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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控 科学防控 群防群控
——市疾控中心宣

市疾控中心微生物检验实验
室是全宁波市首家开展“新冠”
检测县级疾控中心实验室，从 1
月 22日采购到新型冠状病毒核
酸检测试剂后，就承担起全市

“新冠”样品检测工作，实验室
收样、核对、检测、分析、质控
等工作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比较完
整的体系，一切都在科学有序地
开展着。

实验室是直面病毒的场所，
直面着最恶劣的工作环境。但是
作为检验人员，他们表示：“我
们职责所在，不管有多累，不管
有多危险，我们绝不向病毒妥
协。我们有着挥之则来，来之则
战，战之则胜的信心去战胜疫
情，为全市人民“扫雷”，为早
日控制住疫魔尽一份应尽力量”。

■摄影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许坚

本报讯 病毒来袭，阴霾
笼罩，人们的心弦不停被拨
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期间，
市第七人民医院向市民推出了
24小时心理咨询热线，为大
家提供公益心理援助。连日
来，热线也接收到不少市民咨
询。大家有哪些困扰？近期又
该如何做好心理调节？听听心
理专家怎么说。

2月10日正好是市第七人
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徐孟松副主
任医师值班，电话声响起：

“医生，我们身边也出现了病
人，我好紧张。”“医生，我是
疑似隔离患者，目前正在接受
医学观察，听到医生说我的肺
部有病变，我就想到了我肯定
很严重了，睡不好，吃不下
……”

徐医生告诉记者，疫情期
间，人们出现困扰和心理问题的
来源主要是这些：

首先，在当前疫情态势下，
大部分人肯定是极大关注着疫情
动态。当我们从手机、网络等渠
道接收到铺天盖地的消息，尤其
在不能分辨真假的时候，难免会
出现紧张、焦虑情绪。一旦自己
咳嗽几声，就开始怀疑自己是否
得了肺炎？胸口突然一阵疼痛，
是不是刚才出门买菜被传染了？
在不停的自我怀疑和暗示下，陷
入恐慌当中。

其次，很多市民宅在家中，
无法像平常一样出门上班、逛
街、运动等，封闭的日子一久也
会产生焦虑情绪。再者，长期与
家人呆在一起，也免不了多生活
上的摩擦，带来情绪波动。

“心理学认为，适度紧张能
帮助我们在危险时刻，督促自己

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护自己和家
人，不丧失思考能力和正常生活
能力。可一旦过度焦虑，就会产
生焦躁不安，感觉对一切都失去
控制的坏情绪。”徐医生说道。

那么，特殊时期，如何做好
心理调节呢？徐医生向大家推荐
了几个方法，让我们的情绪安静
下来：

1. 鼻孔交替呼吸法。找一
个舒服的坐姿，双脚着地或平躺
在床上，闭上嘴巴，伸出右手拇
指将自己的右侧鼻孔压住，慢慢
的用左侧鼻孔吸8秒，然后慢慢
的呼出8秒，之后交替，用左手
拇指按压左侧鼻孔，让右侧鼻孔
吸 8秒之后慢慢呼出 8秒，这样
交替4-8次，可以使自己的焦虑
情绪慢慢得到平复。

2. 站立法。考虑到很多人
戴着口罩，做鼻孔交替呼吸法不
方便，那就试试站立法，这其实

是转移注意力。具体操作方法：
找一面墙，让自己站立背靠墙
面，双腿伸直绷紧，用自己的腘
窝（膝后区的菱形凹陷）尽量贴
着墙面，让自己感觉到双腿酸、
累，坚持3分钟，再休息。这样
可以快速转移你焦虑的情绪，暂
时放松。

3. 4-7-8呼吸法：找一个
舒适的位置，双脚着地，仰头看
一下天花板，让自己颈部放松一
下，然后平视前方，用舌头抵住
上颚，鼻子做腹式吸气4秒，吸
气时能让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肚子
大起来。然后屏住呼吸7秒，最
后上下嘴唇形成 o 形慢慢的呼
气，这样重复4-6次。不但可以
让你放松，也有助你改善睡眠。

宅在家里，也要让身体得到
舒展，不妨给各个部位做一下按
摩，让身体得到放松。除此外，
饮食的管理也必不可少。多进食

天然新鲜的蔬菜水果，少摄入烟
酒、咖啡、浓茶，以及含糖较高
的糕点甜食，这些食物易导致精
神亢奋紧张。当然，规律作息，
提高自身免疫力，任何时间都管
用，更不用说在特殊时期。无法
出门，也可适当做些运动，比如
瑜伽、伸展运动类项目，也可以
与家人一起打扫卫生，做家庭游
戏，赶走无聊烦躁的情绪。

