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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特殊环境背景下，为积极响应党中央、

国务院的号召，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的科学认识，提高防护意识，陕西

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与陕西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唐都医院）、陕西省传染病院（西安市第八

医院）的专家同志，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迅速行动，紧急组织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防护知识读本》。

前   言

全书内容分为常识篇、防控篇、答疑篇，通

俗易懂、图文并茂，向大众传授科学、系统的防

当前中国人民正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与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进行严肃的斗争，疫

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



                                                       2020年1月

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国家

能够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紧紧

依靠人民群众、坚定信心、科学防治、精准施

策，最终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由于编写时间紧急，且对新型病毒的认知不

足，疏漏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本书编撰组 

控知识。本书对新型冠状病毒的相关知识、染病

症状、防控措施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当下大众

关注的焦点问题进行了特别解读。同时，书中还

收录了《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

预防方案》、全省164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名单

及联系方式。希望本书的推出，能够增强群众自

我防护的意识与信心，提高社会防疫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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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认识冠状病毒

一、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自然界广泛存

在的一类病毒，也是一个大型

病毒家族，因该病毒在电镜下

形态观察类似王冠而得名。目

前为止发现，冠状病毒仅感染

脊椎动物，可引起人和动物呼吸道、消化道和神经系统

的疾病。

除本次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外，已知感染人的冠状

病毒还有6种，其中4种在人群中较为常见，致病性较

低，一般仅引起类似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另外两种

是我们熟知的SARS冠状病毒(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

病毒)和MERS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相关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 读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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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

电镜下的MERS病毒SARS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以前从未在人体中发现的冠状病毒

新毒株，如2019年末在中国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2020年1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WHO）正式将造成武汉

肺炎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命名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

（2019-nCoV）”，由于人群缺少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免

疫力，所以引起疾病的流行。

二、冠状病毒的特征

冠状病毒颗粒呈现圆形或椭圆

形 ， 经 常 为 多 形 性 ， 直 径 在 50-

200nm，有包膜。在结构上，S蛋白

位于病毒表面，形成棒状结构，作

为病毒的主要抗原蛋白之一，是用

于分型的主要结构，N蛋白包裹病

毒基因组，可用作诊断抗原。对冠

状病毒理化特征的认识多来自对

SARS-CoV和MERS-CoV的研究。

 1.形态与结构

常识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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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突糖蛋白

血凝素糖蛋白

膜糖蛋白

核衣壳蛋白

RNA

结构蛋白

突刺蛋白(S)

套膜蛋白(E)

膜蛋白(M)

核裹蛋白(N)

冠状病毒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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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致病性与抵抗力

冠状病毒对人群普遍易

感 ， 引 起 普 通 感 冒 和 咽 喉

炎，某些毒株还可引起成人

腹泻。病毒经飞沫、接触、

空气等途径进行传播，主要

在冬春季流行。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对人类已具备致死

性，病毒感染者在未发病前亦可传播病毒。但整体高危

性或许低于SARS病毒，处于可防、可治状态。冠状病毒

对紫外线和热敏感，保持56℃30分钟，乙醚、75%乙醇、

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

毒。氯已定不能有效灭活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与目前已知感染人的

6种 冠 状 病 毒 （ α 属 的 229E、 NL63，β属 的 OC43、

HKU1，MERS-CoV、SARS-CoV）在基因组序列上几乎完

全一致，从基因序列同源上来看，新型冠状病毒更接近

SARS-CoV。新型冠状病毒目前可以归属到β属冠状病毒

种，该种属在演化树上与MERS-CoV（中东呼吸综合征相

关病毒）、SARS-CoV（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相关病毒）

接近，但不完全一样。

3.新型冠状病毒与其他病毒的区别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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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冠 状 病 毒 的 主 要 传 染 源 为 动 物 。 如 ： “ SARS-

CoV”病 毒 在 2002年 从 中 国 的 果 子 狸 传 播 给 人 类 ，

“MERS-CoV”病毒在2012年从单峰骆驼传播到沙特阿拉

伯人，而本次爆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的原生宿主很

有可能是蝙蝠。其实，许多冠状病毒的天然宿主都是蝙

蝠，病毒经过演化变异，完成了蝙蝠—中间宿主—人的

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可以在动物与人、人与人之间进行

传播。

这里也奉劝大家不要吃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生鲜

等食品。

第二节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与传播途径

以上三种冠状病毒爆发特征具有相似性，都是呼吸

道传染病，发病急。但又有区别，在传播速度上，

“ 2019-nCoV”、 “ SARS-CoV”明 显 快 于 “ MERS-

CoV”。 在 传 染 性 上 ， “ 2019-nCoV”、 “ SARS-

CoV”可在人与人之间迅速传播，“MERS-CoV”在人与

人之间不容易传播。在致死率方面，在确诊的病例中，

“MERS-CoV”病人的死亡率接近40%，远高于“SARS-

CoV”（致死率10%）和“2019-nCoV”。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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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野生动物及病毒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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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

新型冠状病毒以呼吸道传播为主。主要传播途径有

飞沫传播、接触传播（包括手污染导致的自我传播）以

及大小不同的呼吸道气溶胶近距离传播。就目前的感染

情况来推断，飞沫传播应该是传播的主要途径，病人通

过咳嗽、打喷嚏、共同聚餐等容易

将病毒传播给身边的人。

冬春季受气候和人员大流动等

因素的影响，易发生呼吸道传染病

的局部大爆发。因此，我们需要采

取做好个人卫生习惯、环境消毒、

外出戴口罩、少去公众场所等措施

来减少感染病毒的机会。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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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早期症状

