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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咳嗽就上医院
这 8 种情况要会识别

同心“抗疫” 我们在行动
——
—和平区“
众志成城·战胜疫情”绘画作品选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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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呼吸道感染
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感冒”。 受凉后，上呼吸道感染，出现
呼吸道炎症，出现咳嗽，这是咳嗽症状最常见的原因。
症状：存在受凉、受寒、不清洁饮食等诱因，起病时间一般
为 2 周以内，可伴有咳痰、咽痛等症状。
应对：一般可自愈，甚至不用药物干预。若感冒症状严重，
可用感冒药物缓解。
2.过敏性鼻炎
这是由过敏性鼻炎引起的过敏性咳嗽。 咳嗽前会觉得鼻
子痒，需要经常揉鼻子。
症状： 过敏性咳嗽多为持续的剧烈咳嗽， 多呈阵发性发
作，晨起较为明显，活动或哭闹时咳嗽加重，遇到冷空气时爱
打喷嚏、咳嗽，但痰很少。
应对：一般不用止咳药，但需要避开过敏原。 如有过敏原
持续刺激，咳嗽不会好转。
3.慢性咽炎
喉咙痒以及咳嗽都是慢性咽炎常见的一些症状， 慢性咽
炎主要就是由反复的感染所引起的咽喉病变， 主要特征就是
咽部的黏膜发炎。
症状：晨起引发较频繁的刺激性咳嗽，咽部发痒、灼热、干
燥。 慢性咽炎患者在闻到一些比较重的味道的时候会感觉到
恶心。
应对：遵医嘱服药，如果是天气比较差的话就最好戴上口
罩，这样有利于缓解病情。
4.心源性咳嗽
心脏病人出现左心功能不全时，也会出现咳嗽症状。
症状：最初往往表现为慢性持续性咳嗽，平卧位或劳累时
加剧，同时伴胸闷、呼吸困难。 当出现急性左心衰竭时咳嗽加
剧，咯粉红沫泡沫痰，被迫端坐呼吸。
应对：需就医，通过强心、利尿、扩血管等方法纠正心衰
后，咳嗽症状随之消失。
5.胃食管反流
胃酸及胃内容物倒流进入食管的反常运动称为胃食管返
流。 据统计，在全部慢性咳嗽病人中， 由此症引起的约占 20%。
症状：患者除咳嗽外，还常伴有烧心、吐酸水、打嗝等返流
性症状。 症状与进食有关，饱餐后平卧或弯腰时症状加重，夜
间比白天症状明显。
应对：主要还是以药物治疗为主，正确的日常饮食习惯也
可缓解疾病。
6.鼻后滴漏综合征
包括一组疾病，如感染性鼻炎、化脓性鼻窦炎等。
症状：鼻腔分泌物异常增多，向后滴落到咽喉部黏膜而引
发咳嗽，仰卧位或体位变动（如清晨起床）时咳嗽加剧。患者往
往有头痛、流大量脓鼻涕或清鼻涕，鼻窦区有明显压痛。
应对：如果是由细菌性鼻炎或鼻窦炎引起，需局部加全身
应用抗菌药。
7.药源性咳嗽
少数高血压患者在服用转换酶抑制剂类药物后， 会出现
咳嗽，其代表药物有巯甲丙脯酸、开搏通等。
症状：服药后出现刺激性干咳、咽喉燥痒。
应对：停药后咳嗽症状很快消失。
8.心因性咳嗽
有些人因精神紧张、焦虑、悲伤而引起咳嗽，睡眠后咳嗽
消失，不影响睡眠。
应对：症状受暗示影响较大，心理治疗可减轻或治愈。
除以上原因之外，如咳嗽伴有高热，并有疫区或者确诊患
者的接触史，应尽快隔离，到当地发热门诊检查确诊。
新冠病毒感染之后，临床症状的表现取决于病毒致病性
和个人体质，部分人会表现出典型的发热、咳嗽，以及典型的
影像学特点；但是也有一大部分人表现症状轻微，不容易被
识别。 所以不能以是否出现发热和咳嗽作为诊断或者排除的
标准。
提醒：在众多引起咳嗽的病因中，大多数可以通过药物缓
解或治疗。但由于个体综合体质的差异，以及免疫系统的差异
性对于病原体的清除能力不同， 在发病之后的临床发病表现
也不尽相同。 如有咳嗽不适等症状， 建议大家可通过远程医
生问诊进行咨询，避免直接到院以防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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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异地归来人员的自我监测
异地归来人员， 应自觉在家自我监测
14 天， 如果出现前述临床症状立即就医。
自我监测需要注意以下 7 点。
（1）最好指定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的家属照顾被观察者。
（2）被观察者不得外出，同时应回避
来访亲友， 主动接受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的
定期访视。
（3）被观察者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
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FFP2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使用过的口罩应
用塑料袋或保鲜膜严密包裹后丢入有害垃
圾桶。 佩戴新口罩前和处置使用过的口罩
后，需及时正确洗手。
（4）家中不使用中央空调，每天定时
开窗通风换气。

