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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历史、、现实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未来是相通的
“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习近平

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理
论创新成果，体现了历史、现实、未来相统
一的向度，彰显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强大的生命力。

首先看历史向度。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
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这是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整体所体现的
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
续发展的大逻辑。

在核心要义上，历史向度体现在以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意蕴。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
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
宝贵成果。改革开放 40多年来党的全部理
论和实践的主题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党的理论和实践主题依
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理论认知上，历史向度体现在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
辑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

“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

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
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以更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论思
维探索并深化了对“三大规律”的认识，开
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现了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再看现实向度。
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推进党和国家的

建设和改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
鲜明突出了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最本质特征。在直面矛盾、应对挑战中
不断回应呼声、砥砺前行是贯穿该书的一
条红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们
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成果，也
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的继
续。我们党科学研判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认识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系统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等根本性的现实问题，解决了许多长
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
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前所未
有的历史性成就。

始终坚持初心使命，坚守“以人民为中
心”的人民立场。贯穿于《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三卷的核心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
的人民立场。“以人民为中心”不是抽象的
理论、概念，而是党的建设、经济社会发展、
政治文化建设乃至外交国防各个方面的基
本遵循，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发展目标的指
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
奋斗目标”，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始终坚守历史担当，完善和发展国家制
度和治理体系。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关键时期。要战胜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
险挑战，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

“完善和发展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上
下更大工夫。深入学习领会“中国之制”是

“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对于进一步把我国
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坚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更好应对风险挑战，
赢得发展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看未来向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既深入描

绘了中国梦的宏伟蓝图，又提供了世界和
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是我们党立足自身、勇
于担当、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方向
指引。

首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
智慧中国方案。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
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共享，体现
了深邃的世界眼光、博大的人类情怀和高
超的战略思维。

其次，胸怀“两个大局”，使命引领未
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领导干部要胸怀
两个大局，一个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
略全局，一个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
是我们谋划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如何在
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这既要有
应对当下的底线思维，也要有立足长远的
战略思维。这就要求我们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做到前瞻
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
推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
坚，乘势而上，汇聚起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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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又到了中秋节了，这是中国重要的传统

节日之一。都说团圆，才是中秋。在古时，中
秋节和除夕一样热闹。祭月、赏月、吃月饼、
饮桂花酒……古往今来，不仅流传下来许多
情绪盎然的庆祝活动，还出现了大量脍炙人
口的中秋诗文。

追溯中秋节的起源，说法较多。一说它
起源于古代帝王的祭祀活动。《礼记》上记载：

“天子春朝日，秋夕月”，夕月就是祭月亮，说
明早在春秋时代，帝王就已开始祭月、拜月
了。后来贵族官吏和文人学士也相继仿效，
逐步传到民间。

二是说中秋的起源和农业生产有关。八
月中秋，农作物和各种果品陆续成熟，农民为
了庆祝丰收，表达喜悦的心情，就以“中秋”这
天作为节日。也有历史学家研究指出，中秋
节起源应为隋末唐军于大业十三年八月十五

日，唐军裴寂以圆月作为构思，成功发明月
饼，并广发军中作为军饷，成功解决因大量吸
收反隋义军而衍生之军粮问题。

古人中秋怎么过？
相较于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中秋节要做什

么，古人的中秋节可是十分有意思。在中秋
节，古人祭月。据史书记载，早在周朝，古代
帝王就有春分祭日、夏至祭地、秋分祭月、冬
至祭天的习俗。其祭祀的场所称为日坛、地
坛、月坛、天坛，分设在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北京的月坛就是明清皇帝祭月的地方。

除了祭月，他们的中秋宴也是相当讲究。
据说古时汉族的中秋宴俗，以宫廷最为精雅。
如明代宫廷时兴吃螃蟹。螃蟹用蒲包蒸熟后，
众人围坐品尝，佐以酒醋。食毕饮苏叶汤，并
用之洗手。宴桌区周，摆满鲜花、大石榴以及
其他时鲜，演出中秋的神话戏曲。清宫多在某
一院内向东放一架屏风，屏风两侧搁置鸡冠
花、毛豆技、芋头、花生、萝卜、鲜藕。屏风前设
一张八仙桌，上置一个特大的月饼，四周缀满
糕点和瓜果。祭月完毕，按皇家人口将月饼切
作若干块，每人象征性地尝一口，名曰“吃团圆
饼”。清宫月饼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像末代

