要注意以下五点：

第一，食物在加工之前，一定要认真清洗。在清洗的过
程中，还要防止水花飞溅。

第二，食物一定要烧熟煮透之后再食用，一般家庭的烹
调温度可杀灭新冠病毒，新冠病毒是不耐热的。此外，还可
以杀死其他的病原微生物，这对确保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第三，生的和熟的一定要分开。使用容器、案板、刀具
等时都要注意，特别是处理生肉和生的水产品时候，更要小
心避免交叉污染。

第四，烹调加工结束后，即刻对台面、容器、厨具进行清
洗和必要的消毒。

第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在处理食物包括它的包
装材料整个过程中，之前之后都要洗手。这个过程中，要避
免用不干净的手触摸口、眼、鼻。

（林彦青 收集整理）

科 普 问 答

怎样预防脑血管病？

答：应做到以下点：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低盐
饮食、低脂饮食、戒烟、限酒、控制体重、适当运动等；
②注意劳逸结合，避免长期高度精神紧张；③积极防治可
能引起脑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如高血压、高血脂、心脏病
与糖尿病等；④定期体检，每年至少检查一次血脂、血
压、血糖等指标，发现疾病及时就医；⑤高龄老人起床、
如厕等须放缓动作；⑥一旦发生言语不清、一侧肢体麻木
无力、视力突然下降，剧烈头疼、晕眩等症状，要及时到
医院就症。如出现口眼
歪斜、言语不利、肢体
麻木，可怀疑为脑血管
病。

（潘兵 收集整理）
(关注二维码知晓

您身边的科普知识)

本报讯 春节期间，平塘县纪委监委印发了“关于做好春节
期间相关工作的提示”，明确要求各镇（乡、街道）纪（工）委，县纪
委监委机关各室，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县委巡察办纪检干部要做
好风险隐患化解，重点针对审查调查安全、信息宣传、机要保密、
办公场所安全等重点工作、关键领域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化解，营
造风清气正的过节环境。

平塘县纪委向全县各级各部门下发了廉洁过好春节的有关
《通知》，充分发挥纪检派驻组、乡镇纪（工）委、督查组的监督作
用，细化春节期间值班安排，实施动态监督，不定期深入各镇
（乡、街道）、部门查看在岗值班情况，充分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
形态”，以“严己+督查”的方式，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
境。平塘县各级领导干部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强化干部作风，
带头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省州县有关规定精神，严
守值班纪律，带头严守纪律规矩，做好24小时值班值守工作。

（本报记者 蒙帮婉）

平塘

“严己+督查”确保廉洁过节

本报讯 为进一步丰富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春节期间，惠水县明
田街道和谐社区和利民社区分别举办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趣味文体活动，让移民群众度过了一个温暖快乐的春节。

在和谐社区的文化广场上，投圈套物、坐气球、拔河、象
棋、广场舞等活动吸引了众多移民群众前来参加，尤其是激烈
的拔河比赛不时传来阵阵呐喊声和欢呼声，气氛和谐、紧张而
快乐，大家乐在其中，意犹未尽。

“拔河比赛我们几乎场场赢，我非常的开心！”刚刚参加完
拔河比赛的小朋友秦镕一边擦着头上的汗水一边自豪地说
道。

今年53岁的黄廷会，一家三口2017年从好花红镇河坝村
董六组搬迁到和谐社区，社区为他找到了稳定的工作，一家人
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今天参加这个活动我非常开心，感谢
党和政府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日子，我自己也找到了如意的
工作，非常开心。”说到社区后的新生活，黄廷会心中充满感恩
和满足。

在利民社区，猜字谜、挤气球、运乒乓球等活动也为移民
群众带去了浓浓的年味和欢乐，大家尽情享受着运动和休闲
带来的快乐，现场一派其乐融融的景象。

图为激烈的拔河比赛不时传来阵阵呐喊声和欢呼声，气
氛和谐、紧张。

（陈朝义 吴艺飞 摄影报道）

惠水：

移民群众趣味活动迎新春

本报讯 为做好2021年疫情防控和春节期间市场重要民生
商品保供稳价，福泉市商务局扎实开展相关工作，确保重点物资
市场有序稳定，在做好疫情防控、安全生产工作的同时，全面保
障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

