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凤波

本人孙越系北京安协
资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法定代表人。近期，经相
关客户举报和调查发现 ，
有不法分子利用我公司之
注册地址 “北京市通州区
砖 厂 北 里 154 号 楼 2 层
212” 进行非法虚假函告。
对此本人概不知情， 相关
书面文件及由此产生的法
律纠纷均与本人无关 ，请
广大企业仔细甄别， 谨防
受骗。

孙越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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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多地爱国卫生运动显成效
“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

疾病，提高健康水平。 ”初夏，走
进杭州的全国爱国卫生运动纪
念馆，半个多世纪前毛主席的号
召犹在耳畔。

得益于持续 、全面 、深入地
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国多个县
级以上城市树起了文明健康品
牌， 市容卫生环境不断优化，市
民健康生活习惯进一步养成。 也
正是得益于爱国卫生运动的久
久为功，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这些城市的疫情阻击战打得更
有序从容。

老街迎新生 疫情无躲藏

“夏天不用挂蚊帐”“地板可
以赤脚走”。 有着百年历史的杭
州小营巷社区，是典型的城市老
旧小区，也是全国爱国卫生运动
标杆地。 因为卫生防疫做得好，
20 世纪 50 年代流行的伤寒、疟
疾等传染病，在这里很快得到了
控制。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截
至目前，小营巷社区常住居民中
没有发现一例确诊病例。

“文明健康不能一阵风。 ”干
了大半辈子卫生防疫工作的小
营巷居民邵峰说。

全国多个县级以上文明城
市，皆是依托多年实打实的环境
卫生整治，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奠定了重要基础。

“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曾是长沙市裕南街街道社区居
民的日常写照。 2019 年初，借着
城市老旧小区改造的政策东风，
街道社区从拆除违章建筑入手，
重点对道路、下水道、绿化、公共
设施等进行改造，先后让西文庙
坪、都正街、高正街、白果园、化
龙池等老街老巷披上崭新“铠
甲”，挡住了疫病侵袭。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的第 32 个爱国卫生月，多
地均开展了更有针对性的环境
整治专项行动。 在深圳盐田区沙
头角街道官路吓村，环卫工人每
天对城中村公共设施、公共区域

进行精细化擦洗、消毒，清理卫
生死角。厦门全市共设置了 9000
多个按照统一标准规范化改造
的“废弃口罩投放专用桶”，废弃
口罩实施“专桶投放、专车收运、
专炉焚烧”全链条管理。 长春市
鸿城街道工作人员，对住户窗前
和停车泊位的各类堆放物进行
清运，不少小区居民也借着假期
做起了卫生大扫除。

“爱干净 讲卫生”成新风尚

记者采访发现，1952 年开始
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我国将群众
路线运用于卫生防病的伟大创
举。 60 多年过去了，如今依托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等线上线下
联动平台，各地正努力把“全民
参与疫情防控”“倡导文明健康
新风”做得更加有声有色。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深圳
市宝安区推出了漫画版《文明抗
“疫”八礼》的电子海报，在市民

们的朋友圈里广
泛流传。“我们通
过当下最流行、
传播速度最快的
电子海报形式 ，
让居民意识到每
个人都是自身健
康第一责任人 ，
每个家庭都要有
个 ‘健 康 明 白
人’。 ”深圳市宝
安区西乡街道渔
业社区党委第一
书记罗皎说。

“广泛开展
爱国卫生运动的
关键， 是加快群
众的观念转变。 ”
成都临济镇党政
办 主 任 侯 程 芳
说， 因为经历了
疫情， 养成良好
的 卫 生 健 康 习
惯， 消除病媒滋
生场所、 减少病
毒传染风险 ，已

经越来越被人民群众认可支持。
“回家第一件事，洗手、换衣

服。 ”家住成都高新区的陈女士
说，从“讲卫生”到追求“更健
康”， 这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习
惯都变了，更懂得为自己也为他
人的健康安全负责。

5 月 4 日， 济南市民吕先生
与好友在一家酒店小聚。 餐桌的
公共区域空荡荡的，本该整盘上
的菜品，此时被均分成 6 等份摆
在每人面前。 济南市自复工复产
按下“播放键”，餐饮业陆续恢复
堂食，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适应
这种“分餐”模式。“分餐制不仅
是应急之举，更应是长久之计。 ”
吕先生说。

“我们的公勺公筷都是一次
性的，绝无重复使用，请大家放
心就餐。 ”在成都邛崃市的一家
西餐厅里，运营经理廖秋萍主动
为顾客送上公勺公筷，并告知使
用公勺公筷的好处。