皇帝溥仪赏给总管内务大臣绍英的一个月饼，
便是“径约二尺许，重约二十斤”。

再到后来，人们就把严肃的祭祀，变成轻
松愉悦的赏月。中国古代对月亮的崇拜极为
普遍，先秦至汉唐，人们在中秋节拜月、赏月、
咏月。中秋节的月亮以及明月辉映下的清景
奠定了中秋节的审美意趣。人们以期盼团
圆、渴望科举蟾宫折桂、追求爱情、祈求子嗣
等为中秋节增添了世俗情怀。而传说中的嫦
娥奔月、杨贵妃变月神、唐明皇游月宫、吴刚
伐树等神话故事，更让中秋节包含了超越世
俗之上的文化意蕴。

我们从诸多的皇帝诗文中可以看出，当
年乾隆皇帝在山庄过中秋时的地点、时间以
及当时的心情意境，如乾隆三十六年中秋即
景中写道：“胜地云山真表地，中秋风月正秋
分。”“云山胜地为康熙三十六景之一，每当中
秋吟诗於此。”此外，还有青枫绿屿中的月台、
月色江声、梨花伴月、云帆月舫等，这些以月
为名的景点都影射着赏月的意境。

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
成习。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
许多诗人的名篇中都有咏月的诗句。待到宋

时，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俗节
日，正式定为中秋节。

与唐人不同，宋人赏月更多的是感物伤
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
夜，明月的清光也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但
对宋人来说，中秋还有另外一种形态，即中秋
是世俗欢愉的节日，“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
酒，贵家结饰台榭，民家争占酒楼玩月，笙歌
远闻千里，嬉戏连坐至晓”（《东京梦华录》）。
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
月游人，达旦不绝。

到了明清之后，因时代的关系，社会生活
中的现实功利因素突出，岁时节日中世俗的
情趣更加浓厚，以“赏月”为中心的抒情性与
神话性的文人传统减弱，功利性的祭拜、祈求
与世俗的情感，愿望构成普通民众中秋节俗
的主要形态。

这个时期，人们供奉绘有月光菩萨的月
光纸，也叫“月光马儿”。富察敦崇的《燕京岁
时记》（一九零六年），记载：“月光马者，以纸
为之，上绘太阴星君，如菩萨像，下绘月宫及
捣药之兔，人立而执杵。藻彩精致，金碧辉
煌，市肆间多卖之者。长者七八尺，短者二三
尺，顶有二旗，作红绿，或黄色，向月而供之。
焚香行礼，祭毕与千张、元宝等一并焚之。”

看完这些，是不是觉得古人的中秋节很
有意思。 来源：澎湃新闻

古人的中秋节比你想的有意思古人的中秋节比你想的有意思

问：近期，全国多地陆续发生一些
性骚扰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民法典》中
专门有一条规定如何防范和处置性骚
扰，这与之前的规定相比有何不同？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彭
诚信：长期以来，我国法律对性骚扰没有
详细明确的规定。《妇女权益保障法》虽
规定了以行政处罚手段应对性骚扰，但
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判断方式等作出
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条文在
实践中发挥作用。不过，《民法典》的出
台解决了这一难题，更好地保障了个人
的性自主权。

《民法典》第1010条的一大突破，就
是首次对“什么是性骚扰”作出较为详细
的规定。该条第1款规定，“违背他人意
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
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
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本款规定
增强了制度的可操作性，有助于推动现
实中受害人更积极地维护自己的权利。

《民法典》还规定了有关单位在防
范性骚扰行为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民
法典》第1010条第2款，“机关、企业、学
校等单位应当采取合理的预防、受理投
诉、调查处置等措施，防止和制止利用职
权、从属关系等实施性骚扰”。同时还规
定，受害人在遭受性骚扰后，可以向单位
投诉，要求调查处置等。如果单位未履
行该义务，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第1010条
第1款中的“他人”并未限定性别。《民法
典》出台之前，性骚扰仅在《妇女权益保
障法》中有相关规定，即保护对象仅限于
女性。但现实中，男性也会成为性骚扰
的对象。《民法典》将性骚扰受害人的范
围扩大，体现了男女平等保护的性别理
念，具有进步意义。 来源：解放日报

