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交流版 2018年10月15日 星期一 2责任编辑：1版张宇洁 2版杨迪

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我县道德模范巡讲活动走进永安北路社区
本报讯（记者谭淼）党的十九大报

告指出，要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

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建设，激励人们向上向

善、孝老爱亲，忠于祖国、忠于人民。

我县深入贯彻十九大精神，把道德模

范巡讲活动作为公民道德建设工程的

一项重要载体，持续深化推进。日前，

“道德模范”巡讲活动走进永安北路社

区，2017年度“最美创城人”韩雪，讲述

了她不忘初心、服务群众的感人事迹。

“五城同建”重在改善环境，提升

居民的幸福指数。作为“创城”主力

军，在老旧小区改造工作中，韩雪和社

区工作人员每天挨家挨户地宣传“创

城”工作、征求群众意见。他们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为民服务，用实际行动

为“创城”打上最美底色，他们敬业奉

献的先进事迹，让在场群众深受感

动。社区居民韩玉仙表示，社区的工

作人员每天早出晚归征求群众意见建

议，真的很辛苦，居民们看在眼里、感

动在心里，自己一定会号召更多的人

支持“创城”工作，为“创城”贡献力量。

戏曲进校园：文化传承从娃娃抓起
本报讯（记者张娜）戏曲是中华传

统文化的瑰宝，在传承文化、涵养道

德、增强文化自信等方面独具作用。

戏曲进校园活动，能够让学生们近距

离接触戏曲文化，感受魅力、接受熏

陶、传承自信，让戏曲的种子在青少年

中生根发芽。

日前，在夏垫中心小学教学楼前，

乐声铿锵，掌声阵阵。夏垫京剧戏迷协

会演员们轮番献上《空城计》《红灯记》

等一段段经典京剧唱段。师生们整齐

排坐在一起，认真聆听、兴致盎然。在

场学生们纷纷表示，感受到了京剧的魅

力，第一次觉得京剧这样有趣，今后对

京剧一定要多学习、多了解。

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演员们精心

编排，唱腔声情并茂、悠扬委婉，表演

同时融入了仁义礼智信等传统文化元

素，润物无声地让学生们沐浴传统曲

目的洗礼，享受优秀传统文化的滋

养。夏垫京剧戏迷协会会长蒋怀增告

诉记者，让艺术的魅力走进孩子们心

底，让传统文化、艺术瑰宝继续传承下

去，让年青一代了解它、喜爱它、传承

它，是京剧戏迷协会演员们的初心和

使命。

戏曲进校园，是对文化传承的担

当、对文化自信的增强、对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践行，潜移默化中将传统

文化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在薪火相

传中更加坚定他们的文化自信。夏垫

中心小学副校长李崇艳表示，学校将

把戏曲艺术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

加深学生们对戏曲艺术的了解，使他

们在提高艺术审美素养、增进文化修

养的同时，不断增强文化自信。

全民出击不遗余力 铁腕治霾再创佳绩
本报讯（通讯员李玉媛）立足全力

打好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进一步加

强村庄治污减霾综合整治力度，按照

大厂镇党委、政府工作安排部署，侯驸

马村“两委”以“精益求精、积极进取、

不断探索”为工作理念，全民参与，为

同一个目标、同一片蓝天而努力，国庆

假期集中开展了村庄土灶、烟道拆除

工作。

侯驸马村党支部书记、村“两委”

班子成员及村民代表，针对村内“治霾

再行动”拆除各户土灶及烟道工作召

开了专题会议，对“双火源”安全隐患

问题进行严密部署，结合村情制定了

《土灶拆除方案》，为土灶、烟道拆除工

作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村“两委”成

员、党员及村民代表率先垂范，坚持

“带头拆、做表率”原则，主动拆除自家

土灶及烟道，有效带动了村民争相自

行拆除家中的土灶及烟道。短短五天

时间，全村圆满完成了村内所有土灶

及烟道拆除工作，共计拆除土灶 139

个、封堵烟道19个。

同呼吸同呼吸 共奋斗共奋斗

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坚决打赢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战

