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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田晓航 温竞华

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在防护口罩紧

缺的情况下，普通居民如何最大限度利

用好手头的每一只口罩？近日，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在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新闻发布会上就此作出回应。

有些场合无须戴口罩

什么场合无须使用口罩？中国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研究

员吴尊友认为，一个人在家，或者家里的

人从未外出过，在家里没必要戴口罩；在

社区里，如果这个社区没有新冠肺炎流

行，在室外也没必要戴口罩。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

制处研究员冯录召说，如果是独处，比如在

家里未跟外人接触，包括在私家车上，或者

单独在户外、小区里、行人稀少的公园里散

步，这些情况下都没必要戴口罩。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

机制近日发布的《不同人群预防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口罩选择和使用技术指引》

也提到，居家室内活动、散居居民，包括

空旷场所/场地的儿童、学生在内的户

外活动者，以及通风良好工作场所工作

者，都属于低风险暴露人员，这些人员

在居家、通风良好和人员密度低的场所

也可不佩戴口罩。非医用口罩，如棉

纱、活性炭和海绵等口罩具有一定防护

效果，也有降低咳嗽、喷嚏和说话等产

生的飞沫播散的作用，可视情况选用。

有些情况口罩可重复使用

什么情况下口罩可以重复使用？冯

录召认为，这要分具体情况：

普通居民在风险较小的地方使用一

次性口罩，在保障口罩清洁、结构完整，

尤其是内层不受污染的情况下，可以重

复使用，每次使用之后都应该放在房间

比较洁净、干燥通风的地方。

乘坐交通工具，出入人员密集的公共

场所，包括进入商场、电梯、会议室，去普

通医疗机构（除了发热门诊）就诊，可以佩

戴普通医用口罩，即一次性医用口罩。这

种情况下，回家后将口罩置于洁净、干燥、

通风的地方，也还可以重复使用。

对于人员密集场所的工作人员，包

括从事和疫情相关行业的人员、行政管

理人员、警察、保安、快递人员等，建议

佩戴医用外科口罩。这种情况下，可以

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口罩的使用时

长。一般来说，如果口罩没有明显的脏

污变形，可以不必每四小时一换，但是

如果口罩出现脏污、变形、损坏、有异味

时，需要及时更换。

正确使用提高口罩利用率

口罩能不能用酒精或微波炉消毒？

冯录召说，喷洒消毒剂，包括医用酒精，

会使防护效率降低，因此，不宜采用酒精

喷洒的方式给口罩消毒。吴尊友表示，

不主张用微波炉给口罩消毒。

正确保存、清洗和消毒可以提高口

罩的利用率。前述指引提到，如需再次

使用的口罩，可悬挂在洁净、干燥通风

处，或将其放置在清洁、透气的纸袋中。

口罩需单独存放，避免彼此接触，并标识

口罩使用人员。医用标准防护口罩不能

清洗，也不可使用消毒剂、加热等方法进

行消毒；自吸过滤式呼吸器（全面型或半

面型）和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器的清洗

参照说明书进行；棉纱口罩可清洗消毒，

其他非医用口罩按说明书处理。

（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田晓航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少出门、少聚会

