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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各地新冠病毒感染流行，多地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人群激增，各地医院均收治

了大批的患者。 由于奥密克戎传染性较强，感

染人数较多， 其中不乏重型和危重型的患者，

甚至出现因感染新冠病毒后死亡的病例。 下面

就老百姓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什么是“ 白肺”？

什么情况下需要“ 拍片”？ 我这种情况是“ 复阳”

还是“ 二次阳”？ 由上饶市第二人民医院一病区

主任吴珊为大家详细解答。

什么是 “白肺”？

正常的肺泡富含空气， 在

X

射线照射下是

黑色的， 病理情况下肺泡和肺间出现了炎性渗

出，

X

射线不易透过就形成毛玻璃样改变， 胶片

上就显现呈白色。炎症越重渗出物越多就出现大

片弥漫性白色改变，面积超过

75%

以上我们俗称

为“ 白肺”。目前很多就医的患者大部分是有少量

的间质性渗出范围比较小的白色磨玻璃影样改

变，这并不是“ 白肺”，没必要恐慌，大部分患者不

需要使用消炎药，经过合理的治疗和休息可以自

行吸收。 如果

48

小时内肺部白色病灶迅速增多

超过

50%

，那就要引起高度重视，必须要去专业

的医院进行规范合理的治疗。

什么样的人群需要“拍片”？

由于人们对“ 白肺”的恐慌，大家都争先恐

后地想去医院进行

X

射线照射一下，对医院影

像科造成很大的压力。 奥密克戎感染者其实大

部分人都不会出现病毒性肺炎，真出现肺炎也

是有迹可循的。 那么哪些人需要注意呢？ 比如

剧烈的咳嗽、 咳浓痰或者黄痰时间比较长者、

甚至咳血或果胶冻样痰，一直发高烧体温连续

四、五天以上不退或者体温退了几天后再次高

烧者，胸闷气促者，尤其是合并有基础疾病的

人群是需要到医院进行影像学检查的。

“复阳”和“二次阳”如何区分？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复阳的几率一般在

5%

到

15%

。 复阳主要指的是经过治疗以后转为阴性，

再过一段时间进行核酸检测又转为阳性。这部分

人有可能是体内的病毒核酸残留或者是“ 核酸尸

体”的基因片段，有些是免疫功能低下的感染者

时不时地排出少量病毒，专家认为这部分复阳者

大多核酸载量比较低，传染性不强，相应的症状

也轻或者无。“ 二次阳”是指经历过新冠病毒感染

转阴一段时间后再次出现感染，在时间上国外一

般认可是三个月以上再次感染才属于“ 二次阳”。

很多人都很担心“ 复阳”或者是“ 二次阳”，通常来

说感染了一次新冠病毒后人们会获得三到六个

月的免疫力， 同一病毒株并不会轻易地再次感

染。不停变异的新冠病毒确实能够逃避免疫识别

再次感染我们的身体，但是变异后的病毒株再次

感染后大部分的人症状往往较轻并发症也少。不

管是“ 复阳”还是“ 二次阳”，我们都要戴好口罩，

做好消毒，减低传染性，尽量避免传染给你身边

的人。

如何减少感染的机会？

疫苗接种。 接种新冠疫苗是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的最有效途径，也是降低新冠病毒感染后

发生重症和死亡的有效手段。 符合接种条件者

均应尽量接种，一些如肝炎、结核、糖尿病等慢

性病在病情稳定情况下也可以接种疫苗。

做好防护措施。 在日常生活中外出，在公

共场所与人交流时要戴好口罩； 外出回来后，

要及时洗手和消毒；要养成使用公筷、公勺的

卫生习惯和生活方式； 注意保持室内通风良

好；打喷嚏或咳嗽时，应用餐巾纸遮住口鼻。

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饮食要健康有营养，

每天要保证足够的营养成分摄入，多吃新鲜蔬

菜水果，多喝热水，吃熟食，少吃辛辣刺激性食

物。 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和良好的睡眠质量，早

睡早起，避免熬夜和过度疲劳。 日常可以适当

进行体育锻炼，尽量减少酗酒、抽烟等不良生

活行为。 （记者 黄珠慧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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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我国对新冠病毒感染正式实施“乙类乙管”，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到“保健康、

防重症”，从风险地区和人员管控转到健康服务与管理。 春节的脚步越走越近，这是疫情防控政

策优化调整后的第一个传统节日，为扎实做好新阶段疫情防控各项工作，最大程度保护好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我市各地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市民平安健康欢度春节。