扶贫扶志扶信心 用心用力用真情
本报讯（记者吕孟秋）“扶贫先扶

志，帮困先帮心，要将扶贫同扶志、扶

智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拔掉贫

困户的穷根。”这是县职教中心扶贫工

作小组崔雪生老师的帮扶理念。他是

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职中的小崔老师，给我的感觉就

好像是一直住在我家隔壁的邻居，时

不时就会来串个门，经常一来就是一

整天，非常暖心……”在谈到县职教中

心扶贫工作小组的崔雪生老师时，窄

坡村贫困户邓海龙如是说。

2004年，邓海龙因电击摔伤致高位

瘫痪，丧失了劳动能力。家庭主要经济

来源是妻子种植的樱桃树、核桃树以及

养的羊、鸡、鹅换取的收入，极不稳定。

县职教中心扶贫工作小组成立后，包括

崔雪生老师在内的全部小组成员决心

帮助邓海龙彻底脱贫。

深入调研谋思路。崔雪生带领扶

贫工作小组多次到邓海龙家中开展入

户调查，扎实落实政策，研究彻底脱贫

举措。针对邓海龙身有残疾，但长期

从事种、养殖的实际情况，崔雪生翻阅

了大量资料，从林果种植到特色养殖，

对多种有可能发展的项目都进行了思

考。他沉下身子，多次走访，通过深入

调查研究，对邓海龙家的基本情况、产

业发展状况、脱贫愿望等有了很深刻

的认识，最终制定了产业扶持、技术支

持的精准帮扶方案。

立足实际创新路。在帮扶工作

中，崔雪生多次为邓海龙家送去米、

面、油等基本生活用品，但“输血”不如

“造血”，为打开贫困户种、养殖产品的

销路，崔雪生和扶贫工作小组成员一

起，帮助贫困户选择了投入低、回报率

高的“柴鸡养殖”作为主要脱贫途径。

2018年4月，扶贫工作小组帮助邓海龙

家完成了雏鸡舍维修、鸡笼购置安装、

鸡舍消毒和升温等工作，5月8日，又为

邓海龙家购入了1000只雏鸡。同时，

崔雪生还组建了“林果种植”和“家禽

养殖”两个技术服务团队，专门负责对

邓海龙一家进行技术指导和帮助。林

果种植团队为邓海龙家1200余棵果树

进行了春季修剪，家禽养殖团队对雏

鸡等畜禽进行了防疫。

在此基础上，崔雪生大胆创新，为

邓海龙“量身定制”了互联网销售平

台。他和扶贫工作小组其他成员一

起，为邓海龙购置了电脑，并联系电信

部门安装了网线，指导帮助其加盟网

店，销售生活用品。目前，邓海龙网络

销售月均收入在 200 元左右，虽然很

少，却为改善生活条件“开了源”。

“精神的脱贫才是真正的脱贫，只

有坚持扶志、帮心并重，才能彻底拔掉

贫困户的穷根。”崔雪生非常注重对贫

困户精神上的扶持。在做好产业、技

术扶贫工作的基础上，只要一有时间，

崔雪生就会与邓海龙聊天、话家常，有

时一待就是一整天，通过这种最简单、

也最朴素的方式，扶其志、暖其心。

如今，邓海龙对自己家的未来生活

越来越有信心，夫妻俩脸上先前的愁苦

已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阳光般的

灿烂笑容和发自肺腑的乐观心态。

崔雪生（左一）与县职教中心扶贫工作小组成员一起搭建鸡舍。

1.全国爱国卫生月是？
答：4月
2.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中，要求

几年内未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答：3年
3.国家卫生县城标准中本县居民

对卫生状况满意率是多少？
答：≥90%
4.讲卫生“五勤”的内容是？
答：勤洗头、勤理发、勤剪指甲、勤

洗澡、勤换衣裤
5.你认为创建无烟单位应该怎么

做？
答：首先做到自己不吸烟或主动

戒烟；大力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知识；
积极主动劝阻别人不吸烟

6.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宗旨是什
么？

答：“创建为民，为民创建”
7.在申报“国家卫生县城”必备的

条件中，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为多少？

答：≥80%
8.在申报“国家卫生县城”必备的

条件中，重点工业污染源废水、废气达
标排放率达多少？

答：100%
9.在申报“国家卫生县城”必备的

条件中，建成区绿化覆盖率为多少？
答：≥30%
10.爱国卫生月是从哪年开始的？
答：1989年4月
11.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整治

重点是？
答：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和农村社

区建设试点工作
12.我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2018

年重点工作有哪些？
答：完成 24 项必要指标，推进 12

项基础设施工程，深化15项专项整治
行动，打造8个工作“亮点”

13.“世界无烟日”是哪一天？
答：5月31日
14.健康四大基石中对烟酒是怎

样要求的？
答：戒烟限酒
15.我国每人每月建议食油量为

多少？每人每天食油量为多少？
答：每人每月1.5斤；每人每天0.5两
16.“少吃油炸食品，多吃五谷杂

粮”是否正确？
答：正确
17.一天里，早、中、晚三餐的热能

分配比是多少？
答：3：4：3
18.良好的心态是健康的基础之

一，是否正确？
答：正确

19.预防乙肝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答：注射乙肝疫苗
20.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中对