是有效阻断病毒传播的方式。加之很多

地方延迟复工、开学，宅在家里让不少民

众产生了焦虑、恐慌等不良情绪，出现了

频繁刷手机、作息紊乱等情况。

对此，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副所长陈

雪峰分析，这是生活方式改变带来的不

适。这种改变不是我们的主动选择，是

疫情防控需要的适应性改变。

“适应能力是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

指标。因此，如果不能尽快调整好生活

方式、适应现在的情况，就很难缓解这种

不适。”陈雪峰说，良好的心理状态也有

助于提高免疫力、抵抗病毒的攻击。

如果出现上述情绪不适和心理问题

应该怎么缓解？专家和权威部门对此进

行了解答。

如何克服焦虑和恐慌？
主动转移注意力

专家表示，首先要做到有备无患，不

折不扣落实各种防护措施，加强个人防

范，戴口罩、勤洗手，有效切断传染源，减

少感染机会。通过官方渠道客观了解疫

情信息，不要轻信谣言。

避免对疫情信息的过分关注。有了

基本防范措施以后，就不必对自己的身

心感受和外界信息过分关注，应当将注

意力投入到积极、有意义的事情上，比如

工作和娱乐。

同时，保持社会联络，通过微信、电话

与熟悉的朋友保持畅通联系，借助与亲朋

好友的互动转移注意力；保持正常的生活

规律，即使宅居在家，也要保持良好的生

活节奏和习惯，这有利于增强抵抗力。

陈雪峰强调，如果心情特别难受，自

己无法调整时，应当拨打心理热线电话

或寻求在线心理咨询。

“睡不好”怎么办？
睡前不看疫情信息

带着不良情绪钻进被窝，“睡不好”成

了很多人的心病。国家卫健委疾控局指

导、人民卫生出版社日前出品的《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心理调适指南》对调节

睡眠质量给出了几点具有针对性的建议。

不少人睡前仍在刷手机了解疫情信

息，但是疫情动态时刻变化也加重了焦虑。

指南特别提示，关注疫情要适度。睡前1小
时尽量避免查看与疫情相关的信息，避免睡

前因紧张、恐惧等不良情绪引起失眠。

指南还建议，营造良好的睡眠环境，

保持卧室安静、舒适，尽量不把闹钟放在

床头，避免反复看闹钟影响入睡；保持规

律的作息时间，每天同一时刻起床，避免

边玩手机边睡觉、开灯睡觉、喝酒助眠、晚

上不睡白天补觉等；睡前1小时内不做容

易引起兴奋的脑力劳动或观看容易引起

兴奋的书籍和影视节目，可以选择听舒缓

音乐，结合适当的呼吸或肌肉放松训练。

当睡眠问题严重时可寻求专业医生的

帮助，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可短暂、按需使用

助眠类药物，不要自行服用助眠类药物。

怎样疏导孩子情绪？
家长应先保持情绪稳定

学校推迟开学、家长延期上班，难得

增加的亲子时光反而让一些家长不知该

如何好好把握，正确疏导孩子情绪。专

家表示，父母情绪的稳定性对孩子的心

理状态影响很大，家长应该尽量不要太

焦虑、太着急，保持情绪稳定。

陈雪峰说，对学龄前的孩子来说，家

长的陪伴很重要，可以跟孩子一起设计一

些互动的小游戏。如果孩子对疫情好奇

和提问，家长应该认真对待孩子的提问，

借这个机会教孩子学习健康知识、让孩子

有安全感，安抚好孩子的情绪。对青春期

以及刚成年的孩子，应当尊重他们对独立

和独处的需求，多商量，少管制。

国家卫健委疾控局副局长王斌说，

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保持理性的心

态非常重要，一方面要相信我们已经采

取的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定会有成效；另

一方面还要相信自己，保持镇定、乐观。

我们本来就具备免疫力，乐观自信是最

好和最强大的“免疫力”。

（新华社北京电）

新华社北京电 长假过后，上班族们

陆续返岗复工。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

续，公交地铁上如何做好防护？到单位

又该注意些什么？是否需要戴手套？对

此，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处近日通过

官方微信公众号提出了一些建议。

出行时如何做好防护？世卫组织建

议尽量错峰出行。如果不得不乘坐公

交，最好与其他乘客保持至少一米的距

离；避免触摸自己的脸；用含酒精的免水

洗手液洗手，尤其是触摸过售票机、门、

扶手等物体表面后；打喷嚏或咳嗽时用

纸巾、臂肘等遮盖口鼻；不要随地吐痰；

纸巾用后立即扔掉并洗手。

上班期间，应减少在密集空间内聚

集，具体做法包括以电话或网络会议替

代面对面会议，推迟不必要的团体活动，

限制同一时间工作场所的人数等；经常

对工作场所进行清洁和消毒，尤其是门

把手、电话、键盘、电梯按钮、厨房、水房

和洗手间；问候他人时避免身体接触，不

要握手；和同事、客户谈话时保持一米距

离；常使用肥皂和水或含酒精的免水洗

手液洗手；咳嗽或打喷嚏时注意正确遮

挡。

世卫组织说，如果口罩不够用，就在

最必要的时候使用，如在公交地铁车厢、

电梯等人员密集的密闭空间中。戴口罩

前后要注意洗手，且佩戴过程中避免用

手触摸口罩。至于戴手套，其好处不如

勤洗手。戴手套可能会给人们一种错误

的安全感，进而增加接触病毒的风险。

例如，在接触了受污染的表面后又用戴

着手套的手触摸自己的脸。若想真正起

到防护作用，手套必须一次性使用或适

当清洗、保持干燥。对公众来说，与戴手

套相比，常用肥皂和水或含酒精的免水

洗手液洗手更实用有效。

下班回家后，别忘记先洗手再与家

人接触。另外，保持家居环境卫生非常

重要，应注意的事项包括多开窗通风；定

期清洁住所，尤其是厨房和卫生间的家

具和物体表面；常清洁孩子的玩具；及时

丢弃用过的纸巾等。

口罩不够用，如何高效利用？

为紧张的情绪“松绑”
专家称乐观自信是最好最强大的“免疫力”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一场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让