眼下，虽然多数地区没有疫情，但受此
次疫情的影响，很多人戴上了“心理的口
罩”，产生了“消毒强迫症”，比如，在居家生
活中频繁消毒，外出时随身携带消毒剂等。

那么，消毒是否越多越好？消毒剂是否
越强越好？消毒剂浓度是否越高越好？是
否所有物品都需要消毒？我们又该如何选
择合适的消毒剂？

今天就跟大家聊聊消毒的这些事儿。
新冠疫情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我们的

公共卫生素养，如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手卫
生、口罩等。随着疫情的防控进展，我国已
进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这并不是说疫情
完全消失，而是疫情可能时起时伏，可能会
出现小规模暴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
节性发作等，且迁延较长时间，对生产生活
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消毒，成为很多家庭
的健康“新功课”。

新冠病毒，属最易杀灭的一类微生物

先说说什么是消毒。
消毒，即杀灭或清除传播媒介上病原微

生物，使其达到无害化的处理。根据消毒因
子的适当剂量（浓度）或强度和作用时间对
微生物的杀灭能力，可将其分为四个作用水
平的消毒方法：灭菌、高水平消毒法、中水平
消毒法、低水平消毒法。

一般认为，微生物对消毒因子的敏感
性从高到低的顺序为：亲脂病毒（有脂质膜
的病毒），例如乙型肝炎病毒、流感病毒、新
冠病毒等；细菌繁殖体；真菌；亲水病毒（没
有脂质包膜的病毒），例如甲型肝炎病毒、
脊髓灰质炎病毒等；分枝杆菌，例如结核分
枝杆菌、龟分枝杆菌等；细菌芽孢，例如炭
疽杆菌芽孢、枯草杆菌芽孢等；朊病毒（感
染性蛋白质）。

请注意：对消毒因子敏感性越低的微生物，
越难杀灭。新冠病毒属于最易杀灭的一类微生
物，大伙“谈冠色变”只因它的传播力和致病力
比较强，其实在外界环境中它是很脆弱的。

消毒时做好个人防护，过度消毒有危害

要注意，消毒因子大多对人是有害的，
因此，在进行消毒时工作人员一定要有自我
保护的意识，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以防止
消毒事故的发生和因消毒操作方法不当可

能对人体造成的伤害。比如，进行煮沸消毒
时，要注意避免烫伤；进行干热灭菌时，应防
止燃烧；进行压力蒸汽灭菌时，应防止发生
爆炸事故；进行紫外线、微波消毒，应避免对
人体的直接照射等。

家有传染病患者时，对患者应根据病情
做到“三分开”与“六消毒”。“三分开”是指分
住室、分饮食、分生活用具（包括餐具、洗漱用
具、便盆、痰罐等）。“六消毒”指消毒分泌或排
泄物、消毒生活用具、消毒双手、消毒衣服和
被单等、消毒患者居室、消毒生活污水污物。

还要注意，过度消毒也会带来危害。所
谓过度消毒，即在很少受到病原体污染的、
没有必要消毒的地方反复消毒或使用浓度
过高的消毒剂。过度消毒不仅危害人体健
康，还会危害生态环境。2003年非典期间，
由于过度消毒，台湾淡水河及其支流被倒入
了大量漂白水，导致含氯量过高，鱼群大量
暴毙，直到半年后才恢复正常，对河川生态

产生了明显冲击。重庆市此前也报告过因
消毒药液滥用导致野生动物异常死亡案例，
专家判定其中部分野生动物死亡原因为喷
施消毒药等引起的中毒。

那么，日常生活到底该如何消毒？总结
来说，如果身边没有传染病患者无需进行消
毒，保持“通风、洗手”的习惯，加强环境卫生
清洁，做好“5S”管理：即整理（Seiri）、整顿