食品摊点的总体要求是什么？
答：划行归市、集中设置、定点经

营；严禁无证经营、占道经营
21.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中对

城中村的健康教育是如何要求的？
答：合理设置健康教育设施，卫生

与健康知识宣传材料进村入户，村民
卫生知识知晓率≥70%

22.请说出三种以上香烟中的有
害物质？

答：尼古丁、烟焦油、苯丙蓖、一氧
化碳等

23.我国每年的“爱眼日”是哪一天？
答：6月6日
24.健康是指身体健康、心理健康

和具有良好的什么？
答：社会适应能力
25.良好的饮食习惯包括？
答：食前、便后洗手、进食定时定量、

不吃腐败变质和霉变食品、少吃冷饮
26.中共中央于哪一年颁布了《公

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答：2001年
27.爱国卫生事业的服务对象是？
答：全体人民
28.我国的爱国卫生运动是由谁

倡导和发起的？
答：毛泽东
29.试举出三种止血方法？
答：如指压止血、加压包扎止血、

止血带止血
30.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应当

带头开展义务劳动，每年至少组织（
）次爱国卫生义务劳动。

答：2次
31.每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不应

超过多少克？
答：6克
32.生活垃圾必须做到密闭运输，

垃圾运输中不飞扬不散落。生活垃圾
要做到？

答：日产日清
33.健康教育的核心是？
答：改变人民的行为与生活方式
34.我县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的宣

传主题是什么？
答：“大厂创卫 从我做起”
35.新时期爱国卫生运动的42字

方针是什么？
答：以人民健康为中心，政府主

导，跨部门协作，全社会动员，预防为
主，群防群控，依法科学治理，全民共
建共享

36.白天居民区噪音的卫生标准是？
答：不超过50分贝

37.国家专门用来保护从事有毒
有害工作的劳动者权利的法律是？

答：职业病防治法
38.食品“三小”行业指的是什么？
答：“三小”行业指的是小作坊、小

摊点、小食品加工点
39准许食品使用保健食品标志，

必须要有哪种证书？
答：保健食品批准证书
40.国家卫生县城评审每几年为

一个周期？
答：每三年为一个周期
41.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标准里健

康教育一项，要求学生健康知识知晓
率要达到多少百分比？

答：学生健康知识知晓率≥90%
42.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里，市

容环境卫生一项要求建成区主要街道
保洁时间不低于多少小时？乡镇街道
保洁时间不低于多少小时？

答：主要街道保洁时间不低于 12
小时，乡镇不低于8小时

43.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活动的控
烟工作对公共场所有怎样的要求？

答：公共场所设有禁烟标志，无烟
草广告

44.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要求儿童
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全程接种率达到多
少百分比？

答：达到95%
45.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质量指标

中，街道、社区居民健康知识知晓率要
达到多少？

答：≥80%
46.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要求食品从

业人员要多久进行一次健康体检和培训？
答：每年一次
47.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城区垃圾

应该如何处置？
答：城区垃圾要求日产日清，城市

生活垃圾及粪便无害化处理率≥80%
48.垃圾清运及道路清扫机械化率

要求垃圾日产日清，清运率达到多少？
答：100%
49.艾滋病主要侵犯人体的什么

系统？
答：免疫系统
50.病媒生物防制工作的除“四

害”是指哪些有害动物？
答：蚊子、苍蝇、老鼠、蟑螂
51.通常所指“三废”污染是指哪

些？
答：废水、废气、废渣
52.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的主要

方法有什么？
答：焚烧处理、高温堆肥、卫生填埋
53.公共场所“五小行业”指的是

什么？

答：小浴室、小美容美发厅、小歌
舞厅、小旅馆、小网吧

54.注射和输液等医疗操作都有
一定传播疾病的风险，因此实施此类
操作时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答：一人一针一管
55.甲型肝炎的传染源是什么？

主要通过什么传播？
答：甲型肝炎的传染源是病人和

病毒携带者，主要通过消化道传播
56.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城区绿

化有什么要求？
答：镇区绿化符合要求，公共绿地

养护良好，绿化覆盖率≥30%
57.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城区路

灯亮灯率有什么要求？
答：路灯亮灯率≥95%
58.乙肝的传播途径有哪些？
答：血液传播、母婴传播、性接触

传播
59.用什么方法可以杀灭蟑螂虫卵？
答：开水浇烫缝隙可杀灭虫卵
60.甲肝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答：饮食
61.环境污染主要指哪几方面的