与临床表现

病人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至发病期间为病毒潜伏

期，最长约为14天，部分人在潜伏期没有咳嗽、发烧等

典型症状，但从目前已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案

例来看，潜伏期没有任何典型症状的时候已具备传染

性。不同的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的病程发展、临床症

状表现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起病以发热为主要表现，可伴有

轻度干咳、乏力、呼吸不畅、腹泻等症状，流涕、咳痰

等症状少见。约半数患者在一周后出现呼吸困难，严重

者病情发展迅速，数日内即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

症、脓毒症休克、难以纠正的代谢性酸中毒和出凝血功

能障碍。部分患者起病症状轻微，可无发热。多数患者

预 后 良 好 ， 少

数 患 者 病 情 危

重 ， 甚 至 死

亡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重 症 、

危 重 症 患 者 病

程 中 可 为 中 低

烧 ， 甚 至 无 明

显发热。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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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场所预防指南

第一节 如何预防

1．社区预防

（1）停止参加社区公共活动，如广场舞，晨练运动

等；停止聚众打麻将、聚餐等活动。

（2）尽量减少外出，如果必须

外出，请戴好口罩；尽量不要触摸公

共设施、宠物、家禽和流浪动物等，

避免近距离接触任何有发烧、咳嗽等

症状的人；外出归来应立即用肥皂水

或者消毒水、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

液，用流动水冲洗手。

（3）加强社区管理，非小区居住

者严格核实情况，非必要情况下禁止

入内（如快递服务）；小区居住者每

次进出需测量体温。利用大数据联网

监测小区住户行程，有进入疫区者需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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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关注。

（4）社区公共场所，如座

椅、运动器材等定期用含氯消

毒剂（如84消毒液等）予以消

毒，电梯、楼道等亦应消毒。

2. 家中预防

家庭是我们生活的主要场所，家中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就显得尤为重要。

（1）保证家中空气质量。尽可

能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每日通

风2-3次，每次不少于30分钟。

（2）保证家里卫生质量。居

家环境消毒的方法：可选用含氯

消毒剂，如漂白粉、84消毒液等

进行卫生消毒。对于耐热物品，

可采用煮沸15分钟的方法进行消

毒。另外，在家中吐痰时将痰液

吐到马桶并立刻进行冲刷，打喷

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袖肘遮住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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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

（3）充分注意饮食安全。对于食物的选择，不可食

用未经检测的野生动物。烹饪

时，必须生熟分开并煮熟煮

透。

（4）要随时关注自己及家

人的健康状况。保证充足的睡

眠、合理的营养、规律的生活，进行适度的体育锻炼。

每天早晚各测量一次体温。

（5）避免接触野生动物和家禽家畜。养宠物的家庭

还需注意避免或尽量减少家庭宠物对外接触，定期对宠

物及其用具、环境

进行消毒，推荐气

味、毒性较小的宠

物专用消毒液。

3. 医院预防

（1）医务人员应遵循标准预防原则，做好个人防

护、手卫生、病区管理、环

境通风、物体表面的清洁消

毒和医疗废弃物管理等医院

感染控制工作，最大可能避

免医院感染发生。医务人员

进入或者离开发热门（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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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去医院看病、探望病人

时，尤其是去医院的发热门诊或呼吸

科就诊时应戴上口罩；尽可能避免与

有呼吸道疾病症状（如发热、咳嗽或

打喷嚏等）的人密切接触；用肥皂水或含酒精洗手液清

洗双手，不用脏手触摸眼睛、鼻子或口；将用过的纸巾

立刻扔进封闭式垃圾箱内。

4.校园预防

校园是青少年人群聚集的地方，在校园防止新型冠

状病毒传染不能有丝毫松懈。

（1）加强宣传教育。可利用墙

报、校内广播、上卫生课等多种形式

进行呼吸道传染病的预防知识宣传教

育，让学生明白防治的重要性，学会

正确洗手，不乱摸公共区域物品等；

明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是可以治愈

的，消除不必要的紧张和恐惧心理。要注意勤洗手，搞

好个人卫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加强营养，按时休

息，防止过度紧张和疲劳，并注意防寒保暖。

（2）认真做好校园内的环境卫生工作。及时对教

室、午休室和其他活动场所进行通风换气，保持室内空

气清新。在没有洗手池的地方，多摆放免洗洗手液；尽

诊时，应按照要求正确穿脱防护用

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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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人

的密切接触者（同班、同室）要加强观察，凡有可疑病

症（发热、咳嗽、头痛）者，要及时送至医院检查治

疗。在寄宿学校，对病人的同宿舍人员要隔离，医学观

察14天。观察期间不能参

加集体活动，隔离场所要

选定在相对独立、通风良

好的房间或区域。

（6）家庭成员中有新型肺炎病人的学生、教职员

工，建议学校动员其留家观察14天，待未出现发热、咳

嗽等呼吸道症状后再回校上课。

（4）经医院

诊断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或疑

似病例的学生、教职员工，要按有

关规定进行隔离治疗。

量不使用空调，确要使用空调设备的场所，必须确保空

调设备擦拭干净并定期换气。

（3）建立晨检制度。每天进行晨

检，及时掌握学生健康状况，一旦发

现学生、教职员工有发热、咳嗽、头

痛等症状，及时送到医院检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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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公众场所预防

尽量不到人流密集和空气流通

不畅的公共场所（如商场、超市、

网吧等），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工

具，特别是儿童、老年人及免疫力

低下的人群。如必须外出应戴口

罩，做好自身防护工作；在自己咳

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将口鼻完全

遮住，并将用过的纸巾立刻扔进封闭式垃圾桶内，防止

病菌传播。

1.个人卫生

二、个人防护指南

（2）勤洗手。使用肥皂或洗手液，用流动水洗手，

不用污浊的毛巾擦手。双手接触呼吸道分泌物（如打喷

嚏或咳嗽）后，应立即洗手。

（ 1） 保 持 良 好 的 个 人 卫 生 习

惯，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或胳膊肘

掩住口鼻，不用脏手触摸眼睛、鼻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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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尽可能避免与有呼吸道疾病症状如发热、咳嗽

