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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生活
人生感悟

“厕所革命”
—
—
—乡村一道靓丽的风景
王强

厕所是每个人一生都不能不去的地
方。厕所这个词抑或这个场所有的时候尤
其是在公共场合提及，似乎不雅，难免遮
遮掩掩，欲言又止。 然而，有吃就有拉，有
进就有排，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
为了掩饰厕所这一称谓的不雅，给厕
所取一个“登堂入室”的名字，自古以来，
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人们也是挖空心思
地给它寻找取而代之的名称。诸如“净房”
“官房”“五谷轮回宫”“安腚门”“大使馆”
“舒园”“畅园”“解手场”“轻松一刻”“排出
所”“听雨轩”“落红轩”“高粱地” 等等，五
花八门、不一而足。但是，不管它的名称多
么高雅，它作为人们排泄场所的职能始终
是一成不变的。 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在
一个区域内有没有外部靓丽， 内部洁净，
而且在一定范围内数量适中的厕所，也是
衡量这个地区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小时候，我所在的农村几乎没有公共
厕所。即使偶尔遇到一个厕所，不是“一个
土坑两块砖，几尺土墙围一圈”，就是“两
块砖，一个坑，蛆蝇孳生臭烘烘”，内部环
境那更是不堪入目。尿满池，屎遍地，臭气
熏天，令人作呕。 厕所门口标明性别的文
字被侵蚀的难以辨认，由于那时人们大多
不识字，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厕所，因辨不
清性别而轻易不敢进入，憋得在厕所外打
转转。 如果确实憋不住，那就“破釜沉舟”
豁出去了，于是有的人就闹出笑话，男的
进了女厕所，女的进了男厕所，最尴尬、最
无奈的是厕所里有人。女人进了男厕所还
好说，如果男人进了女厕所，而女人赖男
人耍流氓，那真是有口难辩。因此，在辨不
清男女厕所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误会，有
的人就干脆找一个能够避人的地方去解
决内急的问题。 树下、草丛、柴垛、坍塌的
建筑物旁边等就是“理想”的场所。久而久
之，人们养成了习惯。 到城市去买东西或
卖东西时，遇到需要解手时，便找一个避
人的地方解决。对于农村人这种不文明的
习惯，城里人相当反感。
旧时，家庭中也大多没有厕所，一般
来说，每家每户都有一副积累屎尿和脏水
的“尿筲”，将全家人每天的排泄物集中到
尿筲里，待尿筲积满后，再将其挑到村外
某个固定的垃圾点倒掉，人们把这个过程
叫做“到筲”。村里极少数条件好些的农户

在自家院子的一个角落，用泥土或砖头垒
我们村而言，从“户厕改造”到“厕所革命”
个简易厕所，将草木灰放在一角，在厕所
就至少经历了三次。
的墙壁上挂一个柳编小笼，或在墙壁上挖
第一次是兴建公共厕所。 我们村先后
一个小槽，再将高粱秸秆儿切成一个个小
在村里的主要道路边和每个胡同的两端，
段儿，并从秸秆中间劈开，名曰“劈棍儿”，
建起 8 个公共旱厕和十几个垃圾池， 村里
放在笼子或小槽中用以擦屁股。 因此，不
成立了卫生队负责打扫厕所和垃圾池，不
论是自家有厕所的， 还是没有厕所需要
但解决了村民乱泼乱倒现象， 给来村里走
“倒筲” 的， 院子里就年复一年的臭气难
亲访友的客人和卖东西的小贩解决了解手
闻，村里的垃圾点也由于缺乏管理，造成
的难题，而且村民的生活环境也得到改善。
乡村蚊蝇孳生，环境极差。
第二次是户厕改造。 村里投资 200
厕所是如此，如果在野外解手擦屁股
多万元为每家每户建设水冲式厕所。经过
怎么办？ 说起来也是挺难为情的。 至今我
一个时期的大规模改造，村里将大街小巷
还清楚的记得，小时候乃至年轻时我们在
铺满了地下管网，每个家庭门旁都埋一个
参加生产队劳动时解手，基本上是找个没
三格过滤装置，各家各户根据年龄结构安
人的地方就解了。而擦屁股则是随手揪几
装坐便或蹲便。 此后，乡亲们足不出户就
片叶子，或找一个秸秆、树枝解决。如果这
解决了如厕问题， 由于是水冲式厕所，故
些也没有，就找一块瓦碴或
土坷垃替代。村里有一个歇
后语叫做“垮瓷瓦儿擦屁
股——
—硬碴儿”。 对于土坷
垃擦屁股，人们似乎还有自
