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者： 疫情期的 “减压

阀”

在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睡眠楼一楼的心理科， 记者

看到一层楼被分成心理热线服务区及现场干预区， 每个隔离区

域都是独立房间， 每个房间内都有专家值守。 “ 我一天大概接

6

、

7

个电话， 求助者多半是因为疫情产生焦虑、 惊恐等情绪， 从而导致失

眠。” 该院心理科主任吴新发介绍， 他们会根据求助者的不同情况， 决定

心理援助方式。 如果情况严重的， 会采取面对面的心理辅导治疗， 加上药物

干预治疗。

心理援助热线刚开通时， 吴新发就接到一名

35

岁郑先生的求助电话。 “ 他是

在市区做生意的， 接触的人比较多， 他很害怕， 几乎每隔一小时就要洗手、 量体

温。 为了躲避疫情， 他回到乡下老家， 但还是感觉害怕， 非常焦虑。” 吴新发告诉

记者， 该位求助者刚开始每天都会打电话咨询， 甚至是夜里

2

点、

4

点。 “ 不光

电话疏导， 我还与他进行了面对面心理辅导， 也开了药， 看着他把药吃下， 让他

在医院休息了一小时， 待他情绪稳定后才让他离开的。”

像郑先生这样因为疫情产生焦虑、 慌乱等情绪的情况不在少数，

60

多岁

的黄女士曾经是吴新发的患者， 经过治疗病情一直很稳定。 此次春节， 黄女

士的儿子、 媳妇从上海回饶过年， 由于疫情原因， 一直无法返工。 黄女士

很自责， 如果不是她叫孩子回来过节就不会走不了， 导致此前治疗好的焦

虑病又复发了。 吴新发表示： “ 焦虑情绪的发生， 本来属于人的一种正常

心理功能， 当它的程度超过个人的心理调控能力时， 就会出现恐慌和行

为紊乱。 我建议她转移自己的注意力， 改变信息摄入的方式， 正确认识

这次疫情， 调节自己的情绪。”

该院副院长、 心理危机干预队队长朱立毛告诉记者： “ 面对这次疫

情， 心理辅导很有必要， 大众的心理防御能力不一样， 心理素质弱的就

容易产生恐慌， 甚至因情绪激动发生冲动、 暴力行为。 下一步， 我们

会进一步加强心理援助平台的建设， 加强心理危机干预人才队伍的培

养， 更好、 更专业地为大众提供心理援助。”

医务人员： 帮助恢复积极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各地医护工作者在争分夺秒

工作的同时， 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为做好医护人

员的心理干预、 预防心理创伤， 铅山县人民医院启动

了疫情防控期间员工关怀行动， 构建了以部门网格

化立体式沟通机制为基础、 以专科医生筛查评估

干预援助为支持、 以谈心谈话为主要手段的员

工关爱网， 为全体医护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

令他们能以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抗疫一

线的工作。

曾水英是铅山县人民医院检验科

副主任、 一线抗疫检验人员， 也是

第二批支援武汉医疗队中王富

波医生的妻子。 “ 站在医护

人员的角度， 我是很支持

我爱人去的 ， 但作为

家属， 我非常担心，

特别是刚去的时

候 ， 形 式 严

峻 、 物 资

缺 乏 ，

我

担心的吃不下睡不着。” 曾水

英表示， 每天坚守岗位一线， 加上时刻牵

挂着在外的丈夫 ， 让她身心疲惫 。 对此 ， 院领导 、

同事多次找她谈心， 经过一番开导鼓励， 曾水英的精神状态

明显改善。

“ 对一线医务人员来说， 特别是在隔离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与确

诊患者、 重症患者密切接触， 难免会担心自身及同事被感染， 担心累及

家人， 特别是家中还有老人和小孩的， 这种担忧就更为明显。 再加上长时间

高强度工作， 极易出现身心疲惫。” 该院院务委员、 麻醉科副主任医师何义文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心理方面知识， 主动承担起一线心理疏导工作

,

他告诉记者：

“ 在危机状态下， 人们出现的各种身心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 疫情的解除，

这些身心反应都会自然缓解。 但是也有一些人会表现出较严重的焦虑症、 抑

郁症、 创伤后应激障碍等精神疾病。 所以提前、 主动、 积极干预是非常有必

要的

,

如在工作之余开展谈心谈话、 开展不定期线下培训、 开展一些提高心理

免疫力的活动等。”

