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贵州六家医疗机构

开通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热线

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造成的心理伤

害，开展相关人群心理危机干预和心理疏导工作。 贵州省、

贵阳市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群提供心理健康服务，减缓和

尽量控制疫情的心理社会影响。 现将省、市心理咨询热线

公布如下：

一、贵州省医疗机构心理干预热线

1.贵州省第二人民医院：0851-88417888

2.贵州省人民医院：18083621140

3.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0851-86774080

4.遵义市精神病医院：0851-28872039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 全天 24 小时值班

二、贵阳市医疗机构心理干预热线

1.贵阳市第一人民医院：15185031558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日 全天 24 小时值班

2.贵阳市精神病人康复医院：0851-86612663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12:00，13:00—17:00）

����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 ， 在室

外、家庭、工作等环境中，我们需

要一直佩戴口罩吗？ 专家说，这

需要区分具体场合情况而定。 在

2 月 9 日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庞星火为

市民详细介绍不同场合下使用

口罩的情况。

在室外环境中———

庞星火表示，当个人独处、自

己开车或独自到公园散步等感染

风险较低时，不需要佩戴口罩；在

非疫区空旷且通风场所不需要佩

戴口罩。在建筑工地、野外郊游等

室外环境工作或活动的人员，原

则上可以不佩戴口罩 （职业防护

例外）。

但参加演唱会、大型赛事等集

会的人员，在商业街等室外公共场

所可能与他人密切接触的人员，交

警、公路稽查等执法人员，公交车

站引导员等服务人员，以及其他向

公众提供服务的有关人员应该佩

戴口罩。

在家庭环境中———

人们在家里也需要戴口罩吗？

庞星火指出， 家中无密切接触者

原则上可以不佩戴口罩。 但家中

有密切接触者时， 其他家庭成员

应避免进入密切接触者房间，必

须进入时应佩戴口罩。 家庭成员

出现呼吸道症状时应佩戴口罩。

密切接触者单独居住， 可不戴口

罩；在进入和家庭成员共用的空间

时应佩戴医用口罩。

在工作环境中———

假期结束， 人们进入工作状

态，办公环境下是否需要戴口罩？

“处于单人办公环境下的工作

人员原则上可以不佩戴口罩；处于

多人办公环境下的工作人员，办公

环境宽松、通风良好，且彼此间确

认健康状况良好情况下，也可以不

佩戴口罩。” 庞星火说，但其他工作

环境或无法确定风险的环境下应

佩戴口罩。

在其他场所环境中———

应当注意，在超市、农（集）贸

市场需要佩戴口罩，医院、机场、火

车站、地铁、公交、飞机、火车、超

市、餐厅等相对密闭场所都需要佩

戴口罩； 公众处于公共交通工具、

厢式电梯等密闭小环境时，也应佩

戴口罩。

“总之，在密闭空间、人群聚

集、人与人接触时，大家都要规范

佩戴口罩。” 庞星火指出，在日常工

作和生活中需要佩戴口罩时，通常

建议佩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在

佩戴口罩前和摘除口罩后都应注

意手卫生。

此外，专家提醒，口罩需单独

存放 ，避免彼此接触 ；如需再次

使用的口罩， 可悬挂在洁净 、干

燥通风处， 或将其放置在清洁 、

透气的纸袋中；口罩在弄湿或弄

脏时应及时更换，废弃口罩切勿

随地乱扔，应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要求处理。

魏梦佳

问：家庭是否每天都要

消毒？

答：不需要。

家中没有疫区来的亲

戚朋友到访、没有居家隔离

的患者或者疑似症状者，无

需每天消毒。 常通风、勤洗

手，做好清洁就行。 而且消

毒剂不能滥用，否则会使微

生物产生抵抗性，会降低今

后的杀灭作用。

