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8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春
节临近，为确保健康过大年，大家应在哪些方面加强注意？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研究员常昭瑞、中国疾
控中心传防处主任医师殷文武回答了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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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昭瑞：当前国内新冠疫情
仍处于不同流行阶段，仍需继续
强调做好个人防护，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尤其在以下情形应佩戴
口罩：一是进入医院、商场、超
市、室内会场、机场车站等环境
密闭、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乘

坐飞机、火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工
具、厢式电梯时应全程规范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及以上级别口罩。
二是进入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
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时。三是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新
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四是
近距离接触或护理新冠病毒感
染者及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
状人员时。五是医务工作者，交
通运输、商场、超市、餐饮旅游、
快递、保洁等从事公共服务及密
闭场所的工作人员。阻断新冠病

毒传播，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重
在细节，贵在坚持。

殷文武：实际上，实施“乙类
乙管”后，社会面的传染源更加不
确定，更要做好个人防护，做好自
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在疫情流行
期间，如果上班通勤，最好保持

“两点一线”。对一些重点人群，
像有基础病的老年人、儿童、孕产
妇等，在疫情期间最好少外出、少
聚集。在疫情流行较严重时，尽
量不要到影剧院、KTV、棋牌室
等空间密闭、人群密集场所。

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

健康过大年 注意这“五点”

常昭瑞：为确保广大群众度
过一个健康平安祥和的春节，
需在以下方面加强注意：一是
要继续做好个人防护，坚持勤洗
手、戴口罩、常通风、公筷制，保
持社交距离、咳嗽礼仪、清洁消

毒等卫生习惯，即使感染新冠病
毒康复以后，也应做好个人防
护；二是保持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适量运动、良好心态等健康
生活方式；三是尽量不举办、不
参加大规模家庭聚集性活动，减
少家庭亲朋聚餐聚会人数，缩短
聚餐时间，也可以通过视频、电
话传递祝福，尤其是避免把感染
风险传递给家中的老年人；四
是符合新冠疫苗接种条件的人

群，尽快完成全程疫苗接种和
加强免疫接种，保护自己和家人
的健康；五是要加强健康监测，
密切关注自身和家人的健康状
况，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
咽痛等症状时，或者核酸或抗原
检测阳性时，要尽可能待在通风
好、相对独立的房间，尽量减少
与同住人员接触，密切关注病
情进展，如果出现病情加重，要
及时就医。 秦迎

（一）一些网友认为，实
施“乙类乙管”后就可以放
松防护，进入到公共场所也
可以不戴口罩。这种观念
正确吗？

（二）今年是实施“乙类
乙管”后的第一个春节，为
确保健康过大年，公众该在
哪些方面加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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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关爱 家人般温暖

“徐阿姨好，又到今天第
三次测体温的时间了，给您测
量一下体温。”下午16点，护
理部六楼邴丽一边和老人打

着招呼，一边消杀着房间空气
走进徐阿姨房间，开启了今天
第三轮体温监测。邴丽测着
体温，安慰老人要多喝水，好
好吃饭，保持心情愉快，叮嘱
老人千万别有心理负担，又给
老人采集了血氧饱和度，“阿
姨，您的体温36.5°，血氧饱
和度98%，都是正常值。多喝
水，暂时不要出门，适当在屋
里活动一下。”这是近段时间
城润家工作人员的常态，经过
努力，城润家安全平稳度过了
非常时期。

物资充足 抗疫不慌乱

2022年12月社会面放
开前，城润家一直保持着“零
感染”的良好状态，但是，随
着12月份社会面疫情的传
播，院内也承受着冲击。为
此，城润家在李院长带领下
成立了疫情防控工作小组，
以医疗部和护理部团队为核
心，后勤部门全力配合日常
服务工作，开展了井然有序
的防控及治疗工作。