己朴素的“科学”道理。人们
说，太阳晒热的土坷垃能够
消毒，可以治疗痔疮。当然，
这都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自
我安慰而已。这样的排泄方
式之于庄稼人，延续了一代
董
又一代。 人们已习以为常，
忠
盼望着改变这种状况的心
海
情并不明显。直到农村改革
开放初期招商引资工作的
兴起，人们才开始对改造厕
所的期待。
记得我县参加一次接
待外商时，不但乡镇，即使
县城也没有外商看得上的
厕所，面对这既难闻又脏乱
遍揽春光入画中
差， 根本就无处下脚的厕
一幅艳景尽煽情
所，外商宁可回天津市区解
禾蔬翠绿漫田野
手，也不肯进我们这里的厕
桃杏嫣红接碧空
所，可想而知，这样的环境
淡淡馥香心欲醉
能够招商吗！为了改善投资
浓浓粉嫩意朦胧
环境， 为了改善城乡面貌，
尝鲜尽享菜肴美
为了给乡亲们的生活环境
谁解村姑热汗生
带来根本变化，一场场不同
程度、不同规模的“厕所革
摄影 王瑞祥
命”相继在乡间兴起。 仅就

一、适用范围
本指南适用于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正常运营的
家政、理发、洗染等各类居民生活服务业商户，其他
生活服务业参照执行。
二、家政等上门服务行业
1、配备必需物资。 按照疫情防护需求，确保疫
情防控物资配备到位，包括口罩、消毒液、酒精、专
用抗菌洗手液或免洗消毒洗手液、 防护手套等，还
可根据需要配备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
2、所有返津家政等上门服务人员严格落实 14
天隔离观察，无疑似症状方可上岗。 家政企业和家
政服务人员自觉配合所在辖区管理，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隔离方式。 单位有隔离条件的，实施单位隔离；
家政服务人员有居所的，实施居家隔离；无居住条
件的，暂缓返津。 家政企业应明确自身职责，对本企
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在隔离观察期间做好数据记录。
3、加强健康监测。 家政等上门服务人员在岗
期间注意自身健康状况监测，当出现发热、干咳、
乏力等可疑症状时， 要及时汇报并按规定去定点
医院就医。
4、佩戴口罩。 提供服务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戴
口罩前应保持手部卫生， 佩戴时应全部遮盖口鼻
处，双手压紧鼻两侧的金属条，使口罩与面部紧密
贴合。 当口罩污染或潮湿后应及时更换。
5、注意手部卫生。 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公共物
品；掌握正确的洗手方法，勤洗手，洗手时使用洗手
液或香皂，使用流动水洗手。
6、保持良好卫生习惯。 不随地吐痰，打喷嚏或
咳嗽时用手肘部或纸巾遮住， 不要用手接触口、
鼻、眼。 口、鼻分泌物用纸巾包好，弃置于有盖垃圾
箱内。
7、入户及时消毒。 自备分装瓶，装好消毒液，做
好必要消毒工作。 进入雇主家门时在门外换鞋或穿
上鞋套，用准备好的分装瓶对门把手进行消毒后再
进门。 进门后及时清洗双手。
8、做好通风清洁。 家政等上门服务人员应做好
雇主家庭室内清洁，开窗通风。
9、避免交叉感染。 与雇主家庭共同用餐时，实
行分餐制。
10、履行必要告知。 与雇主沟通时尽量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主动告知雇主返津时间、行程等信息，
并按照隔离要求做好各项防护措施。 雇主应为住家
家政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便利条件。
三、理发等长时间驻留行业
1、各经营单位要做好员工防护知识培训。 要求
所有员工上下班途中正确佩戴口罩、手套，建议步
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
2、员工每天进入经营场所（工作区域）前，应安
排专人给员工测量体温， 体温正常可入内工作，并
进行洗手消毒。 若员工体温超过 37℃的情况下，应
要求员工回家观察休息， 一旦发现员工有发热、干
咳、乏力等可疑症状，应立即停止工作，及时就近到

基本上没有臭味。 家庭洁净了，蚊蝇减少
了，空气清新了，村容靓丽了，乡亲们心情
惬意了。
第三次则是真正意义上的“厕所革
命”，这一次大约是从 2017 年开始的。 各