铅山县人民医院不仅关注个别医护人员的心理疏导， 每周还会在医院和

乡镇基层医疗机构开展心理疏导培训， 何义文是讲座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

“ 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的同时， 也会告知他们一些心理卫生知识， 让他

们初步识别心理卫生问题和实施简单的心理干预方法， 不仅能自我调节，

也能帮助患者排忧解难。”

心理专家： 自我调节健康心理

在疫情面前， 做好自我防护很重要， 但保护好心理健康也同样不

能忽视。 那么如何保证自我心理健康？ 市第三人民医院心理科主任吴

新发表示， 要正确评估自己的心理状态， 在重大疫情面前出现适度

的紧张、 担心， 甚至觉得身体不适， 去医院就诊等属于正常的情绪

反应， 这种情绪反应随着时间推移、 疫情的控制会自行缓解， 不

需要特别的处理。 如果这种情绪反应影响到自己的正常生活 ，

如： 失眠、 坐立不安、 不顾正常生活只专注疫情， 各种躯体不

适甚至腹泻， 疑病， 反复检查等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 必要

时还可以短时间的药物干预。

要正确面对疫情， 避免疫情信息的“ 过载”。 疫情面前

大家都极度关注疫情， 大家应避免从非官方渠道打听疫情

消息， 同时也不要过分关注疫情， 片面推断疫情， 避免

疫情消息的“ 过载”； 要保持以前的生活方式不变。

有的人在疫情面前表现的惊慌失措， 以前的生活方

式被彻底打乱， 整日只关注疫情、 担心疫情， 这

大可不必， 我们要保持以前的兴趣爱好， 坚

持每天锻炼不少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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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保持原有的作

息时间； 要学会自我放松。 重大疫情面

前我们会紧张， 平时工作中也会有紧

张， 我们要学会自我放松。 吴新

发说： “ 有一种自我放松的方

法很有效， 即自己坐着或躺

着， 让自己全身肌肉放

松， 用鼻子作腹式呼

吸， 吸气时尽可能

缓慢些， 这样

慢慢地就放

松 下 来

了。”

心理专家： 自我调节健康心理

求助者： 疫情期的 “减压阀”

医务人员： 帮助恢复积极状态

超市、酒店、美容美发店等公共场所，由于人

群密集、进出人员流动性大，空间相对密闭、通风

条件有限等诸多不利因素成为较易感染病毒、预

防控制较难的场所。 那这些地方是否做好了消毒

工作？市民生活购物是否安全？

3

月

11

日，记者随

上饶市卫生监督管理局的执法人员前往大型超

市、酒店等地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 你们是如何防控疫情的？进出采取了什么措

施？是否有做登记？”在恒基商场的大型超市门口，

面对执法人员的询问， 该店工作人员回答：“ 超市

进口处设置了防疫台，每位顾客必须佩戴口罩，进

去之前都需要测量体温， 然后扫码或者登记进

入。 ”在现场查看中，执法人员除了仔细查看洗手

液、消毒液、口罩等疫情防控物资是否符合规定，

还查看了超市储备区、应急隔离区、疫情防控消毒

登记记录等。 市卫监局公共场所卫生监督科科长

邱卫华告诉记者：“ 像超市这类人口密集场所，是

居民生活必经场所， 市卫监局每周会进行

2

次无

死角监督检查。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位于凤凰大

道的一家商务酒店，在检查了酒店的相关证照、酒

店疫情防控登记信息后，又详细检查了酒店大厅、

客房、餐厅等地。

“ 从

1

月

21

日开始 ， 市卫监局全体干部职

工进入应急状态， 积极投身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战“ 疫”。 市区按照地段划分为

16

个片区 ，实行

分组分片网格化执法， 执法人员每天进行疫情

防控巡查， 督促各类公共场所、 生活饮用水单

位、 医疗机构等场所开展消杀， 切断此类场所

的疫情传播渠道， 为我市市民筑牢卫生健康安

全的坚强屏障。 ”市卫监局副局长付翔介绍，从

检查情况看， 超市和住宿场所清洁消毒 、 环境

卫生等总体情况较好。

疫情当前 ， 基层的乡医群体发

挥自己与群众联系紧密的特点 ， 成

为了一股维系基层防控的重要力量， 乡

医林鹤和女儿林辰也在其中默默“ 发力”。

林鹤的祖父是随军行医的老红军， 父亲是

将一生都奉献给公共卫生事业的老乡医，

母亲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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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党龄的老党员。 林鹤自

