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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心理防疫自助手册

一场疫情，让人与人被隔离开，却也让更
多人懂“家”的意义，明白生之珍贵、爱之不
易。

疫情期间，有些人被迫和家人天各一方，
有些人则因为隔离在家，度过了一段与家人、
爱人长相厮守的时光。有些人不远千里，甚至
以身涉险要赶回家中；也有些人却因为长期蜗

居在家，和家人产生矛盾，闹出各种啼笑皆非
的事故。

然而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从来都不是一个
人的战斗。和家人组队，共同打赢战“疫”，是
这次疫情中，最美的画面。所以说，疫情结束，
对更多人来说，学会珍惜，学会打理亲密关系，
是我们需要面临的人生课题。 （本报综合）

疫情教会我们的5件小事

这场疫情，教会了我们

什么？疫情期间，记者采访

了一些传染病专家，通过他

们的“经验之谈”，整理出这

场疫情中我们必须学会的

5件小事。

“如果说从这场疫情中我们
能获得什么经验，我觉得头一件
事情就是，让大家明白了戴口罩
的重要性！”相关专家说。

人们对戴口罩这件事毫不在
意。有些人觉得戴口罩很麻烦，
把两边绳挂在耳朵上就完事了，
其实这种方法是错误的。

“即使没有新冠病毒引发的
疫情，每年的春季也是流感多
发季，人们应该自觉戴口罩。

比如自己感冒了，或者身体不
适，应该自觉戴上口罩；去医院
等地方，也应该戴上口罩，这样
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
负责，更应该成为一种习惯和
自觉。”

专家说，这次疫情，让大家
意识到口罩的重要性，出门戴口
罩成了人们的标配，相应地，对
预防流感等其他传染性疾病也能
起到很好的作用。

No.1 养成戴口罩的习惯

在针对疫情防控工作，以及
医护人员进出隔离病区的采访
中，记者发现，所有医护人员对洗
手这件“小事儿”特别上心。平时
大家洗手都是两三下了事，到了
医护人员这里，每一次洗手都被
分为7个步骤，每个动作还规定
了相应的时长。

“正确洗手是减少手部病毒、
细菌最直接最有效在方法之一，
这次疫情给了人们一个很大的教
训，就是平时应该注意做好手卫
生，认真洗手消毒，传染性疾病将
能够得到很好地防控。”相关专家
说。

如何正确洗手？刘伶俐表
示，洗手应用流动水、肥皂、洗手
液洗手，按照卫生健康部门总结

并广泛推广的“七步洗手法”口
诀：“内、外、夹、弓、大、立、腕”，清
洗手心、手指、手背、指缝、指甲
缝、手腕等处，每次应揉擦20秒
以上，保证清洗干净。不方便洗
手时可以使用含酒精的免洗洗手
液进行手部清洁。

哪些时候需要洗手？“饭前
便后要洗手；制备食物、吃东
西、摸口鼻时要先洗手；感冒患
者咳嗽或打喷嚏后必须洗手；
接触他人、触过动物、外出回来
后都要洗手。”专家表示，如果
在外不方便洗手，应随身携带
消毒纸巾，可以自行消毒。但
切记，没有消毒或清洗的手，不
要擦拭眼、鼻、口部位，以免细
菌乘虚而入。

No.2 学会正确洗手

同样是新冠肺炎病毒，有些人没什么症
状，有些人是轻症，而有些人是重症，还有些人
则是一入院就进了负压病房。

“疫情考验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素质，
考验个体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专家建议，按照

“膳食宝塔”，每天摄入高蛋白类食物，包括鱼、
肉、蛋、奶、豆类和坚果，每天吃新鲜蔬菜和水
果，适量多饮水，食物种类、来源及色彩丰富多

样，不要偏食，荤素搭配。
“要注意——不要食用野生动物！”“认真

对待每一餐饭，有助于改善营养状况，增强机
体免疫力，可以有效抵御病毒入侵！从疫情防
控的角度来讲，我们尤其建议一日三餐在家自
己做，一方面能保证食材安全，另一方面减少
与陌生人的接触，从而保证自己及家人的安
全。”

No.3 认真对待每一餐饭

疫情来临，没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口罩难以买到、发热门诊人满为患、确诊

病例死亡人数不断增加……铺天盖地的信息
充斥在眼前，恐慌、焦虑可能比病毒更快地在
人群中蔓延。疫情期间，不少人出现失眠、紧
张、恐惧、焦虑、抑郁等问题，可谓“病毒未至，
心态先崩”。

在临床救治一线的医护人员都格外关注
患者的心理健康。“很多入院的确诊患者属于
轻症，但他们背负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如果不
进行开导，很可能会影响到治疗。”专家说，在