级组织把“厕所革命”看作“小厕所，大民
生”， 决心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
短板。 同时，把修建公共厕所和户厕改造
结合起来，从城区到乡镇，从村街到家庭
掀起“厕所革命”的热潮。 经过大家的共同
努力，如今，我们身边的厕所已经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
在公园，仿古式的厕所青砖拱门立于
花木丛中，身穿桔红色马甲的环卫工人随
时擦拭，保持厕所内外的清洁卫生。
在路旁，白杨垂柳下黄墙黛瓦的厕所
造型新颖， 室内的焚香气味随风飘至室
外， 给本来不雅的场所平添了另一番情
趣。
在小巷， 面积不大的厕所小巧玲珑，
择空而建，随时满足路人需求。
在乡村，夏季有凉风，冬天有暖气的
自冲式厕所随处可见。 和城里人一样，穿
着马甲，开着工资的编外“环卫工人”随时
清扫，保持着厕所室内外的清洁卫生。
在家庭，厕所也如同家中的一景。 一
边是坐便，一边是太阳能热水器，小小的
厕所里有的点燃了卫生香，有的喷洒了各
自适应的香水，过去那种难闻的气息荡然
无存了。
“厕所革命”不仅仅给乡村带来一道
靓丽的风景，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发展成果
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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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现在还有人读书吗？ 我的
回答很干脆，“有”。 而且不在少数，无论
是纸质，还是网络，无论是翻阅，还是收
听。 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诵读名家，
会把众多的书籍推上喜马拉雅有声平
台、电子平台。 目的就是让没有长时间
阅读的人们， 利用一些碎片时间收听，
阅读。
大到中外通史、 中华上下五千年、
四大名著、名人传记，小到童话故事，无
所不括。 而他们的录制过程也是阅读的
过程。
英国诗人拜伦曾经说过：“一滴墨水
可以引发千人的思考， 一本好书可以改
变无数人的命运。 ”读书，是一件最美好
王
的事情。 当你能行走的时候，可以沿着书
洪
梅
指引的方向到达你想去的地方。 实地考
证人物事件的发生发展、民风习俗、人情
食味、古迹建筑、音乐绘画，无论是远年
文明，还是近代繁荣，都可以得到证实。
当你不能走的时候， 书也可以带你到所
不能到达的远方，丰盈你的思想，充实你
的内心，辽阔你的心房，确立你的生存方
向，人生格局。
在当今全世界都在关注经济的时
代，还有一个节日是为书而定立，这就是
我为阅读寻找到的理由， 这个节日就是
“世界读书日”。 有人可能还不太清楚为
什么会把 4 月 23 日这一天定为世界读
书日？ 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说：这是西班牙
政府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 有人
会问：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有自己的书籍和著名作家，为什么西班牙
政府一提出就点头同意呢？ 书里这样说：“因为他们提出的是一个人
的名字——
—塞万提斯。 ”
4 月 23 日，是著名小说《堂吉诃德》的作者塞万提斯去世的日子。
那年是 1616 年。
直到他去世两百年以后，德国诗人海涅说：“在戏剧、小说、诗歌
三大领域，有三位登峰造极的巨人，那就是塞万提斯、莎士比亚、歌
德。 ”四百多年后的今天，全世界的人民还因为他，手捧书籍，这是何
等的了不起。 大师跌落在岁月的长河里，而人们却从中打捞起最有营
养的部分反复吮吸， 咀嚼。 书中的故事和本人的故事都是如此的不
幸，但充满幻想，包含善意。 塞万提斯只上过中学，23 岁当兵，第二年
在海战中受伤，左手致残。 几年后又被海盗绑架，因为交不出赎金被
折磨整整五年，好不容易摆脱海盗，又连续两次遭人诬陷而入狱。 刑
满释放后开始撰写《堂吉诃德》，当书刚刚发表，却因为家门口有人被
刺，他遭到怀疑再次入狱，一位文学巨匠，一生与之相伴的是残疾、绑
架、海盗、诬陷和牢狱。 他苦得难于想象。 直到很久以后西班牙才终于
明白让其称雄世界的不是傲慢，是文化，是安顿在首都马德里广场的
