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大宣传力度广度，增强市民责任意识——

废弃口罩在四川如何安全处置
本报记者 刘 畅

开通心理支持热线，进行心理疏导，坚定战胜疫情信心——

放松！一起给心灵做个“按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琳 柳 洁

贵州：

对“四类”人员

实现核酸检测全覆盖

“请收下，

这是我们的心意”

“我是一线医务工作者，工作压力大怎
么办？”“我是病患家属，担心家人安危焦虑
怎么办？”“我正在被隔离治疗，心里害怕怎
么办？”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出
于自我保护的心理本能，普通人可能对疫情
产生过激情绪，但仅靠本能不够，还应有必
要的理智和情感“补偿”。近日，在医院、学
校、社区等地，在打响防疫阻击战的同时，另
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也已打响，针对医务工
作者、社区工作人员、企业员工等各类人群
的社会心理服务已在紧张有序推进。

医护人员：

做好心理“包扎”

在防控疫情阻击战前线的医护人员，难
免会因工作强度大、风险高，产生巨大心理
压力，对他们开展必要的心理辅导和“包扎”
十分重要。

2月5日，武汉市汉阳区汉阳树下社工
服务中心心理咨询师高峰接到武汉大学中
南医院一位护士发来的感谢微信：“最近工
作压力很大，很担心家人安全，在医院一线
连续战斗了很久，吃不下饭也睡不好觉。前
两天与心理咨询老师交流了一下，给了我一
些建议，现在感觉心理状况好多了！”

高峰介绍：“一般人针对重大危险产生
心理应激都是正常现象，就像受了皮外伤一
样，需要快速实施‘心理包扎’，先‘止住血’
和消毒，以防止负面情绪过多、过度焦虑甚
至心理抑郁，然后再通过心理治疗或心理辅
导等办法慢慢康复。每次心理咨询大约40
分钟，通过线上语音聊天或电话热线的方式
开展。从医护人员咨询的问题类别看，目前
主要是前方工作压力大、对家人受感染比较
担心等。”

1月28号，作为挂靠在民政部门的免费
公益平台，“彩虹计划”正式对外发布。通过
汉阳区的官微汉阳、知音彩虹QQ和彩虹热
线对武汉市范围内的医护工作者、社区工
作者、普通群众开展心理疏导。近10天以
来，接待线上心理辅导50余人次，20多位心
理辅导志愿者为一线的医生和护士解开了

“疙瘩”。
针对目前多数医护人员尚在一线“战

斗”，后方的心理咨询人员基本无法面对面
为他们“减压充电”的问题，有心理咨询师建
议，可以在专家指导下由医护人员自我心
理安抚。北京回龙观医院院长杨甫德认
为，医护人员面对压力可采取部分积极应
对措施。比如，进行深呼吸放松、音乐放松、
冥想等训练，与信任的家人、朋友通过电话、
网络交流，做一些自己感兴趣或者能带来愉
悦感的事情。如果自我调节效果不佳，必要
时可拨打心理援助热线或寻求心理医生
帮助。

医务人员是最先直接密切接触患者的
人，在高强度工作下，在还没有完全掌握新
发传染病传播规律时，很可能造成医务人员
工作压力和心理压力增加。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目前，国
家已安排了心理专家对医务人员进行疏导，
同时有专家对医务人员进行诊疗。经过培
训，前方医务人员会对当下情况有很好的认
知和预期，对于缓解医务人员的心理压力会

起到积极作用。另外，还需要在生活上给医
务人员提供很好的保障和安排。地方政府
也在紧急征用周边的宾馆为医务人员提供
休息场所。目前，医务人员生活和工作保障
能够得到基本满足。

社区工作者：

线上疏导减压

疫情面前，各部门均可能出现各式各样
的心理连锁反应，尤其是在一线工作的社区
疫情防控工作者，需要特殊的心理抚慰。

2月3日20时，由共青团武汉12355服
务台阳光辅导团心理专家贾洪武发起创立
的“武汉之心”直播平台准时开启，通过微信
群辅导和直播方式开展心理公益支持。从1
月23日平台开启以来，直播内容一直聚焦

