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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口罩还要不要戴？
《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普通公众居家 户外无人员聚集 通风良好可不戴

健康视点

主持人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口罩已经成为
每个人的必备生活用品。近期，我国各地
疫情日趋稳定，防控重点逐渐转向境外输
入，一些省市响应级别发生变化，上海市
已经将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调整为二级响应，浙江省则调整为三级响
应。上海、江苏等多地领导在户外活动中
摘下口罩。春暖花开，口罩还要不要戴？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日前印发了《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以下
简称《指引》）给出了答案，针对不同人群
预防新冠肺炎的需要，提出了口罩选择与
使用的技术指引。
2 月 5 日 ，在 口 罩 资 源 紧 缺 情 况 下 ，
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
出台了第一版《公众科学戴口罩指引》，
科学指导公众选择和使用口罩，做好防
护前提下，合理地减少过度防护。此次
发布的《指引》是根据当前防控形势和复
工复产需要，防控组组织专家对第一版
修订完善形成。该《指引》从普通公众、
特定场所人员、重点人员以及职业暴露
人员进行分类指导，对不同场景下口罩
防护提出了科学建议。

口罩仍是重要防护品

普通公众
部分场合无需戴口罩
《指引》指出普通公众在居家、户外，无
人员聚集、通风良好的地方，
防护建议是不
戴口罩。
处于人员密集场所，如办公、购物、餐

近一段时期以来，
居
家办公、上网课、刷手机
成为很多人的日常。长
时间使用电脑、
手机导致
眼睛不适的人越来越多，
我市眼科医院视光
中心副主任李丽华提醒市民，疫情当前，
居
家办公上网课要减少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
以预防视疲劳。其间应遵循
“20-20-20”
的
护眼建议，
即看电子产品20分钟，
远眺20英
尺（6米）处至少20秒钟，
这
“3个20”
的原则是
美国眼科学会用来建议预防视疲劳的方法。
李丽华说，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
睫状
肌持续性收缩，就会造成用眼疲劳。 视疲
劳的主要症状是感觉眼睛干涩疼痛，头痛，
注意力不集中，畏光流泪，视物模糊，不仅
会造成用眼不适，影响生活质量，
还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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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春暖花
开。但是，
每当这时小
丽就发了愁，
她的面部
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红斑、脱皮和瘙痒，
于是
她来到我市中研附院皮肤科，寻求医生的
帮助，
医生告诉她
“这是面部皮炎在作怪”
。
据该院皮肤科吴玲玲副主任医师介
绍，每当“春暖花开”
“ 春风十里”
“ 春光明
媚”
之时，
季节性面部皮炎的患者就会随之
增加。该病的发生正是与“春花、春风、春
光”
三方面密切相关。干燥的空气，
徐徐的
春风使面部皮肤脱水干燥，屏障功能降低；

季节提醒

厅、会议室、车间等；
或乘坐厢式电梯、公共交
通工具等，防护建议是在中、低风险地区，应
随身备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
罩，在与其他人近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
戴口罩。在高风险地区，戴一次性使用医用
口罩。
对 于 咳 嗽或 打 喷 嚏 等感 冒 症 状 者，防
护建议是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
科口罩。
对于与居家隔离、出院康复人员共同生
活的人员，防护建议是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
罩或医用外科口罩。

特定场所人员
常备口罩仍然不能摘
特定场所人员一类是处于人员密集的医
院、汽车站、火车站、地铁站、机场、超市、餐
馆、公共交通工具以及社区和单位进出口等
场所，
《指引》防护建议是在中、低风险地区，
工作人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
口罩。在高风险地区，工作人员戴医用外科

口罩或符合 KN95/N95 及以上级别的防护
口罩。
另一类是在监狱、养老院、福利院、精神
卫生医疗机构，以及学校的教室、工地宿舍等
人员密集场所的人，防护建议是在中、低风险
地区，日常应随身备用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或医用外科口罩，在人员聚集或与其他人近
距离接触(小于等于 1 米)时戴口罩。在高风
险地区，工作人员戴医用外科口罩或符合
KN95/N95 及以上级别的防护口罩，其他人
员戴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

重点人员
至少戴医用外科口罩
《指引》指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疑似病
例、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密切接触者；入境人员(从入境开始
到隔离结束)均是疫情防控的重点人员。对
这部分人的防护建议是戴医用外科口罩或
无呼气阀符合 KN95/N95 及以上级别的防
护口罩。

办公上网课护眼遵循 3 个“20”原则
看电子产品 20 分钟远眺 20 英尺（6 米）处至少 20 秒
工作和学习效率，同时对于青少年来说，视疲
劳可能还会加快近视的发生发展。
李丽华建议，疫情期间，居家要科学用
眼，避免产生视疲劳。合理分配工作学习任
务、合理制订学习计划，间断用眼，劳逸结
合。通常连续读写 30 至 40 分钟，远眺或闭
眼休息 10 分钟；孩子们居家上网课读写姿势
要正确。做到
“三个一”：
即眼睛距书本一尺，
胸前距课桌一拳，握笔手指距笔尖一寸；
近距
离用眼环境要适宜，要在充足光线下读写，昏