当然，最直截了当减少紧张
情绪的，自然是少看手机，减少
疫情类资讯的摄入，也不妨改变
自己的思维模式。比如看到疫情
确诊病例攀升，好多人会自然想
到：“是不是大爆发？我们该怎
么办？”其实，可以让自己这样
想：“终于把那些确诊的病人找
出来了，那受到这些传染的危害
就小了。”当我们将负面的情绪
正面化，情绪自然也会舒展许
多。

特殊时期心慌慌？别怕，心理医生来支招——

少看手机多放松，赶跑紧张和焦虑

近日，部分企业复工了，可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仍在流行期间。那么，上班
族或复工的企业，该如何做好预防性消
毒呢？对此，市疾控中心的专家提醒上
班族及相关企业和单位负责人，预防性
消毒要做到这几点。

员工上下班途中，要注意防护

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建议步
行、骑行或乘坐私家车上班。如必须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时，务必全程佩戴口
罩。

可随身携带餐巾纸、一次性消毒湿
巾或手消毒液等物品；途中尽量减少用
手触摸座位、扶手、车门、扶杆等公共
物品，触摸后可使用手消毒液或一次性
消毒湿巾清洁手部；避免用手直接触摸
口鼻眼；尽量与他人保持一定的距离
（有条件时至少 1米），如果是公交车，
尽量将车窗打开，保持通风；注意咳嗽
和喷嚏礼仪；到达目的地后及时洗手。

自驾上下班，要适当增加开窗通风
次数；如果多人乘坐私家车，建议佩戴口
罩；私家车内部及门把手建议每日用75%
的酒精擦拭一次，或用消毒湿巾擦拭。

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务必全程
佩戴口罩，尽量坐在后排，并避免与司
机交谈。

更换口罩以及到达目的地摘除口罩
后，应立即在流动水下用洗手液或肥皂
洗手，时间为15-30秒；也可以使用含
酒精的免洗洗手液或消毒纸巾擦拭，时
间大约为20秒。

办公用品常消毒
避免集中就餐

工作期间，尽量减少乘坐电梯，5楼
以下推荐走楼梯，若楼层高需乘坐电梯，
坐电梯时请戴好口罩，不在电梯内与人交
谈，用手直接碰触电梯按键或电梯四壁后要及时洗手。

在办公区域时，如为单人办公，可不佩戴口罩；如为
多人办公，要佩戴口罩。保持工作区域清洁卫生，办公期
间至少开窗通风3次，每次20-30分钟。

保持手卫生。接触扶手、门把手、电梯按键、柜台、
话筒等物品后，咳嗽和喷嚏后，餐前便后，外出回来，要
及时在流动水下用洗手液或肥皂洗手。工作中避免用手直
接触摸口鼻眼。

多人共用的办公物品，如电话、桌椅、公用电脑、打
印机、传真机、复印机等，可用75%的酒精或消毒湿巾擦
拭晾干，每日一次。如果使用频率高，可增加消毒次数。

建议使用电子流程传阅文件。如必须传阅纸质文件，
传阅前后均需洗手，传阅双方（或多方）需佩戴口罩。

采用分时段进食，避免人员密集，尽量不在食堂就
餐，可打包回办公室食用。若只能在食堂就餐，应采取分
餐制。排队时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就餐前后均需洗手。

做好工间操，保持适当、适度活动，提高身体抵抗
力，保证身体状况良好。不建议多人集中锻炼。可做一些
太极拳、八段锦等传统运动，或运动量适度的健身操，也
可在座位区域做一些简易便行的运动。

单位完善防控措施，做好员工健康监测

单位要建立防疫工作组，建立完善防控方案和应急预
案，安排专人负责外地返岗人员管理。提前掌握员工回乡
期间相关情况、计划返回时间和交通方式。

加强人员筛查管控，建立“一人一表”登记制度。如
实登记员工身体状况、假期外出情况、与湖北省和省内温
州市等疫情较重地区人员接触情况、直系亲属健康状况等
信息。

建立全员健康监测制度。在单位门口、集体宿舍区门
口等处有专人佩戴口罩测量体温，对进入工作场所的全体
员工测量体温并进行健康询问，凡有发热及咳嗽等症状
的，应阻止其进入工作场所并作好登记，同时向本单位的
防疫工作组报告，采取居家或集中医学观察、及时就医等
措施；若发现新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例，应积极配合疾控
部门做好人员排查。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严格控制单位内各类人员聚集性
活动，尽量不开会、少开会、开短会，尽量采取电视电话
会议或视频会议的形式。如必须现场集中开会，选择可通
风的会议室，并在会议期间保持会议室通风良好。参会人
员需佩戴口罩，进入会议室前均应洗手，进入会议室和落
座时，参会人员需保持至少1米以上的距离。