小就在爱国爱党 、 行医行善的教育中长

大， 耳濡目染的他成为了广信区旭日街道

的一名乡医， 林辰紧跟父亲的步伐成为广

信区铁山卫生院的一名内科医生。

自战“ 疫” 打响以来， 父女俩各守一

方 ， 以最乐观的心态相互鼓励 、 相互安

慰。

2

月

3

日， 林辰听闻铁山乡有乡村医

生被湖北 、 鄱阳等地的返乡人员拒之门

外， 受了不少气。 她想起了同为乡医的父

亲， 立马拨通了电话。 电话另一头的林鹤

正巧就在大门紧闭的一家外地返乡人员门

外跑了三回， 人在家但就是不给开门， 认

为医生身上不干净带了病毒。 林辰替父亲

感到委屈， 可林鹤却说： “ 只是不愿给我

开门这还不算坏事， 我是怕他们万一‘ 有

情况’ 才没人应。 况且他们有防控意识多

好， 宣传工作没有白费， 你们一线医务人

员的辛苦付出有保障。” 林辰被父亲的乐

观和善良所感动， 连日来疲于工作的焦虑

也渐渐地烟消云散。

广信区第一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就住

在林鹤的辖区内 ， 为密切接触者检测体

温 、 宣传疫情防控的工作就落在了他身

上。 当时医疗防护物资紧缺， 但时间紧迫

责任重大不容耽搁， 林鹤便穿着平时配置

中药穿的塑料衣直接上岗。 如此简陋的防

护设备， 他心里畏惧着， 可脚步却没停。

由他负责管理的湖北、 鄱阳等疫情严重地

的返乡人员共有近

20

个， 分布在不同小

区， 有些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式公寓顶楼，

由于广信区实行交通管制， 出行全靠两条

腿， 一走就是半天。 一天检测两回， 基本

整个白天都在路上。 几天下来， 年过半百

的他， 双腿开始疼涨发出警报， 但他从未

以此为由推脱工作。

“ 尽己所能为患者谋福祉， 我祖父和父

亲都是这么做的， 我也会这么做， 我们家的

子孙后代但凡学医的都会这么做。” 对林鹤

和林辰而言， 战场不同， 却有着共同的担

当， 旨在为群众筑起一道道坚固的防疫城

墙， 守护着人民群众的平安和健康。

疫 情 防 控 从 “

心

” 开 始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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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程顺姬 本报记

者 陈建 黄珠慧子报道：彭春

玉是德兴市卫健委驻绕二镇

焦坑村的第一书记，面对突如

其来的疫情，她选择与绕二镇

中心卫生院的医护人员们一

起坚守，共抗疫情。

叮嘱村民要戴好口罩 、

尽量少出门、 不串门、 勤洗

手，做好个人防护，逐句为不

识字的村民解读新冠肺炎防

控知识……彭春玉当起了村

里疫情防控的排查员和宣传

员。 她积极配合村居工作人

员开展各项防控工作， 劝散

聚众村民， 下村入户走访村

民和所有贫困户家庭， 发放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单，告知防控工作注意事项，

询问人员接触情况， 是否有

咳嗽、发热情况。 了解到部分

患有慢性病的贫困户因疫情

防控导致出行不便而无法购

买药物时，她当起了配送员，

联系市级医院医生给贫困户

开具适量药物， 再逐户发放。

彭春玉说：“ 疫情期间，最让我

放心不下的，还是村里的贫困

户。 ”因为外出务工需要在手

机上生成电子通行证，担心贫

困户们不会下载和安装，彭春

玉又一家家走访贫困户，帮助

需要外出的贫困户在手机上

下载安装，协助他们办理电子

通行证，方便他们出行。

“ 饶城疫安

APP

我给你下

载好了， 等输入好你的相关信

息，就会生成电子通行证，每天

出入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 ”