问： 蒸食醋可杀菌消

毒？

答：不可以。

有说法称食醋中含有

的醋酸可以破坏病毒的结

构，达到杀灭病毒的效果。但

食醋中的醋酸含量往往较

低， 远不能达到杀菌消毒的

作用， 同时熏醋如果浓度过

高、时间过长，不但会引起呼

吸困难和恶心等症状， 还会

对皮肤和呼吸道黏膜造成伤

害。因此，蒸醋对新型冠状病

毒并没有良好效果。

问：消毒剂浓度越高越

好？

答：错误。

很多强效消毒液都具有

很强的刺激性，腐蚀性，浓度

过高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

害，腐蚀物品等。 因此，消毒

剂浓度并非越高越好， 根据

实际情况配置适宜浓度消毒

就好。 酒精就以 75%的浓度

为佳。还需要注意 84消毒液

等含氯消毒剂不能与其他消

毒清洁产品一起使用。

问：在室内喷洒 75%酒

精的方式消毒？

答：错误。

75%的酒精消毒液燃点

较低， 火灾危险性属于甲

类。 室内使用时禁止采取喷

洒式消毒方式，应采取局部

擦拭方法并避免洒漏，保持

通风，以免发生火灾。 不建

议使用酒精对衣物喷洒消

毒， 如果遇到明火或静电，

可能发生燃烧。

问：调高室温或洗热水

澡能杀灭病毒？

答：不能。

新型冠状病毒需要在

56℃的水中保持 30 分钟左

右才可灭活，所以处于冬季

室内 (� 23℃左右 )或洗热水

澡 (水温处于 40℃上 )并不

能灭活新型冠状病毒。

问：免洗洗手液能够取

代流水冲洗?

����答：不能。

市面上很多含有杀菌

和护肤成分的免洗洗手液，

有一定刺激性， 可能造成皮

肤过敏反应。 因此如果有条

件，还是尽可能用流水洗手，

配合使用肥皂或洗手液，参

照七步洗手法洗手。 另外，

含醇免洗洗手液还属于易燃

物质， 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

远离明火， 避免让孩子单独

使用。

问：洗手用品只能是酒

精类产品？

答：错误。

世界卫生组织等发布的

相关指南中， 都提到注意洗

手，且洗手用品是普通的肥皂

和水。 没有肥皂和水的情况

下，采用酒精类消毒剂代替。

来源：贵阳市疾控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

间， 召开会议应采取有关

预防措施， 要按照 “非必

须、不举办” 原则，尽量减

少大型会议的举办， 可通

过网络采用远程视频、电

话会议代替。 如必须召开，

省疾控专家建议做好以下

准备———

会前准备

在会议举办场所的大

厅入口安置红外体温检测

仪；为参会人员、服务人员

配备一次性医用口罩、手

消毒剂等物品； 会议前主

动了解参会人员及服务人

员的健康状况。

会场设置

会场座位保持足够间

隔，建议 1 米以上；会议场

所原则上不使用新风系

统， 中央空调应关闭回风

系统，或使用分体空调。

会场消毒

会场、宾馆和餐厅等场

所定期清洁与消毒，加强室

内通风；洗手间要配备足够

的洗手液，保证水龙头等供

水设施正常使用。

做好监测

参会人员、 服务人员

应配合会议组织方做好每

日健康监测；若出现发热、

咳嗽、咽痛、胸闷、呼吸困

难、乏力、恶心呕吐、腹泻、

结膜炎、 肌肉酸痛等可疑

症状， 要及时报告会议组

织方， 配合就医并按要求

开展隔离医学观察。

控制时间

建议缩短会议时间，如

会议时间较长， 建议每小

时通风一次。

安全用餐

会议期间用餐，应注意

饮食安全与卫生， 建议采

用分餐制、 错峰就餐等形

式，避免聚集就餐，并加强

对餐具的消毒及管理。

住宿交通

会场、宾馆房间、专用

交通工具等， 建议每天清

洁、消毒、通风换气，及时

清理垃圾。

个人防护

参会人员尽量减少外

出，如需外出，应全程佩戴

一次性医用口罩， 做好个

人防护和手卫生； 参会人

员、 服务人员进入会场前

都要测量体温， 并全程佩

戴一次性医用口罩。 用过

的口罩需要弃置垃圾桶

内，不可随意丢弃。

突发处理

若参会人员、服务人员

中发现“新冠肺炎” 确诊

病例，会议立即终止，并按

照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

控方案” 要求做好密切接

触者医学观察与病例排查

工作。

来源：贵州省疾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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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关注新冠肺炎疫情，全力