各单位要教育引导工作人员树立“自己是健康第一责
任人”意识，增强科学防控能力，增强战胜疫情的信心。
密切关注员工的心理健康和心理卫生。必要时安排单位医
务人员或当地心理干预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心理健康的干
预和辅导，消除和减少疫情带来的心理伤害。

工作区域，预防性消毒这样做

企业要重视工作环境空气卫生管理，加强通风换气，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不建议使用中央空调，或保证系统全
新风运行。办公期间至少开窗通风 3次，每次 20-30分
钟。

开展预防性消毒。对高频接触的物体表面（如电梯间
按钮、扶手、门把手等），可用含有效氯250mg/L-500mg/
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洒或擦拭，作用30分钟后用湿毛巾
清洁擦拭，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地面可使用含氯
消毒剂（有效氯浓度 250mg/L-500mg/L）拖布湿式拖拭，
作用 30分钟。空调回风口过滤网采用消毒剂浸泡和清洗
为主，回风口滤网每周清洗消毒一次。每个区域使用的保
洁用具要分开，避免混用。

在工作区域入口处设置带盖垃圾桶，要求进入人员的
废弃口罩放入垃圾桶内，保洁人员每天两次使用75%浓度
的酒精棉片擦拭两次或含氯消毒剂对垃圾桶进行消毒处
理。

加强职工食堂卫生管理。落实食堂员工健康申报制
度，杜绝服务人员带病上岗，餐饮从业人员工作过程中必
须佩戴口罩、戴一次性手套，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等。

加强餐厅的通风，规范做好后厨用具和餐具消毒。推
行分餐制、盒饭制，采用分散式、错时式就餐等方式减少
人员聚集。 ■全媒体记者 冯茜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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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新春佳节，本是
阖家团圆的日子，但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疫情的蔓延为祥和的
春节蒙上了一层阴霾，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从此拉开序幕。

在这场战“疫”中，有这
样一群人，时刻待命，“拔剑
而出”。在防护服、护目镜、
口罩层层包裹下的他们，你可
能认不得他是谁，他们默默无
闻地逆行于防控一线。也有人
称他们是“不带枪的卫士”，
却要面对比真枪实弹更危险的
病毒疫区。他们就是疾控人。

流调组：疫情阵地
上的“侦察兵”

在市疾控中心，有一群疫
情“侦察兵”，他们就是应急
流行病学调查组。

2月 2日晚，流调人员接
到指令，又整装待发，披星戴
月地开展工作了。这次的调查
地点很特殊，是在市集中隔离
点。集中隔离点的密切接触者
中出现了异常情况，流调组成
员马旭紧急前往，与集中隔离
点驻点医生范飞能共同完成流
调工作。

其实，早在疫情开始前，
市疾控中心应急流行病学调查
组 20 名流调人员就已经待
命。卫生监测科科长徐新悟，
今年是他来慈工作的第十个年
头。疫情来临，他毅然决定留
在慈溪坚守岗位。

为了得到最准确的信息，
流调组人员往往要多次和患者
面对面沟通，走访多个相关人
员。进入隔离病房前，在未污
染区，他们要全副武装，防护

衣、口罩、手套、鞋套、防护
帽，层层包裹下，他们已经很难
被辨认，穿上十几分钟，里头衣
服就被汗浸湿了。加上询问、记
录，更是一种考验。

有的患者还不理解，难免情
绪差，发脾气，也不乏故意隐瞒
信息者，给流调人员的工作带来
很多困难。但他们知道，为摸清
传染来源，每一个蛛丝马迹都不
能被放过。

微生物检验组：冲上
“扫雷兵”主战场

面对细菌，面对病毒，面对
不明原因的微生物，微生物检
验员就成了战场上的“扫雷
兵”，冲在最危险的前哨，精准
排摸“雷坑”。一袭白衣是他们
的战衣，实验仪器是他们的探
雷器，实验数据就是那一面面
为识别“新型冠状病毒”插上
的小红旗。

从1月22日采购到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检测试剂后，微生物检
验组在岑迪科长的带领下承担起
全市新冠样品检测工作。

面对检测规范不断改进，他
们积极探索，不断提高检验准确
性，严于防范实验室感染。在上
级疾控部门的技术指导下，他们
对实验室收样、核对、检测、分
析、质控等工作方面建立了一整
套完整的体系，工作紧张又有
序。为加强检测力量，市疾控
中心临时抽调市人民医院检验
科冯群灿和市妇幼保健院检验
科方叶青加入“新冠”检测工
作。