从“一盘菜”到分餐制，从混

用餐具到“个人专属”， 疫情之
下，筷来箸往、围桌而食的餐桌
文化被打破，“分餐制”的就餐文
明新风正在各地上演。 从拒绝

“舌尖上的任性” 到呼唤饮食文
明，人们更加尊重、保护和敬畏
自然。

志愿服务筑牢“心理防线”

经历过重大公共卫生突发
事件，人们对爱国卫生运动就会
有更深刻的理解。 据悉，当前各
地爱国卫生志愿服务队伍正不
断壮大， 在做好健康生活方式

“宣传员”的同时，也在努力做好
防控矛盾纠纷的“调解员”、精神
卫生健康的“守门员”。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地爱
卫部门通过各种形式，为民众提
供“暖心”服务。

杭州市全面畅通心理援助
热线 17 条，截至目前已安慰、开
解、帮助来电人员 600 余位。 及
时对基层一线人员、 隔离人员、
广大市民群众专送心理状态测
评和心理援助，目前全市累计现
场心理危机干预 2 万余人次。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济南
某中学教师曲怀英的朋友圈里，
有个特殊的组群，名叫“波罗峪
温暖一家人”， 群友都是她在疫
情期间曾进行过心理疏导的隔

离留观人员。 在这个群里，所有
的疑问都会得到合理的解答，所
有的沟通都充满了真诚和善意。

“疫情防控期间，经常会遇
到嫌麻烦不愿意配合的居民，
我们志愿者上去解释， 他们更
愿意听。 ”深圳宝安区新安湖社
区义工队队长王丽丽说， 几个
月来， 随着爱国卫生志愿服务
的不断深入开展， 越来越多社
区、市民、企业从“被动配合”转
为“主动参与”。

在许多城市的“基层细胞”
里， 都活跃着爱卫志愿者的身
影。 一代接一代的社区卫生宣传
员，退休不退岗的“老娘舅”“老
舅妈”，还有防疫青年先锋号，爱
国爱卫“红领巾”……

“我们努力让基层治理更精
细，服务百姓更贴心，大家按部
就班、各司其职，就没有什么困
难不可战胜。 ”杭州小营巷社区
党委书记曹琛在谈起城市爱国
卫生运动的意义时，和记者分享
了一段珍贵的记忆：

“那是一个天气很好的日
子， 我走在空空荡荡的巷子里，
没有看到一个人，但我闻到了饭
香，听到了婴孩的啼哭声和妈妈
轻声的抚慰，甚至听到了池塘里
金鱼跃出水面的声响。 很多时
候，这就是我们要守护的美好。 ”

（据新华社）

5 月 8 日， 在中共中央召开
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再一次就“深入开展爱国卫
生运动”提出要求，这是今年以
来总书记第五次对做好爱国卫
生运动作出指示。

爱国卫生运动是增进人民
群众健康福祉的具体行动。 从
1952 年中央成立防疫委员会（后
更名为中央爱国卫生运动会）以
来，全国上下广泛开展了除“四
害”、 改水改厕、“五讲四美三热
爱”等一系列创建活动，为增强
全民的卫生意识、加速城乡卫生
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几年，
在习总书记的关心和部署下，改

造农村厕所、 推进垃圾分类、大
力抓好环保等为爱国卫生运动
赋予了新的内涵，让人民群众在
整洁的环境中进一步提升了幸
福指数。

实际上，无论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 还是提高全民生活品
质，都要求把爱国卫生运动升级
为现代社会的“必修课”，需要人
人关注，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爱国卫生运动是健康生活
的“必修课”。 从中央到地方高度
重视推动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因
为卫生意识决定生活品质，没有
重视卫生的观念、没有好的卫生
习惯，群众的健康生活就得不到

保障。 只有人人都讲卫生，城乡
居民卫生习惯得到较大改观，健
康生活才会成为人们普遍的生
活状态。

爱国卫生运动也是公共安
全的“必修课”。 在人类的发展历
史上，传染病对人类的侵害从来
没有中断过， 从疟疾到天花，从
埃博拉到艾滋病， 从非典到新
冠，这些传染病不仅威胁着人类
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更是对
各国公共安全带来了挑战。 毛泽
东同志发出号召“动员起来，讲
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
平”， 就是要以全社会的力量搞
好爱国卫生运动， 以超前的思

维、先进的手段、完善的制度确
保国家的公共安全。

爱国卫生运动还是社会治
理的“必修课”。 从综合治理到群
防群控， 从理论研究到技术攻
关，做好爱国卫生运动，考验着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水平，需要政府主导、跨部门
协作、全社会动员，以科学的态
度积极作为。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 让我们持续推进爱国卫生
运动，落实健康制度，优化健康服
务，普及健康生活，用健康的体魄
建设美丽家园，拥抱幸福生活。

（据《重庆日报》）

爱国卫生运动是现代社会的“必修课”

农村卫生户厕干净清爽

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