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除油的鱼腥味 把炸过鱼的
油烧开， 投入一些葱段、 姜片和花
椒， 炸出香味， 然后离火， 抓把干
面粉撒入热油， 待油冷却后捞出葱
段与姜片， 即可消除油的鱼腥味。

使煎蛋黄亮好看 煎蛋时， 在
油中撒一点面粉， 可使蛋煎出来黄
亮好看， 油也不易爆溅锅外。

去掉羊肉上的黏毛 只要和上
一小团面粉， 在有绒毛的羊肉上滚

来滚去， 就可去掉绒毛。
减轻咸味 如果汤做得太咸 ，

可用干净的布包上些面粉放锅里煮
一会儿， 可吸收盐分， 减轻咸味。

洗掉脏物 洗干木耳时， 先把
木耳用温水泡开， 然后把一些干面
粉撒在泡开的木耳上， 用手抓几下
可洗掉附在木耳上的脏物和杂质。
同样， 在清洗干蘑菇时也适用。

清除油污 手上沾有油污时， 抓

把面粉到水中搓洗， 可把手洗净。 油
腻的碗、 碟等餐具放在有少许面粉的
水中即可洗净。 将滚热的稠面糊汤用
刷子涂在墙壁上的油污处， 待其干透
起皮时除去， 油污便会随之而落。

擦亮水龙头 水龙头变黑时 ，
可先用干布蘸面粉来擦， 然后用湿
布擦， 最后用干布擦一擦， 可把水
龙头擦得很光亮。

兰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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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
来已久的卫生习惯、 生活方式、 健
康素养等。 此次 “文明潇湘 爱卫同
行” 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要求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和疫
情结束后的不同特点， 以城乡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 、 公共卫生设施完
善、 有效推进垃圾分类、 社会心理
健康疏导等为重点， 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进机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进
乡村、 进校园、 进家庭、 进景区，
在全省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普及健康知识
营造卫生环境

健康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而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必须
重视个人卫生、 饮食卫生、 环境卫
生， 深入了解各类公共卫生知识，
深刻认识到烟草酒精对健康的危害
性。 在这里呼吁大家： 从自己做起，
不断学习健康知识， 提高文明卫生
意识， 养成健康卫生的行为习惯，
从而带动家人、 朋友及广大人民群
众， 形成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 营造健康卫生的人居环境。

整治人居环境
城乡一起行动

环境卫生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
响， 当卫生状况不好时， 空气中会
含有可能携带病菌、 病毒等微生物
的灰尘， 人吸入后可能会生病， 因
此拥有一个整洁干净的城乡环境是
我们的共同心愿。 在城市， 重点整
治农贸市场、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
造 、 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卫生死
角、 小餐饮店和流动摊贩等的卫生
秩序管理、 公共交通工具等的环境
卫生 ； 在农村 ， 重点整治私搭乱
建、 乱堆乱放、 无序散养等突出环
境卫生问题， 推进生活污水、 生活

垃圾治理 ， 加强农村改路 、
改水、 旧村改造等工作， 并
继续深化 “厕所革命”。

整洁单位环境
打造卫生校园

整洁优美的办公环境和
学习环境与每个工作人员和
师生的健康有着密切关联 ，
因此保持单位和校园的环境
整洁非常重要。 机关事业单
位要发动职工开展工作环境
整洁专项行动， 对车间、 厂房、
食堂、 厕所等人员集中场所及
单位周边环境进行清脏治乱大扫
除 ； 完善控烟措施 ， 落实健康体
检 、 职业卫生管理 、 安全管理制
度， 打造单位优美环境， 建设无烟
党政机关。 同时， 要加强校园环境
治理 ， 打造干净整洁的宿舍 、 食
堂、 教室等， 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健康环境。

美化家庭环境
提高环保意识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
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环保卫生意识对
营造一个健康卫生的社会十分必要。
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向家庭
和个人就近提供生理、 心理和社会
等服务， 提升家庭成员卫生意识、
生态意识、 环保意识。 每个家庭成
员应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 院落，
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杂物， 爱护公
共卫生， 维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优化景区环境
提倡文明旅游