塞万提斯。
我们都知道：书——
—是一道厚重的门，垂青着每一位敲门者，那
敞开的门扉里，就有一口淘不干的井，是一座掘不尽的矿。
当我们手捧一本书籍，就是捧着一种力量，捧着一份希望。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从书开始的， 小时候为我们开启心蒙的是妈
妈或者奶奶讲的神话故事，百听不厌。 长大一点进入学校，坐在教室
里听老师给我们讲课本中的唐诗、宋词、历史、地理、算数、化学、物
理。 我们一路走来有无数师长和书籍陪伴成长，直到今天，我们依然
离不开书的指引， 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学习中认知世界， 懂得人性善
恶、尊卑长幼、爱恨情仇、情感友谊、共生共荣的道理。 从而，寻找到自
己的人生方向。
文化大师余秋雨先生说过一句话：“在世界所有的力量中， 文化
最软又最强。 ”它能穿越时空，千百年来让作者的名字、故事或者事
件、感情悲欢永远流传下来，让后人得以学习和借鉴。
趁着春光尚好，让我们读书吧！ 沿着书的足迹去了解先贤、领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立足新时代攀登知识的高峰，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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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居民生活服务业防控指南
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就诊。
3、要求员工上岗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勤洗
手，坚持在工作前、操作后、进食前、如厕后进行洗
手消毒，接待顾客应佩戴口罩。
4、 各经营单位应对服务设备和设施在常规消
毒清洁的基础上增加消毒频次，剪刀、梳子、推子等
“
一客一
理（剪）发用具和毛巾、围布等各类工具应
换一消毒”。
5、在服务过程中，全程佩戴口罩，减少与顾客
不必要的交谈并取得理解。
6、各经营单位应减少或者避免聚集。 可通过微
信等方式进行沟通。 如果必须开会，需要求员工佩
戴口罩，会前洗手消毒。开会人员间隔 1 米以上。减
少集中开会，控制会议时间，会议时间过长时，开窗
通风 1 次。 会议结束后场地、家具须进行消毒，茶具
用品用开水浸泡消毒。
7、后勤人员工作时须佩戴口罩，并与人保持 1
米以上安全距离。 保洁人员工作时须佩戴一次性橡
胶手套，工作结束后洗手消毒。安保人员须佩戴口罩
工作，并认真询问和登记，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
8、可适当缩减营业时间，并在明显位置张贴公
告，告知消费者并取得理解。 平日给客人提供零食
的经营单位，应停止供应到疫情结束。
9、可在经营场所室外合适地点设立应急区域；
当人员出现可疑症状时，及时到该区域进行暂时隔
离，再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10、经营单位每日须对门厅、楼道、操作区域、
会议室、电梯、楼梯、卫生间等公共区域进行消毒，
使用喷雾消毒两次， 根据情况可适当增加到四次。
每个区域使用的保洁用具要分开，避免混用。 保持
环境清洁，及时清理毛发和垃圾。
11、保持经营场所内空气流通。 保证空调系统
或排气扇运转正常，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开窗通风
换气， 有条件的经营单位要增加移动式紫外线消
毒灯，每天在营业前对经营场所进行 30 分钟空气
消毒。
12、加强对座椅设施、理发等各类器具及座机
电话等店内设施消毒，每客一清洁，用 75%酒精擦
拭两次。一次性用品要保证充足，不得重复使用。 洗
手间要配备足够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水设备
正常使用。
13、重点加强空调及新风系统的消毒、维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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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各经营单位空调系统的使用应按照《天津市