（Seiton）、清扫（Seiso）、清洁（Seiketsu）、素养
（Shitsuke）即可。如果身边有传染病患者，
经过阅读本文应该也能了解到，日常接触物
品大多属于低风险，如果需要消毒，那么根
据物品被污染的风险等级采取相应消毒措
施，选择消毒措施时能选择物理消毒法的，
就不要使用化学消毒法，尽量选择对环境友
好型的消毒产品，避免破坏生态环境。

疫情虽可怕，但只要正确认识病原体的
特性，“知己知彼、正确消毒”，一定能给自
己、家人和社会提供更好的保障。

从专业角度看，我们根据物品污染后
的危害程度选择消毒、灭菌的方法（斯伯尔
丁分类法）。比如，1968年，斯伯尔丁根据
医疗器械污染后使用所致感染的危险性大
小及在患者使用之间的消毒或灭菌要求，
将医疗器械分为三类，即高度危险性物品、
中度危险性物品和低度危险性物品。

从医疗器械危险度分类可以看出，日
常居家及公共场所的物品大多属于低度危
险品，只需采取低水平消毒或清洁处理即
可；常用物品中口腔与肛门温度表属于中
度危险物品，需采取中高水平消毒，建议专
人专用。餐具也可归类至中度危险品，居
家使用时可使用煮沸或专用消毒柜消毒。
餐馆等场所必须使用高水平消毒，市场上
的高温蒸汽餐具消毒柜使用热力消毒原理
进行消毒，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

这里介绍一些家庭常用消毒方法：
● 煮沸消毒法
适用范围：餐具、服装、被单等不耐

湿、耐热物品的消毒。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煮锅内的水应

将物品全部淹没。水沸后开始计时，持续
15-30分钟。计时后不得再新加入物品，否
则持续加热时间应从重新加入物品再次煮
沸时算起。亦可用 0.5%肥皂水，或 1%碳酸
钠溶液代替清水，以增强消毒效果。

● 消毒剂溶液浸泡消毒法

适用范围：餐具、服装、污染的医疗用
品等的消毒。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消毒剂溶液应
将物品全部浸没。对管腔类物品，应使管腔
内也充满消毒剂溶液。作用至规定时间后，
取出用清水冲净、晾干。根据消毒剂溶液的
稳定程度和污染情况，及时更换所用溶液。

● 消毒剂溶液擦拭消毒法
适用范围：家具表面的消毒。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用布浸以消毒

剂溶液，依次往复擦拭被消毒物品表面。

必要时，在作用至规定时间后，用清水擦净
以减轻可能引起的腐蚀作用。

● 消毒剂溶液喷雾消毒法
适用范围：室内空气、居室表面和家

具表面的消毒。
操作方法及注意事项：用普通喷雾器

进行消毒剂溶液喷雾，以使物品表面全部
润湿为度，作用至规定时间。喷雾时，关好
门窗，喷雾顺序宜先上后下，先左后右。喷
洒有刺激性或腐蚀性消毒剂时，消毒人员
应戴用防护口罩和眼镜，并将食品、食（饮）

具及衣被等物收放好，注意防止消毒剂气
溶胶进入呼吸道。

常用消毒剂五花八门，怎么选呢？
先说说含氯消毒剂。哪些是真正的含

氯消毒剂？含氯消毒剂指溶于水、能产生
次氯酸的消毒剂。次氯酸分子量小，易扩
散到细菌或病毒表面并进入其体内，使蛋
白氧化导致细菌或病毒死亡。生活中常用
的含氯消毒剂包括 84消毒液、漂白粉、含氯
泡腾片，可用于桌椅、床、地板等处的消毒。

再说说大家都很熟悉的酒精。75%酒
精可以在病毒表面蛋白未变性前不断地向
其内部渗入，使所有蛋白脱水、变性凝固，
最终杀死病毒。75%酒精或酒精棉片可直
接擦拭使用，用于手部或手机、遥控器、键
盘、方向盘、钥匙等小物品消毒。但酒精属
于易燃物，使用酒精喷雾消毒应远离火源，
同时应避免在密闭空间大量喷洒。还有一
点要提醒大家：酒精浓度不是越高越好，过
高浓度的酒精在渗入微生物体内前，会迅
速导致病毒表面蛋白变性，阻碍酒精进一
步渗透，反而降低消毒效果。

