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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月来，疫情防控措施不断优
化。

12 月 7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
合组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提出 10 条
新措施，包括无症状及轻型感染者可居
家隔离、不再对跨地区流动人员查验核
酸和健康码、不再开展落地检等。

此前，11 月 11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已经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优
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
好防控工作的通知》，提出20条新措施，
包括对次密接和中风险地区不再判定，
取消入境航班熔断机制等。

面对防疫新形势，每个人该如何做
好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出现发热怎么
办？居家隔离要注意些什么？就此，中
国工程院院士、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
长张伯礼，对个人防疫方法给出了建议。

疑似感染怎么办？
居民如果出现发热等症状怎么

办？张伯礼表示，如居民发现自己一旦
有发热、咽痛、咳嗽等症状，应及时及早
用治疗感冒的中成药，首次用药量加
倍，且多喝开水，多休息。“建议暂时自
我隔离，尽量避免外出就医奔波，减少
感染或传播风险”，张伯礼表示。

12月7日刚发布的优化防控“新十条”
提出，“不按行政区域开展全员核酸检测，
进一步缩小核酸检测范围、减少频次。根
据防疫工作需要，可开展抗原检测。”

张伯礼提醒，居民出现症状后可进
行抗原自测，期间应尽量与家人隔离。

“如果家中没有抗原测试盒，或者患者
特别是年老或儿童患者，出现持续高热
伴有频繁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
退、腹泻等情况，要及时联系社区和医

院，与工作人员取得沟通，视患者的情
况选择不同的方案。”

居家隔离怎么做？
在优化隔离方式方面，“新十条”提

出“感染者要科学分类收治，具备居家
隔离条件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
一般采取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择集中
隔离收治”，“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密切
接触者采取 5 天居家隔离，也可自愿选
择集中隔离，第 5 天核酸检测阴性后解
除隔离”。

那么，居家隔离期间要注意些什
么？张伯礼表示，居家环境应保持空气
流通，冬天也要每天通风，居家隔离患
者还需要每日进行环境消毒。

张伯礼提醒，也要重视做好心理准
备。“在周围出现病例、被隔离等事态时，
正确对待，积极接纳，即来之，则安之。”
张伯礼建议，应当积极做好情绪平复工
作，自我调适，如读书、写字、八段锦、太
极拳等，保证身心的放松；同时，儿童、青
少年的家长也需注意，不要将焦虑情绪
传递给孩子，保证孩子心理的健康状态。

张伯礼特别提到，如果民众特别是
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密接和无症状感染
者，的确无法通过自己排解心理问题，
甚至影响到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须及时向专业心理医生或精神科医生
寻求治疗。

日常防护怎么做？
12 月 7 日刚发布的优化防控“新十

条”提出，要保障群众基本购药需求；各
地药店要正常运营，不得随意关停；不
得限制群众线上线下购买退热、止咳、
抗病毒、治感冒等非处方药物。

那么，居民是否需要储备药物？
对此，张伯礼表示，抗疫实践中总

结筛选了以“三药三方”为代表的有效
药物，需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居民可适
量预备一些治疗感冒、咳嗽等类药物，
包括解热镇痛药、中成药、常规感冒药
和日常用药即可。他提醒，慎用网络上
宣传而不常用的药物。

张伯礼建议近期可以养成一个健
康小习惯，“流感、新冠流行期间，每天
外出回家，可以用冰盐水漱口、用棉签
刷刷鼻腔。”

对于老年人和儿童的防控措施，张
伯礼表示，对于还未接种疫苗的老年人，
如果没有绝对禁忌证，建议要尽快主动
接种疫苗；对于儿童，特别是低龄儿童，
不仅要做好儿童本人的个人防护，其家
长、监护人也要做好相应的防护措施，家
长、监护人要做好平衡营养膳食，安排好
作息，提高儿童免疫力，保持儿童房间整
洁，通过适时开门和开窗保证足够新风
量，关注儿童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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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使命永不褪色——

“要注重防范化解脱离群众、动摇根
基的风险，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要持续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
风问题，让群众在反腐‘拍蝇’中增强获
得感”“凡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都要严
肃认真对待，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都要坚决纠正”；

……
激浊扬清，久久为功。
中央政治局每年召开民主生活会，

听取贯彻执行八项规定情况汇报，开展
批评和自我批评；

每年召开的中央全会、中央纪委全
会等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都对贯彻
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加强作风建设作出
专门部署、提出明确要求；

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
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
育，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党史学习教育，接续开展的党内集中教
育都对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提
出明确要求……

2022年10月16日，人民大会堂灯光
璀璨，党的二十大开幕。

面对全场2000多名代表，面向全党
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目光
坚毅、话语铿锵——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持续深化纠治‘四风’，重点纠治形式主
义、官僚主义，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
行为。”

踏上新征程，展现新风貌。
2022年10月27日，党的二十大闭幕

后首次京外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
当选的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
延安，瞻仰革命圣地。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总书记在“延安
时期的十个没有”展板前久久驻足。展
板之上，列首位的正是“没有贪官污吏”。