随着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
然、 享受独特人文环境的需求与日
俱增。 而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
必须是风光秀丽， 自然、 人文环境
未受到破坏和污染， 才能满足旅游
者观赏和行动的身心活动环境。 作

为景区管理者， 应完善景区卫生保
洁制度， 保证景区干净卫生、 环境
优美 ， 旅游厕所数量充足 ， 无异
味， 并倡导文明旅游， 及时劝止不
文明行为。 同时， 作为旅游者， 应
践行文明旅游精神， 从自己做起，
不乱涂乱画、 乱扔垃圾等。

推进社会风尚
文明社会行为

风尚或者说社会风尚， 是指一
个特定的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思
考什么、 追求什么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社会风气或社会时尚。 为提高全
社会文明素质， 推进社会风尚， 规
范文明行为， 我们应培养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 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开展 “文明餐桌” 行动———使
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
圾，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文明养宠，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卫生环境。

只有每个人一起努力， 人人动
手， 人人参与， 学习健康卫生知识，
做好个人与环境卫生， 改善不健康、
不文明的习惯， 才能形成一个更好
更优的卫生环境与社会风尚， 让我
们为那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急办主任 刘富强

“举处随时消暑热， 动来常
伴有清风”。 夏天， 扇子是人们
用来扇风取凉、 拂暑挥尘的日
常生活用品。

偶尔摇扇 ， 每每忆起少年
时代的夏夜 ， 躺在铺上草席
的 草 坪 上 ， 悠 然 摇 着 扇 子 ，
望星空 ， 谈宇宙 ， 背诵 “银
烛秋光冷画屏 ， 轻罗小扇扑
流萤 。 天阶夜色凉如水 ， 卧
看牵牛织女星 ” 的诗词 ， 便
觉得乐趣天成。

早在汉代， 我们的祖先就
用扇子生风驱蚊了。 扇子第一
次出现在文学作品中， 是汉代
的 《怨歌行》： “新裂齐纨扇，
鲜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 团
团似明月。 出入君怀袖， 动摇
微风发” 借助扇子将少妇的哀
怨表现得淋漓尽致。 到了宋代，
开始出现折扇， 有了很多脍炙
人口的折扇诗 ， 如苏东坡的
“高丽白折扇 ， 展之广尺余 ”。
明代唐伯虎画扇画 、 作扇诗 ，
如 “秋来纨扇合收藏， 何事佳
人重感伤”。 我国的折扇以四川
荣县产品闻名于世， 郭沫若曾
赞咏道： “清凉世界， 出自手
中， 精逾鬼斧， 巧夺天工”。

在现代， 炎热的夏天， 许
多家庭都使用空调 、 电风扇 。
而专家提倡把束之高阁的扇子
拿出来， 摇扇可使手臂肌肉得
到锻炼， 增强大脑血管的收缩
和舒张功能， 有效预防和减少
脑溢血等脑血管疾病的发生 ，
同时摇动扇子时头部经常活动，
对防止颈部骨质增生也有良好
作用。

研究证明， 母亲为婴儿摇
扇， 爷爷为孙儿摇扇， 除了产
生适度的凉风， 还有情感的交
流和浓浓的趣味———这是电扇
所取代不了的。

曹涤环

每次使用牙膏， 挤出直径
约 5 毫米的量， 就可以帮助完
成牙齿表面的清洁。 过多牙膏
会造成太多的泡沫， 反而会影
响刷牙效果。

要特别提醒的是， 为了防
止蛀牙， 牙膏多数都含氟， 0～8
岁的孩子如果过量摄入氟， 会
引发氟骨症或氟牙症， 导致牙
齿发黄、 腐蚀。 因此， 5 岁以下
孩子刷牙最好由父母负责挤牙
膏， 注意用量， 约红豆大小即
可， 把牙膏压到牙刷毛里， 避
免被吞食； 2 岁以下的孩子， 牙
膏用量还要更少， 一粒米大小
就已足够， 最好别用含氟牙膏。