“干预抚摸你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中的心理”，尤其是针对在防疫一线的
社区工作者，开辟了“危机下如何做到不恐
慌”“武汉人面对危机如何调节心理”等专门
内容。

社区内部也在积极开展心理疏导。日
前，武汉市武昌区珞珈山街组建“线上互助
群”，目前已发展到25名成员，成员包括志
芳爱晚机构负责人及工作人员，武汉大学教
师、在读硕士博士，湖北工业大学教师，专业
心理咨询师，以及珞珈社工和街道妇联社
工、珞珈山街巾帼志愿者、社区工作人员等。

珞珈山街区域化妇联执委熊志芳介绍，
面对疫情，不少社区群众的负面情绪持续堆
积，又不能面对面交流，便萌生了线上疏导
的想法。“珞珈山街疫情互助群”利用区妇联
配备的两名心理咨询师，广泛发动志芳爱晚
巾帼志愿者和公益组织，凝聚抗疫力量，关
心关爱辖区居民心理问题，为社区工作人员
减压。

中科院心理所副所长陈雪峰表示，社区
防疫工作涵盖民警、网格员、街道办事处工
作人员、社区志愿者、消防员等，各类人员的

心理服务需求不一样。但总的来说，他们面
临的工作压力和强度都比较大，心理、身体
负荷都达到一定的极限。对于参与社区防
疫的人群，应作合理身心调整。一是每个人
工作都不应持续太长时间，应合理安排工作
时间，适当轮休，在其休息场所播放轻音乐
等，让他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放松。二是社区
工作者自身应掌握一些宣泄负面情绪的方
式方法。三是压力越大越需要积极开展运
动锻炼。四是要第一时间或者定期与家人
沟通交流，获得精神上的支持。

社会公众：

一对一援助咨询

2月1日零时起，中科院心理所全国心
理援助联盟、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
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部、中国社会工作
联合会、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等国内心理机
构联合发起了“应对新冠肺炎心理健康援助

行动”，面向全国公众提供一对一心理援助
服务。其中，湖北地区一线医务人员、患者、
逝者家属是优先服务对象。目前，来自全国
近200位心理学和心理援助实践领域的专
业志愿者首批在线提供心理援助咨询服务。

“目前，来电区域以湖北为主，心理问询
的主要内容涉及丧亲、投资失利、独处过久、
医务人员压力大等方面。每天晚上，参与心
理健康援助行动的多家机构会复盘全天心
理咨询过程，总结经验和不足，以便更好为
后续人员接诊。”北京桥爱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叶子说，最初平台仅面向湖北，后来发现
全国其他地区针对疫情的心理咨询服务需
求也非常大，因此转型为全国性心理咨询平
台。目前，该平台隶属于北京市民政部门，
全部心理咨询服务免费。

熊志芳认为，疫情已经影响到民生的方
方面面，疫情防控不只是医药卫生问题，更
包括医务人员的心理疏导、社区人员的心理
安抚、企业员工的心理慰藉等全方位工作。

“感谢你们这些天来的照顾，加油！”
2月1日，武汉市黄陂区马跡山隔离观察
点的罗女士解除了医学观察，在被工作
人员送回家后，给隔离点负责人熊志刚
发来了短信。

此前丈夫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罗女士作为密切接触者被送至位
于黄陂区前川街的马跡山隔离观察点。不
久后，罗女士听说丈夫已经出院，不由心急
如焚，多次询问何时可以回家。熊志刚一
边耐心对她开展心理疏导，一边将情况向
区防控指挥部汇报。

为防止疫情扩散，早在1月上旬，黄陂

区委、区政府决定在部分区域设置密切接
触人员集中隔离观察点。马跡山度假山庄
因与城区距离适中，面积较大、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且服务配套设施相对齐全，首先
被选中。1月25日，该山庄经过两天装修
改造，作为该区首个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观察点投入使用。

熊志刚表示，大多数隔离者都显得很
焦躁，所以工作人员每次和他们交流都轻
声细语，服务尽可能周到，并主动对他们开
展心理疏导，以缓解他们的压力。截至目
前，该隔离点共接收密切接触者数十人，其
中已有10余人解除了隔离观察。

