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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闻

李文韵同志逝世

青岛市统计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离休
干部李文韵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 2023 年 1
月14日9时在青岛逝世，享年96岁。

李文韵同志系山东栖霞人，1945 年 2 月
参加革命工作，1946 年 6 月加入中国共产
党。历任山东蓬莱、烟台工商局练习生、统
调员、副科长，山东省统计局、山东省食品分
公司副科长，青岛市外贸党委宣传部副部
长、团委副书记，青岛市委办公室秘书科科
长，市外贸局副局长，副书记，青岛市水产局
党委书记，市统计局党组书记、局长等职务。

李文韵同志的遗体已于 2023 年 1 月 16
日在青岛市殡仪馆火化。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孙 欣
本报1月19日讯 近日，国家医保局公布了

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情况和新版目录。本次
调整共有111种药品新增进入目录，3种药品被调
出目录。参与谈判或竞价的药品总体成功率达
82.3%。谈判和竞价新准入的药品，价格平均降幅
达 60.1%。记者从青岛百洋制药有限公司获悉，
百洋制药的渗透泵控释剂型降糖药盐酸二甲双
胍首次被纳入医保，成为首个纳入医保的渗透泵
控释剂型二甲双胍。

据了解，二甲双胍主要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
是目前全球应用最广泛的口服降糖药之一。百
洋制药的渗透泵控释剂型盐酸二甲双胍能在此
轮国家医保谈判中成功被纳入医保目录，主要得
益于剂型优势所带来的临床价值。目前，二甲双
胍在国内的临床使用率只有 53.7%，而在发达国
家则为70%-80%，造成这一差距的很大一部分原
因在于制剂技术差异导致的胃肠道副作用和漏
服的问题。

百洋制药入选的二甲双胍采用了世界先进
的渗透泵控释技术，利用渗透压原理使药物有效
成分能以恒定的速率释放，实现24小时内血药浓
度维持在有效范围内，在降低胃肠道刺激及毒副
作用的同时，也减少了糖尿病患者的服药次数，
患者只需一天服用一次就能维持血糖平稳，有效
提升了用药依从性。

百洋制药打破了渗透泵控释技术的专利封
锁，该产品不仅实现了高端制剂的国产替代，也
获得了美国FDA的上市批准，于2019年“出海”在
美国市场销售。

近年来，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动医保药品目录
调整，对创新药品予以支持和倾斜，从需求侧引
导医药企业加大创新力度，提高竞争能力，推动
医药产业创新发展，越来越多的优质创新药物被
纳入医保目录。对于患者来说，创新药物以合理
价格纳入医保，不仅实现了有药可医、好药可及，
也减轻了治疗负担，让患者能够实现个性化的用
药选择。

青岛产创新剂型降糖药
纳 入 国 家 医 保 目 录

成为国内首个纳入医保
的渗透泵控释剂型二甲双胍

1、回家途中怎么做好个人防护？

在飞机、火车等密闭空间内，要全程戴好
口罩。随时保持手卫生，避免接触公共物品。
咳嗽、打喷嚏时，要注意相应的礼仪，要用纸巾
或者肘臂遮挡。

自驾人员要做好全过程健康防护，加强车
辆通风消毒。在服务区下车休息时，减少逗留
时间。到餐饮区就餐时要进行手消毒。在收
费站通过人工窗口缴费时，要戴好口罩。

返乡途中要做好防护物资的准备，比如准
备一些口罩、手消的防护用品以及干湿消毒纸
巾等，包括抗原检测试剂、常规药物。

2、返乡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要合理安排出行，尽量避免前往疫情流
行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探亲访友，同时也倡导
处于疫情流行水平比较高的地区的群众尽量
减少外出。

对于居家治疗的新冠病毒感染者，非必要
不外出，不要探亲和旅游。出现发热、干咳、咽
痛、乏力等症状的人员要履行个人防护的责
任，及时做好健康监测或者抗原检测，在没有
排除风险之前要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同时
也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

返乡人员回到家后不仅要加强自我健康监
测，也要密切关注自己以及家人的健康状况。
如果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症状，要及时
进行抗原检测，或者根据病情及时就医。

