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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这小区每天进出像“谍战片”
对不上暗号不让进！

白鹿原
国家一级兜圈运动员：只有基层管得
严，
才能真正控制住传播，
控制住疫情。
大沐沐：办法总比困难多，给这么可
爱的小区点赞。
波：宁波居民小区的通行证虽然五花
八门，但都是满满的爱意，确保小区里的
居民健康安全，
支持支持支持！！！
青鹊：这个暗号已经泄密了，赶紧换，
最好一天一换。

武汉这家人意外流落宁波街头
怀揣健康证明却没人敢收留，
万幸……
2 月 3 日晚上 6 点多，拿着中午刚从
医院领出的健康证明，
“流浪”了 5 个多小
时的小陈一家终于安顿了下来。小陈一
家来自武汉，如果按照原定计划，这个春
节假期，他们会在北京城里吃喝玩乐，欢
度新春。可是，因为一场疫情，一家三口
意外滞留宁波，并在定点医院的隔离病房
里待了整整 10 天。接受记者采访时，小
陈说，他最绝望的时候，不是在机场得知
不能返回武汉之时，也不是在隔离病房里
的那几天，而是在结束隔离、走出医院却
发现自己无处可去的那一刻……后来，经
宁波晚报记者多方联系以及海曙区政府
多方协调，终于安排了某酒店安置小陈一
家。接到消息的小陈惊喜万分。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老式留声机：有位不知名的工作人员
在听到小陈说谢谢之后回复：
“ 宁波人做

疫情面前
距离不仅仅产生美

入小区，
请对
“暗号”
。
宁波晚报微信公众号

这些，都是应该的。现在疫情不幸发生在
武汉，如果发生在宁波，我相信，武汉人也
肯定会这么做的！”这话说得真好，希望更
多人能有这样的觉悟。
我是一个兵：非常时期，都没有错。
希望小陈一家好好在宁波过元宵节。意
外飞到阿拉宁波，
应该算是幸运的。
红豆：这应该是疫情当中最让我感动
的一件普通事，宁波人用广阔的胸怀，接
纳了很多人。
东钱湖：为最后的结果高兴。在疫情
面前，
更需要实实在在的行动。
亚萍：我不是宁波人，我来宁波六七
年了，
我感觉宁波地好人好。
敏姣：我是宁波人，我深爱宁波，也为
我是宁波人感到骄傲。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这是做人的美德，我相信通过大家的
努力，
一定会顺利渡过难关。

“每位排队者隔开 2 米，保证互相之间的距
离……
“在预约登记过程中，被称为“北欧式”排
队的一段视频在网上刷屏。这是 2 月 2 日出现
在闵行区吴泾镇紫竹半岛居民区的一幕。与之
相似的是，
在上海的不少居村委都采用了这一模
式，居民在排队预约口罩时间隔距离排队，以减
少感染风险。
2 月 3 日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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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态度
有温度
有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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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 日，宁波多地先后发出“最严禁
令”。2 月 4 日一早，很多市民出入小区可
能都感受到了变化——小区门口的工作
人员多了，测量体温、询问细节、发放通行
证。而宁波这个小区的做法颇有意思，除
了提高工作效率之外，也让居民们体验了
一把谍战片的感觉。
“ 祝福！”
“ 暗号正确，
请移步这里测量体温！”2 月 4 日 10 时，家
住镇海鼓韵花苑小区的业主林先生出门
买菜回来，和小区物业对了“暗号”进行门
岗筛查。原来，集思广益之下，鼎天物业
鼓韵花苑服务中心想出来一个小妙招：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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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条新闻，我的感受颇深：距离产生的
不仅仅是美；特别是在疫情面前，距离更产生安
全。
距离首先产生美。这里的美，其实是文明、
修养和尊重。美国心理学家邓肯说过：
除非是特
别信任、亲近的人，否则，逾越了这个距离，一个
人会产生不安全的感觉。叔本华的哲学著作，
强
调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效应”，即刺猬效应，
指刺猬在天冷时彼此靠拢取暖，但保持一定距
离，以免互相刺伤的现象。那么，人与人之间的
安全距离是多少？专家研究的结果是 1.2 米。现
实生活中，人挤人现象很普遍，最形象的描绘是
“把人挤成了照片”：比如，从前货物紧缺时凭票
排队购物；眼下抢名星演唱会的门票或购春运火
车票。
距离更产生安全。根据专家最新研究结果，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人传人的特征，
主要传播途径
包括直接传播、接触传播等，其中直接传播指病
人打喷嚏、
咳嗽、
说话的飞沫，
呼出气体近距离接
触或直接吸入，均可导致感染。尽管，眼下人们
几乎都戴上了口罩，
但是人与人之间排队时如果
距离太近，
难免埋下了不安全的隐患。在尽可能
减少外出活动的情况下，不得不外出时，尽可能
保持距离。保持距离未必安全，
但不保持距离肯
定不安全——当然，
这是指物理距离。