本报讯 裘峥艳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为帮助“ 阳康”患

者顺利度过康复期，早日消除不适症状，

1

月

11

日，婺源县

清华镇中心卫生院“ 新冠康复门诊”正式开诊，康复治疗以

中医为主、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

“ 新冠康复门诊”设在卫生院一楼，开诊当日，已有不少患

者在候诊，症状多为咳嗽、乏力等。 村民洪文虎今年

81

岁，患有

高血压、心脏病等基础疾病，退烧多天后仍咳嗽不断、身体虚弱。

“ 医生给我开了几副中药还叮嘱我生活注意事项， 想得很周到，

吃完药后应该很快能好转。 ”他说，开设这样一个专门的门诊对

于“ 阳后”仍有明显症状的人群来说非常及时。 村民洪春元核酸

检测结果转阴性已经

7

天了，还有怕冷、肠胃不适等症状，中医

师为其做艾灸、温针灸等治疗，祛除寒气，提升阳气。患者做完艾

灸治疗后感觉腹部暖暖的，人也精神了许多。他告诉记者：“ 之前

就听说多家大医院开设了‘ 新冠康复门诊’，没想到咱卫生院也

有，我马上就来了，希望能尽快恢复健康。 ”

“ 今天上午就诊的患者中，大多出现咳嗽、咯痰、胃口和

精神状态不佳等症状，我们根据中医的辨证论治开药，指导

适时调养，如症状较重，需进一步检查排除是否合并其他疾

病。”清华镇中心卫生院副院长汪倩告诉记者：“ 患者的体质

不同、感染毒株不同、居住环境不同，病程长短亦不同，有人

可能一周之内便能完全恢复， 也有人可能感染时症状不是

特别严重，但整个恢复过程比较长。我们秉承‘ 一人一方’的

精准化治疗方案，根据临床表现，对患者进行全面调治，并

指导患者居家康复，给予饮食、药膳指导和中医传统运动指

导，改善营养状况，提高心肺、脾胃功能，调整机体状态，增

强体质，为患者提供更科学、更系统、更优化的新冠康复治

疗方案，确保患者新冠病毒感染后的全周期康复。 ”汪倩介

绍，除了中药处方外，该门诊还开展针灸、穴位贴敷疗法、拔

罐、中药熏蒸等中医特色疗法。

本报讯 韩海建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近日，余干县成立工作

专班，对患有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患者及孕妇等重点人群全面

调查摸排，建立重点人群网格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开通救治绿

色通道，确保及时有序接诊、转诊。

“ 老张， 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还有哪里不舒服？”

1

月

12

日一大早， 余干县九龙镇乡村医生詹志明， 来到该镇徐家村

张家组张赛保老人家中， 为其新冠感染后期康复做监测 。 詹

志明介绍 ， 他负责该村

115

名重点人群的防护及康复管理 ，

并为他们提供

1

次包括健康评估、 身体检查、 健康指导在内

的健康服务。

据了解，为提升救治能力，该县实行县、乡、村三级分级诊疗

制度。 由余干县卫健委统筹调度全县医疗资源，建立县医院、乡

镇卫生院或居家“ 双向转诊”机制，对患者应收尽收。 并成立县新

冠急危重症电话接诊组，统一调度全县

21

辆

120

急救车，满足

感染者转诊需求。 针对床位紧张及医护、药品紧缺的问题，该县

紧急启用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楚东医院、仁和医院、信江医

院、县妇幼保健院、县血防站、庆云堂医院等医院备用救治医疗

机构，增加床位

261

张。 同时扩充应急救治医护队伍，增设中医

救治病区，中医药使用占比达

96.8%

。

截至

1

月

12

日，该县已完成重点人群调查

3.8

万余人，完成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重点人群

3.94

万剂第二剂加强免疫接种，

全县重点人群接诊

4.1

万余人次。

余干：筑牢重点人群诊疗防护屏障

本报讯 记者黄珠慧子报道：农村地区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地区和薄

弱领域，万年县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全覆盖的作用，采取加强日常健康服

务、加大重点人群管理力度等措施，让农村群众有“ 医靠”。

1

月

11

日，在万年县烧桥村内，一辆巡诊医疗队的车停在了村民

张思云大爷家门口， 苏家卫生院院长刘峰和几名医护人员上门来给张

思云做身体检查。今年

75

岁的张思云最近出现咳嗽、腰背酸痛等症状，

医院在得知他的情况后，立即赶到了张思云的家中。 在张思云家中，刘

峰和同事一起为老人测血压、血氧、血糖。随后，刘峰耐心地跟老人说起

用药注意事项，并免费发放了个人防疫手册和礼品。 张思云高兴地说：

“ 医生主动上门给我看病，让我觉得很安心，太谢谢他们了。”据了解，为

全力做好“ 最后一公里”医疗救治工作，由苏家卫生院牵头烧桥村、吴林

村、苏桥村等

8

个村卫生室，成立了

8

个健康微信群，每个群内均配备

1

名卫生院医生、

1

名村医生及

1

名村管理员，覆盖辖区

2

万余名群众。

“ 微信群除了对他们进行用药指导、病症咨询，帮助他们第一时间解决

问题，群里还会开展一些健康宣教，帮助他们舒缓心理压力，提升个人

卫生健康意识。 ”刘峰说：“ 我们开通了家庭签约医生平台，在线上可以

时时关注群众的健康，独居老人的家人也能通过线上平台，及时看见家

人健康档案。 ”

