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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疫情防控战的深入袁各
类人群的心理状况也逐渐受到
关注遥 这其中袁有疫情直接受害
者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问题袁也有
普通民众居家所产生的孤独尧焦
虑状况遥 可以说袁心理防疫是社
会必须重视的问题遥 那么袁应当
如何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呢钥

首先袁要警惕心理野防火墙冶
的失效遥 我们都知道袁电脑需要
有防火墙才能更安全地运行遥 人
也一样袁我们每个人也有看不见
的野防火墙冶袁以免让自己受到不
必要的伤害遥 简单来说袁这个防
火墙的功能就是将一些不愉快
的情感尧事情或情景袁与意识分
离袁 排除到自我的意识之外袁从
而避免引起心理上的不舒适尧不
愉快甚至痛苦遥

这个防火墙成了我们个体
边界的一部分袁就像城市的围墙
一样袁对我们起到保护作用遥 在
这次疫情之中袁各类信息铺天盖
地地向个人袭来袁而有些不让人
愉快的内容袁正反复地尧累积性
地攻击着我们的防火墙遥 面对新
型冠状病毒的感染风险袁我们需
要戴上口罩做好防护遥 而这些心
理上的野病毒冶袁同样需要引起社
会重视遥

这种心理野病毒冶造成的危
害是多方面的遥 第一袁使人们的
情感被高度唤醒遥 当人们面临如
此大范围的疫情发展袁尤其是在
看到很多受害者故事的时候袁会

很容易形成替代性心
理创伤袁 让自己不能
自拔遥 第二袁 情感失
调遥 疫情期间袁人们获
取的信息是丰富多元
的袁 正能量内容会让
人感动袁 一些负面案
例又会让人愤怒遥 过
于频繁的情感变换袁
可能导致人的情感模
式紊乱袁从而失去应有的心理平
衡遥

警惕心理防火墙失效袁要学
会戴上心理的口罩遥 一方面袁要
防止信息过多摄入袁 学会通过
其他活动分散注意袁 把自己从
大量负面信息中解放出来袁防
止心理上的消化不良遥 另一方
面袁 寻找隔离期间的意义和价
值感也非常重要遥 通过看书尧练
琴尧创作等方式袁把自己的生活
过好遥 只有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和生活节奏袁 才会以更加积极
的态度看待这次疫情遥 反之袁就
容易陷入焦虑不安尧 愤怒谩骂
之中遥

其次袁要正视恐惧遥 面对突
如其来的疫情袁恐惧是一种正常
的情绪遥 事实上袁恐惧是人最原
始的情绪之一遥 比如袁当人看到
一条毒蛇袁多半就会产生恐惧情
绪遥 从某种意义来说袁这种恐惧
的情绪是进化的产物袁有利于我
们躲避危险袁做好逃跑的准备遥

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袁我们要
学会接纳恐惧袁不要刻意让自己

不恐惧袁 更不要无知者无畏袁不
做相应的防护遥 这几天袁一些新
闻报道的确诊案例袁正是由于不
严肃对待疫情袁 不顾劝阻聚会尧
聚餐导致的遥

任何事情袁都在于对野度冶的
把握袁恐惧也不例外遥 从媒体报
道来看袁 有不少人会盲目恐慌遥
比如袁一些人会采取不合理的措
施袁歧视来自湖北的人遥 这样的
过度恐惧行为袁 不仅没有必要袁
还会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遥 同样
地袁理性恐惧还有赖于对疫情的
理性了解遥 只要人们掌握了新型
冠状病毒的特点袁针对野传染性冶
这一关键特征做好防护袁就会做
到心中有数袁审慎对待遥

在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袁我
们既要做好身体防护袁又要做好
心理防护遥 人们心理的防火墙袁
不是为了隔离关注和爱袁而是让
我们更积极尧更有建设性地参与
防疫战遥 对疫情应有的警惕袁不
是盲目跟随网络信息袁而是做到
独立思考尧理性认知袁避免过度
恐慌遥

野医务人员禁止入内冶钥 据报道袁日
前袁 河南南阳南石医院的护士下班回
小区遭阻拦袁 阻拦者认为南石医院是
新冠肺炎定点医院袁 害怕她携带病毒
回家感染他人遥 医院汇报后袁南阳市防
控指挥部已发布通知解决医护人员出
行问题袁制作临时工作证作通行证遥

这一阻拦行为袁缺乏人情味袁甚至
缺少人性遥 医护人员在新型肺炎定点
医院兢兢业业袁应获得尊重袁而不是歧
视曰应受到礼遇袁而不是刁难遥 连自己
的家都回不了袁 阻拦者的做法显然侵
犯了这位护士的合法权益袁 应受到强
烈谴责遥

而经调查可知袁 这种粗鄙化的极
端做法并非孤例袁在多家小区上演遥 不
仅相关医护人员被歧视袁 连他们的家
人也遭嫌弃袁甚至被孤立遥 如此种种袁
令人愕然的同时袁也忍不住发问院这样
对待医护人员袁良知何在钥 道义何在钥
法治精神何在钥 试问袁如果人人都不愿
再当医生袁 那些拦路者预备去哪里看
病钥