或打喷嚏等的人密切接触；密切关注发热、咳嗽等症

状，如出现此类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

小贴士   咳嗽、打喷嚏时不要用手捂，因为罹患流

感等呼吸道传染病时，咳嗽、打喷嚏，会释放大量病

毒，病毒数量常常以万计。病毒污染手之后，人们往往

不能及时洗手，导致手接触的地方也会被病毒污染，如

门把手、电梯按钮、桌面等物体表面，很容易导致其他

人感染。

（3）适量运动，规律作息，均衡饮

食，避免疲劳过度，增强自身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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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用外科口罩用于隔离飞

沫，有阻水、过滤、吸湿功能，过

滤效果好于一次性口罩，可阻隔大

于5微米颗粒，但密合度不如防护口

罩。

2.正确选择口罩

口罩能够将环境中的细菌、空气中的雾霾和灰尘与

人的呼吸道隔离开来，对防止呼吸道感染病菌有很好的

保护作用。目前市面上较为常见的口罩主要分为以下四

类：普通棉布口罩、一次性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防护

口罩（如N95口罩）。

（1）普通棉布口罩的优点是

可重复清洗使用，但防护效果无

法保障。其鼻孔两侧漏气太大，

口罩内面接触口鼻的部分会留有

唾液，若不勤于清洗，容易滋生

细菌，不符合卫生要求；棉布口

罩的纤维一般都很粗，无法有效

过滤较小的微粒，且大多未通过

国际安全认证，防护效果并无保障。

（2）一次性口罩以无纺布为主

要材质，过滤效果比棉布口罩稍

强，但仅限在普通医疗环境使用，

可以防粉尘、花粉、飞絮等较大颗

粒物，对新型冠状病毒防护效果也

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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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防 护 口 罩 （ 如 N95口

罩）是在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研

究所制定的9种标准中，感染防护

的最低标准，价格便宜，易于被

医 疗 机 构 等 采 用 。 它 对 非 油 性

0.3微米颗粒的过滤效率大于95%，

与面部有良好贴合。

             

对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选择后两种口罩均

可。如果是去公共场所，不与病人接触，佩戴医用外科

口罩即可，不必过度防护；但如果会接触病人，则要佩

戴防护性能更强的N95口罩。

3.佩戴口罩注意事项

（1）配戴口罩前要洗手，去除手上的细菌、病毒。

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

（2）佩戴口罩时，一般浅色面

朝内，深色面朝外。为更好地发挥

口罩的防护作用，在佩戴口罩时尽

量收紧口罩的松紧带，压紧鼻子两

侧的铝片，检查鼻部和下颌是否能

与 口 罩 完 全 贴 合 ， 如 果 贴 合 不 紧

另外需注意，N95不是特定的产品名称，而是一种

标准，所以只要符合N95标准，并且通过美国职业安全

与健康管理局审查的产品就可以称为N95型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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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病毒可能会趁虚而入。

（3）戴上口罩后，由于被过滤的物质都吸附在口罩

外侧，因此，尽量不要触摸口罩外侧。

（4）摘口罩时，也尽量不要触碰口罩外侧，摘下口

罩后要洗手并将不用的口罩消毒或单独密封后，扔进有

害垃圾桶里。

（5）口罩要专人专用，一次性口罩不可重复使用；

棉质口罩要及时清洗消毒，以防滋生细菌。

4.特殊人群如何佩戴口罩？

（1）老年人及慢性病患者自身状况各异，有些患心

肺疾病的人佩戴口罩后会感到不适，甚至会加重原有病

情，这些人需遵守医生的嘱咐。

（3）孕妇佩戴防护口罩时，应注意结合自身条件，

选择舒适性好的产品。佩戴前咨询医生，确保自身身体

状况适合。

（ 2） 儿 童 处 在 生 长 发 育 阶

段，其脸型较小，建议选择正规

厂家生产的儿童专用防护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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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可适量进行室内运动。体育运动不仅可增强体

质，提高免疫力，还可减轻焦虑、保持良好心态。

5.正常无症状者或轻症要求居家隔离者，如何调节

自己的压力？

（1） 有节制地获取信息。信

息网络、自媒体普及，消息层出

不 穷 ， 很 多 网 站 只 为 赚 取 点 击

率，真假难辨。过度阅读，可能

会徒增自己的焦虑恐慌情绪。要

学会放一放，可每日定时关注权

威专业机构发布的客观信息，以此来判定自己的担忧是

否合理。

（2）正视并接纳自己的焦虑恐惧情绪。新型冠状病

毒是全新的病毒，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焦虑、恐慌属

于正常情绪反应，人们应该发挥情绪的正面价值，理性

认识新型冠状病毒。

（3）保持正常生活规律，

制定作息时间表，适当休

息，保持充足睡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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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通过看电影、阅读书籍、跟朋

友聊天等转移注意力；听轻松愉快的音

乐，缓解压力，保持身心健康。

（6）进行放松训练，如深呼吸、

做瑜伽、冥想、打太极等。

（7）正向思维、积极关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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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

我真的生病，也会有很多人陪伴我一

起面对。

（1）首先清楚察觉自己的情绪。遭受突如其来的人

身自由限制，个人有可能出现不满、恐慌、不知所措甚

至愤怒等负面情绪。暂时的情绪波动是自然反应，不必

过度紧张，努力自己调试，克服负面情绪。

（2）隔离但不能隔断联系。通过通讯工具向亲友倾

诉，让自己有发泄情绪的渠道。与遭遇同样境况的朋友

倾诉、互相鼓励。保持对他人的关怀，保持与外界的联

系。

6.如遭住院隔离，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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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制作工作、休息、娱乐、运