暗的光线下用眼容易造成视疲劳，近视加
深。夜间学习需开台灯：
台灯光源无频闪，建
议 35W~40W 白炽灯，台灯须放置于主力手
对侧，光源在视线以下，同时打开背景灯照
明。不在走路、吃饭、卧床休息、光线暗弱或
阳光直射等环境下看书或使用电子产品。
李丽华特别强调居家护眼最重要的是减
少电子产品的使用，一是建议遵循“20-2020”原则，即看电子产品 20 分钟，远眺 20 英
尺（6 米）远处至少 20 秒钟，这“3 个 20”的原

桃花朵朵开 红斑袭面来
“春风”
“ 春花”
“ 春光”是最大诱因
再加上空气中弥散的花粉和柳絮可以引发过
敏反应；
以及日渐强劲的紫外线辐射，
如果还
正好食用了一些光敏药物及植物，就会导致
日光性皮炎。还有些女患者，过度清洁面部，
频繁使用面膜，更换化妆品，烫染头发，甚至
无意中使用了含有激素成分的化妆品或药

物，都会引发面部皮炎。
“这类患者面部会反
复出现红斑、丘疹，
严重者可有水肿、水疱、脓
疱、渗出、流水，自觉瘙痒、干燥、紧绷感、灼热
感、刺痛感，
后期可出现干燥脱屑、增生肥厚、
色素沉着等。
”
吴玲玲说。
她建议患者出现上述症状后，首先要客

六个月胎儿查出先心病
出生三个月两医院联手挽救

医疗动态

职业暴露人员

天津市新闻名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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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指出，普通门诊、病房等医务人
员；
低风险地区医疗机构急诊医务人员；
从事
疫情防控相关的行政管理人员、警察、保安、
保洁等，防护建议是戴医用外科口罩。
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
例患者的病房、ICU 工作的人员；指定医疗
机构发热门诊的医务人员；
中、高风险地区医
疗机构急诊科的医务人员；
流行病学调查、实
验室检测、环境消毒人员；转运确诊和疑似
病例人员，防护建议是戴医用防护口罩。
从事呼吸道标本采集的操作人员；进行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气管切开、气管插管、
气管镜检查、吸痰、心肺复苏操作，或肺移植
手术、病理解剖的工作人员，
防护建议是头罩
式(或全面型)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防护器，
或半面型动力送风过滤式呼吸防护器加戴护
目镜或全面屏；两种呼吸防护器均需选用
P100 防颗粒物过滤元件，过滤元件不可重复
使用，防护器具消毒后使用。

一次性口罩
累计使用别超过 8 小时
此次《指引》还针对居民关注的口罩相关问
题，
提出了口罩使用中的注意事项。呼吸防护
用品包括口罩和面具，
佩戴前、
脱除后应洗手。
佩戴口罩时注意正反和上下，
口罩应遮盖口鼻，
调整鼻夹至贴合面部。佩戴过程中避免用手触
摸口罩内外侧，应通过摘取两端线绳脱去口
罩。佩戴多个口罩不能有效增加防护效果，
反
而增加呼吸阻力，
并可能破坏密合性。各种对
口罩的清洗、
消毒等措施均无证据证明其有效
性。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和医用外科口罩均为
限次使用，
累计使用不超过8小时。职业暴露人
员使用口罩不超过4小时，
不可重复使用。

则是美国眼科学会用来建议预防视疲劳的方
法。二是学龄前儿童不建议使用电子产品，
应以家庭游戏等代替，减少视屏时间。三是
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时，可尝试配戴防蓝光
眼镜。由于电子屏发出的光线中含有高能蓝
紫光，对视网膜有害且使用时间越长、频率越
高，对眼底伤害越大。
她还建议人们居家要勤做眼保健操、晶
体操。眼保健操力度要适中，以感觉到轻微
酸胀为宜。晶体操做法是双腿直立与肩同
宽，双眼注视 5 米外的一个小物体，如一片树
叶，注视 10 秒钟，然后迅速注视自己的鼻尖
10 秒钟，再看远处物体 10 秒钟，如此往复练
习 10 分钟左右，可以有效锻炼晶状体和睫状
肌的弹性及调节灵敏度，缓解视疲劳。
权贺

观、细致的分析过敏原因，
在医生的帮助下通
过一些检测，如过敏源检测、斑贴试验等，及
时准确地找到过敏源，去除诱因是最有效的
预防和治疗的方法。其次，根据不同临床表
现，进行抗过敏、抗炎、保湿、修复屏障功能以
及对症处理，症状会慢慢消失。她提醒市民，
面部皮炎治疗周期会比较长，往往数周或数
月，一定要有耐心，
相信医生。切忌有病乱投
医，频繁更换药物、护肤品往往会加重病情，
延长病程。适度的清洁、保湿、护肤、防晒对
皮肤屏障功能的修复是有益的。
陆静 雷春香