其实袁 根本无需担心医务人员把
病毒带回小区袁他们是专业人士袁知道
怎么自我防范袁 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
才不会把病毒带回家遥 如果因无知而
标签化医护人员袁 应该及时掌握基本
的医学常识曰 如果故意跟医护人员过
不去袁相关部门应该依法依规介入袁跟
这些人野过不去冶遥

广大医护人员坚守岗位袁 弘扬了
敬佑生命尧救死扶伤尧甘于奉献尧大爱
无疆的精神袁 不能让他们流汗之后还
流血流泪遥 特别在防控疫情的关键阶
段袁无数医护人员用责任兑付信任尧用
生命托举使命袁 是我们和病毒之间最
直接的防火墙遥 那些阻拦医护人员回
家的做法袁 不啻于登高去梯袁 手段可
悲袁让医护人员伤心且寒心袁最终断送
的可能是自己求医问药的机会遥

我们可以理解小区居民对病毒的
畏惧袁 可以探讨让医务工作者集中食
宿袁但必须对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说不袁必须坚决捍卫
医护人员的合法权益浴 非常时期袁对医护人员使绊子袁
就是干扰疫情防控袁就是与公共利益作对袁相关人员应
受到应有的处理遥

野要关心和保护好广大医疗卫生人员冶野保护好医
务人员身心健康冶噎噎连日来袁党中央多次强调要善待
医护人员遥 习近平总书记也曾强调院野在面对重大传染
病威胁尧 抗击重大自然灾害时袁 广大医务人员临危不
惧尧义无反顾尧勇往直前尧舍己救人袁赢得了全社会高度
赞誉遥冶尊重医护人员袁这是我们的责任袁也是社会正常
运转的伦理要求袁不容打折遥

有医护人员呼吁院野我在一线无悔抗疫袁 你别断我
回家之路袁歧视我的孩子好吗钥冶这是饱含无奈的请求袁
也是充满悲情的控诉遥我们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袁为众人
抱薪者袁岂可使其冻饿于风雪之中钥 秦川

2 月 3 日袁 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袁研究加强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遥 会议明确指出袁各级
党委和政府要继续为实现今年
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努力遥
要密切监测经济运行状况袁聚焦
疫情对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
影响袁围绕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做
好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准
备遥

围绕中小企业发展境况的
讨论袁近日时有出现遥 疫情突如
其来袁 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
定冲击遥 尤其一些疫情较为严重
的地方袁 若要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秩序袁 预计还需要一定时间遥 因
此袁无论是防控疫情袁还是经济发
展袁 都有必要做好相对持久的准
备遥防控疫情袁既要努力保持生产
生活的平稳有序袁也要有计划尧有
步骤地为经济生产做好规划遥

防控疫情是当前最重要的
工作袁 但不意味着不要经济尧不
要发展遥 不保持一定的生产袁就
无法开足马力为防控疫情提供
充足的物资储备袁口罩尧防护服
等医疗用品是必需的袁 蔬菜尧肉
奶蛋尧粮食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也是刚性的曰 不保持相当的生
产袁就无法以有效供应来稳定市
场秩序袁这也是依法打击哄抬物
价尧囤积居奇尧趁火打劫等违法
犯罪行为的经济基础遥 防控疫情
阻击战的关键时刻袁既要一手抓
防疫袁也要一手抓经济遥 只有野两
手抓冶野两手硬冶袁 才能保障疫情
防控工作的迅速推进和保证如
期完成发展的既定目标遥

这需要辩证地看尧 统筹地
做遥 对于疫情严重的地区来说袁
要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曰
对于其他地区来说袁要在做好防
控工作的同时袁统筹抓好改革发
展稳定各项工作袁特别是要抓好
涉及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尧决
战脱贫攻坚的重点任务遥 防控疫
情袁要有全国一盘棋思想袁但不能
野一刀切冶袁该防控的务必要防严尧
控好袁有条件的地方不能产生懈
怠思想袁 经济发展理应要跟上遥
全国不同地区袁只有根据各地实
际情况袁因地制宜尧实事求是地写
好防控与发展的辩证文章袁才能
做到统筹兼顾尧有的放矢遥

这需要全面地看尧 重点地
抓遥 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会有一定的延续性袁这就要求各

地看待发展问题时袁不要拘泥于
一时片刻袁应该更多地在长时间
段内观察袁密切监控经济运行状
况遥 客观地说袁全面聚焦疫情对
经济运行带来的冲击和影响袁才
能精准把握住重点尧要点尧难点袁
这是未来做好野六稳冶工作袁做好
应对各种复杂困难局面的重要
前提遥 当前面对疫情袁在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袁更要全力
支持和组织推动各类生产企业
复工复产袁特别是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袁为企业提供保障尧为发展
稳定局面遥

万众一心抗疫情袁迎难而上
谋发展遥 经济发展是我们战胜疫
情尧战胜困难的基础袁只有抓住
经济发展不放松袁才能让疫情带
来的损失降至最低尧才能用发展
的成果补齐疫情的损失遥 今年袁
攻克疫情是大事袁攻克脱贫攻坚
战最后堡垒等工作也是必须完
成的任务袁不妨以疫情防治为切
入点袁 结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袁
加强乡村人居环境整治和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袁为实现经济平稳
发展尧为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
活需要袁做出新成绩尧展现新作
为遥 嘉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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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心理“病毒”
带来过度恐慌

一手抓防疫，一手抓经济

阴陈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