动、进餐等的详细时间表，保持规律

的生活。

（4）制订作息时间表。

（3）通过深呼吸、运动、听音乐、阅读、写日记等

转移注意力，帮助减轻焦虑。

第二节  如何控制

一.早发现 早就医

 如果出现发热、乏力、肌

肉酸痛、咳嗽、咳痰、气促、

呼 吸 困 难 等 症 状 ， 应 及 时 就

医。同时告知医生发病前两周

的出行史，以便医生快速做出

诊断。 

最后，如果您觉察到焦虑、恐惧、担心、无助无望

的情绪强烈且无法消除，或出现明显的睡眠问题，请及

时找专业医生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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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怀疑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如何就医？

如果认为自己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应及时到当地

指定医疗机构进行排查、诊治。就医时，应如实详细讲

述患病情况，尤其是应告知医生近期的武汉旅行和居住

史、与肺炎或者与疑似患者的接触史、动物接触史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诊过程中应全程佩戴口罩，以保

护自己和他人。

2020年1月26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全

省设置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共164家）。详情见附件

2。

疑似病例应同时符合以

下两条。

Ÿ 临床表现：发热，部分早期患者可以不发热，仅

有畏寒和呼吸道症状；具有病毒性肺炎影像学特征；发

病早期白细胞总数正常或降低，或淋巴细胞计数减少。

Ÿ 流行病学史：在发病

前两周内有武汉或其他有本

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的旅行

史或居住史，或发病前14天

内曾经接触过来自武汉或其

他有本地病例持续传播地区

的发热伴呼吸道症状患者，

或者有聚集性发病。

2.怎样判定疑似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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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如何治疗新型冠状病毒？

（1）卧床休息、加强支持治疗，适度饮水。

4.危重病例诊断方法

（4）抗病毒治疗：目前无有

效抗病毒药物。

（6）中医药治疗：根据证候

辨证施治。

3.临床上如何诊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在符合疑似病例标准的基础上，

对痰液、咽拭子、下呼吸道分泌物等

标本行实时荧光RT-PCR检测新型冠状

病毒核酸阳性，或病毒基因测序，与

已知的新型冠状病毒高度同源，可确

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2）根据病情监测各项指标。

（3）根据氧饱和度的变化，及时给予有效氧疗措

施。

（5）抗菌药物治疗：加强细

菌学监测，有继发细菌感染证据

时及时应用抗菌药物。

危重病例是指患者生命体征不稳定，病情变化迅

速，两个以上的器官系统功能不稳定，减退或衰竭，病

情发展可能会危及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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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跟确诊病例及疑似感染病人（包括医护人

员）可能有接触的人都应该进行14天隔离观察。观察期

从和病人最后一天接触算起。一旦出现任何症状，特别

是发热、咳嗽、呼吸短促或腹泻，马上就医。在观察期

间，需要全程与医护人员保持联系。

7. 医院解除隔离和出院的标准

6. 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应该怎么做？

（2）呼吸道症状明显缓解。

（4）连续两次呼吸道疾病原 

     核酸监测阴性（间隔至

（3）肺部影像学明显好转，  

     少1天）。

二、我们在行动

     常3天。

1.自觉主动隔离

     没有脏器功能障碍。

（1）病情稳定，体温保持正       

如我们自身出现感

染的可疑症状，或与感

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

人有过接触，应尽快就

医 ， 主 动 隔 离 ， 接 受

14天医学观察，防止传

染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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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得随意外出，主动接受当

地医疗卫生机构的定期询问。

在此期间被隔离人员应注意：

（2）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或

N95口罩，使用过的口罩应用塑料袋

或保鲜膜严密包裹后丢入垃圾桶。佩

戴新口罩前、处置完使用过的口罩后，均需及时洗手，

洗手时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正确洗手，避免经手污染其他

物品，造成二次传播。

（3）开窗通风，使室内空气直接与室外空气交

流，保持室内空气流动， 降低室内致病菌的浓度，减

少疾病传播风险。

（4）拥有独立房间，尽可能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

的接触。生活用品与其他家庭成员完全分开，避免交叉

污染。餐具应单独清洗，可用消毒剂清洗，也可用开水

蒸煮方式进行餐具消毒。换洗衣物、毛巾等可用消毒剂

浸泡后再清洗，也可采用蒸煮消毒。

（5）以静养为主。食物要清淡、多样化，保证营

养充足。心态要平和，不能着急、害怕。保证睡眠充

足，减少上网、长时间看视频等。

（6）如果出现病情加重，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要全程戴口罩，尽量避免坐公共交通工具，以免传染他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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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好固定一个身体健康

状况好的家属来负责照看。

（2）与病人共处一室戴好口

罩，口罩贴面部，禁止触碰和调整。口罩变湿、变脏，

必须立即更换。摘下口罩后，清洗双手。

家属防护应注意：

（3）与病人有任何直接接触或进入病人隔离空间

后，清洗双手。在准备食物前后、吃饭前、如厕后清洗

双手。

（5）做好室内消毒，用消毒剂清洁餐桌、床头桌、

卧室家具等台面，被观察者的床单、被罩、衣物应以

60℃到90℃的水浸泡清洗并彻底烘干。

（6）观察自身健康状况，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

症状时，特别是伴有呼吸困难时，请及时就诊。

（4）不要直接接触被观察者的分泌物，特别是痰液

和粪便。使用一次性手套处理被观察者的尿便和其他废

物，摘掉手套后也需要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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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现疑似人员及时上报

    