（5）被观察者应住在单人房间，尽可
能减少与其他家庭成员密切接触。 如条件
不具备，应与家人保证至少 1 米的距离。
（6）被观察者的生活用品要与其他家
庭成员的生活用品完全分开，以避免交叉
污染。 对其使用过的餐具、毛巾、替换衣物
等应进行彻底消毒。
（7） 照顾者不要直接接触被观察者的
分泌物，在接触痰液、粪便等分泌物和废
弃物时，必须佩戴一次性手套，摘掉手套
后也需彻底洗手。
7.办公场所的防控方法
（1）进出办公场所需要佩戴口罩。
（2） 在办公室内同样需要佩戴口罩，
同事间交谈应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3）保持办公场所的良好通风，尽量
不要使用中央空调。
（4）对门把手、键盘、鼠标、文具、桌面
进行酒精消毒。
（5）注意勤洗手，如到单位后、就 餐
前、外出归来等，都需要彻底洗手。
8.饮食和中医调养方法
（1）居家饮食注意事项。
①每天保证足量蛋白质食物的摄入，
包括鱼、肉、蛋、奶、豆类和坚果，奶、蛋、肉
类食物要煮透食用，不吃生冷食物，坚决不
吃野生动物。
②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 每天保证
750~800 克， 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摄
入量。
③适量多饮水， 保证每天饮水量不少
于 1500 毫升。
④每日三餐应注意粗细搭配、 荤素齐
全，不偏食。
（2）中医调养方法。
成人预防方药（参照《天津市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药物组成： 桑白皮 15 克， 地骨皮 15
克，生黄芪 15 克，芦根 20 克，桔梗 10 克，
炒白术 10 克，玄参 20 克，黄芩 10 克，生
甘草 10 克，防风 10 克。

用法：水煎服，每日一剂，连服 5~7 天。
食疗方案（参照《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荷叶、鲜百合、胖大海、金银花、麦冬各少
许，水煎，半滚烫冲泡绿茶少许，代茶频饮。
辨证治疗（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在医学观察期， 身体乏力并伴有胃肠不
适者，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软胶囊（水、丸、口
服液）；乏力伴有发热者，可以选用金花清感
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
（颗粒）、防风通圣丸（颗粒）。

心理调适篇
1.心理调适的原因和重要性
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给
全国人民带来了担忧和恐惧。面对疫情，产生
焦虑和恐慌等负面情绪都是很正常的， 这是
人体很自然的应激反应， 适度应激能够帮助
我们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
但是， 长时间的恐惧和焦虑会损害免疫
功能，从而诱发疾病。 因此，保持平和而积极
的心态才能有助于健康， 理性地对待困境才
能共渡难关！
2.适度关注疫情信息
疫情的发展情况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
此类信息自然需要多加关注， 但过分关注会
让我们陷入“越关注越紧张，越紧张越关注”
的恶性循环中。
过度沉浸在与疫情有关的负面信息流
中，会加重担忧、恐惧等消极情绪，同时，还会
降低认知功能，失去客观理性的辨识力，容易
被谣言所蛊惑。 建议大家将每日关注信息的
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之内。
3.理性思考，消除恐慌
主动关注积极的信息， 能够促进面对疫
情的心态平和。 医学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
研究都表明， 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我们抵
抗病毒侵袭的免疫力。 因此， 不夸张地说：
“平和的心态就是一种免疫力！ ”

