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期间，如何安全去医院就诊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记者温竞华 田晓航）新冠肺炎流行，医院不免成为很多人心中“危险等级最高的地方”。特殊时

期，其他病还要不要去医院？有轻微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就要去发热门诊吗？怎么才能避免交叉感染？针对一些民众的疑问，记
者进行了采访了解。

有轻微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就要去发热门诊吗？

不少人出现了轻微发热或呼吸道症状，却害怕去发热门诊
会被隔离或交叉感染，对此王贵强强调，特殊时期，为保证患者
和他人的安全，一般不明原因发热的患者需要先经过发热门诊
筛查，排除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后，方可根据情况到门诊就诊。

《北京协和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众防护问答》提到，如
无流行病学史，单纯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咽痛等上呼吸道症
状，而乏力、发热、咳嗽等症状都不太明显，也可能是普通感冒，
年轻患者、无基础病人群，可暂居家观察。一旦发热症状加重
或呼吸困难加重，尽早到发热门诊就医；年长患者或有基础病
人群，建议尽快就医。

冬季也是流感高发季，流感多以高热、头痛、肌痛和全身不
适起病，可有畏寒、寒战，多伴有全身肌肉关节酸痛、乏力、食欲
减退等全身症状。此类患者，需要到发热门诊进行筛查。

到医院就诊如何正确防护？

专家提醒，患者到医院就医，一定要戴口罩。到一般门诊就
诊，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即可。如果去发热门诊，建议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并尽量乘坐私家车或出租车、网约车就医。

有人担心，去过医院会不会成为密切接触者？北京地坛医院
感染性疾病诊疗与研究中心首席专家李兴旺说，在没有防护的情
况下，与疑似或确诊病人近距离接触的人，才算密切接触者。此
外，目前发热患者有专用通道，疑似或确诊患者有专门的隔离
区域，因此去医院看病接触到感染者的机会并不会显著高于其
他相对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

粪便里可以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医院的厕所还能用吗？
专家表示，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新型冠状病毒存在粪口传播，经
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仍是主要传播途径。只要戴口罩、
勤洗手，就不需要过度担心，医院的厕所同样可以放心使用。

其他疾病还要不要去医院“凑热闹”？

专家提示，对于急症或危重症患者，仍需到急诊尽快就医，注意
做好防护。对于慢性病稳定期的患者，则尽可能减少去医院就诊，
可以线上咨询。若是针对白内障等病情发展缓慢的疾病的择期
手术，患者可与主治医师商量将手术时间延期到疫情之后。

那么，需要每周或每月定期到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该怎么
办？《北京协和医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众防护问答》提示，对
于强需求的治疗安排，如患有恶性肿瘤需要定期静脉输液化疗
治疗的患者，在经治医生评估风险后，接受医院安排及时入院
完成化疗治疗，入院期间配合病房安排做好个人防护。

对于患类风湿关节炎、溃疡性结肠炎等病情稳定、定期应
用生物制剂的自身免疫病患者，可考虑在经治医师指导下，短
时期改用口服治疗方案，或适当延长给药间隔，必要时再回医
院接受治疗。

？

生活观察

“情绪雾霾”有哪些表征？专业人士为“心病”开出“良方”——

心理抗 公众应如何行动？
新型冠状病毒不

仅侵袭身体，同时也影
响人们的心理。自 1
月下旬以来，全国多地
已启动对确诊患者、疑
似患者、医护人员等不
同群体的紧急心理危
机干预工作，心理援助
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
防线。疫情下的“情绪
雾霾”有哪些表征？心
理抗“疫”，公众应如何
行动？专业人士又开
出了哪些“良方”？

“我怎么还在发烧”“住在这里
会不会交叉感染”“我不想治疗
了”……隔离病房内，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心境障碍诊疗专家陈俊，时
常能听到这些话。“有一名老年患
者，很害怕自己和家人发生意外，有
比较严重的焦虑。”在听取医疗专家
意见后，陈俊为患者开具了小剂量
助眠药物，并进行心理疏导。

“有的患者担心治不好，觉得
‘睡着了就醒不过来了’；有的患者
烦躁时会扯掉氧气面罩；还有少数
患者会出现抑郁、反应呆滞等较严
重症状。”陈俊表示，这些情绪都是
疫情下正常反应，经过对症药物治
疗和心理疏导，改善效果普遍良好。

在不自知的情况下把病毒传
染给了家人，是许多患者最大的

“心病”。据统计，浙大一院之江
院区隔离病房内，不少患者都存
在轻度抑郁和焦虑症状。“他们担

心自己，也担心家人，既恐惧又内
疚，病房里抬眼可望的各种医疗
设备、防护严密的医护人员，也加
剧了这种情绪。”该院精神卫生科
教授许毅说。

医护人员也是心理专家们观
察和照护的对象。上海市精神卫
生中心梳理出医护人员可能出现
的心理问题，包括“长期过劳导致
身心疲惫”“面对大量患者感到压
力、无助和恐惧”“对自己和家人患
病的担忧”等。