第一步，进入微信界面，点击右下角“我”，再点

击“支付”。

2020年1月24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公告，当日起

面向社会征集当地疫情信息，以及改进和加强防控工作

的意见建议，国务院办公厅将对收到的问题线索和意见

建议进行整理，并督促有关地方、部门及时处理。随

后，微信开通了“疫情督查”新功能。若发现任何有关

疫情传播的情况，可以通过微信直接举报，以下是详细

步骤。

防控病毒，人人有责。我们

可以拨打各个省市卫生健康局或

者 疾 病 防 控 中 心 的 电 话 进 行 举

报，每个省市的卫生健康局或者

疾病防控中心的电话号码可通过

网上查询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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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支付界面，点击腾讯服务下方“城市

服务”。

第三步，进入城市服务界面，点击热门服务下方

“疫情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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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进入疫情督查界面，点击“征集疫情防控

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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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进入疫情防控线索征集界面，点击“我要

留言”。输入相关信息，在留言内容下填写标题和详细

内容，点击“提交留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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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3.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认知、听从指挥

革开放以来，各类突发事件一次次严峻地

改考验着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抵御风险的能

力。在应对由重大突发事件带来的各种困

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曾谱写了一曲曲壮

丽凯歌。习近平总书记在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会议上做出重要讲话，发出了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号召。党的坚强领导，成为人民群众应对此次灾害

的定海神针。因此，面对这次疫情事件，我们应该一如

既往相信党，相信政府，通过官网、官媒等渠道进行科

学认知，不造谣不传谣，听从党的指挥，早日夺取抗击

病毒战的全面胜利！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 读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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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错误。普通棉布

口罩、纸口罩由于与面部

贴合度低，过滤病毒效率

低，并不能有效预防，这

里不推荐。就推荐的医用

口罩而言，只要正确佩戴

合格产品，一个就能达到

防护效果。多个叠戴虽然

理论上能增加一些防护效果，但也会增加通气阻力和佩

戴的不适感，得不偿失。

I1.感染的都是老年人，年轻人、儿   

童不易感吗？

说法错误。感染几率主

要与接触病毒量多少、自身

抵抗力强弱等有关，老年

人、孕妇、婴幼儿等免疫功

能较差的群体，一旦感染，

发病反而可能更快、更严

重，需要重点预防。

I2.戴多层口罩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吗？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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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一次性口罩不可重复使用，所以

使用后可以直接丢进垃圾桶吗？

说法错误。一次性口罩的确不

可以重复使用。但其沾满唾液、细

菌甚至病毒，所以不要随意丢弃，

喷上消毒液或者医用7 5％酒精喷

雾，单独密封后再扔进“有害垃

圾”桶里，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I4. N95口罩也需要4个小时一换吗？

不完全正确。N95口罩的使

用时间，国内外并没有严格的

标准要求。美国CDC的现行指南

建议在可接受的情况下延长或

有限重复使用N95口罩。而且在

传染病大爆发的特殊时期，口

罩供不应求，N95口罩隔4小时

一换，很快就会造成口罩供应的紧张。N95口罩安全、

重复使用的关键在于口罩必须保持适宜性和其应有的功

能，当口罩出现毁坏，无法完整贴合脸部、或遭到污

染、浸水等，一定要及时丢弃。

35

答疑篇



说法错误。由于病毒主要

通过飞沫微粒被吸入人体，后

经呼吸道粘膜侵入，因此，理

论上飞沫如果进入眼内，也可

以通过睑结膜等处侵入人体。

当别人对你咳嗽时，护目镜可

以挡住对着眼睛直接飞过来的

那一部分飞沫，但是患者咳出的飞沫是放射状的，仍然

有大量的微粒悬浮在空气中。真正密切接触患者的医务

人员都应当佩戴泳镜式的专用防护眼镜，而普通人在一

般生活场景中只需戴口罩就可以了。

I5.普通人出门一定要佩戴护目镜，

否则新型冠状病毒会侵入体内吗？

I6.打开家里的空调和取暖器，室温

增高到30℃以上就能抵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吗？

有一定道理。从阻断病毒传播来说，30℃会比冬天

的低气温要有利一些。所以，如果认为环境中有病毒存

在，把家里温度增高到30℃，可

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需要

以人体的感觉来作为参考，千

万不要让身体觉得难受。事实

上，从一般规律来看，不管在

3 0℃还是在比较低的气温里，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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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白酒不能抵抗新型冠状病毒。一是因为能够有效

杀灭病毒的是“75%医用酒精”。而通常说的“高度白

酒”，酒精浓度在50%到60%之间，对于病毒的杀灭能力

并不强。二是因为对于冠状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侵入感

染，而喝酒是通过消化道进入。酒进胃里，很快被吸收

进入血液，然后被代谢分解，并没有跟病毒接触的机

会，不可能具有“抗病毒”的作用。

桑拿室对抵抗身体表面的病毒是有效的，但人体感

染的病毒是在体内。“蒸桑拿”不可能杀灭人体内的病

毒。

I7.喝高度白酒、蒸桑拿，可以抵抗新

型冠状病毒 ？ 吗

新型冠状病毒都会慢慢失去活性。在较低的温度失活比

较缓慢，在30℃会快一点儿，在56℃失活的速度最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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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8.吸烟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吗？

网上流传“烟油保护层”的理

论，在这里需要说明：首先，吸烟

不能预防病毒感染。吸烟者和非吸

烟者感染病毒的几率在统计上没有

明显的区别；其次，吸烟者在病毒

感染后，病情会更加严重。这不但

不支持“烟油保护层”的理论，反

而证明这种理论会让人误入歧途；

最后，预防通过呼吸道进入人体的病毒，一个有效的手

段就是戴口罩。吸烟不仅不是一个抵御病毒的办法，反

而会带来更多感染病毒的机会。

I9.喝板蓝根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吗？

    不可以。板蓝根适用于

对风热感冒等热性疾病的治

疗，对冠状病毒无效，板蓝

根性寒、味苦，健康人过多

服用板蓝根还有可能出现副

作用，危及人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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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吃维C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吗？