针对患者的救治中，医护人员的一大工作，就
是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在必要的情况下，
医疗救治团队会邀请心理专家介入治疗。

专家表示，即使没有确诊、没有感染病毒，
但心理问题也可能让很多人出现各种难以预
料的“症状”。心理专家建议，无论是疫情期间
还是疫情过后，大家都应该学会合理地接纳自
己的情绪，然后去进行调节，唱歌、玩游戏、画
画，看搞笑类的节目都是有效的解压方式。如
果情绪影响到正常的工作生活，就需要寻求专
业的心理医生进行一对一诊治。

No.4 保持阳光心态

No.5 和家人爱人在一起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疫情期
间，居家隔离太久，感觉每天都想跟家里
人吵架。近日，家住温泉城区岔路口社
区的居民刘女士十分担忧，自己是不是
病了？

岔路口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因为新
冠肺炎，居民心理有不同程度的反应是
难以避免的。良好的心态，可以提高我
们的免疫力，抵御病毒侵袭。

如何能保持心理健康？该负责人
建议：首先，居民要对疫情有正确的认
识，要相信政府的权威性发布，不信
谣，不传谣。主动去学习疫情知识，增
加对疫情的了解，提高判断真伪消极
的能力，而不是被动接受谣言而引起
恐慌。

如果居民是属于容易焦虑的人，要
重视自我情绪管理，学会调节。建议多
放松下心情，学会识别自己生理和情绪
上的不适，学会接受接纳自己有焦虑和
恐惧的情绪。可做些让自己感觉更好的
事情，例如看电视，运动，听音乐，玩游
戏，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更舒适的活
动上，也可学习“呼吸方式训练”和“肌肉
渐进性松弛训练”。拿到绿码的居民可
以出门后，可以在社区内多和邻居、朋友
聊聊天，疏解一下心结。

居民如果出现情绪波动大，已经严
重影响生活了，还
是建议去正规的心
理科门诊治疗或者
咨询心理治疗师咨
询。

如何保持心理健康？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目前，我

市从3月17日起有序恢复预防疫苗接种
工作，家住咸安阳光社区的王女士想咨
询，防疫期间，疫苗接种有哪些注意事项
呢？

阳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居民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时
应及时到医疗机构就诊，推迟接种疫
苗的时间。出门接种疫苗时注意个人
防护，带好口罩，与他人保持距离，避
免人员集中。配合预防接种单位工作
人员做好体温检测，并主动出示健康

码。
现在预防接种单位

暂时只提供预约接种服
务，市民接种前先与所在
地的接种单位提前联系，

接种时要携带《预防接种证》、《预防接种
服务手册》。接种后应注意留观30分
钟，回家后如有不适及时与接种单位联
系。

接种疫苗后饮食上要做好忌口，
不要吃辛辣刺激性食物，不易饮酒，
不要剧烈运动，以免引起或加重疫苗
接种不良反应，甚至影响疫苗接种效
果。

既往诊断有明确过敏史、免疫缺陷
的，应明确告知医护人员，谨慎接种。部
分疫苗需要接种多个剂次，剂次之间有
一定的日期间隔要求。如果没有特殊情
况，应尽可能按规定的日期间隔接种。
患急性疾病、严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的
急性发作期和发热者可暂缓接种，待痊
愈后补种。

如何进行疫苗接种？

我已经因疑似而隔离一周了，病情还不见好转，特别担
心，睡眠质量特别差，我想让自己从焦虑的循环中走出来，该
怎么办？

疑似而未确诊，病情走势也不明了，能够感受到你此刻悬
而未决的情绪状态。让自己好起来，不妨尝试以下做法：

打破循环：如果感觉自己在不间断地关注身体状况、思考
病情走势、陷入焦虑的黑洞中，尝试有意识地停止这个想法，
哪怕停止一分钟，做一些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些的事情：比如
看喜剧、读书、从事自己的爱好等。

感受当下：尝试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此时此刻正在发生
的事情上，聆听此刻正在发生的声音，例如电器的声音、身体
摩擦的声音等等，不对这行声音做喜好的评价，仅仅是倾听。
或者，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呼吸上，深深地吸气，缓缓地呼
气。也可以从事平时喜欢的事情帮助自己专注于当下，比如
练字、做手工、练瑜伽、找人聊一聊等等。

