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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公筷公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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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恢复调风镇收获客运站
的公交线路
李先生：雷州市调风镇收获客运
站原设置了一个公交站点，该站为起
止站。2019 年 5 月起已逐步减少公交
车到达的数量，现已无公交车到达该
处，对附近居民出入造成不便。现希
望有关部门恢复雷州市调风镇收获客
运站的公交线路，以便市民出行。
湛 江 市 12345 雷 州 二 级 处 理 平
台：雷州至收获班线由湛汽集团 505
车队和市第三客运公司等企业负责经

营，由于该线路的客源逐年减少，经营
亏本，无法维持正常运转，造成客车停
运，大部分经营者自行退出承包车辆，
现无法恢复经营。经雷州市交通运输
局多次努力协调相关客运公司，根据
农村通客车工作统一部署，雷州市交
通运输局要求企业采取有效措施，尽
力解决困难，争取在 6 月份该线路逐
步恢复营运，以方便市民出行。

市民服务热线：
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文明风尚的持久战
李湘东（霞山）
全面推行使用公筷公勺，主要目的是
为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一同用餐引起的
交叉感染及食源性疾病传播，切断口口相
传的疾病传染途径。同时也有利于落实”
光盘行动”，吃不完打包带走不会再觉得
不卫生。使用公筷公勺不仅是舌尖上的
防疫战，更是文明风尚的持久战。推广使
用公筷公勺决非一个人和一家子的事，应
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认识和价值追求。
中国人吃饭讲究热闹气氛，讲究团圆
和美。同聚一个餐桌，晚辈给长辈夹菜以
示尊敬爱戴，朋友之间互相夹菜则表示亲
密友善。然而，也就在这一夹一送之间，

东简客运站门口
有私家车非法运营
陈 先 生 ：4 月 份 至 今 ，每 天 08:
00-19:00，发现开发区东海岛东简客
运站门口有私家车非法运营，数量不
明，无法提供车牌号。据了解，这些车
的行程为从开发区东海岛去到湛江市
霞山区或者湛江西，希望相关部门尽
快处理。
湛江开发区管委会：接到陈先生
投诉后，湛江经开区交通运输局综合
行政执法科即时安排执法人员到东简
客运站区域进行整治，共纠正违章停

放行为 30 多起，每天都派人到该区域
进行巡查，加强交通秩序管理。每次
执法人员到现场，非法经营的车辆都
自行离开，等执法人员离开，非法经营
的车辆又回来了，湛江经开区交通运
输局投入了很大的执法力量，但执法
效果不明显。下一步，湛江经开区交
通运输局将继续联合区交警部门开展
非法营运“蓝牌车”整治行动，保持常
态化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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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紧完成 207 国道
遂溪县的市政供水管道改造
徐先生：我是遂溪县广东农信遂
溪农村信用社沙坡分社宿舍居民，该
处每天 20:00-24:00 无故停水，严重影
响附近居民的日常生活，该情况已有 3
年时间。希望相关部门尽快核查处理
该问题。
湛 江 市 12345 遂 溪 二 级 处 理 平
台：5 月 18 日，遂溪县粤海水务有限公
司工作人员到您所居住的楼层排查停
水原因，经调查一楼水压正常，您是居
住在居民楼六层的位置供水压力略
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供水服
务 规 范 》（DB3310/T22-2014）的
4.2.1：供水压力符合国家、行业或地方
有关标准的规定，管网末梢压力不低
于 0.14MPa(不含因水源短缺、不可抗
记者林小军

拒力引起突然爆管或局部地区降压断
水的情况）和遂溪县粤海水务有限公
司《城市供用水合同》第二条第三点供
水压力：正常情况下，甲方供水主干管
水压符合国家建设部规定的供水管网
末梢压力（不低于 0.14MPa），楼层可
直供至四层，五层以上（含五层）及屋
面太阳能不在直供范围的规定。因该
用户居住在六楼，该居民楼没有二次
供水设施，已超出国家和行业规定的
服务范围，并且夜间城区居民用水量
过高，故造成六楼水压压力达不到正
常水压（类似于停水）。遂溪县粤海水
务有限公司会加紧完成 207 国道的市
政供水管道改造的工作，解决住户用
水高峰期供水不足的现象。

通讯员 陈海鹏 谭小羽

整理

病菌很容易通过筷子在聚餐者中传播。 确实不容易，需要下大决心，需要高度自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曾岀现多起聚集性病
律，需要相互监督。在人人都操练的影响
例，感染者大都是因餐桌上“一人得病，大
下，为了对个人身体健康高度负责，你就
家传染”。未曾使用公筷公勺是重要原
会自然而然抛弃陋习，养成新的文明习
因，教训极为深刻。使用公筷公勺与人情
惯，并固化为自觉行动。
厚薄无关，只是让用餐方式更加卫生健
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守护健康与平安
康。现在各地都在推行分餐制，比使用公
的一剂良方，更是时代进步的一个标志。
筷公勺更进一步。今后会议用餐、食宿酒
用“舌尖上的行动”推动餐桌革命势在必
店，最好象吃自助餐那样独立分餐，全都
行，既把住了病从口入关，也把住了朋友
使用公筷公勺，大家各取所需，吃着很安
和家人的健康关。保护自己的同时又保
全舒心，更能体现餐桌上的尊重与关爱。
护了他人，这是文明安全现代饮食文化的
亲朋好友聚在餐桌旁，大碗大盘上
体现。愿公筷公勺、分餐进食成为一种新
菜，随心所欲夹菜，是几千年养成的饮食 “食”尚。
习惯，特别在家庭家人就餐，一般很少用
公筷公勺。要改变“一筷走天下”的习俗