不可以。维生素C可帮助人体维持

正常免疫功能，但不能增强免疫力，

也没有预防和抗病毒的作用。相反，

长期、大剂量服用维生素C会增加肾脏

负担。

I11.抗病毒药物（奥司他韦、利巴

韦林）可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吗？

不可以。常见的抗病毒

药物和奥司他韦治疗多种流

感病毒有效，但不能治疗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利巴韦林

（病毒唑）对呼吸道合胞病

毒、鼻病毒等呼吸道感染的

常见病毒有抑制作用，但对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疗效。相

反，过多使用该药物，有导致病毒产生耐药性突变的可

能，因此千万不能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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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原体是病毒，

而抗生素针对的是细菌。若以预防为目的，错误的使用

抗生素可能会增强病原体的耐药性。

不可以。流感和瘟疫由病

毒侵染所致。鼻孔里滴香油既

阻止不了它们进入人体，也影

响不了它们的复制，对流感和

瘟疫没有作用。

I12.吃抗生素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吗？

I13.小磨香油滴在鼻孔，可以阻断

一切流感和瘟疫传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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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5. 熏醋或用醋拖地可以预防新型

冠状病毒吗？

不可以。醋酸是一种弱酸，部分细菌在酸性环境难

以生长，所以纯度较高的醋酸对杀灭和抑制细菌有一定

的作用。但这种杀菌效果一般仅限于擦拭物体表面，能

够减少附着细菌的数量（许多消毒剂比醋酸效果更

好）。

醋里的醋酸含量较低，最多能抑制细菌不生长，杀

菌效果较差。此外，醋经过挥发，提升空气酸度的能力

有限，空气中处于芽孢状态的细菌对酸不敏感。醋酸

“消毒”的实际效果十分有限。相反，熏醋还可能会给

家人身体健康带来负面影响，挥发的酸性气体会刺激人

体的呼吸道黏膜，诱发咳嗽、哮喘等，一旦呼吸道的屏

I14.在人中涂风油精可有效预防呼

吸道疾病吗？

不可以。无论是感冒、流

感、非典还是本次的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其都是通过空气和飞沫

传播。风油精的主要成分是薄荷

脑、樟脑、桉油等，没有证据表

明这些化学成分可以预防或杀灭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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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6.盐水漱口可以预防新型冠状病

毒吗？

I17.新型冠状病毒抗体能治疗和预

防肺炎吗？

障防御能力变弱，感冒病毒更容易趁虚而入。老人、儿

童，以及有哮喘和慢性支气管炎等病史的人群尤其需要

注意，建议直接开窗通风。

    不可以。冠状病毒主要是通过呼

吸道粘膜侵入人体，漱口预防不了

病毒的侵入。此外，冠状病毒是由

RNA分子和蛋白质包膜构成的，并不

具有细菌那样的完整细胞结构，盐

水对其起不到灭杀的效果。

目前，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没有特效抗病毒药物，也

无针对性疫苗。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钟南山院士表

示，已有几种药物准备用于临床治疗，且已经确认是安

全的，但具体疗效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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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次服用，连服3 5天。~

1.组成：生黄芪9g、炒白术6g、防风3g、玄参6g、 

2.用法：药物用凉水浸泡30分钟，大火熬开后改为

  分2 3次口服，连服3 5天。~~

2.用法：药物用凉水浸泡30分钟，大火熬开后改为

等。

三、生活调摄

陕西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中医药预防方案

（一）成人处方

1.组成：生黄芪15g、炒白术10g、防风6g、炙百合   

   30g、石斛10g、梨皮30g、桔梗10g、芦根30g、    

一、预防方药

  生甘草6g。

  小火熬15分钟，煎煮两次，共取汁400ml，早晚两 

（二）儿童处方

  炙百合9g、桔梗6g、厚朴6g、生甘草6g。

  小火15分钟，煎煮两次，共取汁50 100ml，每日~

二、食疗方案

可适量食用荸荠、百合、莲藕、雪梨、银耳、山

药、山楂等；可适量饮用白茶、茉莉花茶、金银花

1.避免暴饮暴食，忌食生冷油腻食物；

（一）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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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起居

2.忌过食温补类，如牛羊肉、油炸食品、辛辣等食 

1.避免熬夜，保证充足睡眠；

2.可选八段锦、太极拳、广播体操等小幅度有氧

3.避免食用野生类动物食品。

  物；

2.注意室内通风换气，室温不宜过高；

4.戴口罩、勤洗手。

3.不宜剧烈运动，避免过汗耗气。

  运动；

3.少去人群聚集、空气污浊的场所；

1.注意保持心态平和；

（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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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级 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院 联系人 办公电话

1 唐都医院 省级定点医院 连建奇 029-84778347

2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省级定点医院 王瑞君 029-85324150

3 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省级定点医院 同艳妮 029-87678432

4 西安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婷 17792767953

5 陕西省人民医院 李作彬 85251331-3423

6 陕西省第二人民医院 李瑞琼 029-87421356

7 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 宋炳军 029-82626314

8 陕西省结核病防治院 王亚梅 029-85899217

9 西京医院 王九萍 13992888388

10 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宋晓阳 029-84277352

11 西电集团医院 朱俊 029-84226765

12 西安市第八医院 省、市定点医院 赵玲 029-85331586

13 西安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刘超 029-62812785

14 西安市第三医院 孙利 029-61816167

15 西安市儿童医院 屈妍杰 029-87692141

16 西安市第一医院 郑军梅 029-87630761

17 西安市第四医院 赵立群 029-87480889

18 西安市中医医院 任晓芳 029-89626682

19 西安市胸科医院 蒋亚娟 029-62500268

20 西安市第五医院 洪舟 029-88611701

21 长安医院 唐华 029-2986186511

22 西安国际医学中心医院 宋运 029-68302991

23 西安大兴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勇年 86249088转8182

24 兵器工业五二一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郑绪旦 029-81113505

25 西安高新医院有限公司 县（区）级定点医院 许瑾 029-88333013

26 西安市第九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晨 029-82323257

27 陕西省友谊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景叶 029-88466020

28 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附属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新房 029-89015200