由于检测存在高风险，检测
人员需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
戴上口罩、手术帽、护目镜、面
罩、手套和脚套。在这套严密的
包装下连续进行五六小时的工

作，样品信息核对、预处理、核
酸提取、扩增、分析等检测程
序。在这期间，他们埋头于实
验，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几
个小时下来汗水湿透了衣衫，脸
上手上留下了深深地印痕。

“小杨，实验宁可慢，也不
可错，核对清楚信息”“呼叫呼
叫，现在几点了”“罗老师罗老
师，9点半前的样本已经送进去
了”……实验室像是座孤岛，与
外界隔离，没有手机，没有讯
息，唯一与外界的交流只有一部
对讲机。

因检验人员缺乏，且长时间
的与病毒接触，为了防范感染，
他们不敢回家，所有工作的压力
自己来承担。

标本转运组：甘做
“火线”上的“搬运工”

“有可疑病例，请准备送
样。”对讲机那头传来紧急的呼
叫声。

“收到，马上准备！”口罩、
手套、工作服、防护帽，做好必
要的自身防护，拎起标本转运
箱，紧急出发前往宁波疾控，第
一时间将待检测样本送到实验
室。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标本运转组就奔波于慈
溪和宁波两地疾控部门之间。他
们深知，进行 2019-ncov病毒核
酸确诊检测刻不容缓，为此，他
们甘做“火线”上的“搬运
工”，成了与时间赛跑的人，风
雨无阻。

慈溪市疾控中心作为第一批
具备新冠病毒 rRT-PCR检测的
县级实验室，从 1月 22日以来，
已经将 10批次可疑样本上送宁
波疾控中心实验室检测复核确
诊，再经专家组会诊后，将确诊

病例信息及时对外公布。
“确保标本安全上送至指定

地点，一方面，尽快让确诊病人
得到隔离救治；另一方面，群众
在第一时间能得到准确信息而减
少猜忌。市疾控中心也可以此为
依据，立即派出流调队员开展流
行病调查，安排疫源地消杀等等
工作。”标本转运组的同事这样
说道。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点：甘做健康“守护人”

特殊时期，特殊地点，也有
这样一群特殊的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确诊
收治入院后，对密切接触者进行
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做到早发
现，是切断传播途径防止疫情扩
散的关键环节。1月 27日上午，
市防控办决定启用市委党校作为
市级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疾控
中心党总支书记徐建国、党员范
飞能、公卫医生郑天翔，中医院
临床医生夏磊、党员护士蔡飞飞
当日入驻隔离点，对隔离人员进
行医学观察。

自从接管隔离点以来，这儿
的医护人员已默默守护数十个日
夜，不离半步。有的密切接触者
送来隔离点，往往已到深夜，量
体温做体检再采样，他们常常忙
到凌晨两三点。

“在这里，我们既是医务人
员，又是服务员，登记拿房卡，
代送食品生活用品，代购药品，
都是我们的职责范围。”徐建国
说。

面对着隔离点的各种突发状
况，面对着可能的感染风险，作
为党员，作为疾控战线的一名

“战士”，他们深知肩上责任重
大。“我们一定会坚持下去，战
斗下去，直到战疫胜利！”

健康教育组：当好疫
情防控“大喇叭”

对人类来说，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又是个待解之谜。“全方
位、全人群、多形式的健康教育
工作。盖边沉底，不留死角。”
这是健康教育组给自己树立的严
格要求。

春节前夕，在收到疫情通报
后，健康教育科迅速整理科学的
核心信息，印制画报、折页、告
市民书等宣教资料，开展大众宣
传；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
发布各类科普信息。

有的老年人不会上网、不玩
手机，消息接收滞后，为此，健
康教育组就向 60岁以上重点人
群推送健康教育短信。

在疫情初始，工作人员挨家
挨户分发宣教资料，在重点场所
张贴画报。紧接着，对湖北来慈
人员一一上门访视，进行排查和
面对面入户宣教，做好预防新冠
病毒的自我管理措施。

而省级巾帼文明岗、市级
青年文明号的志愿者们则牢牢
守着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防控办热线电话。每位岗
员 24小时轮班值守，记录疫情
防控线索，为市民提供咨询解
答、心理疏导、健康科普等服
务，做好群众身边贴心的“小听
筒”。

多一人知晓，就多一份安
全。“疫情面前，我们和一线医
护人员一样要勇往直前，当好

‘阻击战先行兵’，坚信这场战斗
一定会取得胜利！”疾控人这样
说道。

致敬！
坚守在抗疫一线的慈溪疾控人
■全媒体记者 冯茜
通讯员 王丽萍

■全媒体记者 冯茜

“扫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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