疫情刚开始传播，医疗
部订购的退烧药迟迟未到，
综合部立即联系上级主管单
位城阳区民政局和流亭街道

办事处，调配了100粒布洛
芬和100个抗原检测盒，解
决了医疗用药的当务之急。

李院长和医疗部团队
对老人当前形势进行了分
析，医疗部提出了 12 台血
氧仪和10台吸氧机的紧急
采购需求。董事长、院长
和采购人员齐上阵，大家
通过采购、借调等办法，60
支水银体温表，6 台体温
枪、6 台血压计、12 台血氧
仪、6 台呼吸机、3 个氧气
罐、5 个氧气袋、50 套防护
服等物资很快就到位了。

加强营养 增强抵抗力

徐厨师长针对疫情期
间的膳食营养需求，重新修
订营养菜单，提升营养水
平。加大了早晨的牛奶、鸡
蛋供应量，在原有定制菜单
的基础上，鱼类、肉类等优质
蛋白也增加了量，同时增添
药膳、水果汤、红枣大葱生姜
汤等，并为老人们送餐入户。

及时吸氧 应对有序

在确定了处置方案和

流程后，院里每
天都召开协调
会，要求每日开
展至少4次环境
消杀工作，将原
来每天2次监测
体温升级到 4
次，如发现老人体温偏高，立
即通知家属，如老人体温超
标，给予相应的退烧药物治
疗，并对老人进行血氧饱和
度水平监测、血压监测及抗
原检测，一旦发现血氧饱和
度低于95%，即刻让老人吸
氧，与家属沟通老人的实际
情况，如需转院的，协助家属
联系120急救转院治疗。

齐心协力 共渡难关

城润家李院长对工作
人员说，“社区里的老人平
均年龄超过 85 岁，器官功
能都很衰弱，一旦体内供
氧不足，会严重影响心肺
等功能，平时要做好体温
和血氧饱和度监测，给老
人早期吸氧，对老人病情
改善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针对部分外出就医后

需要进一步治疗的老人，
由于医院床位紧张，或者
家属没有时间陪同住院
的，老人可以将医院开的
药物带回城润家，由院内
的医护人员按医嘱为老人
输液，让老人在舒适的环
境里治疗和康复。

城润家白沙精典颐养
社区是由市属国有企业青
岛城市发展集团与青岛中
润德集团联合投资打造的
高标准、高规格的精典颐养
社区。社区引入欧美颐养
服务模式，聘请国际知名颐
养专家全程策划指导，遵循

“品质养老、积极养老”的服
务理念，致力于为自理、介
助、介护、失智长者提供生
活家庭化、环境舒适化、关
怀人性化、服务专业化的全
方位精典颐养服务。

2022年12月8
日至2023年1月12
日，全国在院新冠相
关死亡近6万例，平
均年龄80.3岁。

在14日举行的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新闻发布会上，国
家卫生健康委医政
司司长焦雅辉表示，
当前我国二级以上
医疗机构共开设发
热门诊1.64万个，基
层医疗卫生机构开
设发热门诊或者发
热诊室 4.31 万个。
从门诊情况来看，整
体呈现出正常诊疗
正在逐步恢复态势。

“全国发热门诊
诊疗量在2022年12
月 23 日达到高峰，
286.7 万人次，之后
持续下降，到 2023
年 1 月 12 日回落到
47.7万人次，较峰值
时数量减少 83.3%，
目前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发热门诊

和诊室的就诊人数
均呈现达峰以后整
体下降趋势，农村
地区也呈现下降趋
势。”焦雅辉介绍，
发热门诊新冠病毒
阳性感染者检出比
例也持续下降，峰
值 是 2022 年 12 月
20 日 33.9%的检出
率，到 2023 年 1 月
12日下降到10.8%，
该趋势表明发热门
诊高峰已过。

“2023年1月12
日全国普通门诊诊
疗总人次913.5万人
次，基本恢复到疫情
前的水平。门诊患
者中新冠病毒阳性
感染者占比在 2022
年12月19日峰值是
5.7%，之后持续下
降，2023 年 1 月 12
日占比 0.9%。普通
门诊日诊疗量持续
增加，目前正常诊疗
正 在 逐 步 恢 复 当
中 。”焦 雅 辉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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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重症患者达峰后波动下降

我国正常诊疗正逐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