刚回到家里，要做好自我防护，尽量避免
接触家里的老人或者有基础性疾病的人员，接
触的时候要做好个人防护。

3、“阳了”之后，哪些情况需就医？

出现发热症状，可首选居住地附近发热诊
室进行健康咨询。如病情较重，出现以下症
状，应前往医疗机构发热门诊、急诊就医：经药
物治疗后，体温仍＞38.5℃，并持续超过3天，或
体温≤35℃；静息状态下吸空气时，指氧饱和度
≤93%；持续不能饮食或腹泻/呕吐＞2天，出现
电解质紊乱症状，如组织水肿、皮肤失去弹性、
口渴、肌无力、少尿、无尿等症状；腹部疼痛，胸部
感到持续疼痛或持续压迫感；呼吸困难或气促，2
月龄以下幼儿呼吸频率≥60次/分，2-12月龄幼童
≥50次/分，1-5岁儿童≥40次/分，5岁以上儿童及
成人≥30次/分；痉挛抽搐，皮肤嘴唇或指甲床苍
白、灰色或发青；头晕、意识障碍、失语、不能行动、
不能保持清醒；原有基础疾病等明显加重。

儿童出现鼻翼扇动、三凹征、喘鸣、喘息、
惊厥、拒食、有脱水症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孕妇出现头痛、心慌、憋气等症状，腹痛、胎
动异常、阴道出血或流液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4、“阳康”者与“未阳”老人如何共同生活？

“阳康”者，尤其是发病 10 天内的“阳康”
者，仍需与未感染的家人共同生活时，一定要注
意双方都做好防护，包括正确佩戴口罩、做好手卫
生和物品消毒、房间通风等。家人出现发热、呼吸
道感染等症状后，可根据需要自行进行抗原检测。
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日常一定要规律用药，控制好病
情，家中要储备一个月左右的基础病用药。

有的居民家中老人目前还未感染新冠
病毒。此时建议让家里老人及时接种新冠疫
苗，有效保护自己。外地的子女尽量在完全

“阳康”后再返家，避免将病毒带给老人。给老
人补充营养，让其充分休息，鼓励老人适当锻
炼，增强抵抗力。老人如发生感染，须密切观
察其症状体征，若有呼吸困难、嗜睡、咳嗽不
止、基础疾病加重等情况应及时就医。

无论是否“阳过”，都要坚持做好个人防
护，保证规律作息、健康饮食、适量运动。

5、探亲访友可以聚餐聚会吗？

外出探亲访友戴好口罩，口罩弄湿、弄脏、
变形或损坏后应及时更换。尽量减少聚餐、聚
会的次数，建议使用公筷、公勺。杜绝带病参
加聚餐聚会，可通过视频、电话传递祝福，尤其
要避免把感染风险带给老年人。

“阳康”人群在饮食运动方面也需多加注
意。转阴后，身体感到疲乏是正常现象，完全恢
复需要2-3周时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心
态，规律作息，不要熬夜。春节期间应清淡饮食，
科学进补，拒绝油腻，不要大吃大喝。补充蛋白
质，多吃蔬菜水果，保证充足的营养。根据个人日
常运动习惯，可以适量运动，运动量不超过平时的
三分之一，不能剧烈运动或过度运动。

经历新冠病毒感染以后，人体免疫功能会
出现较明显的紊乱表现，即淋巴细胞数值和功
能会在感染急性期降低，后续随着疾病恢复，
再缓慢恢复到正常状态。“阳”后这个“免疫紊
乱期”会持续1-2周，其间其他病毒、细菌等都
非常容易乘虚而入。

6、没“阳过”的人面对新毒株会比“阳康”
者更脆弱吗？

感染后病情的轻重与病毒的致病力有关，

目前，奥密克戎各变异株的致病力相差无几。
感染过奥密克戎康复后一般3至6个月内二次
感染的概率相当低，如果遇到有较强免疫逃逸
能力的毒株，康复者不能完全避免二次感染。
如果是曾经“阳过”的人再次感染，病情可能会
相对第一次感染更轻。

没“阳过”的人感染病毒，病情会与其他人
第一次感染时程度类似。

7、打了“第三针”，为何还需要打“第四
针”？

按照国家统一部署，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
接种基础上，现阶段在感染高风险人群、60岁
及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重基础性疾病人群
和免疫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
种，接种时需要满足与第一剂次加强针间隔6个
月及以上。

全球新冠大流行仍在持续，奥密克戎变异
株已成为全球主要流行株，且免疫逃逸能力
更强。国际上大量研究数据显示，1 剂次加
强免疫后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的保护效果
在 6 个月后明显下降。接种第四针后，可以
在短时间内激活免疫系统，重获针对新冠病
毒变异毒株的高水平中和抗体，更好地提升
保护能力。