“ 彭书记，多亏了你，我自己捣

鼓半天都弄不好， 这样我出去

坐车就方便了。 ”村民们乐呵呵

地看着已经下载好

APP

的手

机，直向彭春玉道谢，看着他们

脸上的笑容，彭春玉摆摆手，走

向下一家。

新冠肺炎疫情当前，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成为必要的防控

措施，学校也相应延迟了开学的时间，上起了网课。家长普遍担心长

时间使用电子设备学习会使孩子更易患上视疲劳，影响视力。 如何

真正做到“ 宅家学习”、防控近视双胜利？ 记者请江西医专第一附属

医院眼视光学科副主任郑蕾为广大学生家长答疑解惑。

如何选择合适正确的网上学习电子产品？

有条件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屏幕较大的电子产品，建议顺序为：

投影仪

＞

电视

＞

电脑

＞

平板电脑

＞

手机。 最好选择将课程投放至大屏

幕上或者大屏幕的电视机上，这样才有可能在大于

3

米的远距离观

看，避免近距离用眼。 同时，尽量选择屏幕分辨率较高的电子产品，

避免用眼不适和疲劳。 带液晶显示器屏幕的电子产品优先选择，同

时将屏幕亮度调整至舒服状态，不要太亮太刺眼。

如何设计合理的网课时间呢？

长时间观看电子产品无疑是同学们近视发生和发展的危险

因素。 减少电子产品的总时长对近视防控非常重要。 运用“

20-

20-20

”法则：每近距离阅读（ 写字、读书、用手机、电脑等）

20

分

钟，眺望

20

英尺（

6m

）以外

20

秒。 同时建议小学阶段每节课

20

分钟为宜，网上学习时间控制在

2.5

小时以内；中学阶段每节课

30

分钟为宜，网上学习的时间控制在

4

小时以内。 建议每节课

后休息至少

15

分钟，休息期间眼睛眺望远处风景或物体。注意：

除了每天上网课时间外， 尽量不要增加额外的电子产品使用时

间，如打电子游戏等。

如何正确观看电子产品？

学生在观看电脑时，眼睛离电脑不小于

50cm

（ 一臂远） ，端

坐，眼睛稍向下看。 即看电脑的视线微微向下，电脑的屏幕中心

位置应该在眼睛视线下

10cm

左右；观看电视时，眼睛距离电视

屏幕

3

米以上，或者

6

倍与电视屏幕的对角线长度，屏幕中心点

高度同样略低于小朋友坐姿时的眼睛高度。

线上学习应该在光照充足的房间进行，光照强度、阅读照明

照度应该在

300lux

以上。 不要在光线昏暗的环境写字看书，不

要在走路、吃饭或躺在床上、趴在床上看书。

什么样的饮食和睡眠对保护眼睛有好处？

不挑食，营养均衡，多吃水果和蔬菜。 多吃富含维生素

A

的

食物：如胡萝卜、白菜、豆芽、红枣、橘子、牛奶、鸡蛋、动物内脏、

瘦肉等。 维生素

A

能够缓解干眼和视疲劳症状。

多吃富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如动物心脏、内脏、蛋、多种绿

叶蔬菜、水果等。 维生素

B2

缺乏，容易引起眼睛畏光、流泪、及

眼视疲劳，易发展为近视。

补充含钙含锌的食物，乳制品、海产品等。钙的缺失会导致眼球

壁的弹性和巩膜组织中胶原物质含量减低，眼轴变长，导致近视。

睡眠时间要注意， 小学生应保障每天

10

小时的睡眠时间，

初中生

9

小时，高中生为

8

小时。

近视的先兆表现？

近视初期，孩子会有看远处时眯眼，频繁揉眼、眨眼等小动

作。 或歪头看远处，看电视或远处物体会不自觉往近处走。 一旦

孩子出现以上情况，家长应该警惕小朋友视力是否下降，家长可

以在家自备

2.5

米（ 或

5

米）标准对数远用视力表，让孩子站在

2.5

米（ 或

5

米）地方进行单眼视力检查。

家长发现孩子视力低于正常水平，先不必惊慌，重要的是做

好眼睛保护，尽量减少近距离用眼和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避免

视力进一步下降，不要盲目相信一些所谓近视治疗方法，等疫情

过去后，再去正规医院进行详细准确的检查。

焦坑村的 “抗疫书记 ”

孩子居家上网课

如何防控近视 ？

刘梦娟 本报记者 陈建 黄珠慧子

为进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及时疏导市民的不良情绪及心理恐慌， 强化市民心理健康建

设，上饶市卫健委于

1

月

31

日公布了

13

个心理援助热线，为有需要的市民免费提供服务。 疫情防控期间，

心理援助发挥了什么作用？对求助者带来怎样的影响？近日，记者来到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进行现场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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