“当年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
在延安，住窑洞、吃粗粮、穿布衣，用‘延
安作风’打败了‘西安作风’。”习近平总
书记话语坚定，“全党同志要把老一辈革
命家和共产党人留下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传承好发扬好，勇于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
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确保党始终
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以上率下 以身作则

“看看老乡们脱贫后生活怎么样，还
有什么困难，乡村振兴怎么搞”。

2022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陕西省延安市安塞区南沟村考察。

正值金秋，山上苹果园硕果累累。
习近平总书记向现场采摘的果农了解今
年苹果收成，同老乡们亲切交流，并采摘
了一个红红的大苹果。

陕北的大红苹果，映照出总书记对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关心牵挂，饱含着
人民领袖对群众的真挚情感。

山高水远，风雨同行；路遥万里，不
忘初心。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入地方考
察调研百余次。每次考察调研，总书记
都对安排方案亲自把关，不搞刻意设计，
尽量安排紧凑，确保调研深入群众、务实
高效。

深入脱贫攻坚一线，面对面同基层
干部和群众聊家常、算细账，要求全面

小康“一个都不能少”“不获全胜决不
收兵”；

赴地方调研指导开展“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主题教育，强调要把群众观点和
群众路线落实到各个工作环节和具体行
动中，让群众办事更方便、更踏实；

在疫情防控斗争的关键时刻飞赴武
汉，强调“坚决打赢湖北保卫战、武汉保
卫战”，坚定了广大干部群众必胜信心；

……
从东南沿海到西北内陆，从雪域高

原到草原林区，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听
民声、察民情、问民意，用脚步丈量祖国
大地，用真心倾听人民心声，用实干履行
庄严承诺。

“4 个热菜：红烧鸡块、阜平烩菜、五
花肉炒蒜薹、拍蒜茼蒿；一个猪肉丸子冬
瓜汤；主食水饺、花卷、米饭和杂粮粥。
特别交代不上酒水。”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网上展厅，一
张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年底在河北阜平
考察时的晚餐菜单格外引人注目。

一份菜单里看作风。朴素的家常便
饭，严格的“四菜一汤”，折射出共产党人
艰苦朴素的政治本色和优良传统。

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国内考察
调研还是国外出访活动，习近平总书记
始终以身作则、以上率下，带头严格执行
中央八项规定，以行动作无声的号令、以
身教作执行的榜样，为全党改进作风提
供了强大动力。

出行上，一向轻车简从。党的十八大
后首次出京赴广东考察，不腾道、不封路、
不铺红毯，与群众直接接触、亲切交流；

住宿上，尽量简化安排。赴河北阜
平考察，住的是16平方米房间。在四川
芦山地震灾区，住的是临时板房；

用餐上，吃的都是家常便饭。在福
建古田，同基层代表共进午餐，吃的是红
米饭、南瓜汤。到陕北梁家河，和乡亲们
一起吃的是荞麦饸饹、油馍馍、麻汤饭；

出访上，多次指示要精算代表团饭
店入住天数，能省则省，不要浪费，住地
不要豪华，干净舒适即可……

一言一行，体现带头贯彻执行中央
八项规定的鲜明态度；点滴之间，彰显人
民领袖亲近人民的深厚情怀。

2021 年 4 月的一天，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广西全州县毛竹山村考察，走进村
民王德利家中。

从客厅到卫生间，从厨房到熏腊肉
的柴房，总书记把家里仔仔细细看了个
遍，不时询问有没有热水洗澡、电价贵不
贵、自来水从哪来。

“总书记，您平时这么忙，还来看我
们，真的感谢您。”王德利由衷地说。

“我忙就是忙这些事，‘国之大者’就
是人民的幸福生活。”总书记微笑着回答。

质朴温暖的话语，尽显大党大国领
袖担当。10年来，夙夜在公、日理万机，
已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工作常态。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接受俄罗
斯电视台专访时，风趣地说：“今年春节
期间，中国有一首歌，叫《时间都去哪儿
了》。对我来说，问题在于我个人的时间
都去哪儿了？”

答案是——“都被工作占去了”。他
告诉记者：“承担我这样的工作，基本上
没有自己的时间。”

自北京一路向南，飞越江河湖海，抵
达位于印度洋与太平洋交汇处的巴厘
岛，再径直北上，飞抵中南半岛泰国湾畔
曼谷……

2022 年 11 月 14 日至 19 日，习近平

总书记的东南亚之行举世瞩目。6天5夜
的时间里，总书记密集出席30多场活动，

“忙碌指数”不断攀升，尽显大国领袖“无
我”的工作状态。

“您喜欢您的工作吗？您的工作累
不累？”2019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北奈尔
斯高中中文班学生在写给习近平总书记
的信中，曾好奇地提问。

“我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很累，但
很愉快。”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回答。

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
施细则，不打折扣、不做变通，以实际行
动为全党立起标杆、做好榜样。

