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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餐饮行业有序复苏，美食、安全两相宜

“吃货”的春天又来了

餐厅内，
一人一桌标识醒目。

▶餐厅入口，工作人员对顾客进行

体温测量。
记者

宁如娟

在家宅了一个多月，差点忘记烤
肉是什么味？火锅是什么味？奶茶是
什么味？实在是太想念了啊！
3 月 15 日，邵阳市委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发布《关于做好
餐饮业有序复工营业疫情防控的通
知》，
明确全市餐饮经营单位在达到疫
情防控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可根据自
身实际情况自主决定适时恢复营业。
这也意味着，
“吃货”
们的春天又来了。
市区餐饮行业复工情况如何？
防控措施是否落到实处？3 月 16 日，
记者走上城区街头，感受城市的烟
火气。
3 月 16 日上午，记者在大祥区城
北路、曹婆井路、红旗路沿线看到，周
边的早餐店、快餐店、奶茶店等餐饮
店多数都已撤掉了门口处的打包台，
允许顾客进店点餐、用餐。同时，提供

线上外卖、叫号取餐、间隔排队等多
种形式的餐饮服务，最大程度地降低
疫情传播风险。
大祥区曹婆井路旁的一家早餐
店内，店主王女士正在擦拭餐桌、座
椅，准备迎接进店消费的顾客。王女
士说，2 月底，自家的早餐店恢复营
业，只能做外卖生意，生意明显不如
之前。3 月 15 日，得知全市餐饮经营
单位允许恢复营业后，王女士立即和
家人再次将餐馆进行全面消毒，于 3
月 16 日起允许顾客到店内用餐。
“一
桌只坐一个人，不能拼桌。几人同行
的错位就座，保持距离”，王女士说，
自己将餐饮业复工营业的规定牢牢
记在心里，为了顾客的安全，也为了
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您好，进店前先测量体温，填写
个人信息。”记者走进大祥区红旗路
附近的一家快餐店，门口处的工作人
员一边测量体温，一边提醒道。检测

台上，摆放着酒精消毒液等防护用
品，供进店顾客使用。该店总经理邓
顺中介绍，餐厅用餐区正式对外开
放，允许客人到店内用餐。门店在落
实“勤消毒、勤通风”等防护措施基础
上，提供无接触取餐服务，全方位营
造安全的用餐环境。同时，在每个用
餐桌上贴上“一人一桌”的标识，并安
排专人有效引导，提醒顾客保持间
距，避免人员扎堆用餐；顾客用餐完
毕后，
及时清洁消毒餐桌及座椅。
“门店开放用餐区域，我们在外
就餐就方便多了。”红旗路上一快餐
店内，顾客刘女士带着小孩正在用
餐。刘女士说，自己来邵阳市区搭乘
高铁，打包用餐不方便，餐饮店正式
开放了，解决了她一大难题。到店用
餐时，她会选择周边用餐人数较少的
餐桌，保持好距离。
“看到餐饮店严格
的防疫措施，我觉得很安心。”刘女士
说道。

遇上好心人 钱包失而复得
购物卡、身份证、银行卡等物品。捡到
钱包后，张亚丽和同事站在原地等失
本报讯 3 月 19 日，回忆起前一 主。她当时心想，这么重要的东西，失
天钱包失而复得的情景，湖南省体彩 主肯定会回头找寻。
管理中心邵阳分中心的李素芳十分激
但她在原地等了十几分钟后，
没有
动：
“我太幸运，
遇上好人了！”
失主前来认领。
由于一时间找不到失主
3 月 18 日 12 时许，李素芳走路回 的联系方式，
张亚丽只好拨打了 110，
希
家吃饭。途经红旗路滑石小学旁的一 望民警能帮忙把钱包归还给失主。
交给
家粉面店时，她掏了一下手机，不小心 民警后，
她和同事就转身离开了。
将钱包掉在地上。走了一段路后，李素
随后，民警根据钱包里面的身份
芳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便折返寻 信息，查询到失主李素芳的联系方式。
找。寻找未果后，李素芳急得像热锅上 电话接通后，听到钱包失而复得，李素
的蚂蚁，灰心的她只好抱着一丝希望 芳喜极而泣。当天下午 3 时，经民警核
拨打了 110，
希望提供帮助。
实身份后，李素芳把自己的钱包取了
另一边，张亚丽和同事在红旗路 回去。得知钱包是被一位好心人捡到
逛街时，突然发现地上有一个钱包。张 后交给民警的，李素芳表示非常感动，
亚丽打开一看，里面有 4000 多元现金、 感慨还是好心人多。
记者