打了 30多年网球的武汉人罗元生成了

“宅男”。

“防控疫情，人人有责！从个人来

讲，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积极调节

情绪，加强运动增强抵抗力。”罗元生带

着女儿，每天坚持居家锻炼，在楼顶阳光

房“打”网球、跑步、跳绳、举哑铃……

眼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到了

关键时刻，各地要求居民尽量少出门、不

出门。同时，越来越多中国人进一步意

识到强身健体、提高免疫力的重要性。

对 56岁的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

市民罗冬梅而言，每天广场舞一小时、健

身房一小时早成了习惯，“疫情虽然严

重，但锻炼身体的习惯不能丢。”罗冬梅

现在在家不仅自己坚持锻炼，还拉上了

平时锻炼不多的丈夫和女儿，打开手机

音乐，一套“佳木斯健身操”做下来差不

多一个小时，再做会儿瑜伽，一天的运动

量就有了保证。她还和朋友网上互相监

督，在线打卡，互相分享锻炼方法。

大连退休在家的单先生坦言，改变

习惯并不容易，但非常时期做好防护，为

自己也是为别人，他现在每天在家走路、

压腿、做俯卧撑，也能保证一定的运动

量。

在北京，经历过非典疫情的何女士

更是居家健身达人，每天看着新闻联播

原地跑步现在成了她的每日功课，了解

疫情、强身健体两不误，除了在家做广播

体操，已经50多岁的她还会时髦的腰腹

训练、平板支撑……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大年初八一大

早，一个叫“云麦”的微信群热闹了起来，

眼看着至亲好友们都被宅在家里，有的

甚至无法回家过年，群主陆开文想了个

开家庭线上视频运动会的点子。

除了室内运球、小燕飞、开合跳、靠

墙深蹲、跪式俯卧撑、跳绳这样的常规项

目，群友们脑洞大开，各显神通。一块瑜

伽垫当“果岭”，一个直立的烟灰缸是“球

洞”，只见身穿家居服的王美丽轻松一杆

进“洞”；“洋书”的女儿芊芊，用五个空饮

料瓶当障碍，穿上轮滑鞋，花式过瓶不碰

倒；退休教师马波和父母开启了一场“打

地鼠”比赛，老人们打得不亦乐乎；“果

然”的儿子举着装满菜肴的托盘，随音乐

翩翩起舞，却没让一滴菜汤洒出，这是彝

族的歌舞伴餐“跳菜”……

“这个春节很特殊，大家都在居家防

疫，除了‘卧床躺’和‘葛优瘫’，也要适当

运动增强抵抗力，但出门锻炼不安全，如

何两全其美？我突然想到大家在家趣味

运动，再晒到群里分享，可能很有趣。”在

云南开放大学工作的陆开文说。

“云麦”群运动会的口号是“运动你

我他，快乐宅在家”，28岁的健身教练范

栋泉则希望在这个非常时期能带动更多

人居家健身。

大年初四，范栋泉在抖音上开始了

第一次免费直播课程，当天有 200多人

参与。三年多前创业的范栋泉说：“因为

这次疫情和人自身的抵抗力有很大关

系，作为健身行业从业者，我就想可以做

些什么给大家一些帮助，后来通过公司

工作群的交流后决定开展线上课程，并

且是完全免费公益性质。”过去十天，他

和同伴们开了 6堂网络直播课，累计已

有2000多人次参与学习。

罗元生其实也有一个同样的身份：

体育行业从业者。因为疫情到来，他年

初才刚开业的一家新网球馆只能匆匆闭

馆。在自己坚持锻炼的同时，从事网球

启蒙培训的他推出了网球微课堂，鼓励

学员家长们在家进行亲子运动。他告诉

记者，虽然网球培训推广计划被打乱了，

但家长们并没有因为疫情轻易为孩子们

退学，相信一切过去之后会有更多的人

重视体育锻炼。

体育行业的“大鳄”们也没闲着，

Keep推出居家防疫板块，为各类人群推

荐适合的居家健身课程；PP体育的直播

区里，各类居家健身直播课程悄然上位，

占据了大片时段；阿里体育联合优酷推

出“在家也能上的体育课”，帮助全国 3
至15岁青少年免费在家上体育课……

各地体育部门、协会纷纷动了起来，

打开他们的体育公众号，呼吁大家居家

健身、提供各类教程的比比皆是。江苏

省广场健身舞运动协会会长贺珍珠最近

就挺忙，在提示各地协会和健身队伍停

止室外活动的同时，利用“江苏广场舞”

网络平台开展远程教学、鼓励大家上传

分享居家健身视频，在江苏掀起了一股

居家广场舞的小热潮。

明星的带动力量有时更超乎想象，

奥运冠军孙杨、徐莉佳、王丽萍、张山、邢

傲伟，足球名将郑智、高尔夫名将梁文

冲、极限达人陈盆滨……不管现役还是

退役，体育明星们纷纷祭出自己的居家

锻炼绝招。各家职业俱乐部也纷纷在公

号晒出自己队员们的居家锻炼“秘笈”，

号召大家一起健身。

中国篮协副主席、陕西省篮协主席、

西北工业大学篮球队主教练王立彬说，

碎片化的居家健身习惯很重要也很简

单，“比如一天50个俯卧撑、三分钟的静

蹲、平板支撑就挺好了。毛巾左右对拉，

上下对拉，一条毛巾就解决问题了。”

范栋泉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这应

该也是健康中国的愿望：疫情结束后，每

个人都能选择开始一项自己喜欢的运

动，并且能够保持每周一到三次的运动

频率，增强体质与抵抗力。少年强，则国

强。民强，则国强。

（参与记者罗鑫、岳冉冉、吴书光、蒋

成、王沁鸥、姚友明、蔡拥军）

新冠肺炎疫情下
居家“动”起来

世卫组织给出建议

上班族错峰出行 减少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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