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共场所集中空调
通风系统使用规范（试行）》执行。
14、保持工位间安全距离，每个工位的服务面
积不小于 2.5 平方米，座椅间距不小于 1.5 米。营业
面积小于 20 平方米的采取
“
每次一客”服务方式。
15、顾客在服务完毕后残留的垃圾或其他用品
必须一客一清扫一消毒，统一收集到塑胶袋内并扎
紧袋口后处理。
16、营业期间严控入店人数，尽量采取预约制
服务，避免人群聚集，保证顾客全程佩戴口罩，非必
要不摘除。
17、严格执行扫码进入的规定。 张贴
“
津门战
疫” 小程序二维码， 所有人员扫码后方可进入店
内，并安排专门人员引导、辅助不会操作人员进行
登记。
18、所有顾客进店，应有测量体温过程，体温正
常的顾客，可提供服务。在体温超过 37℃的情况下，
应要求顾客离店并就医检查。 如果是老顾客，经营
单位有必要对顾客的情况进行跟踪并取得理解，保
持可追溯。
四、洗染行业
1、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健康管理。 企业负责人
是疫情防控第一责任人，应建立防控制度，做好员
工信息采集工作，对出现发热、咳嗽等不适症状及
与潜在风险人员密切接触的工作人员应及时隔离，
按规定去定点医院就医，并向主管部门报备。 合理
安排从业人员轮休。
2、加强宣传，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企业可通过
视频滚动播放或张贴宣传材料等，加强从业人员和
顾客对新冠病毒感染的风险防范认知。 开展疫情预
防知识和防治措施的卫生健康教育培训，包括
“
六
步洗手法”、防护用品使用、经营环境消毒、通风、预
防飞沫传播等内容。
3、配备必需的疫情防控物资。 按照员工的疫情
防护需求，确保疫情防控物资配备到位。 包括医用
外科口罩、医用消毒水 / 酒精，专用抗菌洗手液或
免洗消毒洗手液，防护手套等，还可根据需要配备
防护服、护目镜等防护用品。
4、严格执行扫码测温入场。 在经营场所前张贴
“
津门战疫”小程序二维码，员工和顾客须扫码后方
可进入经营场所，并安排专门人员引导、辅助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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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人员进行扫码或登记； 进入经营场所除扫码
外，必须设置专人在门口对每位上岗员工和顾客测
量体温，体温正常方可进入；进入经营场所的员工
和顾客必须佩戴口罩，对不戴口罩人员，拒绝其进
入经营场所。
5、严格控制顾客流量。 根据经营场所面积，合
理安排同时进店限额人数。 当店内顾客总量达到限
额人数时，停止顾客进入。 对经营场所门口等待的
顾客要做好解释工作，维护好秩序，有序排队入场，
顾客间保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人员聚集。
6、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服务。 生活衣物
的 服 务 流 程 应 符 合 《衣 物 清 洗 服 务 规 范》
（SB/T11204—2017）的要求。 公用纺织品洗涤
质 量 应 符 合 《公 用 纺 织 品 清 洗 质 量 要 求》
（GB/T35744—2017），经营管理应符合《公用
纺织品清洗服务规范》（SB/T11205-2017）的
相关要求。 医用纺织品洗涤的管理要求和洗涤
质量应符合《医院医用织物洗涤消毒技术规范》
（WS/T508-2016）的相关要求。
7、加强室内通风。 在保证经营场所温度达标前
提下，加强室内空气流通，首选自然通风，尽可能打
开门窗通风换气，也可采用机械排风。 如使用空调，
适当增加换风功率，提高换气次数，并注意定期清
洁处理滤网，排风管道应保持清洁。 保证空调系统
供风安全，保证充足的新风输入，所有排风直接排
到室外。 未使用空调时应关闭回风通道。
8、垃圾清运处理。 加强垃圾的分类管理，及时
收集并清运。 加强垃圾桶等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