目前，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
已专门公布了一个微信二维码，供
有需要的医护职工单独联系。浙
江省卫健委也组建了针对医护人
员的心理专家团队。“社会的关心
和支持对医务人员来说非常重
要。比如，热心市民送来的奶茶、
水果等，就让医护人员感到特别欣
慰。”陈俊说。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
主任医师谢斌说，在地震等自然灾害
发生后，大家考虑的是团结，人与人
之间的距离会被拉近。而传染病却
不同，为了避免交叉感染人们必须相
互远离。“这种特殊性会让更多人陷
入负面情绪。”浙江省心理卫生协会理
事长赵国秋说，一些原本容易焦虑的
人，更可能在群体焦虑下走向“草木皆

兵”。比如会时常感觉胸闷、发热，每隔
一两个小时就量一次体温等。我们称
这种为焦虑情绪引起的“情绪雾霾”。

同济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
心副教授姚玉红说，眼下开学时间的
不确定导致部分学生无所适从，而长
时间闷在家里又引发出他们既往的

“未完成”焦虑，让心理上的“欠债”更
加凸显。

很多老人的饮食起居因为疫情也
有了改变，比如不能健身了，不能参加
邻里活动了。上海静安区石门二路街
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医生苏蓬说：

“有的老人‘闷’久了，焦虑和烦躁，从电
话里、视频里，口气、面部表情上都能听
出来、看出来。我会敦促他们在家中保
持平日的健身习惯，不要因疫情而停
止，这对心理健康也有帮助。”

华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系副教
授张麒认为，网络时代同时存在“信息
过载”和“信息窄化”现象，一个人如果
只盯着疫情相关信息，对生活的其他方
面不再关注，焦虑情绪就会持续放大，
产生“想象中的恐惧”。“要掌握科学的
信息，减少未知带来的恐慌；也要把时
间留给自己日常感兴趣的东西，这是一
种积极的自我‘心理防护’。”

浙大一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胡少
华说，特殊时期人们更要学着与焦虑、
恐慌等情绪“和解”。他建议，一要保持
充足睡眠；二要保证适当运动；三要合
理安排一天时间，不要只专注于某一件
事，还可趁着这段时间，回顾生活和工
作，做好下一步的规划。

做好心理抗“疫”，必须进一步
丰富公众的纾解渠道。专家建议，

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鼓励
更多专业心理咨询机构和公益人士
参与，综合运用网课、在线聊天、制
作新媒体产品等手段，将更多优质
心理援助课程和服务送至更多群
众，促进“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社会
氛围的形成。

（据新华社上海2月17日电 记
者吴振东 郭敬丹 俞菀 许东远）

确诊患者易生“心病”A “闷”久了心理易“欠债”，需重视“情绪雾霾”

学着与焦虑“和解”，个人和社会应积极行动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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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处理决定催告书琼商贸〔2020〕19号

文昌阿何食品工业园有限公司：海南省商务厅联合海南省财政
厅于2019年5月20日依法向你公司送达了《行政处理决定》(琼商贸
〔2019〕90号)，你公司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
讼，又不履行海南省商务厅联合海南省财政厅作出的行政处理决
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之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司催告，请你公司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下列义
务：将挪用及违规使用的财政专项资金138.05万元以及被挪用及违
规使用的财政专项资金滞纳金缴入海南省财政厅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账户信息如下：开户名称：海南省财政厅 开户行：国家金库海
南分库 账号：370000000002271001 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海南
省商务厅联合海南省财政厅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你公司在收到本
催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请你公司在收到本催告书之日起三
日内到海南省商务厅或海南省财政厅提出陈述和申辩，逾期不陈述、
申辩的视为放弃陈述和申辩的权利。海南省商务厅联系人：李春林，
联系电话:0898-65303190。地址：海南省海口市国兴大道9号省政
府办公楼二楼267室。海南省财政厅联系人：孙谦，联系电话：0898-
68531765。地址：海南省海口市滨海大道109号1404室。

海南省商务厅 海南省财政厅 2020年2月8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终止承包经营关系的通知
海南农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沙宝龙分公司、海南农垦

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昌江宝昌分公司、海南农垦林产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澄迈宝岗分公司、海南农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保亭

宝仙分公司、海南农垦宝宁林产有限公司、海南宝亨林产有限责任

公司、海南宝晟兴福利木业有限公司、琼海大路宝定木材加工厂:

本集团公司因经营体制改革，终止与贵司承包经营关系,现

请贵司于本通知首次刊登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持合法有效凭

据与林产集团就双方承包经营期间存在的债权债务进行清理，逾

期将视为弃权处理,本集团公司不再受理。

海南农垦林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2月18日

广告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积压
房地产土地确权登记征询异议公告

海资规[2020]1375号
根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快积压房地产产权确认工作的