3 个月大的小乐像普通的孩子一
样活泼好动，惹人喜爱。可谁能想到，
就在 新 冠 肺 炎 疫 情的 特 殊 时 期，他刚
刚经历了开胸手术。我市儿童医院与泰达心血管病医院
爱心接力，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这场抢救生命的接
力赛。
小乐妈怀孕 6 个半月孕检时发现肚子里的小宝宝心脏室
间隔有 3.8mm 的缺损。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经过多方咨
询，小乐妈了解到 3.8mm 的室缺将来有自己长好的可能。
2019 年年末，小乐呱呱落地，可天不遂人愿，孩子的室间隔缺
损并没长好。经检查，室缺直径已长达 8.9mm。小乐妈带着
孩子来到了泰心医院。外一科王秀丽副主任仔细评估后认
为，孩子需要接受手术，不过眼下可以先服药调整心功能，密
切观察孩子吃奶、体重增长和呼吸状态，喂得壮实些，出生后
两个月左右手术会更安全。
小乐妈计划着科学喂养，没想到的是，小乐不爱吃奶，
母乳要先吸到奶瓶里才能喂得进去，而且喂 50ml 奶有时候
要耗上一个小时。看着孩子体重不增加，还常常呼吸急促，
一家人非常着急。而此时，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肆虐。医院
为减少人员流动，防止交叉感染，调整了常规门诊开诊。可
小乐妈实在担心，便顶着压力带孩子来到了我市儿童医院
就诊。经检查，儿童医院医生告诉小乐妈孩子基础疾病是
先心病，目前有肺炎并且影响了心功能存在心衰，需要立即
住院接受治疗。
在病房，小乐得到了儿童医院医护人员精准的治疗和精
心的呵护。5 天后，小乐肺炎治愈，而且心脏功能基本恢复。
不过，先心病始终是悬在小乐妈心中的一块大石。通过泰心
医院互联网医院她再次联系到王秀丽副主任，综合病史和孩
子的状态，王主任认为由于存在大的室间隔缺损，今后小乐可
能会反复出现肺炎和心衰，手术不能再拖了。本月 1 日小乐
直接住到了泰心医院 ICU 病房。为了保证孩子母乳喂养，医
院单独为小乐妈开了普通病房，方便护工定时从母亲这里取
走母乳喂养孩子。本月 3 日，泰心医院副院长刘志刚主刀为
刚满三个月的小乐实施了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和卵圆孔缝闭
术。手术圆满成功，小乐妈和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踏实了。
术后第 5 天，
小乐顺利出院。
王鹏

春分养生重在平衡调理
饮食少酸多甘滋养脾胃
春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 4 个节气，天津
中医一附院治未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孙庆解释
说，这天昼夜平分，处于阴阳平衡的状态，因此
大家在养生保健时也应顺应自然，注意调节人
体的阴阳平衡状态。
起居养生 春分时节天气日渐暖和，但日夜温差较大，而
且还不时会有寒流侵袭。此时养生要注意适时增减衣物，尤
其应注意下肢及脚部的保暖，穿衣以下厚上薄为宜。春分时
天气转暖，各种细菌、病毒生长繁殖也会异常活跃，平时要多
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此外，
外出到人员较为密集的地方
还应戴上口罩。
饮食养生 春分时大自然阴阳各占一半，饮食上也要“以
平为期”，保持寒热均衡。春天肝气升发旺盛，应少食酸味收
敛的食物，如番茄、柠檬、橘子等。可适当多食甘味的食物以
健脾化湿，如薏苡仁、大枣、茯苓、菠菜、银耳等。香椿炒鸡蛋、
桑葚粥适合在这一时节食用。
情志养生 春季要顺应春天生机勃勃的特点，做到心胸
开阔，乐观向上，
多与他人沟通交流，及时调节波动的情绪，转
移不良情绪。
运动养生 人体应该根据不同期的阴阳状况，使内在运
动与外在运动保持一致，使内在的脏腑、气血运动与外在的脑
力、体力运动的
“供销”
关系平衡。大家平时可在家做
“春分二
月中坐功”。 具体做法是盘坐，两手由体侧提到腋下，手心朝
上，两手内旋，向正前方推出，使掌心向前，指尖向上，两臂伸
直与肩同宽同高，同时头向左转动，两手收至腋下，同时头转
向正前方。两手如前推出，头转向右侧。如此左右各做 42
次。然后如前叩齿、咽津、吐纳而收功。
除了日常起居注意外，春分时节还可以尝试一些中医药
传统干预方法调理身体状态。如艾灸。选择大椎、脾俞、足三
里、三阴交等穴位，每穴每天灸 15 至 25 分钟，以局部皮肤温
热为度，可以温补气血、以达阴阳互补。也可以枸杞、菊花、冰
糖适量泡水代茶饮，可以起到滋补肝肾、润肺明目的作用，尤
其适合长期坐在电脑前的居民，不仅可以对抗春困，还能缓解
视疲劳。
苏玉珂

健身
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