该局要求干部职工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的责任心贯彻落
实好新形势下常态化重点生活物资保供，压实工作责任，加强监
测预警，提升保供能力，组织货源储备，注重宣传引导，明确监测
范围，把大型商超、生活物资生产企业纳入监测目标，加强乡镇
（街道）联动，切实保障物资保供工作。明确专人开展重点生活
物资保供“日监测”，做好各类生活必需品监测报告，要求每日对
福泉市内大型超市及蛋、糖、食盐、食用油和大米等重点生活物
资的供应量和销售价格异常情况进行“日监测”，确保物资供应
正常、价格稳定，保障重要生活物资正常供应。该局强化与市发
改局、市农工局和各乡镇（街道）联络对接，对重点生活物资供需
市场信息进行有效沟通对接，加强与市场供应企业联络，联合实
地开展市场走访调查，全面、及时、准确掌握市场供求变化，确保
重点生活物资市场供应正常有序，为生活物资保供做好充足准
备。 （金前勇）

福泉市商务局

抓好民生商品稳价保供

“酸汤牛肉火锅配上折耳根炒腊肉，再切一盘黄糕粑，
这是我想要的年夜饭。”彭艳春在回答记者提问“年夜饭吃
什么”时说。

近日，黔南州总工会发出《倡议》倡导广大职工群众就
地过年，通过网络视频、电话短信等方式拜年问候、表达祝
愿。

经工商联推荐，记者联系了都匀市一家民营眼科医院，
采访正在坐诊的医生彭艳春。

2018年，彭艳春从湖北孝感来到都匀，生活一段时间
后对黔南的医疗条件、教育资源、环境气候、楼市价格、民族
风情等有所了解，已经计划购房定居都匀，打算春节期间与
爱人自驾游黔南。

彭艳春说，每逢假期，来看眼睛的孩子很多，工作比较
繁忙，算上今年，她已经 3个年头没回老家过年了，只能通
过电话向父母请安，诉说牵挂，“好在自己的爱人和孩子也
来到了都匀，一家人的心在一起，在哪里过年都一样，亲情
不会变淡，反而会在思念中变得更加亲密。”

彭艳春的新年心愿是希望自己的每一台手术都能给病
人带来光明，收获健康和幸福，为黔南人民做出力所能及的
贡献。

眼科医院里还有一位医生同样留在都匀过年，名叫张

守明，他和妻子都是河南人。
“北方人爱好面食，几乎一日三餐都在这块面板上进

行。”记者在张守民家的厨房里听他介绍。正在做面条的人
是他的妻子，他们来都匀工作 10多年了，虽然已经习惯都
匀本地的酸辣口味，但面食仍然是张守明和妻子日常饮食
中的主角。十多分钟后，面条就做好了，相比南方的晚饭，
这顿饭显得特别简单。

2006年，张守明来到都匀跟人合伙开办了都匀第一家
民营眼科医院。时光飞逝，一晃 10多年过去了，如今医院
已更名为光明医院。

由于工作原因张守明平时很少回老家，只有过年的时
候回去看一看。今年他决定不回老家过年，一方面可以随
时应对医院的情况，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响应政府“就地过
年”的号召。

“年夜饭少不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吃着暖和。”张守明
说，等疫情过了，待春暖花开时节，他会带着久盼的思念回
老家探望亲人。

诗人余光中在作品《乡愁》里写到：“小时候，乡愁是一
枚小小的邮票。”对于家乡的牵挂，让外乡人在回家过年那
天成为一年中开心的时刻。然而近段时间，多地出现散发
病例和聚集性疫情，各地政府发出倡议春节期间“非必要不
返乡”，用实际行动守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
康。记者在此希望，
无论是谁只身在外过
年也不要凑和，得为
自己好好准备一餐，
并隔空与亲朋好友完
成美好祝愿！

就 地 过 年 也 温 暖
本报记者 曾宪华 实习生 任慧敏 张倩

本报讯 贵定县云
雾镇江比村百亩蔬菜
基地，在第一茬莴笋
丰收后，迎来了第二
茬莴笋种植、管护。
基地里，农户们正忙
着给莴笋苗施肥，呈
现一片繁忙的景象。

记者在种植基地
看到，农户们到指定
地点把调配好的肥料
水用桶装好，一桶接
一桶，分散挑到各个
位置开始给地里的莴
笋 苗 浇 肥 。 不 一 会
儿，一整块莴笋苗就
施肥完成，等待收获
时节的到来。