胡佑志

手摇扇子
消暑增趣

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

编者按：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湖南省文明委、 省爱卫会
近日发出通知要求， 以“文明潇湘爱卫同行” 为主题， 2020年 6月至 2023年 5月， 在全省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广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为此， 本版特推出“文明潇湘爱卫同行” 专栏， 普及爱国卫生运动知识， 敬请关注。

文明潇湘 爱卫同行

爱国卫生运动：

面 粉 厨房里的好帮手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
来已久的卫生习惯、 生活方式、 健
康素养等。 此次 “文明潇湘 爱卫同
行” 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要求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和疫
情结束后的不同特点， 以城乡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 、 公共卫生设施完
善、 有效推进垃圾分类、 社会心理
健康疏导等为重点， 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进机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进
乡村、 进校园、 进家庭、 进景区，
在全省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普及健康知识
营造卫生环境

健康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而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必须
重视个人卫生、 饮食卫生、 环境卫
生， 深入了解各类公共卫生知识，
深刻认识到烟草酒精对健康的危害
性。 在这里呼吁大家： 从自己做起，
不断学习健康知识， 提高文明卫生
意识， 养成健康卫生的行为习惯，
从而带动家人、 朋友及广大人民群
众， 形成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 营造健康卫生的人居环境。

整治人居环境
城乡一起行动

环境卫生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
响， 当卫生状况不好时， 空气中会
含有可能携带病菌、 病毒等微生物
的灰尘， 人吸入后可能会生病， 因
此拥有一个整洁干净的城乡环境是
我们的共同心愿。 在城市， 重点整
治农贸市场、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
造 、 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卫生死
角、 小餐饮店和流动摊贩等的卫生
秩序管理、 公共交通工具等的环境
卫生 ； 在农村 ， 重点整治私搭乱
建、 乱堆乱放、 无序散养等突出环
境卫生问题， 推进生活污水、 生活

垃圾治理 ， 加强农村改路 、
改水、 旧村改造等工作， 并
继续深化 “厕所革命”。

整洁单位环境
打造卫生校园

整洁优美的办公环境和
学习环境与每个工作人员和
师生的健康有着密切关联 ，
因此保持单位和校园的环境
整洁非常重要。 机关事业单
位要发动职工开展工作环境
整洁专项行动， 对车间、 厂房、
食堂、 厕所等人员集中场所及
单位周边环境进行清脏治乱大扫
除 ； 完善控烟措施 ， 落实健康体
检 、 职业卫生管理 、 安全管理制
度， 打造单位优美环境， 建设无烟
党政机关。 同时， 要加强校园环境
治理 ， 打造干净整洁的宿舍 、 食
堂、 教室等， 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健康环境。

美化家庭环境
提高环保意识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
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环保卫生意识对
营造一个健康卫生的社会十分必要。
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向家庭
和个人就近提供生理、 心理和社会
等服务， 提升家庭成员卫生意识、
生态意识、 环保意识。 每个家庭成
员应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 院落，
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杂物， 爱护公
共卫生， 维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优化景区环境
提倡文明旅游

随着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
然、 享受独特人文环境的需求与日
俱增。 而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
必须是风光秀丽， 自然、 人文环境
未受到破坏和污染， 才能满足旅游
者观赏和行动的身心活动环境。 作

为景区管理者， 应完善景区卫生保
洁制度， 保证景区干净卫生、 环境
优美 ， 旅游厕所数量充足 ， 无异
味， 并倡导文明旅游， 及时劝止不
文明行为。 同时， 作为旅游者， 应
践行文明旅游精神， 从自己做起，
不乱涂乱画、 乱扔垃圾等。