29 阎良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秋菊 029-86868439

30 西安市高陵区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锋 029-86926245

31 西安市鄠邑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振华 029-84812533

32 蓝田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刘定喜 029-82738692

33 通用环球中铁西安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杨增强 029-87865777

34 临潼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马秀丽 029-83827608

35 通用环球西安西航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敏甲 029-86617494

36 周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于海潮 029-85166200

37 陕西航天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伟 029-83605654

38 宝鸡市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景富春 0917-3272770

39 宝鸡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张琼 0917-3397943

40 宝鸡市中医医院 刘兴 0917-3652810

41 千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佩军 0917-4241861

42 太白县医院（中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苟智科 0917-4951195

43 陇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保焕 0917-4604695

44 宝鸡市陈仓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胡红霞 0917-8906403

45 眉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杜鹏刚 0917-5549002

46 扶风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兰宏科

47 凤翔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刘 斌 0917-7218004

48 金台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宋有林 0917-3516270

49 宝鸡高新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高越尼 0917-3532534

50 凤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候卫庆 0917-4806289

西安市

（共37
家）

宝鸡市

（共14
家）

陕西省公布164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名单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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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游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刘发栋  0917-7960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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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咸阳市传染病院（咸阳市中心医院东郊分院）市级定点医院 赵文轩 029-33416406

53 咸阳市中心医院 刘小莹 029-33284681

54 咸阳市第一人民医院 郭瑾 029-33257434

55 陕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 岳黎明 029-32087568

56 陕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杨永康 029-33572257

57 核工业二一五医院 王瑛 029-33577929

58 延安大学咸阳医院 由军宁 029-33784552

59 咸阳彩虹医院 田德红 029-33325787

60 武功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创国 13087685966

61 武功蓝天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陈景辉 15667299568

62 三原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周红 029-32260244

63 彬州市中医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郑惠萍 029-32040960

64 彬州市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田小龙 029-34929416

65 乾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陈莉 029-35521323

66 泾阳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管永利 029-36220130

67 长武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罗雄 029-34202282

68 淳化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魏技颖 029-32772768

69 礼泉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亚茹 029-35618060

70 永寿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齐拉锋 029-37666038

71 旬邑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周晓芹 029-34422043

72 兴平市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金银岭 029-38829712

73 渭南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李卿 2168587

74 华阴市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吴彩丽 0913-4625065

75 澄城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菊向红 0913-6866342

76 华州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景振荣 0913-4734090

77 富平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任荣 0913-8219702

78 潼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郭永涛 3305905/3305901

79 合阳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丽萍 0913-5518338

80 白水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建武 0913-6155222

81 蒲城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俊启 0913-7208030

82 渭南市第二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建玲 0913-3037352

83 渭南市第一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杨小玲 0913-2555018

84 大荔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石江莲 0913-3657004

85 韩城市 韩城市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孙学勤 0913-5216422

86 铜川市人民医院（北院） 陈春红 0919-2159812

87 铜川矿务局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应桂花 0919-2102017

88 铜川市人民医院（南院） 市级定点医院 靳巧玲 0919-3582557

89 铜川市中医医院（南院） 肖江梅 0919-8181273

90 宜君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田慧 0919-5997391

91 耀州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宋瑶 18700682269

92 延安大学附属医院 郭青平 0911-2881292

93 延安市第二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李建梅 0911-2660222

94 延安市人民医院 曹耀章 0911-2888291

95 延安市中医医院 苗迎春 0911-2183696

96 延长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马玉花 0911-8610121

97 洛川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陈翠 0911-3622559

98 黄陵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田佳 0911-5213252

99 宜川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玉霞 0911-8372165

100 子长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生虎 0911-7124753

101 甘泉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常文森 0911-4225171

102 延川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高志勇 0911-8119776

103 吴起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项鹏飞 0911-8398075

104 延安市宝塔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明芹 0911-8015999

105 富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芳 0911-2627394

106 志丹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高振玲 0911-6625583

107 黄龙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亮 0911-3317133

咸阳市
（共21

家）

渭南市

（共12

家）

铜川市

（共6家）

延安市

（共16
家）

序号 地级 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院 联系人 办公电话



108 榆林市第一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张启龙 0912-3593500

109 榆林市第二医院 张长山 0912-3362120

110 榆林市第三医院 高斌 0912-3549378

111 榆林市星元医院 张鹏辽 0912-3361908

112 榆林市中医医院（南郊园区） 市级定点医院 张凌 0912-3230347

113 定边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少雄

114 靖边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马枭今 0912-4643352

115 靖边县中医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蒋贵东 0912-8060911

116 横山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陈静 0912-7619078

117 榆阳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曹艳莉 15091023858

118 绥德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马向前 0912-5646999

119 子洲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白万祥

120 清涧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王晶

121 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曹晓赟 0912-6721261

122 米脂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杭美 0912-6221999

123 吴堡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辛建军 0912-6510013

124 神木市 神木市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李政伟 0912-8329908

125 府谷县 府谷县人民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樊文静 0912-8811773

126 三二〇一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兰少川 0916-2383750

127 汉中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徐晓利 0916-2680191

128 汉中市人民医院 何菊英 0916-2706882

129 汉中市传染病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陈宏斌 0916-2515555

130 南郑区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纪元 0916-5518445

131 城固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黄嘉武 0916-7281106

132 洋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涛 0916-8221825

133 西乡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日发 0916-6324325

134 勉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郑新杰 0916-3232142

135 宁强县天津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张睿 18992641882

136 略阳县人民医院暨略阳县天津中医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徐红娟 0916-4834010