放松身体：网络上很多指导人全身放松的音频，有意识地
放松自己的身体各部分肌肉，从头皮直至放松到脚指头，配合
缓慢深入的呼吸。

我因感染新冠肺炎住院，医院只有我一个人，现在非常恐
惧，害怕死亡，不想离开这个世界，我的孩子需要我，家庭需要
我，但我好无力，我该怎么办？

无情的病毒让你不得不离开那个你熟悉的家来到了医
院，有对疾病的害怕，有对死亡的恐惧，但我更感觉到你对家
的期盼和对孩子的牵挂。他们需要你，你也需要他们。在这
样的情境中，我们需要去找力、借力、创造力量来面对现实。

找力量：保持与家人的联系，关注了解家人的生活状态，
家人的安慰和牵挂会让你感受到自己被需要。想想自己过往
面对压力的经验，与家人聊聊他们面对压力的想法，或许你也
能发现你们身上一直存在着迎难而上的力量。

借力量：疫情的特殊性使得你在治疗期间无法得到家人的
陪伴和照顾，但医院里还有很多关心着你、努力守护着你的“逆
行者”，他们与你一样离开家、离开孩子来到这里，大家的力量
凝聚在一起，只为打赢这场战役，然后各回各家，请你坚持！

创造力量：困难面前，很多人会顿感软弱无力，焦虑惧怕，
但这其实也是你内在生命力的呐喊和咆哮，试着让自己读读
书、看看报、说说话、聊聊天，规划规划蓝图、设计设计未来
……总会有些你曾经希冀的力量会让你前进，为你赋能，为你
助力，请你期待！

我确诊住院后家人也陆续查出被感染，而且父母年纪大、
症状重，我特别担心、自责，感觉家人都是被我害的。

那么，不妨这样试试：
这不是你的错：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这种看不

见摸不着的病毒，你也不知道病毒是什么时候、如何跑到父母
身上的，这一切都在你没有任何觉察的情况下进行的，你什么
都不知道，自然就不能苛责自己如何做好防护，如何去阻止病
毒的入侵，也就是说这些都是不可控的，也都不在你的控制范
围内。所以，请接受这并不是你的错。

接受目前的状态：在不可控的情况下形成了目前的状态，
所以请停止苛责、惩罚、伤害自己，这样你才能更有力量保护
自己，保护家人。哪怕现在不能为父母做些什么，你的好转也
是对他们最好的鼓励。

尝试做出改变：改变对此事的态度，尝试积极应对病情，
努力让自己放松，学会专注于当下。当下，最能够做的就是改
变自己，放下自责是为了更好地爱。

我从武汉回到老家，发烧后被确诊，现在所有我接触到的
人都被隔离了，去过的超市也被封闭了，听到的都是指责，事
前我并不知道新冠病毒，更不知道自己会感染，感觉自己既无
力又委屈。

承受着病痛的痛苦，还要承受外来的指责，能够深刻感受
到你的无助和沉重，这一切都不是原本计划的，原本你希望
回老家快快乐乐地过春节，希望见你一直牵挂的人，去你惦
念的地方，但是这些都被接下来可恶病毒给封锁了，你受到
了这该死病毒的牵连，甚至成为他人眼中病毒的传播者。
在这么艰难的境况下，内心深处或许有个声音在说：我需要好
起来，这样才能让那些因接触过我而被隔离的人消除恐慌，让
我惦念的地方重现繁荣。所以，希望自己好一点，不妨试试这
样想：

这不是你的错：你并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感染这种看不
见摸不着的病毒，更不想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发现症状及时
就医，并详尽地说明自己接触到的人和去过的地方，你正是在
用自己的力量去保护其他人，不让病毒侵袭更多的人，你做了
你该做的事，没有什么错。

换位思考：如果能够站在被隔离的人的角度来思考，或许
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些，被隔离难免会有不便和恐慌，任何人
在这样负面的情绪下多少会有一些抱怨，抱怨的可能是行动
限制，或者对病毒的恐慌，再或者是自己的疏忽，而并非完全
是对你的敌意和排斥。

接受现状：尝试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要相信及早发现并隔
离是在保护更多的人，你们都为病毒防控做出了贡献。让自
己重回平静，积极对抗病毒，早日好转，用实际行动消除他人
对疾病的恐惧。

我的家人确诊患上新型肺炎，现在他本人很消沉绝望，总
担心自己治不好甚至可能会死掉，我要怎么帮他呢？

第一，助人者先自助。家人感染新冠肺炎，一定会让你感
到压力较大甚至焦虑，请先觉察自己的心理水平，如果情绪较
为低落，可以做一些能让自己释放压力、宣泄情绪的事情，获
得一些社会支持，补充一些心理能量，让自己达到相对理性平
和的状态，要相信患病的家人会在你的言谈举止之间找到信
心。（忌：强装很镇定，假装不惧怕，盲目型乐观。）