“阳性”期间无须接种疫苗，因为疫苗的
作用是预防疾病，并无治疗的效用。按照国家
现行的新冠疫苗使用技术指南，新冠病毒感染
后6个月内罕见再次感染发病的情况。既往新
冠病毒感染者（患者或无症状感染者），在充分
告知基础上，可在6个月后接种1剂。

（郭菁荔 整理）

回家途中如何做好个人防护，返乡前后有哪些注意事项，“阳了”之后哪些情况需就医——

春节回家带上“健康锦囊”
疫情防控知识科普

随着新春佳节脚步的临近，青岛各大商圈
也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经历了疫情对
消费市场的短暂冲击，这个新春消费季对每个
商家、每位消费者来说，都有了更深的意味。琳
琅满目的年货礼盒寄托了游子们对家的思念，
预售火爆的年夜饭套餐散发出团圆的气息，争
奇斗艳的鲜花市场象征着春的生机……

市南商超：传统文化“助阵”，
丰富春节消费体验

“小年这两天的销售情况，已经恢复得与去
年同期持平，我们有信心在春节长假期间创出
销售佳绩。”青岛银座商城工作人员表示。记者
看到，银座商城内，琳琅满目的饰品把商场装扮
得年味十足，各个品牌柜台内，带有“兔年”元素
的新款产品被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商场超市
尤其火爆，酒水饮料、酱货礼盒、坚果礼盒等产
品满满当当，市民们人手一个小推车，津津有味
地挑选着心仪的年货，人工收银台和自助收银
台前排起了付款的长队。

1月14日至27日，海信广场邀请了18位手
工艺传承人集中展示瓷板画、玉石雕刻、葫芦烙
画、面塑、糖画、苏绣等中华传统技艺，丰富消费
者春节期间的购物体验。位于市南区西部的金
茂湾购物中心春节期间也准备了丰富多彩的体
验活动。“我们推出了新春照相馆，市民可以在
这儿拍一组美美的全家福。大年初一，商场将
在门口举办新春舞狮表演，和市民一起热热闹
闹迎新年。同时，在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四天
内，消费者只要在商场消费满 99 元，就能参加

‘福运加持’‘前兔无忧’等游戏活动，为新年添
个好彩头。”金茂湾相关负责人周炜对记者说。

市南区商务局局长孙海岩介绍，为促进消
费市场回暖，市南区联合各大商超、企业，充分
开放老街里场景，组织开展好物年货节、万象惠

吃节、“寻味市南”美食大拜年、“助商惠民”消费
券、新能源汽车展、东西协作展、青岛老字号商
品展、外贸进出口优品展、浮山湾“与你不期而
遇”艺术商圈展演 9 类主题活动，涵盖餐饮、购
物、文娱、新兴消费、特色品牌、东西协作 6 大
板块。在政策层面，市南区面向全区餐饮、零
售、汽车、文化、旅游、住宿等购物消费场景发
放总额 300 万元的电子消费券，“助燃”新春

“烟火气”。

台东商圈：满足“老中青”三代
逛、游、乐、玩体验

台东商圈覆盖周边居民广、业态丰富，因而
成为老中青三代群体逛、游、乐、玩的聚集地。

临近年关，南山花卉工艺品市场正值一年
中最火热的销售季。讨价还价的声音、琳琅满
目的鲜花绿植……进入市场，浓浓的年味扑面

而来。南山花卉工艺品市场负责人告诉记者：
“目前市场内 80 多个摊位均顾客盈门，年龄在
50岁以上的中老年群体是南山花卉工艺品市场
的消费主力军，现在的客流量是平时的300%。”

今年60岁的刘春霞带着丈夫和孙子来到花
卉市场，一小时不到便挑选了蝴蝶兰、山茶花、
乒乓菊三种花。她表示：“春节是一个新的开
端，家里放几盆花花草草可以增加过年气氛。”

“小时候的零食、小时候的味道，欢迎品
尝。”在台东步行街的一家怀旧主题商铺时光杂
货店外，店员正不断招揽顾客。店内墙上贴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见的街头广告、海报，行军
水壶、红军帽和写着“为人民服务”的单肩包也
被挂在一侧。“健力宝是我小时候过年才会喝到
的饮料，还有咪咪虾条、大大泡泡糖这些‘老面
孔’，真的让我感到挺惊喜的。”“00后”大学生袁
洪平告诉记者，他买了店内的20多种零食，准备

