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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控提醒:
这些防疫知识该复习了
近期，天津、上海、内蒙古相继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
诊病例。目前，我国已进入冬季，而秋冬是流感等传染病
高发季，面对新冠与流感“双流行”风险，上海疾控中心提
醒大家，关于新冠肺炎的这些知识点可以拿出来温习了。

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是什么？
新冠肺炎以发热、干咳、乏力为
主要表现。部分患者以嗅觉、味觉减
退或丧失等为首发症状，少数伴有
鼻塞、流涕、咽痛、结膜炎、肌痛和腹
泻等症状。轻型患者可表现为低热、
轻微乏力、嗅觉及味觉障碍等，无肺
炎表现。部分患者在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后可无明显临床症状。患者大
多预后良好，少数病情危重，多见于
老年人、有慢性基础疾病者、晚期妊
娠和围生期女性、肥胖人群。

遮；
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
如近期曾去过中高风险地区，
或接触过来自中高风险地区人员，
或曾与新冠肺炎确诊、疑似病例有
接触史，应主动报告卫生部门，并进
行健康监测和新冠病毒检测。
此外，冬春季是呼吸道传染病
的流行季节，应避免近距离接触有
流感样症状的患者；
婴幼儿和儿童、
老年人群、慢性病患者、医务人员、
公共场所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可通
过接种流感疫苗、肺炎球菌疫苗来
进行预防。

口罩佩戴指引
1. 有发热、鼻塞、流涕、咳嗽等症
状的人员及相关陪同人员，赴医疗机
构就诊或前往公共场所(场合)时，必
须佩戴口罩。
2.相关从业人员在岗期间，
依据执
业规范和有关规定，
必须佩戴口罩(包括
医疗机构医务人员、
公共服务行业从业
人员、
从事疫情防控相关工作人员等)。
3. 乘坐轨道交通或长途客车，进
入医疗机构、福利机构及学校等国家
有明确要求的场所，
必须佩戴口罩。
4. 年老及体弱者、慢性疾病患者
外出时，
建议佩戴口罩。
5. 提倡个人随身携带口罩，在密
闭空间内、人群密集区、需要与他人
密切接触时，
建议视情况佩戴口罩。

四条小妙招养护颈肩

长时间看手机、电脑，颈椎就会出现疲劳。
天津体育学院带来一套颈椎保健动作，仅需 4 个
小练习，便可帮助大家提升颈椎部位稳定性，激
活颈部深层小肌群，缓解和减轻肩颈的疲劳或
疼痛感。
动作一 俯卧在地面或床上，
头、
颈部悬空，
保持头颈正直，
下颚内收，
同时头向前伸，
保持静
止姿势 30 秒，
这一动作可以激活颈部深层伸肌。
动作二 俯卧在地面上，头、颈部悬空，两
臂屈肘，保持头颈部位不动，然后肩胛骨部位做
内收动作，重复 8 次~12 次。注意，动作要缓慢，
配合呼吸练习，肩胛骨带动双臂向上发力时呼
气，
这个动作将有效激活肩部肌群。
动作三 身体侧卧于地面，身体呈一条直
线，头、颈部悬空保持不动，保持静止姿势 30 秒
后，换一侧重复该动作。这一动作可以激活颈
部深层侧屈肌群。
动作四 身体侧卧姿，保持头、颈部不动，
外侧手臂经体侧上举至头顶，然后回到初始位，
练习 8 至 12 次。注意，肩胛骨做回旋动作时要
保持缓慢，配合呼吸练习，充分激活肩部肌群。
然后换另一侧，
重复练习。
以上练习均可重复进行 3 组~5 组，要依个
人情况适度练习。
（
《北京日报》
）

出现可疑呼吸道症状时怎么办？
1. 及时就诊，根据医生建议进
行治疗，就诊时患者和陪护人员均
需要佩戴口罩。
2.如有可疑流行病学史，
应主动
告知医务人员，
前往医院途中尽量避
免乘坐地铁、
公交等公共交通工具。
3. 生病期间尽量避免前往人群
聚集的场所，不带病上班、上课，确
需外出时要佩戴口罩。
4. 在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
毛巾或肘部掩住口鼻。
5. 经常用肥皂和流动水洗手，
及时清理被污染的区域和物品。
6.如出现高热不退、
呼吸困难等
症状，
及时至医院开展进一步治疗。

新冠肺炎预防措施有哪些？
虽然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
进入常态化阶段，但仍不能放松警
惕，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需牢记防疫
“三件套”、做好防护
“五还要”
。
防疫“三件套”：戴口罩；保持 1
米社交；
做好个人卫生。
防护“五还要”：口罩还要继续
戴；
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喷嚏还要