投身疫情防控工作，不少公众和一

线工作人员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焦虑情绪。 如何疏解焦虑、调节情

绪？ 不妨试试这份疾控专家开出的

“心理处方” 。

■工作篇

对自己工作的认同感低，自我

否定怎么办？

专家解惑：疫情防控工作涉及

方方面面，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

侧重的任务和独特的职能。 有些工

作内容琐碎、重复，或为统筹协调，

或为后勤保障，却是整个防疫拼图

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一部分。 疫

情防控工作不是由某个人的个人

能力决定的，还会受到其他因素影

响，每个人的工作，每个人的付出，

都为疫情防控贡献出自身力量，我

们的每一分付出都是值得肯定的，

我们的工作都是有意义的。 应该学

会接纳自己的表现，做力所能及的

事情，保持心态平和。

因合作不顺， 工作进展不畅，

感觉力不从心怎么办？

专家解惑：防疫工作需要多部

门合作，需要上下级协作，身在不

同部门、不同位置，思考问题的方

式会有差异。 当工作理念冲突时，

尽量通过沟通来解决。 若沟通无

果，也不必苛责他人或自己。 对他

人和自己都保持宽容，做好自己能

够做的，做好自己应该做的。

■家庭篇

在与家人交流疫情信息时我

们可能左右为难，说重了怕加剧家

人的担心，说轻了又怕不能引起他

们的重视，该怎么办？

专家解惑：与家人交流疫情信

息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对疫情足够

重视，做好防护，避免感染。 因此，

我们的交流不光是为了传递信息，

也是要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心和

担忧———

信息告知。 识别过滤所接收的

相关疫情信息，不必夸大也不必隐

瞒，将科学可靠的信息告知或转发

给家人。 教会家人辨别信息真伪，

观看电视节目和正规媒体关于新

型冠状病毒的报道， 不道听途说，

相信政府公开的信息，对防疫工作

保持足够的信心。

表达关心。 除了告知和转发信

息，我们要表达对家人健康的关心

和担忧，做到答疑解惑或者共同探

讨，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问题。

怎样帮助对疫情过度担心的

家人缓解紧张情绪？

专家解惑：有时，家人的过度

紧张来自于信息过载造成的心理

负担， 除了劝告家人关注正规媒

体，减少杂音之外，还要劝告他们

尽量控制自己每天接收有关信息

的时间，在睡前不宜过分关注相关

信息。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毫无防

备的家人会因丧失对生活的掌控

感而手忙脚乱。 因此，要让家人尽

可能维持规律的生活作息，做自己

喜欢和熟悉的事情，保持生活稳定

性，重拾对生活的掌控感。 可与家

人一起回忆，以往遇到危机时如何

成功应对， 增强对自身能力的肯

定，缓解焦虑情绪。

运动有助于缓解精神紧张。 可

在家中开辟出一块活动区域，与父

母子女共同进行适宜运动，比如广

播体操、太极拳、健身操等，不仅能

从运动中增加自我效能，还能从家

人互动中获得心理支持。

家人盲目乐观甚至不做防护，

怎样提高他们对疫情的重视程度？

专家解惑：有些家庭成员对疫

情重视不足。 为提高他们对疫情

的重视程度 ， 要避免进行指责，

着重谈谈当他们出现不重视自我

保护行为时， 我们自己的感受，

赢得家人的理解。 比如， 家里有

人执意不戴口罩出门 ， 避免说

“叫你戴口罩你不听， 出去就别

回来” 之类的气话 ，可以这样表

达：“你不戴口罩就出门，我很担

心你的健康。 ”

有时，指出家人的错误并不能

有效改变其行为，可以换一种方法

试试。 比如，家人觉得不戴口罩呼

吸会更顺畅，那可以帮助他检查佩

戴方法是否有误；如果家人觉得戴

口罩“很矫情，怕被笑话” ，可以帮

助他认识戴口罩是对别人、对自己

负责的表现，是一种责任担当的体

现，以此消除他被嘲笑的担心。

■个人篇

如何缓解对自己和家人可能

受到感染的担心？

专家解惑：我们可以利用正向

思维来缓解担忧———

活在当下。 我不能肯定将来会

怎样， 但这一刻我仍然拥有健康，

我可以继续努力生活。

我不是束手无策。 我可以提醒

我的家人， 保持个人和家庭卫生，

戴口罩以及认真洗手和消毒。

情况也不是那么糟。 即使我真

的生病，我不用过多担心，会有很

多人陪伴我一起面对。

如何缓解耗竭感、烦躁、压抑

等负面情绪？

专家解惑： 因为工作任务繁

重，休息时间有限，很可能会出现

耗竭、烦躁、压抑等负面情绪。 我

们要利用工作间隙使自己放松，

哪怕只有 5 分钟至 10 分钟， 在办

公室走动休息， 与家人视频聊天

等。

当感觉自己情绪激动时，可暂

停手中工作，做做深呼吸让自己平

静， 或者将自己的想法感受写下

来。

睡眠不足和身体缺乏水分也

会影响我们的情绪。 如果确实感觉

身体不支，要及时和领导、同事沟

通。 不用穿防护服的一线工作人

员，定时提醒自己喝水；需要穿防

护服的实验室工作人员、消杀人员

要及时补充水分，避免因身体缺水

导致情绪烦躁。

来源：贵州省疾控中心

疫情期间开会

应如何防护

出现焦虑情绪 可以这样调节

贵阳疾控提醒：消毒别去闯误区

抗击疫情期间 如何佩戴口罩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