让使用公筷公勺成为
“新食尚”
关月（霞山）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关于推广
公筷公勺的倡议之声便此起彼伏。从好
奇围观到点赞叫好，社会关注度持续升
温。但距离公筷公勺真正“飞入寻常百姓
家”，其实还有不短的距离。让使用公筷
公勺成为“新食尚”，
我们还需花大力气。
推广公筷公勺的主要“战场”有两个，
一个是餐厅饭店，另一个则是家庭饭桌。
一直以来，湛江都很注重用餐文明的
宣传，特别是“光盘行动”更是创文的一张
亮眼名片。最近，我市积极开展倡导文明
健康绿色环保生活方式行动，其中便有推
广公筷公勺的内容。在各方合力之下，公
筷公勺确实“上餐桌”了。笔者近日到市
内一家餐厅用餐时，就看到了“一菜一筷、
一汤一勺”的宣传水牌，用亚克力设计的，
很是醒目；用餐时，
餐厅也提供了公筷。

餐厅饭店提供公筷，并不意味着食客
就会自觉使用公筷。在这方面，成都的一
家餐馆就考虑得很细，让服务员拿着公筷
公勺帮着分菜，一来是推广了公筷公勺，
二来也避免了食物浪费。而有的食客，虽
然也努力地适应使用公筷公勺，但吃饭聊
天的过程中，一不留神就把自己的筷子和
公筷弄混淆了，有时候吃饭人多菜多，但
公筷少，一些人觉得“排队”等公筷太麻
烦，于是就用起了自己的筷子。针对这一
类情况，其实餐厅可以考虑给每个食客配
两双颜色不同的筷子，然后标明一个颜色
的是公筷，另一个颜色的是自用筷子，这
样大家就不会“公私不分”，而且即便有人
一不留神搞错了，别人也容易看出来提醒
一下。
而要在家庭里推广公筷公勺，可能最
有效的办法还是“小手牵大手”，从家庭里
的孩子开始抓起。通过学校，把分餐制和

推广公筷公勺要先更新观念
米苏（霞山）
其实很多人并非不知道用公筷公勺
的好处，之所以没有用起来，是因为抹不
开面子。有人认为，大家一起吃饭就是图
个热闹，互相夹菜有分享美味、表示亲近
的意思，喊服务员上公筷，会让大家感觉
别扭，显得自己矫情。即便自己用了公
筷，但有时候别人没用，其实也不好意思
当着大家的面刻意提醒。特别是吃火锅
的时候，总是用公筷来夹，有时甚至要“排
队”，到了后来干脆大家都“不讲究”了，也
有人说筷子放进滚烫的火锅里就是杀毒
了。
在家里吃饭，推行公筷公勺的难度就
更大了。有一次同事就在办公室里提起，
她是和公婆一起住的，老人爱用自己的筷

子给孙子夹菜，当时她就提议用公筷，没
想到这让老人很是反感，认为这是被嫌弃
了，说“他爸也是吃我口水长大的”。同事
好好地解释了一番，最终才避免引发家庭
矛盾。这种情况其实很常见，长辈觉得用
公筷又麻烦又生分，传统观念转不过弯
来。
所以要推广公筷公勺，还是得从扭转
这些旧观念做起。一方面，是要“谈古”。
要让大家明白，分餐制和公筷绝不是现代
人的新发明。在魏晋之前，受等级制度、
传统礼教及生产水平等影响，中国各个阶
层的用餐方式均以分餐制为主。所以如
今的转变，算不得丢了老祖宗的东西和文
化。
另一方面，是要“论今”。常态化疫情
防控的当下，分餐制和推广公筷公勺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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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早在十多年前的“非典”时期，钟南
山院士就呼吁过，要使用公筷。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期间，钟南山院士向公众详解家
庭卫生消毒重点时，也强调家庭用餐应使
用公筷。不仅如此，世卫组织统计数据表
明，唾液是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很
多疾病都是在互相夹菜中悄悄传播的。
就拿幽门螺旋杆菌为例，成人幽门螺旋杆
菌的感染率高达 60%，大家一起吃饭不用
公筷，只要一个人有这种菌，很可能就会
造成“一人得病，全家感染”的结果。而这
种存在于感染者牙菌斑和唾液中的幽门
螺旋杆菌，会导致胃癌。因此，平时在宣
传的时候，就要大力从科学、卫生的角度，
去讲明为什么要推广公筷公勺，帮助大家
扭转旧观念、习惯成自然。

“讲文明 树新风”公益广告

图说我们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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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公筷公勺的相关知识教给孩子，然后
把使用公筷公勺当成一种家庭亲子实践
活动去推广，既教文明新风，又培育良好
家风。久而之久，家庭里或许就能养成使
用公筷公勺的习惯。另外，社区也可以搞
一些有奖推广活动，把“公筷礼包”当成奖
品一样送给居民住户，相信这也能起到一
定的推广作用。
要改变人们一贯以来的饮食习惯，让
使用公筷公勺成为“新食尚”，殊为不易。
但这就是个积硅步、积小流的过程，只要
我们坚持下来了，量变迟早能带来质变。
而且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人们的健康
意识被唤醒，对文明健康的重视也达到前
所未有的程度，在此背景下提倡使用公筷
公勺，无疑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改
变，不妨就从下一顿饭开始，让使用公筷
公勺成为“新食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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