◆相关链接

小雪养生重在养肾补虚

正确洗手方法
“洗手”是指使用洗手液或肥
皂以及流动水洗手。正确洗手可
以有效预防流感、
手足口病、
感染
性腹泻等多种传染病。洗手时需
采用正确洗手方法，洗手时长不
少于 20 秒。
七步洗手法温习一下。
第一步（内）：掌心相对，手指
并拢相互揉搓；
第二步（外）：洗背侧指缝，手
心对手背沿指缝相互揉搓，双手
交换进行；
第三步（夹）：
洗掌侧指缝，
掌心
相对，
双手交叉沿指缝相互揉搓；

第四步（弓）：洗指背，弯曲各
手指关节，半握拳把指背放在另
一手掌心旋转揉搓，双手交换进
行；
第五步（大）：洗拇指，手握另
一手大拇指旋转揉搓，双手交换
进行；
第六步（立）：洗指尖，弯曲各
手指关节，把指尖合拢在另一手
掌心旋转揉搓，
双手交换进行；
第七步（腕）：洗手腕、手臂，
揉搓手腕、手臂，双手交换进行。
（本报综合）

“莫怪虹无影，如今小雪时。”小雪时节，天
气日渐寒冷，会频繁出现大风降温和雨雪天气。
养生方面，
应该顺应天时养肾补虚。
此时，可适当温补，补充一些能够让我们
“热”起来的食物。除了羊肉、牛肉这些温补食物
之外，一些黑色食物是更好的选择，如黑木耳、
黑芝麻、黑枣等。此外，萝卜在冬天也必不可少，
萝卜汤是冬季养生保健首选，可与排骨、牛尾等
同煮。
此 时 节 ，起 居 应 该 是“ 早 卧 晚 起 ，必 待 日
光”，意思是晚上要早睡，不要耗散阳气；早上要
等太阳出来，驱散地面寒冷后再起床，防止寒邪
伤阳气。在这个季节，要抓住一切机会多晒太
阳，常晒太阳能起到壮阳养肾、温通经脉、调整
心态的作用。
养肾方面，可每天坚持揉按刺激太溪穴，能
够调动起生命的原动力。揉按“太溪穴”的最佳
时间是晚上 9 点，一次按 30 下。按的时候可以采
用正坐或平放足底的姿势，用手指按揉，按揉时
感觉有酸痛感为宜。
（
《快乐老人报》
）

新冠病毒冬季可能更加活跃

随着北半球冬季来临、气温不
断下降，研究人员提示，新冠病毒的
传播可能进一步恶化，这与病毒本
身特性、人群社交特点等多个因素
有关。
很多呼吸道病毒都易于在冬季
传播并在夏季消退。英国《自然》杂
志网站日前在一篇分析文章中援引
多名研究人员的观点说，就目前掌
握的信息，判断新冠病毒会演变为
像流感病毒一样的季节性传播病毒
仍为时过早，但冬季气温下降仍然
会推波助澜，使未来几个月北半球
的疫情防控变得更为艰难。
美国斯坦福大学微生物学家戴
维·雷尔曼认为，新冠病毒接下来几
个月将进入“全盛期”。越来越多的
证据显示，冬季气温下降很可能助

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更大规模暴
发。
首先，目前实验室研究表明，新
冠病毒更喜干、
冷环境，尤其在没有
阳光直接照射的环境中更易存活。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生物学家迪伦·
莫里斯分析说，在北半球冬季，室内
采暖等会使室温维持在 20 摄氏度
左右、室内空气干燥、通风条件不
佳，
“冬季的室内条件对病毒的稳定
性非常有利”。
其次，冬季人们更常在通风条
件不佳的室内空间进行社交等各种
活动，
会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尽管季节变动因素会助推新冠
病毒传播，但专家们也指出，未来一
段时间新冠肺炎疫情走势最主要的
“推手”，仍然是易感人群。普林斯

顿大学流行病学家雷切尔·贝克说，
目前仍有数量巨大的人群对于新冠
病毒易感。这也意味着，即便是在
将要进入夏季的南半球国家，人们
也不能放松警惕。
到目前为止，影响疫情暴发规
模的最大因素就是防控措施，包括
保持社交距离和戴口罩等。专家建
议，北半球国家在冬季应采取更为
严格的防控措施，才能遏制疫情向
纵深发展。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专家科里·
梅罗也认为，天气只是影响新冠肺
炎疫情的一个因素，尽管冬季新冠
传播风险增大，人们仍然可以通过
良好的个人防护措施大大降低感染
风险。
（新华社）

口香糖能健齿？
有些广告说口香糖能健齿，所以许
多人吃了口香糖就不漱口，结果口香糖
的糖分就会在口腔中发酵产酸，腐蚀牙
齿形成龋齿。另外，口香糖中含有硫化
物、防老化剂、增塑剂等添加物，都有一
定的毒性，
对人体健康不利。

补钙越多越管用？
全民补钙日渐成时尚，但是很多人
不知道，人体对钙的需求量因年龄的不
同而异。特别是儿童，如果补钙过量，
可能导致身体浮肿、多汗、厌食、恶心、
便秘、消化不良，严重的还容易引起高
钙尿症。同时，儿童补钙过量还可能限
制大脑发育，反而影响正常发育。补钙
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