凝心聚力 成效卓著

“八项规定改变中国！”这是人民群
众发自内心的赞誉。

十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以八项规定为切入点和动员令，动
真碰硬、标本兼治，一场激浊扬清的作风
之变涤荡神州大地。

——“四风”问题得到有效纠治，清
正廉洁的政治生态日益巩固。

浙江省建德市大洋镇位于三江口兰
江段，当地土特产大洋螃蟹颇有名气。

“您好，今年蟹卡蟹券销售情况如
何？请把销售记录给我们看一下……”
今年国庆节，当地纪检监察机关联合职
能部门组成专项检查小组，深入辖区各
养殖场和大闸蟹专卖店，仔细询问“蟹卡
蟹券”的面额、实际售价和销售情况，深
挖细查党员干部违规收送“蟹卡蟹券”等

“四风”问题。
“节点”就是“考点”。十年来，各地

纪检监察机关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
礼金等“节日病”，开展明察暗访，对典型
案例通报曝光，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
效化。

“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
题 7561 起，批评教育帮助和处理 10943
人……”

2022年10月27日，中央纪委国家监
委公布了今年9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这已经是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连续公布月报数据的第
109个月。

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从遏制“舌尖
上的浪费”，到刹住“车轮上的腐败”、整
治“会所里的歪风”，再到持续解决形式
主义突出问题，深化拓展为基层减负工
作……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刹住
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
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党员干部工作状态持续好转，
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有力提振。

会议套开、信息网上公示、精简材料
报送……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
尔市的基层干部们经历了一系列的“断
舍离”，摆脱了文山会海、迎检考核、活动
留痕，“松了一大口气”。

以公安部门为例，减负前民警要下
片、出警、值班，还要上报材料、迎检考
核，身心俱疲。“牧区点远线长，每次要准
备应对考核的东西，就没办法完成入户
计划。”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公安
局民警森布说，基层派出所工作关键在
于和群众的交流，减负之后，自己也有了
更多的精力为辖区群众办实事儿。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年底，中央和
国家机关、省区市文件数量比2018年总
体减少 50%以上，会议数量减少 65%以

上，“拉干条”、讲实话成为常态，长会短
开、长话短说成为主流。

与此同时，中央和国家机关、省区市
督查检查考核事项数量连年下降，总体
降幅达到90%以上，多头随意、过多过频
等问题得到明显改善，督查检查考核更
加注重工作实绩，更加注重结果导向，更
加注重干部群众评价，更加注重帮助基
层解决实际困难。

——群众立场、群众观念日益强化，
党的执政根基更加稳固。

“没想到不用出镇，在党群服务中心
就办好了营业执照。”

在广东汕尾金厢镇埔边村，村民吴
泽焕赶上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审批权
限下放到镇街的好政策，“足不出镇”就
办好了小吃店的营业执照。

记者了解到，去年以来，汕尾完成
镇街体制改革，以“赋权强镇”为重点，
推动 448 项县级执法权限下放到镇街，
让企业和百姓办事更省心、省力、省时、
省钱。

这是广大党员、干部把作风建设要
求转化成为民造福实际行动的一个缩
影。十年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基层、走
进群众，倾听老百姓真实诉求，解决急难
愁盼问题，让人民群众看到了实实在在
的变化。

与此同时，深入治理民生领域的
“微腐败”、妨碍惠民政策落实的“绊脚
石”，专项整治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
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

数据显示，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国纪
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民生领域腐败和作风
问题 53.2 万个，给予党纪政务处分 48.9
万人。

——党风政风引领社风民风向善向
上，全社会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在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天柱县坌处镇的三门塘村，“三门塘合约
食堂”远近闻名。

走进食堂，右手边厨房内各区域功
能分明、窗明几净，左手边区域可供200
人用餐，桌椅板凳摆放整齐。走上二楼，
几个包间和一间可容纳百余人的会议室
装修简约，又不失古色古香。

“有了‘合约食堂’，大家不攀比了。”
今年4月，村民彭泽伟为母亲办丧事，向村
委会申请后在“合约食堂”办了15桌酒席，

“八人一桌、八菜一火锅，够吃不浪费。”
风气之变，正是“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理念深入人心的最好见证。十年来，
党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勤俭节约、不尚浮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日益深入人心。

“小份菜更适合”“剩菜剩饭可以打
包带走”，餐馆里的对话折射风气之变；
粽子、月饼、大闸蟹等一度被“天价”异化
的食品，又走回了“亲民”路线，重新成为
老百姓欢度佳节的应景美味；不少人感
叹“过去比谁的车好、排量大，现在都在
微信上比谁步数多”……

作风之力量，是人的力量，是精神的
力量。培养社会心态、塑造公共精神，八
项规定带来的作风之变，正具体而深刻
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

作风建设没有休止符，自我革命永
远在路上。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不
是五年、十年的规定，而是长期有效的铁
规矩、硬杠杠。

惕厉自省、慎终如始。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
上下团结一心，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
风肃纪，我们党必将以优良作风凝聚起
更加磅礴的力量，带领全体人民在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上
不断迈向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12月8日电

激荡清风正气 凝聚党心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