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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一个都不能少！
文/徐剑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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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计划检修，以下出线需要停
电，请有关用户做好生活和工作方面
的安排。

● 4月02日8:30～15:30 光明
变956光明路线

停电范围：龙翔公司、奥登房地
产、食全食美、金蓝港大酒店、供电宿
舍、酒厂宿舍、什拉门更、鑫康乐园、
富丽家园、寅龙热力、西提观澜小区、
牵手KTV等用户

● 4月02日8:30～17:30 金桥
变955神华线

停电范围：尊宇地产、香榭花堤、
旺地嘉华、神华地产、政法小区、北京
四中等用户

● 4月02日8:30～17:30 金桥变
956宏光线

停电范围：祥泰房地产、旺地嘉
华、赛罕大厦、金宇星城、神华地产、
赛罕公安局、赛罕检察院、赛罕法院、
后巧报新村、馨康花园、东营子、西营
子、正营子、正佳地产等用户

● 4月03日8:30～11:30 台阁牧
变957牧川Ⅰ回线

停电范围：北特通讯、进出口贸
易加工区、西贝餐饮学校等用户

● 4月03日8:30～11:30 台阁牧
变958牧川Ⅱ回线

停电范围：圣誉公司、驰誉公司、
红幡食品公司、三满鑫公司等用户

● 4月03日8:30～17:30 台阁牧
变961洪福线

停电范围：天俊房地产、百万小
镇、山东路桥、新纪元路桥、BOBO悠
乐城、美好食品公司、上海路基、新德
塑业、能源职业学院等用户

● 4月03日8:30～14:00 白塔变
915南店线

停电范围：黑土凹、德德玛艺术

学校、巴彦街等用户
● 4月04日8:00～19:00 黄合少

变911添面梁线、912讨速号线、913河
西线、914导航线、916蒙冀线

停电范围：西讨速号、前三富、后
三富、金马沙厂、添密梁西讨速号、郊
区林场、花园佳缘、麻什林场、格此老、
航天中学、河西新村、河西乡镇府、西
黄河少、导航站、蒙冀铁路等用户

● 4月04日8:30～17:00 海东
变969构件街线

停电范围：幸福小区、中华家园、
家和小区、鲁桥置业、名都风景二期、
筑福城、丽苑阳光城、丽苑小区、青水
山恋等用户

● 4月04日8:30～17:00 东郊变
922爱民路线#78杆后段

停电范围：筑福城、三合村市场、
后勤基地、丽苑小区、三十四中、怡芯
园、凯德房地产等用户

● 4月04日8:30～17:00 鸿盛变
955塔利线

停电范围：哈拉更村、讨思号村、
塔利村等用户

● 4月08日0:00～8:00 中心变
964艺术街线#2环网柜952开关后段
停电范围：阿乐烤吧、统计局、三中分
校等用户

● 4月08日8:30～14:30 鸿盛
变954铁东线

停电范围：北国之春生态园、南
璞地产、绿地小区等用户

● 4月08日8:30～14:30 鸿盛
变958空港线

停电范围：伯爵花园、盛古酿造、
锦绣园、艺校等用户

● 4月08日8:30～17:30 鸿盛
变957沙梁线

停电范围：赤诚培训学校、科技

学院、雅比斯纺织、什兰岱村、军区修
理厂、金属结构厂、文联小区、前不塔
气村、东把栅村等用户

● 4月09日8:00～17:30 东郊变
935铸管线

停电范围：电校、水利设计院等
用户

● 4月09日8:30～14:00 友谊变
962高红线

停电范围：西菜园、塞外名苑、西
苑家园、南营村、西岸国际等用户

● 4月09日8:30～17:30 如意
变955朝阳线

停电范围：雅世春华、呼铁物流、
博园地产、监狱管理局、前不塔气、后
不塔气、什兰岱、大厂库伦等用户

● 4月10日8:30～17:30 金桥
变952大黑河线

停电范围：税务局、前巧报、市气
象局、建蒙地产、儿童福利院、天威地
产、内蒙残联、康馨家园、吉美地产、
市容小区、华清苑、赛罕地产、左岸阳
光、少管所、东大黑河、蒙海地产、锦
绣佳园、邪教办、美的家园、众合家
园、质量监督、景观花园等用户