推进社会风尚
文明社会行为

风尚或者说社会风尚， 是指一
个特定的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思
考什么、 追求什么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社会风气或社会时尚。 为提高全
社会文明素质， 推进社会风尚， 规
范文明行为， 我们应培养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 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开展 “文明餐桌” 行动———使
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
圾，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文明养宠，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卫生环境。

只有每个人一起努力， 人人动
手， 人人参与， 学习健康卫生知识，
做好个人与环境卫生， 改善不健康、
不文明的习惯， 才能形成一个更好
更优的卫生环境与社会风尚， 让我
们为那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急办主任 刘富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
来已久的卫生习惯、 生活方式、 健
康素养等。 此次 “文明潇湘 爱卫同
行” 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要求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和疫
情结束后的不同特点， 以城乡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 、 公共卫生设施完
善、 有效推进垃圾分类、 社会心理
健康疏导等为重点， 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进机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进
乡村、 进校园、 进家庭、 进景区，
在全省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普及健康知识
营造卫生环境

健康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而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必须
重视个人卫生、 饮食卫生、 环境卫
生， 深入了解各类公共卫生知识，
深刻认识到烟草酒精对健康的危害
性。 在这里呼吁大家： 从自己做起，
不断学习健康知识， 提高文明卫生
意识， 养成健康卫生的行为习惯，
从而带动家人、 朋友及广大人民群
众， 形成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 营造健康卫生的人居环境。

整治人居环境
城乡一起行动

环境卫生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
响， 当卫生状况不好时， 空气中会
含有可能携带病菌、 病毒等微生物
的灰尘， 人吸入后可能会生病， 因
此拥有一个整洁干净的城乡环境是
我们的共同心愿。 在城市， 重点整
治农贸市场、 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
造 、 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卫生死
角、 小餐饮店和流动摊贩等的卫生
秩序管理、 公共交通工具等的环境
卫生 ； 在农村 ， 重点整治私搭乱
建、 乱堆乱放、 无序散养等突出环
境卫生问题， 推进生活污水、 生活

垃圾治理 ， 加强农村改路 、
改水、 旧村改造等工作， 并
继续深化 “厕所革命”。

整洁单位环境
打造卫生校园

整洁优美的办公环境和
学习环境与每个工作人员和
师生的健康有着密切关联 ，
因此保持单位和校园的环境
整洁非常重要。 机关事业单
位要发动职工开展工作环境
整洁专项行动， 对车间、 厂房、
食堂、 厕所等人员集中场所及
单位周边环境进行清脏治乱大扫
除 ； 完善控烟措施 ， 落实健康体
检 、 职业卫生管理 、 安全管理制
度， 打造单位优美环境， 建设无烟
党政机关。 同时， 要加强校园环境
治理 ， 打造干净整洁的宿舍 、 食
堂、 教室等， 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健康环境。

美化家庭环境
提高环保意识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
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环保卫生意识对
营造一个健康卫生的社会十分必要。
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向家庭
和个人就近提供生理、 心理和社会
等服务， 提升家庭成员卫生意识、
生态意识、 环保意识。 每个家庭成
员应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 院落，
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杂物， 爱护公
共卫生， 维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优化景区环境
提倡文明旅游

随着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
然、 享受独特人文环境的需求与日
俱增。 而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
必须是风光秀丽， 自然、 人文环境
未受到破坏和污染， 才能满足旅游
者观赏和行动的身心活动环境。 作

为景区管理者， 应完善景区卫生保
洁制度， 保证景区干净卫生、 环境
优美 ， 旅游厕所数量充足 ， 无异
味， 并倡导文明旅游， 及时劝止不
文明行为。 同时， 作为旅游者， 应
践行文明旅游精神， 从自己做起，
不乱涂乱画、 乱扔垃圾等。

推进社会风尚
文明社会行为

风尚或者说社会风尚， 是指一
个特定的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思
考什么、 追求什么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社会风气或社会时尚。 为提高全
社会文明素质， 推进社会风尚， 规
范文明行为， 我们应培养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 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开展 “文明餐桌” 行动———使
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
圾，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文明养宠，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卫生环境。