过年时和小时候一起长大的伙伴分享。该店店
员告诉记者，进入腊月以来，明显感觉到客流量
不断增加，工作日能达到 300多人，周末则达到
了400人以上。

李村商圈：消费红火“年味”浓，
“烟火气”中迎新春

17日中午12点，虽是工作日，但伟东·乐客
城内却是一派热闹且忙碌的景象。古色古香的

“围炉煮茶”布景让顾客新奇不已，争相拍照打
卡；“红火好市集”占据了一楼的好位置，泥人、
饰品等物件吸引着顾客驻足购买；多个餐饮店
铺门口坐满了等位的顾客，叫号声此起彼伏。

伟东·乐客城总经理祁晓告诉记者，去年底
今年初的时候，人流迅速回升；元旦时，客流量
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0%；农历小年的时候，客流
量已经恢复到去年同期的88%。

“岁末添金”是不少人过年图个“好彩头”的
方式。连日来，伟东·乐客城黄金购买区消费持
续回暖。记者在现场看到，销售人员忙得不可
开交，顾客中既有带着孩子前来的父母，也有不
少年轻人。“我买了转运珠，希望24岁本命年一
切顺利。”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农历兔年春节将至，李村商圈迎来了消费
热潮。步行街、商业综合体、百货商场、超市卖
场客流激增，购物、娱乐、餐饮迎来一拨消费高
峰。商家们亦是开动脑筋，开展兔年贺岁、周年
庆典、跨界营销等丰富多彩的优惠促销和体验
活动，为市民奉献一场红火、多元、实惠的消费
盛宴。

“随着春节的到来和经济的复苏，我们适
时推出了年货节活动，现在销售额比以往能
提升 35%，春节期间，我们的销售额预计能增
长 50%以上。”苏宁易购李村生活广场店店长
赵帅告诉记者。

新款产品上架，年夜饭预售火爆，购物、娱乐、餐饮快速回暖——

岛城各商圈节日消费恢复“动如脱兔”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王 萌 马英歌 张 晋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杨琪琪
本报1月19日讯 文明家庭树典范，崇德向

善幸福年。19 日下午，由青岛市文明办主办，
西海岸新区工委宣传部、西海岸新区文明办承
办的青岛市文明家庭美德故事分享会在西海岸
新区举办。山东省文明家庭、青岛市文明家庭
代表走进全国文明单位——青岛真情巴士集
团，与社区居民、企业职工齐聚一堂，讲述文明

家庭故事，观看文艺演出，营造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

活动中，六户文明家庭代表分享了各自的故
事。他们当中，有奋不顾身救火、萍水相逢救人的
刘洪海家庭；有热心公益、照顾特殊儿童的卢振华
家庭；有孝老爱亲、卖房为双亲治病的陈瑞平家
庭；有诚信服务、照顾空巢老人的马波家庭；有爱
岗敬业、投身志愿活动的张金山家庭；有用心呵护

成长、帮扶春蕾女童的刘波家庭。他们用生动质
朴的语言讲述一个个感人至深的家庭故事，让美
德在家庭中生根、在亲情中升华，使团圆的春节文
明色彩更加浓厚。活动还设置了文艺表演板块，
在喜庆欢乐的氛围中突出文明家庭典型示范引
领，传播美德健康生活方式。

日前，市文明办印发了《关于做好春节期间文
明家庭创建有关工作的通知》，在全市组织开展

“礼遇文明家庭 情暖新春佳节”“新时代新生活
文明家幸福年”“文明家庭树典范 志愿服务传爱
心”系列活动，通过走访慰问、美德故事分享、志愿
服务等形式，礼遇文明家庭、展示家庭风采，进一
步树立德者有得、好人好报的价值导向，号召带动
更多家庭见贤思齐、向善向美，推动形成崇尚、学
习、争创文明家庭的浓厚氛围，展现广大家庭奋进
新征程的精神面貌。

“新时代新生活 文明家幸福年”

青岛举办文明家庭美德故事分享会

■金茂湾
购物中心举办
年味十足的传
统文化活动。
王 萌 摄

新 春 佳 节 即 将 来
临，随着大量人员的陆
续返乡，新冠病毒传播
风险也随之加大。

远途出行以及返乡
的人员应该提前做好哪
些准备工作？返乡后，
免不了要走亲访友、聚
餐聚会，该如何保护家
中“未阳”老人？“未阳”
人群与“阳康”人员共同
生活要注意什么？

记者综合健康中国
公众号、人民日报、青岛
市疾控中心等权威机构
发布的科普信息，为广
大市民提供“返乡健康
锦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