污染？
答：大气污染、水源污染、土壤污

染、噪声污染
62.有传染性的肺结核病病人可

以享受免费抗结核药物治疗吗？
答：可以
63.流动人口免疫规划管理办法，

居住期限3个月以上的儿童建卡建证
率有什么要求？

答：儿童建卡建证率≥95%
64.水环境质量、空气环境质量、

声环境质量达到环境功能区或环境规
划要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
标率为多少？

答：100%
65.按国家规定给孩子打预防针

能够预防哪类疾病？
答：传染病
66.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车辆停

放的管理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
答：对公交车、出租车站和车辆临

时停放点进行规范，严禁车辆乱停乱
靠和沿途揽客

67.预防痢疾等肠道传染病的最
好方法是什么？

答：注意饮食卫生，勤洗手
68.在除“四害”工作中，应坚持以

什么为主？
答：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综合防治

方针
69.苍蝇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病毒性肝炎、伤寒、霍乱、菌

痢、肺炎、破伤风、结核病等

70.蚊子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乙型脑炎、疟疾、绦虫病、登革

热等
71.蟑螂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痢疾、霍乱、伤寒、结核病、小

儿麻痹症、麻风等
72.老鼠能传播哪些疾病？
答：老鼠能传播鼠疫和流行性出

血热
73.在环境卫生整治中，常说的

“十乱”整治内容是什么？
答：乱贴乱画，乱泼乱倒，乱拉乱

挂，乱搭乱建，乱停乱放
74.创建国家卫生县城质量指标中，

食品生产经营者持证率应达到多少？
答：100%
75.食品卫生要做到“三证”“四

防”？
答：“三证”：卫生许可证、健康合

格证、营业执照。“四防”：防尘、防蝇、
防鼠、防腐

76.在申报“国家卫生县城”必备
条件中，近几年内无甲、乙类传染病爆
发疫情？

答：3年
77.餐具的物理消毒应做到哪几

道工序？
答：除残渣、碱水刷、净水冲
78.在化学防制中，注重科学合理

用药，不得使用什么药物？
答：国家禁用的药物
79.喝酒时吸烟对人体危害更大

对吗？
答：对
80.出生后的婴儿应在24小时内

接种的疫苗有哪些？
答：乙肝疫苗、卡介苗
81.妇女怀孕后至少要进行几次

孕期检查？
答：5次
82.创建国家卫生县城标准里建

筑工地管理一项，要求临街施工工地
围墙高度不低于多少米？

答：2米
83.为什么青少年不能吸烟？
答：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身体发育

的高峰阶段，身体发育还未成熟，应激
性（抵抗力）比较差，对各种有害物质
比较敏感，吸烟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害

84.国家卫生城市称号由哪个部
门命名？

答：国家爱卫会
85.“国家卫生县城”是一个城市

综合功能和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这
句话表述对不对？

答：对
86.“迈向无烟中国，拒绝被动吸

烟”活动倡议的“三不”是指什么？

答：公共场所不吸烟、社会交往不
敬烟、当着他人面不吸烟

87.“三无产品”是指？
答：无产品标签标识，无生产日

期，无厂名、厂址
88.肥胖妇女患乳腺癌的机率比

非肥胖妇女高几倍？
答：1～3倍
89.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社区环

境、车辆有何要求？
答：环境整洁，绿化、美化，车辆摆放

整齐，楼道内不堆放杂物，无违章搭建
90.乡镇辖村卫生建有符合国家相

关要求的村卫生室（所），还要配置什么？
答：医疗用房、设备和人员，村医

取得合法执业资格
91.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参加城

乡医疗参合有什么要求？
答：参加城乡医疗保险参合率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
92.“世界艾滋病日”是哪一天？
答：每年的12月1日
93.我国常见的有损健康的行为

和生活方式是什么？
答：吸烟、酗酒、不良饮食习惯和

缺乏体育锻炼
94.各级爱卫会的主要工作是协助

各级政府，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发动（ ）
共同搞好社会性大卫生工作。

答：广大群众
95.按规定，从事旅店业和理发业

的人员应多久体检一次？
答：1年
96.预防接种规范，安全接种率为

多少？
答：100%
97.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包括哪些

内容？
答：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包括九个

方面的内容：爱国卫生组织管理、健康
教育、环境卫生、环境保护、病媒生物
防制、食品安全和生活饮用水及公共
场所卫生、传染病防治、社区卫生、乡
镇辖村卫生

98.创建国家卫生县城对村内家
禽牲畜的喂养有什么要求？

答：村内家禽牲畜实行圈养，无散
放牲畜、家禽

99.中小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健
康教育，组织学生在校期间每天至少
参加（ ）小时体育锻炼活动，不得以
其他课程替代、挤占。

答：1小时
100.国家卫生县城创建标准里传

染病防制要求临床用血100%来自无
偿献血，其中自愿无偿献血要达到多
少百分比？

答：自愿无偿献血≥90%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知识问答100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