● 4月10日8:30～17:30 金桥变
953佳园线

停电范围：金城小区、元和地产、
泓森建筑、世纪青城、闽辉物业、经贸
厅、金桥佳园、金凤凰、金河湾、维多
利超市、新雅艺墅、粮储局等用户

● 4月11日8:00～17:30 丁香变
979保东线

停电范围：金盛家居、呼市工商
局、富丽苑房产、鹏欣房地产等用户

● 4月11日8:30～17:30 鼓楼变
952辛家营线

停电范围：西鼓楼、东鼓楼、秀水
小区、三O师、辛家营、三仁房产、公

安消防、隆基房地产、合林学校、东把
栅村等用户

● 4月15日8:00～20:00 陶卜齐
变951榆林线

停电范围：呼市第十中学、毫沁
营镇南店村居委会、陶卜齐前街、陶
卜齐后街、水磨村等用户

● 4月15日8:00～20:00 陶卜齐
变955太平庄线

停电范围：阳曲夭、中铁六局天
津铁路、古力板村、黑沙图、前乃莫板
村等用户

● 4月15日8:00～20:00 陶卜齐
变956保和少线

停电范围：保和少村、土良村、庄
子村、大夭村、东干仗村、西干仗村、
水磨村、二道河村等用户

● 4月16日0:00～6:00 新华变
963中海线

停电范围：财经学院、工业学校、
气象局、蒙古族学校、联合中建等用户

● 4月16日8:30～17:30 航天变
953苏木沁线

停电范围：南地村、美岱、美岱果
园、二十家村、辛庄子、太平庄等用户

● 4月17日8:00～17:30 兴安变
957学苑线

停电范围：医学院肿瘤医院、文
化商场、蒙通地产等用户

● 4月17日8:00～17:30 兴安变
958新兴线

停电范围：农大东区、金宇文苑、
农委大院、大源地产等用户

● 4月17日8:00～17:30 兴安变
959呼伦路线

停电范围：师大锅炉房等用户
● 4月17日8:30～17:30 航天变

962天晴线
停电范围：添面梁村、黄合少村、

格此老村等用户
● 4月18日8:30～17:30 航天

变954吉贤线
停电范围：集贤砖厂、宏力沙场、监

狱砖厂、吉贤村、添面弯、太平庄等用户
● 4月22日8:30～12:30 东郊变

926北航线#2环网柜952开关后段停电
停电范围：安全厅锅炉房等用户
● 4月24日0:00～6:00 海东变

970阳光线
停电范围：新舒园、清芷园、联建

小区、丽苑阳光城、海鑫苑小区等用户
● 4月24日8:00～19:00 新营子

变913黄合少线
停电范围：喇嘛湾、黄合少村、格

此老村等用户
● 4月24日8:00～19:00 新营子

变914朱亥线
停电范围：新营子、菜家营、喇嘛

湾、郭家滩、东黄合少、毛不浪、老丈
夭、朱亥、西五十家、五惧夭、后夭子、
秦家夭、郝家夭、移民新村、沟口子、
青山营等用户

● 4月25日8:30～18:30 昭君变
959二道河线#135杆后段

停电范围：枫林家园、嘉园地产、
久大房地产、太平庄等用户

● 4月29日8:30～17:00 学院变
951甲兰板线

停电范围：郭家营、罗家营、巴彦
镇、甲兰板村、奎素村、乔家营、脑包
村等用户

● 提示:1、凡有自备发电机的用
户，必须高度重视安全，严禁向停电
的检修线路倒送电。2、工作结束后有
可能提前送电, 严禁未办理工作票擅
自检修线路设备.3、如遇恶劣气候，停
电日期另行安排。