隔离点注重心理疏导效果好
本报记者 柳 洁 周 琳

近期，全国口罩使用量不断攀升。能否
安全处置废弃口罩，关系抗疫大局。当前，
各地已从多方面着手确保城乡废弃口罩安
全处置。日前，记者对四川处理废弃口罩工
作进行了采访。

白中胜是德阳市的一位环卫工人。每
天早晨，他都会将垃圾回收车停在城南一号
小区门外红色的废弃口罩专用桶前，先对桶
内的废弃口罩进行消毒，紧接着将装满口罩
的密封塑料袋打包放进废弃口罩专用收集
车。这些口罩最终会进入垃圾焚烧发电厂，
经专用通道进入卸料平台，被装入1000℃
焚烧仓高温焚烧。

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中，从一只口罩开始，四川全面规范收
集、运输、有效处置、事后环境监测等各
个环节，严守医疗废物和社会源废弃口罩

这个“隐蔽战场”。
1月23日以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召开

会议，安排部署社会源废弃口罩和医疗废物
处置工作。1月24日起，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联合该省卫生健康委组成联合专家组奔赴
达州、广安等6市抗疫一线，指导医疗废物
和社会源废弃口罩规范化分类、收集、包装、
运输、处置和环境应急监测工作。1月27
日，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厅长王波带队赴全省
最大规模医疗废物处置企业现场督导。

1月28日，四川率先出台省级技术指南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医疗废
物应急处置污染防治技术指南（试行）》，不
仅提出医疗废物处置“六步走”措施，还特别
设置专章对社会源废弃口罩收集、转运、处
置进行了技术规范，明确人口密集的重点区
域产生的废弃口罩要经集中收集、消毒后进

行无害化焚烧处理。
1月29日起，四川省生态环境厅赶赴成

都、自贡、遂宁等9个涉疫情较重的市（州）
调研指导医疗废物监管、社会零散废弃医护
用品处置和环境应急监测工作，督促医疗废
弃物和社会零散废弃口罩的处置，做到日产
日销、即到即销。

在社会源废弃口罩处置过程中，一方
面，在收集前端，四川生态环境部门主动配
合住建部门，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调动
社区、村组的力量，规范设置特殊有害垃圾
专用收集设施。另一方面，四川各地按照

“三专一及时”的要求，对废弃口罩单独收集
后进行运输，尽量减少中转环节，实行日产
日清。

近期各地返工人潮涌动，专家建议，
要加大宣传力度广度，增强市民相关责任

意识，让更多市民知晓将废弃口罩放入袋
中密封后再投放到专用垃圾桶中这一防疫
知识，还要考虑阶段性增加专用垃圾桶数
量、环卫等相关领域工作人员数量，增加
消杀、收运频次，保障、提升废弃口罩安
全处置能力。

在这场疫情阻击战中，人民群众是防控
疫情的最强大力量。四川充分调动现有资
源，实行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全民动员，打
通前端高效收集、过程严格控制和末端科学
处理的链条，引导群众科学规范处理社会源
废弃口罩。

“这是一场未知的战役，我们要强化底
线意识，宁愿把问题想得严重些、把问题想
得充分些，把标准提得更高些，把工作做得
更严更细些。”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李
银昌表示。

本报讯 记者王新伟 吴秉泽从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获
悉：贵州将对疑似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发热门诊的
留观病人、从疫情较重地区来黔人员“四类”人员实现核酸检
测全覆盖。实现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

近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通过远程医疗系统召开全省卫
生健康系统核酸检测工作部署会，会议提出在全省全面开展
核酸检测工作，严格落实隔离观察措施。2月4日，贵州109家
定点救治医院、183家发热门诊、21家定点检测机构承担新型
冠状病毒的核酸检测任务的医院改建工程一次性通过验收。
按照要求，8日前在当地疫情防控领导小组社会防控组协助
下，将全部完成对从疫情较重地区来黔人员的核酸检测。

本报讯 记者赖永峰 刘兴报道：2月3日晚，南昌江铃
集团加紧赶制的18辆全顺负压监护型救护车到达武汉，随后
交付使用。截至目前，南昌已向武汉抗击疫情第一线无偿捐
赠了10辆救护车，为疫情防控贡献出江铃力量。