可定期对其进行消毒处理。 可用含有效氯
250mg/L～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
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9、合理分类摆放衣物。 衣物收、付，存放和加工
等功能区域应划分有序，并有明显标识。 消毒后的
衣物要进行包装并与待洗衣物采取隔离封闭措施。
10、加强通风。 公用纺织品洗涤企业宜自然通
风。 使用室内机械通风换气的，换气次数应达到 10
次 / 小时，最小新风量宜不小于 2 次 / 小时，必要时
进行空气消毒。 医用纺织品洗涤企业污染区室内通
风换气次数宜达到 10 次 / 小时， 最小新风量宜不
小于 2 次 / 小时。 污染区安装空气消毒设施，定期
进行空气消毒。
11、垃圾清运处理。 加强垃圾的分类管理，及时

收集并清运。加强垃圾桶等垃圾盛装容器的清洁，可定期选
用有效消毒剂 （例如≥1000mg/L 含氯消毒剂、70%—
75%酒精）对其表面、周围区域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
12、加强洗涤区间的区域管理。 严格划分洁净区和污
染区。 医用纺织品洗涤工厂两区之间的隔离屏障及保障设
施必须适时检查，处于良好状态。严格落实洗涤织物流转遵
循从污到洁的原则, 工作中工作人员不得从污染区穿梭到
洁净区。
13、加强经营场所的消毒。 应保持经营环境整洁卫生，
每天定时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 对高频接触的物体
表面，如收银台、柜台、衣物收发台、门把手等容易受到污
染的设施， 可用含有效氯 250mg/L～500mg/L 的含氯
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每
天至少在营业前消毒一次，可根据客流量增加情况适当增
加消毒次数。
14、洗染设备、场所的清洁消毒。 每日应对洗涤、整烫
等机械设备和相关用具进行有效消毒。 洗涤机械每次使用
后要进行清洁消毒； 整烫用具在使用完毕后须用消毒液或
酒精棉球对工具的内外面进行擦拭消毒； 服装包装机每天
使用消毒液或酒精棉球对设备进行擦拭消毒。
15、对于洗衣车间、贮衣间，密闭后可采用物理法进行
空气及物体表面消毒。安装紫外线消毒灯（安装容量按房间
体积≥1.5w／m3 计算），照射时间不少于 30 分钟；采用臭
氧发生器（臭氧发生浓度应≥20mg／m3）， 作用时间 30
分钟。 对于较大的水洗车间，密闭后在无人条件下，可用过
氧乙酸溶液等有效消毒剂按防疫部门要求进行消毒。
16、设置衣物自助存取柜的企业，应安排专人每天对
存取柜进行全面消毒。
17、加强经营场所的消毒。 应保持经营环境整洁卫生，
每天定时消毒，并做好清洁消毒记录。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
面，如收银台、柜台、衣物收发台、门把手等容易受到污染的
设施，可用含有效氯 250mg/L～500mg/L 的含氯消毒剂
进行喷洒或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每天至少在
营业前消毒一次，可根据客流量情况适当增加消毒次数。
18、洗染设备、场所的清洁消毒。每天工作结束后，应选用
有效消毒剂（例如≥1000mg/L 含氯消毒剂、70%-75%酒
精）对设备表面、地面进行喷洒消毒。 脏污和洁净织物分别由
专用包装容器盛装，每天使用后要清洗、消毒，并由专人记录。
19、从业人员在岗时应当佩戴防护口罩，与顾客交流
时不得摘下口罩。 顾客在经营场所内要全程佩戴口罩。
20、保持安全距离。 从业人员与顾客服务交流时宜保
持 1 米以上距离，避免直接接触，尽量减少与顾客不必要的
交谈并取得理解。
21、注意手部卫生。 随时进行手部清洁，可用有效的免
洗消毒洗手液。特殊条件下，也可使用含氯或过氧化氢手消
毒剂；有肉眼可见污染物时应使用洗手液在流动水下洗手，
然后消毒。 在工作中避免用手或手套触碰眼睛。
22、 工作人员传递衣物或其他物品前后都要洗手，应
当全程佩戴口罩和手套。
23、收银员优先采用扫码支付方式，企业现金收银岗
位人员可配护目镜。
（静海区疫情防控指挥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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