只有每个人一起努力， 人人动
手， 人人参与， 学习健康卫生知识，
做好个人与环境卫生， 改善不健康、
不文明的习惯， 才能形成一个更好
更优的卫生环境与社会风尚， 让我
们为那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急办主任 刘富强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
来已久的卫生习惯、 生活方式、 健
康素养等。 此次 “文明潇湘 爱卫同
行” 爱国卫生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要求根据常态化疫情防控阶段和疫
情结束后的不同特点， 以城乡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 、 公共卫生设施完
善、 有效推进垃圾分类、 社会心理
健康疏导等为重点， 推动爱国卫生
运动进机关、 进企业、 进社区、 进
乡村、 进校园、 进家庭、 进景区，
在全省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普及健康知识
营造卫生环境

健康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
而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 我们必须
重视个人卫生、 饮食卫生、 环境卫
生， 深入了解各类公共卫生知识，
深刻认识到烟草酒精对健康的危害
性。 在这里呼吁大家： 从自己做起，
不断学习健康知识， 提高文明卫生
意识， 养成健康卫生的行为习惯，
从而带动家人、 朋友及广大人民群
众， 形成人人动手、 人人参与的浓
厚氛围， 营造健康卫生的人居环境。

整治人居环境
城乡一起行动

环境卫生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影
响， 当卫生状况不好时， 空气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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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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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非常重要。 机关事业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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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堂、 厕所等人员集中场所及
单位周边环境进行清脏治乱大扫
除 ； 完善控烟措施 ， 落实健康体
检 、 职业卫生管理 、 安全管理制
度， 打造单位优美环境， 建设无烟
党政机关。 同时， 要加强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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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教室等， 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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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教室等， 给师生们营造一个良
好的健康环境。

美化家庭环境
提高环保意识

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
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环保卫生意识对
营造一个健康卫生的社会十分必要。
社区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向家庭
和个人就近提供生理、 心理和社会
等服务， 提升家庭成员卫生意识、
生态意识、 环保意识。 每个家庭成
员应动手净化绿化美化家庭、 院落，
清除卫生死角和垃圾杂物， 爱护公
共卫生， 维护自己和家人健康。

优化景区环境
提倡文明旅游

随着经济的增长、 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 广大旅游者对回归大自
然、 享受独特人文环境的需求与日
俱增。 而一个良好的旅游风景区，
必须是风光秀丽， 自然、 人文环境
未受到破坏和污染， 才能满足旅游
者观赏和行动的身心活动环境。 作

为景区管理者， 应完善景区卫生保
洁制度， 保证景区干净卫生、 环境
优美 ， 旅游厕所数量充足 ， 无异
味， 并倡导文明旅游， 及时劝止不
文明行为。 同时， 作为旅游者， 应
践行文明旅游精神， 从自己做起，
不乱涂乱画、 乱扔垃圾等。

推进社会风尚
文明社会行为

风尚或者说社会风尚， 是指一
个特定的社会中广大人民群众在思
考什么、 追求什么以及由此所产生
的社会风气或社会时尚。 为提高全
社会文明素质， 推进社会风尚， 规
范文明行为， 我们应培养垃圾分类
的良好习惯， 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
宜， 开展 “文明餐桌” 行动———使
用公筷公勺， 实行分餐制， 杜绝食
用野生动物； 不随地吐痰、 乱扔垃
圾， 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文明养宠，
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卫生环境。

只有每个人一起努力， 人人动
手， 人人参与， 学习健康卫生知识，
做好个人与环境卫生， 改善不健康、
不文明的习惯， 才能形成一个更好
更优的卫生环境与社会风尚， 让我
们为那一天的到来而努力。

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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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给
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
大威胁， 但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由
来已久的卫生习惯、 生活方式、 健
康素养等。 此次 “文明潇湘 爱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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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省掀起爱国卫生运动新高潮。
具体来说， 分以下六个方面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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