负压监护型救护车配置了负压系统、集成供氧系统、车载
配电系统和一般救护车必备的医疗设备，是目前武汉急缺的
专业医疗救援车型。

“这批负压监护型救护车最大的特点是通过负压装置和
我们原车的车载空调系统，有效地保障医疗仓内新鲜空气的
进入，从而避免医务人员和病患之间的交叉感染。”江铃集团
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医用车项目经理王亮说，在转运第一个
病人之后，救护车开启臭氧消毒系统，最大可能地消灭医疗仓
内病菌，从而避免上一个病患和下一个病患之间的感染。

目前，江铃集团用于疫情救护的负压监护型救护车订
单超过200辆，企业正开足马力生产，保障优先发运。江铃
集团改装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罗旻表示，江铃集团正
全力以赴加班加点加急生产，确保救护车辆及时送到各地
抗疫一线。

江西：

负压救护车驰援武汉

“木巴拉克，125公斤，计5000元！”“斯亚孜，100公斤，
计4000元！”“吐尔逊江，100公斤，计4000元”……2月4
日，一条牧民出售骆驼奶、捐献现金支援防疫的倡议，在新
疆昌吉市庙尔沟乡和谐一村、和谐二村牧民的微信群里引
发了热烈讨论。

“喝水不能忘了山泉，吃肉不能忘了草原。党的好政策让
牧民过上了好日子，现在全国正在抗击疫情，我们人人都要出
份力。”这条微信是由和谐二村牧民斯亚孜发出的。作为村里
的骆驼养殖大户，他家养殖了134峰骆驼，年收入近20万
元。这些天斯亚孜一直关注着疫情。他告诉记者，自己“总想
着为抗击疫情做点什么”。

斯亚孜的倡议得到了乡亲们的热烈响应。得知此事，哈
密市一家企业派出运输车上门收购。负责收购的企业代表塞
山依汗说：“目前企业还没开工，我们也是本着献爱心的宗旨
来的。驼奶运回去后，会先放在冷库。牧民们的心意不能辜
负。”

在收购现场，斯亚孜招呼大家向运输车灌装驼奶，动作小
心翼翼。经核算，18名牧民共售卖了1.16吨骆驼奶，收入
46500元现金。

“这是我们牧民的一点心意。”牧民们将善款交到乡里，庙
尔沟乡党委副书记齐文强心情颇不平静：“我们马上联系相关
部门，要把牧民的心意第一时间送到！”

文/本报记者 耿丹丹 通讯员 梁宏涛 热斯江

上图 2月4日，青年志愿者与受助者开展面对面义务心理咨询服务。近日，浙江省
慈溪市钱海军志愿服务中心持有心理咨询师资格证的志愿者们，针对不同人群，开通心理
支持热线和开展义务网络心理疏导服务，帮助社会公众缓解紧张情绪、释放心理压力、引
导理性看待疫情，坚定战胜疫情的信心。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右图 图为武汉市江汉区汉兴街道常二社区的工作人员正在用发送传单等方式，宣
传疫情防控知识，帮助社区群众做心理辅导。 本报记者 周 琳摄

本报讯 记者陈发明、通讯员傅新春报道：2月4日一大
早，河北沧州市运河区公园街道办配件北路社区“生活专员”
刘桂清收到居家隔离的林某发来的购物清单：芹菜2斤、草莓
2斤、砂糖橘4斤、羊肉片2斤。刘桂清马上去超市采购。40
多分钟后，刘桂清把所购物品及购物小票送到了林某家门口，
并通过微信收了款。

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沧州把方
便群众生活放在首位，位于主城区的运河、新华两区在108个
社区设有300多名“生活专员”。

为保证部分有外出经历接受居家隔离的居民、体弱多病
行动不便的老人日常生活需要，沧州提前摸排统计，在各个社
区设立由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组成的“生活专员”，每个“生
活专员”负责一定数量的帮扶居民，受帮扶的居民随时可以通
过电话、微信群给“生活专员”下单“购物”，购物款由“生活专
员”先垫付，在家门口收到送来的物品后再根据购物小票显示
的购物金额支付给“生活专员”。非常时期，“生活专员”给群
众生活带来了保障与便利，让他们的心暖暖的。

河北：

“生活专员”

助居民生活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