最后说说新型消毒剂。随着科技发
展，也有一些复合消毒剂及对环境友好型
消毒剂问世，这将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及人
体的伤害，选择时可以看一下商品的批号
是不是“卫消证字”，以及其杀灭微生物的
范围。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疫情防控常态化下

我们如何消毒我们如何消毒？？
每年秋冬季至次年春季，都是我国

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发期，北方比南方
更早开始。今年的流感高发期，公众要
更加当心，因为流感可能与新冠疫情形
成高峰叠加。

“目前，已发现有人同时感染了流感
和新冠病毒。”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
染科副主任医师王新宇说，“为了防止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公众要继续
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在流感季到来前
接种流感疫苗，高危人群应优先接种。”

抗疫习惯要保持

流行性感冒是由甲型或乙型流感病
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
表现为上呼吸道、下呼吸道受累的症状，
如干咳、喉痛、鼻炎等，伴随全身性症状，
如突发高热、肌肉酸痛、头痛等。感染通
常持续一周左右，通过染病者咳嗽或打
喷嚏时产生的飞沫和微粒，病毒易在人
际间传播。

多数染病者在一至二周内康复，无
须接受治疗，但流感高危人群感染后，可
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高危人群分有四
类：老年人、儿童、慢性基础疾病患者、高
暴露风险人员。”王新宇介绍，慢性基础
疾病包括糖尿病、慢阻肺、肝硬化等疾
病，高暴露风险人员包括医护人员、老年
护理院工作人员、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
等职业。其中，高暴露风险人员的流感
重症风险并不是很高，但他们容易感染
并传染给他人，所以也属于高危人群。

上月，世界卫生组织技术负责人玛
丽亚·克霍夫博士表示：“目前，很难立刻
分辨流感和新冠肺炎的病症，所以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人们应当防控流感，接

种流感疫苗，以防临床情况复杂化。”
王新宇的观点与之相仿，提倡所有人接种流感疫苗，高

危人群优先接种。此外，每个人都要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如在密闭和人群集聚处戴口罩、勤洗手、打喷嚏时不要对着
他人。“这和预防新冠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要把好习惯保
持下去。”

越早接种疫苗越好

流感病毒属于RNA（核糖核酸）病毒，感染人类的流感
主要分为甲流、乙流两大类。其中，甲流根据血凝素（H）和
神经氨酸酶（N）两种病毒表面蛋白的结合情况，分为甲型
H1N1流感、甲型H3N2流感等亚型。乙流不分亚型，分为
乙型Victoria（维多利亚）系和乙型Yamagata（山形）系。目
前，一种流感疫苗还无法预防所有类型的流感病毒，但可以
同时预防多种，如三价流感疫苗通常能预防 2个甲流亚型
和 1种乙流，四价流感疫苗能预防 2个甲流亚型和 2种乙
流。“三价和四价流感疫苗的接种效果差别不大。”王新宇
说，流感疫苗还分为灭活疫苗和减毒活疫苗，前者安全性更
高，有慢性基础疾病、免疫性疾病的人应接种灭活疫苗。

临床研究显示，灭活流感疫苗对抗原类似毒株的保护作
用可维持6-8个月，接种1年后，血清抗体水平显著降低，免
疫力也就降低了。另外，流感病毒每年的流行株都不一样，
所以每年的流感疫苗组分并不相同。考虑到这两点，王新宇
建议公众每年接种当年的流感疫苗。接种后2-4周，血清抗
体才能产生，因此在流感高发期来临前，公众越早接种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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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歌展示馆留声机
（八音盒）、龙凤旗袍“海
上百年”盘扣、湖心亭立
体便签纸……9月 13日，
100 多 款 与“ 建 筑 可 阅
读”相关的文创产品在上
海旅游节文创市集上展
示，用多元方式讲述建筑
背后的人文故事，带人们
走进城市的历史，触摸城
市的文化印记。

市文旅局介绍，今
年，“建筑可阅读”面向上
海市全面推广，开展一系
列历史建筑保护活化工
程，并大力推进历史建筑
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市民
游客“走近”“走进”建筑。
目前，上海市开放建筑
1039 处 ，设 置 二 维 码
2458处。

来源：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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