记者在万年县梓埠中心卫生院（ 万年县第二人民医院）的药房看到，

药架上的退烧药、止咳药等药品品种多样，数量充足。“ 防疫政策优化调

整后，我们考虑到患者会比较多，卫生院药品、器械配备齐全，同时设立

了发热诊室、发热门诊，对不同症状的群众实施分级指导治疗。 ”该院院

长李伍说，有基础病的患者是重点关注对象，卫生院对重点人群实施“ 红

黄绿”三色分类管理，其中重点人群

280

人、次重点人群

933

人是他们监

护的重点对象，平日除了联合辖区内

13

个村卫生室开展上门巡诊服务，

每周至少通过

2

次电话回访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该院急诊科主任蒋均

帅在与

56

岁的村民邱发凑进行电话随访时发现，邱发凑呼吸气短，有些

咳嗽，便立马建议其到医院进行详细检查。“ 邱发凑患有尿毒症、糖尿病、

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病症，我一直与其保持紧密联系。 ”蒋均帅说：“ 通

过

CT

检查，我发现他感染新冠病毒，已出现白肺症状，随即将其留院治

疗，对他进行供氧、心电监护等系列治疗，目前情况已好转。 ”

“ 婆婆，你血压还是偏高，降压药要每天按时服用。我们现在再来测

下血糖……”

1

月

12

日， 万年县梓埠镇白竹村卫生室村医吴教球正在

为村民吴鸟英检查身体，吴鸟英今年

80

岁，患有高血压、糖尿病。 针对

吴鸟英这类慢性病患者，吴教球表示：“ 在春节期间，我计划多上户，一

方面是为老年人进行身体检查，时时关注病情，另一方面，也想给他们

及其家人进行健康宣传。 ”吴教球说：“ 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要站好这

班岗，让大家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 ”

婺源： “新冠康复门诊”助患者早日康复

中医定向透药治疗中

本报讯 苏田珍 记者黄珠慧子报

道：近日，弋阳县弋江镇各村（ 社区）党员

逐户上门询问辖区

65

周岁以上的老年

人， 尤其是空巢独居老年人、 慢性病患

者、低保户等重点人群的需求，并为其发

放爱心防疫包。 爱心防疫包里主要配备

了医用口罩、退烧药品、体温计、退热贴、

免洗手消毒凝胶以及防疫健康温馨提

示，用以指导老年人加强自身防护、科学

防疫、合理用药。“ 早晚温差大，你们要多

加衣服……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直接联系

我们，不要怕麻烦。 ”弋阳县西街社区的

“ 红管家”志愿服务者敲开汪祖兰老人的

门，她的腿脚不方便，与老伴两人生活，

志愿者向其发放了爱心防疫包， 一再叮

嘱老人注意健康情况。

陶塘社区的吴奶奶收到社区的爱心

防疫包后， 激动地说：“ 现在防疫物资紧

缺，尤其是退烧药、感冒药很难买到，社

区想得真周到。”在广场社区的党群服务

中心里， 工作人员一边发放爱心防疫包

一边耐心地向老人们讲解如何用药，并

细心叮嘱他们做好日常防护， 如果被感

染了一定要注意自身身体状况， 一旦症

状反复，病情加重要及时就医。弋江镇大

树村、蔬菜村里，志愿者们步履匆匆，正

挨家挨户发放爱心防疫包， 大树村党委

书记缪细花说：“ 我们现在已经发放爱心

防疫包

200

多份，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关

注村民用药需求、实际困难，用心用情做

好群众的‘ 贴心人’。 ”

同时，在弋阳县桃源街道永阳社区，

工作人员正将一份份爱心防疫包打包

好，向辖区

7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 发放

过程中， 社区工作人员认真帮助老人们

填写发放明细表， 同时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提供了代领服务， 尽力将每一份爱心

防疫包发放到位。 为了让老年人看懂会

用爱心防疫包中的物资， 社区工作人员

耐心解释各种物资的用法， 确保这份爱

心能真正运用到实际， 切实为老年群体

筑起守护屏障。

小小爱心包，不仅仅送的是物资，更

是温暖和关怀。下一步，弋阳县各乡镇将

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关心帮扶， 通过村居

干部、网格员、志愿者等，全面收集居民

诉求提供“ 点对点”爱心服务，用实际行

动全力保障困难群众安全健康过大年，

不断提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弋阳：爱心防疫包温暖老人心

万年：全力做好“最后一公里”医疗救治工作

苏家卫生院医护人员上门为村民检查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