温度湿度适合情况下冠状病毒可存活数天

出现这些症状必须去医院！
宁波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报联合推出

●科普与健康

病毒最多存活几天
如温度、湿度合适有可能存活数天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
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
猛：
这个病毒，它是通过飞沫和接触
来传播的。飞沫的传播距离是非常
有限，从人体出来以后很快就沉降
了，所以不会在空气当中飘浮。
飞沫可以沉降在物体表面，
或者
通过粘有病毒的手污染我们接触到
的物体表面，
比如门把手、
电梯按钮。
现在研究发现，病毒在这些光
滑的物体表面，可以存活数小时。
如果温度、湿度合适有可能存活数
天，比如在温度 20℃的环境，湿度
40%到 50%，有研究发现病毒有可
能存活 5 天。

宠物和人之间会传染吗
目前未发现宠物传染人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

针对有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比如：病毒最多存活几天？
宠物会将病毒传染给人？人和人保持多少距离合适外出或坐电梯需要戴手套吗？粪口传播
将给疫情带来哪些困难？专家的最新回应来了。

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
猛：目前研究显示，冠状病毒有 50
多种，四个属，可以感染到很多动
物，但这之间有物种屏障，
并非随意
相互感染，能感染人的只有 7 种，目
前为止还未发现有宠物感染病毒，
传染给人，也没发现患者感染，
传染
给宠物。

出现症状要去医院隔离吗
先根据这些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北京
地坛医院感染二科主任医师蒋荣
猛：建议大家先做自我评估，如，有
没有家庭成员共同发病、症状轻还
是重等。若体温没有超过 38℃、没
出现过呼吸困难，可以早期居家观
察，但是最好要单人间隔离，
和家人
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避免传染，
注
意手卫生等，同时每天监测两次体
温。轻病人 7-10 天就可缓解，如
果有加重，需随时去医院。各地要
根据疫情情况来判断。

家中哪些地方
卫生状况容易被忽略
日前，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一名确诊
患者家中门把手上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核酸，
这也是广州首次在外环境中发现。
事实上，日常家居环境中，有许多易污染区
域，
需要高度重视。
门把手、手机、电话、鼠标键盘、电灯开关、水
龙头开关、遥控器按键、马桶等，
都是需要重点关
注的易污染区域，可能造成潜在的间接传播风
险。
针对不同区域的消毒也有所差别：
手机、键盘 回到家洗手后用消毒湿巾擦拭
清洁手机，
注意是消毒湿巾，
不是普通湿巾。
键盘、鼠标、电灯开关等 可以参照手机的清
洁方式，
用消毒湿巾进行擦拭。
地板 使用消毒液进行消毒。消毒液按照产
品说明书进行配置即可。选择消毒液时，
要选择
背面有
“消卫证字”
许可证号的产品。
水龙头 假如手上有病毒，洗手后关水龙头
又会沾染上。应在洗手中也注意水龙头清洁。
马桶 上完厕所后，应该盖上盖子再按冲厕
键。定时对马桶盖进行冲洗。

浙江开通
24 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日前，省卫生健康委副主任孙
黎明公布了 24 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0571-87115039，普及正确的防控知
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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