咨询电话：95598

呼和浩特供电局停电通知

2019年4月是第31个爱
国卫生月。为进一步宣传引
导群众养成健康文明的生
活习惯，改善环境卫生状
况，以崭新面貌迎接新中国
成立70周年，3月27日，内蒙
古自治区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办公室向全区人民发
出倡议。倡议内容包括共推
厕所革命、共促卫生健康和
共建美好环境三方面。（3月
29日《北方新报》）

俗话说：众志成城，开

展爱国卫生运动需要上下

同声呼应，我们没有理由只

做追随或叫好的旁观者，要

进一步强化主人翁意识，将

爱国卫生运动内化为精神

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围

绕家庭单位环境理一理、小

区道路绿地扫一扫、公用楼

道口清一清、社区公共设施

擦一擦，人人动手治理“死

角”，个个参与常态管理，从

而形成棋盘式、网格化的整

治格局。

新常态下的爱国卫生

工作，已经被赋予了更多

更新的理念和内容。对每

个人来讲，不仅要积极参

与到环境卫生整治，还应

检讨和改变我们的生活方

式及卫生习惯，形成自我

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

的社会氛围。一方面要充

分发挥“互联网+健康”的

作用，广泛普及公共卫生

知识，养成良好的卫生习

惯；另一方面要将健康理

念转化为科学、绿色、文明

的生活方式，从我做起、向

我看齐、对我监督，在提高

健康素养、强身健体中不

断提高防病抗疫能力。

一言以蔽之，爱国卫生

是民生所系、民心所向，既

要大张旗鼓突击整治，更要

大处着眼常态推进，政府和

公民责任“一个都不能少”。

评论投稿信箱：

bfxbbtxw@163.com，

请注明“本土声音投稿”。

今年2月底，湖南孕妇

王女士在当地妇幼保健院

拿了4盒共40袋德瑞欣维生

素C颗粒，吃了两盒后发现，

药已经过期近两个月。医院

投诉科的工作人员承认医

院发了过期药，但该院药剂

科主任语出惊人：“过期药就

类似于水果没有吃完……”

他还把过期药比作剩菜：“我

肯定吃剩菜，我相信所有中

国人都吃过剩菜。”

按照我国现行药品管

理法的规定，超过有效期

的药品，属于劣药。为了增

强体质、保护胎儿，却吃到

劣药，后怕程度可想而知。

而药剂科主任不负责任的

答复，更无异于火上浇油。

的确，现在的药品成分

都比较稳定，有效期的标注

也是慎之又慎，大多数药品

在正常的温度环境中，即便

过了有效期，药效未必就马

上下降，或产生多少变质的

有害成分。但问题的关键显

然在于：违规的时候不谈危

害，而是对问题的腾挪转移。

就如同醉驾的人说自己开

得很稳，显然不能蒙混过关。

药剂科主任作出这样的神

答复，想必是以淡化事件为

目的。医院发出过期药，肯定

是一次不良事件或者医疗

差错，如果公开承认错误，就

意味着后续的追责不容回

避。这个时候口不择言，创造

出剩菜理论，潜台词就是，

“一件芝麻粒大小的事，患者

揪着不放，岂不是太矫情了

吗？”其实，承认错误、接受处

理，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创

造出一些欲盖弥彰的言论，

只会将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出现过期药，医院除

了及时道歉外，应该反思

在盘库和预防药品过期登

记的相关流程上是不是存

在漏洞，诚实告知患者具

体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并

从药品机理上做好安抚工

作，对药品过期可能出现

的不良反应作出必要评

估，让当事人真正踏实下

来。 （据《北京晚报》）

“十全大补”
各地中考生陆续迎来体育测试，一些家长为了孩子能拿高分,不惜重金请一对一私

教。为了长分，补数学、语文、物理、化学、英语……还得补体育！课后成考生“大补”时间。

但是，这样的“大补”，学生们真能消受得了吗？ （据《北京晚报》）

过期药有害 “神回复”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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