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国家卫健委尧 世界卫生组织尧美
国疾控中心尧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等多个机
构的建议袁 总结出以下 5 个自我防护事
项袁请各位市民注意并转知自己的亲朋好
友遥

一尧勤洗手
手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原体袁冠状病

毒也不例外袁洗手是明确的预防措施之一
建议大家使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袁搓手不
少于 20 秒渊点击查看专业的七步洗手法院
专业七步洗手法冤遥 如果出门在外不方便
找到清水和肥皂袁那么可以使用含有 70耀
80% 酒精的免洗洗手液遥

以下情况袁都建议大家洗手院
1. 外出回家
2. 咳嗽或打喷嚏后
3. 触摸口尧鼻尧眼之前
4. 吃饭前
5. 做饭时袁处理食材之前和之后
6. 上厕所后
7尧接触过动物之后
二尧合理佩戴口罩
建议少外出袁 尽量不去人群密集场

所袁避免近距离接触任何有流感症状的患
者遥 如果一定要去袁合理佩戴口罩袁降低感
染风险遥

三尧避免接触野生动物
尽量避免接触野生动物袁 不要捕食尧

贩卖尧购买野味遥
四尧注意个人卫生
打喷嚏或咳嗽时袁不要直接用手捂住

口鼻袁正确做法是使用纸巾或弯曲手肘掩
盖口鼻遥 用过的纸巾应丢弃在有害垃圾箱
内袁然后彻底清洗双手遥

五尧警惕异常症状袁及时就诊
如果出现以下症状袁请及时及时就诊院
1. 咳嗽袁咳痰
2. 发热渊体温 > 38益冤
3. 日常活动或休息时出现呼吸困难
4. 深呼吸时感到疼痛
5. 心跳加快
6. 感冒或流感好转后袁突然病情恶化
7. 寒战
注意袁如果身体有不适袁请尽量待在家中袁不要外

出游玩遥 出现以上症状袁请戴好口罩袁及时去医院就诊遥
如果不方便去医院袁可以联系当地正规公立医院袁告知
医生症状和外出史遥 渊瑞金疾控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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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袁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导致
的肺炎疫情牵动国人的心遥 朋友见
面尧微信聊天尧朋友圈分享袁几乎三
句不离最新疫情的进展遥 讨论的背
后是人们对疫情的关注袁 也是对自
身尧家人健康的担忧遥 自疫情发生以
来袁一些人为了个人利益袁在网络上
制造传播散布谣言营造恐怖氛围袁
利用消费者焦虑哄抬物价获取暴
利袁不仅加剧了人们的焦虑袁更影响
社会秩序遥 疫情面前任何人无法置
身事外袁 所有人唯有放下私利才能
打赢这场战役遥

每一个人都应当成为谣言的止
者遥 朋友间传递信息袁相互提醒本无
可非议袁 疫情面前相互提醒值得提
倡袁但故意造谣严重事态危言耸听袁
则超出应有的范围遥 半个月以来袁各
种各样的谣言在微信群传播袁 伪造
的医生生死书医院内部文件袁 某医

护人员间阐释形势的聊天截图等
等袁营造出恐慌紧张的气氛遥 一些自
媒体还乐此不彼地制作低级趣味的
视频段子院 穿着防化服参加艺术操
比赛袁 分公司逼迫总部签署文件否
则到北京去汇报......

无论是营造夸张恐怖的氛围袁还
是调侃疫情袁 都在无形中营造了恐
慌袁这种为博取观众眼球而消费大众
焦虑的行为袁将对社会秩序带来严重
危害遥 在互联网时代袁谣言的危害会
被成倍放大袁尤其现在抗击疫情的紧
急时刻袁对社会的危害难以估量遥 因
此袁制止谣言的捏造袁终止谣言的传
播袁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遥

随时更新增长的确诊人数袁一
定程度上引起群众的焦虑袁 大家通
过采购口罩尧药品加以保护, 这是情
理之中的反应和应对遥 然而近日来袁
相当一部分非法商家借此机会哄抬

物价袁 一个平时两三块钱的口罩竟
然以十倍甚至数十倍的价格销售袁
据说有抗病毒功效的板蓝根也被抬
价卖至脱销袁 商家这种无良行为不
仅违反市场秩序袁 更间接引发社会
的恐慌遥 试想如果所有行业都乘人
之危哄抬物价袁 那么最终受害的将
是所有人遥

俗话说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袁这
些通过发野国难财冶牟利的商家终将
受到惩罚浴 唯有在这个时候向老百
姓提供良心服务的商家袁 最终才能
赢得消费者的信赖遥

疫情面前所有人应当承担起应
有的社会责任遥 近日袁专家呼吁袁没
有必要的事情不要去武汉袁 武汉人
没有必要的事情也不要离开武汉遥
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行动的自由袁但
疫情当前还应当以大局为重遥

此前有传言说有个别确诊患者

不顾疫情扩散逃离医院袁 造成疫情
蔓延遥 不论逃离是因为承担不起药
费袁还是希望回家乡诊治袁亦或是不
想被隔离袁 这样都是不负责任的行
为遥 国家医保局已公布袁对疫情治疗
使用的药品进行特殊报销袁 不纳入
医院的相关考核袁 异地就医的先治
疗后结算袁不让患者因为费用问题而
放弃遥 国家的迅速行动为患者解决了
后顾之忧袁患者更没有理由不接受治
疗遥 包括确诊患者在内的所有人袁应
当认真对待政府媒体的呼吁袁切不可
有侥幸心理袁也不可有消极应对的心
态袁因为每一个人的不当行为都可能
引起疫情的变化遥

疫情的防治考验着我们袁 这不
仅是一场医疗人员的战斗袁 更是一
场全民的战斗遥 对抗疫情袁我们不能
心存侥幸袁但必须清醒冷静遥 唯有众
志成城袁才能形成战胜疫情的合力遥

抗击疫情，人人责无旁贷
阴伏 特

截 至 目 前 袁我
市暂未发现疑似病
例袁 但疫情防控工
作不能掉以轻心 遥
全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防控工
作会议召开以后 袁
各乡镇和有关部门
按照会议布置 袁积
极行动袁尽心尽责袁
全力投入疫情防控
工作遥 图为汽车站
工作人员正在给旅
客测体温遥

本报记者刘芬摄

本报讯 渊记者袁南军冤
1 月 23 日袁 佗王药品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为市政务服
务中心 渊市行政审批局冤干
部 职 工 免 费 送 去 300 包
3000 多个一次性口罩袁助
力市政务服务中心预防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遥

春节期间袁 外出人员回
流袁前往市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办事群众日益增多袁当班
职工感染疫病的风险增大袁
为此袁政务服务中心准备购
置一批口罩袁给值班工作人
员备用遥可没想到城区各大
药店口罩十分紧俏袁大多药
店已经脱销遥佗王药品超市
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钟先
春听到这一情况后袁立即筹
措 300 包一次性口罩袁免费

送给市政务服务中心袁助力
窗口工作人员预防野新型肺
炎冶遥 中心负责人对佗王公
司的援助表示感谢遥

野政务服务中心春节
假期不打烊袁 工作人员勤
勤恳恳为群众办事袁 我们
为他们的身体健康做点事
是应该的浴 冶钟先春热情地
说道遥

佗王公司向市政务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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