陈贻贵

钱包里面的现金、
银行卡、
身份
证、
购物卡。
李素芳通过民警，问到了张亚丽
的电话，并通过电话号码加了其微信
并发了 800 元红包以示感谢，但张亚丽
没有点收。
当天下午，
过意不去的李素芳特地
来到张亚丽上班的地方，
硬塞给她一个
红包，
遭到了张亚丽的拒绝。
“捡到东西
物归原主，
这是应该做的，
举手之劳。
”
张
亚丽说，
她做好事不是为了图回报。

本报讯 3 月 19 日，新邵县交
警大队龙溪铺中队民警来到村民
家中，为符合上牌条件的电动自行
车免费上牌，村民在上牌现场连声
道谢。
为落实省、市电动自行车注册
登记工作相关要求，扎实推进交通
问题“顽瘴痼疾”整治工作的开展，
新邵县交警大队各基层中队联合当
地政府及各村（社区）干部，及时全
面开展广泛宣传，将电动自行车上
牌操作步骤和自助办理二维码等宣
传材料以海报形式，张贴于各村活
动中心和人流集中地段，同时民警
进村入户进行摸底和发放宣传资
料，确保电动自行车上牌工作在全
县范围内铺开。
为更好的服务群众，实现让群
众少跑腿、多办事目的，
新邵县交警
大队民警主动进村入户，在进行宣
传的同时，对广大群众家里符合规
定的电动自行车当场发放牌照，进
行上牌服务。
截至目前，新邵县交警大队共
发放、张贴各类宣传资料 10000 余
份，电动自行车已上牌 282 台，此项
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新邵交警进村入户上牌办证

通讯员 吴艳红 陈又民 毕登远

4 月 1 日起，

残疾人市区
乘公交车免费
记者

贺旭艳

本报讯 4 月 1 日起，持证残疾人在邵阳市区
乘坐公交车将享受免费政策。这是我市加快推进
残疾人全面小康进程和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而
采取的又一项惠民举措。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全市持证残疾人共
有 210741 名，其中市区持证残疾人 15711 人。市残
联、市交通运输局、市城客办和邵阳扬子巴士有限
公司、市宏腾城乡公共汽车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协
商，
决定落实残疾人在市区乘公交车免费的政策。
残疾人凭有效残疾人证均可在市区范围内免费乘
坐公交车。
(上接 1 版)
唐桂花带着一岁四个多月的女儿，提着水蜜
花粑粑、猪血丸子等可口美食，
来到华天酒店等待
丈夫归来。唐桂花的丈夫肖明珠是市中西医结合
医院呼吸内科的一名医生。
“因为不知道他回来的
具体时间，所以我早早地过来了。带的这些东西，
都是他平时最爱吃的。
”
唐桂花笑着说。
27 岁小伙田沧海和众多家人拉起横幅、手捧
玫瑰花，迎他的未婚妻——市中心医院儿科重症
监护室护士田倩胜利归来。
田沧海说，
等隔离医学
观察结束，
他们就举办婚礼，
迎娶最美的新娘。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邵阳先后派出 87 名医
务人员支援湖北黄冈、武汉，救治病患。邵阳医疗
队的白衣战士们同时间赛跑，
与病魔决战，
以精湛
的医术挽救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以辛勤付出彰
显了白衣天使的职业操守，
为打赢武汉保卫战、黄
冈保卫战作出了重要贡献。经过 50 多天的日夜奋
战，邵阳队所在的湖南援助黄冈第二批医疗队共
收治确诊病例 236 人，治愈出院 232 人，圆满完成
了救治任务，
交出了一份闪亮的抗疫“答卷”。
返邵后，医疗队员们将在华天大酒店进行为
期 14 天的集中休养。结束隔离医学观察后，他们
就可以与家人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