决定》，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对下述积压房地产土地确权

登记申请的审核情况予以公布(详见下表).对公布的土地使用权.所

有权及他项权利有异议者，请于公告之日起60日内，以书面形式并

持有关证据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琼山分局办理异议登记或

复查手续。逾期没有提出异议的，即认为公布的权益无异议。联系

电话: 65809392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0年2月12日

产权

申请人

李国强

土地

坐落

海口市琼山

区桂雅园新

村 第 11 排

第13号

分摊土

地面积

126m2

权属

来源

琼房地字第 17

号《合 同 书》、

0001648号发票

原土地

使用者

琼山县房地产

开发总公司（琼

国 用 [1990]78

号文）

▲潘晟遗失护照一本，护照号码：
E18244873、APEC卡号：74695、
有效期：2021年12月20日，声明
作废。

公 告遗 失

（2018）琼0105执2059号执行裁

定书，本院定于2020年3月20日

10 时至 2020 年 3 月 21 日 10 时

（延时除外）在海口秀英区人民法

院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

（http: //sf. taobao. com/

0898/13）上进行第一次公开拍卖

海南省文昌市文城镇文航路118

号银河金座商住小区（B1、B2#楼）

（幢）7-1-07(房号)以及9-1-05

(房号)。特此公告 联系人：宋法

宫 联系电话：0898-68644005

二O二O年二月十四日

▲海口永兴飞龙实业有限公司中

海南方加油站公章破损，声明作

废。

▲海南省地质调查院因财务专用

章磨损，声明作废。

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公告
（2018）琼0105执2059号

根据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

典 当

急用钱-找银达
全国典当连锁集团

银达典当诚信经营23年，全国连锁分
店25家 办理房产、汽车、名表、钻石、
黄金、铂金、股票、数码产品及大宗房
地产项目等典当贷款业务 正规专业
快速灵活 高额低息 海口公司：国贸
玉沙路椰城大厦一层 68541188
68541288 13307529219 三亚公
司 ：三 亚 解 放 路 第 三 市 场 旁
88558868,13518885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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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防疫＋复工”：

上海搭建企业
互助发展跨界融合平台

据新华社上海2月17日电（记者李荣）近
期，上海基层都在有效寻找防疫情与促发展之间
的平衡点，在防疫特殊环境中优化政府服务，改善
营商环境，帮助搭建企业互助发展跨界融合平台，
使得不同产业之间错位对接、共同发展。

在上海奉贤“东方美谷”产业基地，不同行业
之间结成“发展联盟体”，共享员工、共享“空间”。
上海小元国食品配送有限公司是一家餐饮企业，
伽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东方美谷”内的知名
美妆企业。这两家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企业，此
次在共同抗疫中“结缘”，错位对接，员工共享，既
解决了餐饮企业留沪员工“有工难用”的困境，也
解决了化妆品企业“无工可用”的窘境。

防疫期间，政府部门在优化政务服务中既是
“店小二”，又成为“穿针引线”的“热心红娘”。在
沪郊四团镇，相关政府部门主动进行行业摸底，建
立受影响企业“一时富余人员”信息库，在把好防
疫关的基础上，形成“跨界”对接机制，引导这些人
员进入有扩产需求的行业和企业中。

浙江全省上线
个人通行“健康码”

新华社杭州2月17日电（记者张璇 殷晓
圣）杭州率先推出健康码之后，这一通行方式被迅
速扩展到浙江全省。17日，浙江11个设区市的
健康码已全面上线，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疫情防控
和安全复工。这也意味着，浙江是全国首个“健康
码”全覆盖的省份。

据悉，健康码是进入浙江省相关地市的个人
通行电子凭证，适用于所有在相关地市的人员及
返岗人员。市民通过线上申报，完成健康信息登
记后，经后台审核生成属于个人的二维码。“健康
码”实施“绿、红、黄”三色码动态管理：显示绿码
者，亮码通行；显示红码者和黄码者，需要自我隔
离并健康打卡，满足条件后将转为绿码。

2月17日，重庆一企业工作人员在N95医用
防护口罩生产包装车间内作业。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重庆市积极引导
相关企业加大N95 医用防护口罩的研发、生
产，并优先保障一线医护人员需要，为疫情防控
提供保障。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重庆：N95医用防护口罩生产忙

武汉：

疫情期间“无接触”方式
投递小区邮件快递

新华社武汉2月17日电（记者廖君 冯国
栋）17日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
布第14号通告。通告称，疫情期间，为避免外出
购物产生交叉感染的风险，倡导市民网上购物，将
采取“无接触投递”方式投递市民网购物品。

通告表示，将在武汉市所有住宅小区和村封
闭管理卡口处设立邮件、快递接收点，快递小哥将
邮件、快递投递到接收点，取件人根据快递小哥通
知，到卡口接收点自行取件。卡口接收点由社区、
村负责设立，负责卡口管控的工作人员和物业管
理等人员配合快递小哥做好寄递工作，确保物品
安全、高效送达。

通告说，本通告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小区（村）
封闭管理取消时自行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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