第二，耐心倾听同感。当人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时，恐
惧消沉自然而生，这时需要你能够做到耐心倾听，陪着他一起
面对，这种陪伴只要心贴着他的心，一起去面对就好。你其实
不必侃侃而谈或者小心翼翼，你只要去倾听、去陪伴，这本身
就可以带给他最有力的心理支持。

第三，链接积极资源。患病家人之所以会特别消沉绝望，
对死亡恐惧至极，是因为当前处境下，没有一种特效药或者一
种医疗措施可以有效治疗，这时的你需要给他一些硬核信息
让他看到希望：国家越来越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医学专家院士
的日夜兼程科研突破，无数逆行的医护救援，还有在消沉绝望
中依然在坚持的他自己。

第四，给予现实支持。在做好防护措施的情况下，满足一
些患病家人的现实需求，可以是一碗白粥，可以是一本诗集，
虽小而有心，虽淡却有爱。

看完这些，也许你可以全部做到，也许你只可以做到一两
点，但请不要勉强自己，更不要为难自己，因为你的家人也不
希望你勉为其难，但我相信你一定能找到关心他、帮助他更好
的方式。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越
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重视传染性疾
病。“了解疾病，才能有的放矢做好防护
工作。”专家提醒，除了新冠肺炎，还有
一些呼吸道传染病值得人们警惕：

流行性感冒

传播途径：以空气飞沫直接传播为主。
主要症状：发热、全身酸痛、咽痛、咳

嗽等症状。

麻疹

传播途径：主要通过打喷嚏、咳嗽和
直接接触等途径传播。

主要症状：前驱期：出现38℃左右
的中度发热，伴有咳嗽、流涕、流泪、畏
光，口腔颊粘膜出现灰白色小点；出疹
期：体温升高达40℃左右，红色斑丘疹
从头而始渐及躯干、上肢、下肢等。

水痘

传播途径：主要通过飞沫经呼吸道

传染，接触被病毒污染的尘土、衣服、用
具等也可能被传染。

主要症状：经过大约2周潜伏期，患
者可出现头痛、全身不适、发热、食欲下
降等前期症状，继而出现有特征性的红
色斑疹，后变为丘疹、水疱，常伴有瘙痒，
1天至2天后开始干枯结痂，持续一周左
右痂皮脱落。

流行性腮腺炎

传播途径：病原体主要通过空气传
播或飞沫传播，也可通过直接接触感染
者的唾液传播。

主要症状：部分患者可有倦怠、畏
寒、食欲不振、低热、头痛等症状，其后则
出现一侧腮腺肿大或两侧腮腺同时肿
大，2天至3天内达高峰，面部一侧或双
侧因肿大而变形，局部疼痛、过敏，开口
及咀嚼时疼痛明显，含食酸性食物胀痛
加剧，常可波及邻近的颔下腺、舌下腺及
颈部淋巴结。

肺结核

专家表示，肺结核也是一种常见的呼
吸道传染性疾病。

传染途径：主要为飞沫传染与空气
传染。

主要症状：多为低热、盗汗、乏力、纳
差、消瘦、女性月经失调等；呼吸道症状
有咳嗽、咳痰、咯血、胸痛、不同程度胸闷
或呼吸困难。

“这些传染病的共有症状为发热，还
伴有呼吸道或消化系统症状，人员密集
场所更容易引起小范围流行。”专家提醒
所有呼吸道传染病无论在家还是在公共
场所，都有一定的传播性。春季天气转
暖，也是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儿童、
老年人、体弱者、营养不良或慢性疾病患
者、过度劳累者、精神高度紧张者等人群
容易患呼吸道传染病。

专家提醒大家，春季预防呼吸道传
染病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重

要方法。预防重于治疗，麻疹、水痘、流
感等应按照疫苗免疫程序进行接种，能
有效预防疾病的发生。

第二，勤洗手。外出回家、饭前便
后、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后（如打喷嚏后）
应立即用流水洗手，不用被污染的毛巾
擦手。

第三，注意环境卫生和室内通风。
第四，避免与他人共用水杯、餐具、

毛巾、牙刷等物品；避免接触猫狗、禽鸟、
鼠类及其粪便等排泄物；避免接触有发
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的人员，如须接
触，需做好有效防护。

第五，患病后及时就诊。家庭成员
中有人出现发热症状时（体温≥37.3℃，
伴有咳嗽或咽痛）及时到医院治疗，诊断
为传染病的，需隔离治疗。

第六，发生呼吸道传染病时，要及时
进行治疗，最好是分房隔离、限制活动。

第七，在呼吸道疾病流行期间，儿
童、老年人、体弱者和慢性病患者应尽量
避免到人多和拥挤的公共场所。

除了新冠肺炎，还应警惕哪些呼吸道传染病？

健康咸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