4.阻断谣言
伴随着人们对疫情的过度关注， 与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信息也连续高居热搜榜榜
首， 成为 2020 年鼠年春节中国民众关注的
焦点。
与此同时，一些谣言也披着科普的外衣、
蹭着热点， 广为流传： 从最初的“淡盐水漱
口”“喝酒可杀毒”“吸烟能预防”到后来抢购
某口服液。 在这种形势下，相信科学，传播正
确的科普知识，不信谣、不传谣，才是应有的
态度。
5.寻求社会支持，共筑积极情绪的人际防
护网
社会支持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降低患病
风险，提升主观幸福感，延长寿命。 为此，在危
机面前，在尽量避免交叉感染而长期居家的特
殊时期， 我们要重视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从而平和理性地面对危机。
我们也可以通过网络与朋友聊天，在聊天
的过程中， 一些消极的担忧情绪就会得到释
放。 大家彼此关爱支持，共筑积极情绪的人际
防护网。
6.珍惜家庭亲情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分享能带来正能量的
故事，让家庭沉浸在感动和喜悦中，获得掌控
感，从而降低消极情绪，提升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
我们要一起谈心做事，增加亲近感，而不
是彼此拿着手机独自打发时间。一家人要一起
说说话，一起读有意思的书，一起玩儿游戏，一
起看电视，一起进厨房，让每个人真切地感受
到家的温暖。
7.坚定信心
一场声势浩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
响， 各方资源已汇聚起感天动地的磅礴力量。
此时此刻，请相信，今天的中国有战胜一切困
难的坚定信心和巨大制度优势。
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只要坚定
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我们就一
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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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企业发展 筑牢防控战线
(上接第 9 版)区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成立企业复工复产帮扶
专班，由区级领导带队，提供上门服务，专业人员对接企业，推
动企业复工复产，帮助企业用足用好市“21 条惠企措施”与区
“15 条促进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措施”等政策福利，和企业
共渡难关。 各企业要切实承担起主体责任，化危为机，进一步
坚定发展信心，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企业发展，积极转方
式调结构，充分发挥视频会议系统、远程线上联络客户作用，
大力发展线上经营，把疫情的影响降到最低。对企业面临的用
工、 资金等方面的问题， 他与区有关部门负责人现场研究解
决，并叮嘱做好后续对接服务。
各企业负责人感谢疫情期间和平区对企业的支持和帮助。
大家一致表示，要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扎实做好复工复产
的工作方案，把疫情防控工作落实落细落地。 同时，要充分借助
市、区两级扶持政策，更好发挥国家积极金融政策对企业的帮
扶作用，全力推动企业发展，为和平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
陈绍旺先后到南市街天汇雅苑、和香苑、新汇华庭、庆有西
里、新文化花园新典居、怀远里等居民小区，看望在那里值守执
勤的市委政法委、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商务局、市国资委、
天津海关和区教育局、区人力社保局的下沉干部，向他们详细
了解值守时间、班次交接和小区外地返津人员数量、居家隔离
观察 14 天措施落实、出租户数量、隔离观察人员告知书及提
示卡发放、凭证出入等情况。 在了解到市、区、街三级下沉干部
忠于职守、无私奉献的情况后，陈绍旺代表区委、区政府向大家
表示感谢，并嘱咐他们注意做好自身防护，为疫情防控作出更
大贡献。 他还叮嘱相关社区负责人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统筹
调配用好下沉干部力量，及时解决保暖、班次等方面存在的实
际问题，并多方听取下沉干部的意见建议，查漏补缺，补短板、
强弱项，织牢织密基层一线防控网，全力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
战争、总体战、阻击战。 对小区外存在的快递堆积问题，要借鉴
既往成功经验，增加储物架数量，做好消毒处理，严格落实规范
要求。
在新汇华庭，陈绍旺遇到两名乘坐高铁从山西返津的租住
人员。 他详细了解两人出发地的疫情情况和体温状况，希望他
们充分认识到疫情防控的严峻复杂性和外地返津人员居家隔
离观察 14 天防控措施的必要性，安心居家隔离观察，由社区
和物业等安排好生活保障等工作， 为疫情防控作出自己的贡
献。 两人表示充分理解，保证严格做到 14 天居家隔离观察。
陈绍旺还沿途了解了临街小商户的复工复产情况。
区有关领导和区发改委、区楼宇办、区应急局区等部门负责
人参加以上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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