137 镇巴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廖大发 0916-6716532

138 留坝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魏利民 0916-3921187

139 佛坪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赵建丽

140 安康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晏显兴 0915-3284365

141 安康市中医医院 王道军 0915-8183628

142 安康市人民医院 吴

  

荣 0915-3360132

143 汉滨区第三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罗

  

为 0915-3912183

144 汉阴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欧圣卫 0915-5211232

145 石泉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吴安平 0915-6311499

146 宁陕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强永成 0915-6826377

147 紫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成小云 0915-4429766

148 岚皋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杨发波 0915-2516395

149 平利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潘纪玲 0915-8412125

150 镇坪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衡春惠 0915-8820706

151 旬阳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李怀娟 0915-8201967

152 白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徐宏永 0915-7828253

153 商洛市中心医院 市级定点医院 陈青芳 0914-2333524

154 商洛市中医医院 彭延珍 0914-2332829

155 洛南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郭振强 0914-7383764

156 丹凤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彭清霞 0914-3385930

157 商南县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陈永国 0914-6321911

158 山阳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黄 英 0914-8383200

159 镇安县中医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徐 敏 0914-5321191

160 柞水县人民医院 县（区）级定点医院 田 林 18710692859

161 杨凌 杨凌示范区医院 白莉 029-87019791

162 西咸新区永安医院 晁育涛 029-36212120

163 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泰和医院 白昭娣

164 秦汉胸科医院 李巧英 33111618转802

安康市

（共13

家）

商洛市

（共8家）

西咸

（共3家）

榆林市
（共16

家）

汉中市

（共14

家）

序号 地级 医疗机构名称 定点医院 联系人 办公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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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读者，近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事件引起了

全社会的高度关注，疫情防控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作

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名老医生，当然会责无旁贷地

坚守好这份光荣而艰巨的防控工作，同时，我谈谈自己

的看法，以便大家能正确做好防控工作，从而消除恐慌

心理。

如果一个人和病人近距离接触，加之自己的抵抗力

下降，此时可能会被感染。但如果周围没有这样的病人

（病毒是离不开载体的，如病人的痰液、尿液、血液

一种传染病要流行起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环节。

一是传染源，二是传播途径，三是易感人群。易感人群

就是年老体弱者，或有其他基础疾病（如糖尿病，肿

瘤，慢性心、肝、肾、肺等疾病，免疫缺陷，气管移植

或长期使用免疫抑制剂等）的人群，或是因过度劳累、

受凉感冒等导致机体抵抗力下降的人群等。在这些情况

下，人体易受病毒侵袭。

后  记

给广大读者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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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人如果长期处于一种恐慌状态，就会失眠、紧

张、焦虑不安，甚至导致免疫系统紊乱，抵抗力下降，

此时，可能会出现交通事故等意外，给个人、家庭和社

会带来危害。最可怕的是，你很可能稀里糊涂的就真被

传染了。

三是正确认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病毒感染的

疾病症状比较轻，主要表现是发热，可能会伴有咳嗽、

咳痰、全身乏力、食欲下降等症状。大多数人经过正确

诊治后可痊愈，最后发展成呼吸衰竭合并多脏器功能衰

竭而死亡的只是极少数人。

二是如果你有发热，症状比较严重，虽没有传染病

流行的环节，但一定要去医院发热门诊排查一下，防止

耽误了其他病情，千万不要讳疾忌医。

等），就不必担心自己会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我的感觉就是，当前疾病是一分，而恐慌却是十

分，加之各种谣言满天飞，给人民群众造成了严重的心

理负担，从而导致恐慌。所以，现在请大家稍微冷静一

下，听听我讲几个问题：

一是如果你有发烧、疲乏无力等全身不适，也并不

代表你就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大家想想，难道你这辈

子都沒发过热吗？大多是休息一下或吃点药就好了。所

以你如果最近发热，先不要紧张，如果没有我上面讲的

传染病流行环节，你就不必惊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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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是到医院就诊一定要遵守医院的规章制度和就医

秩序，避免发生欧打其他就诊人员或医务人员的恶性事

件；

七是不要被公布的死亡数字吓倒。生老病死是自然

规律，那些因病毒肺炎去世的主要是老年人和有基础疾

病的人。他们对于病毒的免疫能力较差，无法抗住新型

病毒感染的攻击。事实上，就算是普通流感，每年也能

导致很多人去世，甚至流感导致的病毒性心肌炎还常常

导致年轻人去世。况且，还有我们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在

三是患了肺炎也不代表你是病毒性肺炎（细菌性感

染的肺炎其实很多）；

四是即便你患了病毒性肺炎，也不代表是本次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普通的甲流、感染都是病毒）；

二是生病了也不代表你是肺炎（有数不清的疾病可

能导致你发烧）；

一是体温升高不代表你就一定生病了（生理性原因

也会有体温变化，不要风声鹤唳）；

五是即便你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不用恐慌，

因为大多是轻型的，大部分轻型病人经过正确的诊治都

可痊愈，只需要按国家标准去隔离和留观就可以了；

冬季是各种流感的发病季节，尤其对老年人和小孩

来说是高危季节，有以下几点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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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疫情是魔鬼，我们不能让魔鬼

藏匿。所以请大家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

治、精准施策，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早

日还大家一个祥和、安定的生活。

                    

        空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唐都医院）

呢！对我们来说，你们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始终是第

一位的，请你们放心。

                      
                        金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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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网络电子版）是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全

国多地启动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入一级响应情况下

编写的，仅用于公益传播，普及相关知识，以更好地

应对疫情。本书中部分图片及文章来源于网络，在此

对作者表示感谢。同时烦请著作权人与我社联系，以

便领取稿酬。

联系方式：029-88167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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