莴笋从种植、管
护到收割都需要大量
的人工，在基地里，
忙活的农户们都是村
里的村民，她们照看
家里的同时也可以就近到基地里做些零活贴补家用。

“我们是当地的，现在是在给莴笋施肥，在这里上班离
家近，80元一天，可以做到年底还是很开心的。”村民
唐宜琴向记者说着自己的开心。

江比村采用“村社合一”方式，通过“村集体+基
地+合作社+农户”的新型合作模式，根据蔬菜季节及
适应力的变化而变化，实现“一物多用、一物妙用”，
也为周边的群众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真正实现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促增收的
路子。

据了解，江比村蔬菜基地第一茬的莴笋已经全部
收割完毕，现在工人在施肥的是第二季莴笋苗。目前
基地种植的莴笋有 350亩，每天带动 30名当地群众务
工。

图为村民在给莴笋施肥。
（本报贵定记者站 张芸 王胜世 摄影报道）

贵定县江比村：莴笋管护忙

本报讯 近日，记者在罗甸县沫阳镇了解到，该镇先后召开
各类疫情防控部署会40余次、悬挂疫情防控宣传横幅60幅、发
放疫情防控宣传资料 2600余份，拉网式排查农户 3700余户，通
过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宣传防控政策知识50余篇（次），驻村干
部们每日坚持对村内返乡人员进行排查、登记相关信息，从严做
好疫情防控工作，确保疫情防控各项部署落地生根。

该镇除了对返乡人员进行排查，还对辖区内银行、供电、学
校等企事业单位和快递、宾馆、餐馆、超市、药店等场所落实疫情
防控措施情况进行检查，现场发放疫情防控工作告知书，指出各
单位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漏洞并责令整改，要求全体干部职
工尤其是驻村工作队要提高思想认识和风险意识，全员要时刻
保持警惕之心，落细测温、扫码、佩戴口罩，落实禁止吃“杀猪饭”
等，避免人员聚集，严格做好返乡人员登记排查等工作，统筹全
镇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筑牢疫情防控安全网。

（林燕 本报记者 刘江运）

罗甸沫阳

多措并举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彭艳春节日值岗接诊

贵定：
本报讯 2月18日，贵定县干部职工在盘江镇红旗村酥

李改造基地开展以“绿色酥李·飘香万里、大力发展产业·
助力脱贫振乡村”主题的义务植树活动。

植树现场，大家热情高涨，分工明确，扶正、培土、施
肥、浇水配合默契，经过努力协作，50亩 2100株酥李苗木
种满山头，一点点绿色喜迎春天。

据了解，“十三五”期间，贵定县大力实施绿色贵定建
设三年行动，推进甘溪森林公园建设，摆龙河国家湿地公园
试点建设通过国家验收，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65.78%。2018
年以来县城环境空气质量连续三年排全州第一。

图为主题义务植树现场。
（本报贵定记者站 石银超 罗燚 摄影报道）

黔南黔南：：植树栽绿开新篇植树栽绿开新篇

长顺：
本报讯 2月18日，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长顺县县

直相关部门干部职工手拿铲子、水桶、树苗等到指定地点
义务植树，大家亲手栽种下一棵棵树苗，迎接春天的到
来，共同为吉祥长顺增绿添彩。

在植树现场，大家迅速分工行动，干得热火朝天，植
苗、扶正、填土、踩土、浇水……严格按照造林技术要领栽
植，每一道工序都一丝不苟，每一个动作都认真娴熟，忙
碌不停而又井然有序。

作为全省生态建设的主阵地之一，长顺县守底线、走

新路、奔小康，始终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大力抓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协调发展。据了解，近五年来，全县累计完成营
造林 45.6 万亩，森林覆盖率从 2015 年的 52.3%提高到
2019年的64.43%，提高了 12.13个百分点。

据了解，此次植树活动全县共700余名干部参加，除
县城外，各乡镇分别有不同的栽种点种植红叶石兰、美国
红枫、柏木和马尾松等，助推改善长顺县城乡生态环境，
提升国土绿化质量，有利于提升长顺的城市形象和产业
结构调整优化。

图为植树现场。
（本报长顺记者站 李良科 周宇航 邓雪 摄影报

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