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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医问药

疫情当下， 患者来医院做 CT 检

查到底安全吗？ 怎么避免和发热患者

交叉感染？ 相信这些都是大家比较关

心的问题。 在医院防控指挥部的指导

下， 医院放射科也进行了严密的防控

布置， 下面简单地和大家介绍一下相

关防控措施。

◆ 放射科有固定 CT 接诊疑似

或确诊患者，并配备专用出入口通道。

◆ 疑似病例检查完成后，立即进

行终末消毒。

消毒方法： 分为空气消毒和环境

物体表面消毒。

———空气消毒： 紫外线消毒操作

室 、 检查室 ， 时间大约 30 分钟 ；

2000mg/L 含氯消毒液喷洒检查室 、

走廊；

———环境消毒 ： 2000mg/L 含氯

消毒液， 使用一次性毛巾擦拭物表、

地巾擦拭地面 ， 时间大于 30 分钟 。

同时每天常规消毒 4 次， 由工勤人员

定时消毒。

◆ 患者必须佩戴口罩，为了减少

病毒接触传播，检查床铺一次性中单，

使检查设备与患者隔离。

◆ 发热患者行 CT 检查时，由发

热门诊护士引导，自发热门诊大门，引

导患者专用路线至放射科固定机房，

完成检查后， 发热门诊护士引导患者

原路线返回发热门诊。

以上这些介绍，希望让大家安心。

当然，这里还是呼吁大家尽量少外出、

少接触，勤洗手、戴口罩，让我们一起

共克时艰！

答 史丽娜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东院放射介入科医生

疫情当下去医院做CT安全吗问

万一被新冠病毒侵袭
孕妇该“何去何从”？

■周剑平

当前正值全力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之际，首先要提醒大家，近期尽量

做到居家隔离、减少不必要的外出，保

护自己和家人，也减少口罩消耗。

当然，一旦需要外出，就必须佩戴

口罩。佩戴口罩，就像给自己的呼吸系

统设置一道“过滤屏障”。 口罩佩戴在

口鼻部位，可以过滤进入口鼻的空气，

阻挡有害气体、气味、飞沫进入口鼻，

一方面保护自己不被感染， 另一方面

当自己有了呼吸道症状时， 也能很好

地保护别人。

佩戴口罩的方法

◆ 戴口罩前先洗手，特别注重指

尖的揉搓；

◆ 分清口罩的正反面和朝向；

◆ 将口罩两端挂在耳朵，或系牢

在头部；

◆ 拉伸口罩，使其覆盖口鼻；

◆ 双手压紧鼻夹，使口罩上端紧

贴鼻梁；

◆ 检查口罩贴合性；

佩戴口罩小贴士

◆ 分清内外和朝向
目前， 能防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用

外科/防护口罩式样共有三种：挂耳式

口罩、绑绳式口罩、头戴式口罩。

请记住，对前两者来说，分清内外

看折叠层，分清朝向看鼻夹（有金属鼻

夹的一端朝上）。

对头戴式口罩来说， 被折叠朝向

外侧的则为外面， 有金属鼻夹的一端

朝上。

◆ 注意贴合性
无论什么式样的口罩， 佩戴时最重

要的是贴合性。一旦佩戴不规范，比如口

罩四周“漏气”，防护有效性就降低了。

◆ 学会正确摘口罩
先要确认你的手是干净的 （如果手

是污染的，就暂时不要摘了）；

避免触碰口罩的外表面， 摘下耳挂

（或头部系带）后，由内而外反向折叠后，

用自封袋装好并丢进垃圾桶；

尽快洗手。

最后，再次提醒：对于孕妇、老年人

及有心肺病慢性病等患者， 如果不能耐

受戴口罩时的不适，需尽量减少外出。如

果实在需要外出，则要佩戴好口罩。

对每个人来说， 充分休息， 适量饮

水，保持良好心态，并尽量减少外出，才

是最佳的自我保护策略。

（作者为瑞金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医生）

疫情当前， 很多人都在抢购消毒

液 。 比如 ， 84 消毒液是我们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常用消毒剂 。 平时在家

里， 我们用它浸泡抹布， 清扫厨卫；

在医院， 我们用它冲涮拖把， 擦拭地

板……但是， 我们真的用对了吗？ 84

消毒液该如何正确使用呢？

84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为次氯酸

钠 （NaClO）， 有效氯含量 5.5-6.5%，

是一种高效消毒剂 ， 具有刺激性气

味。 这种消毒剂是有一定的腐蚀性和

挥发性的， 所以一般不用于皮肤表面

消毒， 也不宜直接用皮肤接触未经稀

释的 84 消毒液原液。 若长时间直接

用皮肤接触 84 消毒液， 会引起皮肤

干燥、 蜕皮、 瘙痒等问题。

前几年， 就有超市把 84 消毒液

装入矿泉水瓶中， 导致一儿童误以为

是水喝下中毒抢救无效死亡。 因此在

公共场所和家中， 一定要注意： 切勿

把 84 消毒液放置在儿童可触及的地

方， 且不要用无警示标志、 无标签注

明的瓶子盛放， 以防他人误服！

若误服了 84 消毒液， 我们可以

先饮用纯牛奶或鸡蛋清来保护胃黏

膜， 然后再抓紧对症治疗， 可使用催

吐 、 导泄来促进有毒物质排出 。 84

消毒液具有强氧化性， 误饮会造成胃

黏膜化学烧伤 ， 因此不建议洗胃治

疗， 以免加重损伤。

在使用 84 消毒液时，正确的做法

是：首先，清洗时要戴好手套和口罩，

避免直接接触；其次，在清洗一般物体

表面时，与水的配比为 1X100， 消毒

时间约为 20 分钟 ， 且擦拭 、 喷洒 、

拖洗消毒后要用清水洗净。

在用 84 消毒液清洗白色织物时，

浓度要低，一般是1X160，配比好后将

衣物放入水中， 切不可将 84 消毒液

直接倒在衣物上或用 84 消毒液清洗

有色衣物 ， 浸泡时间不宜过长 ， 20

分钟即可， 且在浸泡消毒后仍要用清

水多次冲洗。

至于除臭消毒， 清理下水管道、

厨房水槽、 沟渠、 垃圾桶等， 可直接

倒入 84 消毒原液两瓶盖或者把原液

喷洒在物品的表面 ， 10 分钟后再用

清水冲洗干净。 许多人正是因为忽略

了清水二次清理这一步骤 ， 导致 84

消毒液中的刺激性气味刺激了呼吸

道， 对人体造成了损伤。

84 消毒液在医院用于清洗医院

污染物品时， 配比为 1X50， 且消毒

时间长至 30 分钟。 在浸泡、 喷洒消

毒后用清水再清洗 1-2 遍洗净晾干。

84 消毒液使用后会残留在物体表面，

挥发进入空气中， 其刺激性气味会刺

激人的呼吸道， 其中的氯也会对水源

造成污染， 增大致癌、 致畸风险， 对

人体造成危害 。 因此 ， 医院在用 84

消毒液稀释液清扫完地面、 扶手时，

要再用清水擦拭 2 遍以防残留物对人

体造成损害。

在使用 84 消毒液后， 还要注意

开窗通风， 使空气流通尽快散尽残留

的刺激性气味 。 在清理完器具用品

后， 最好在太阳下晾晒一会。

若在家庭中使用 84 消毒液后未

进行二次清洗和通风， 那么由于吸入

了 84 消毒液挥发出来的气体， 机体

可能会出现咳嗽、 胸闷、 呼吸困难等

症状表现。 此时应将患者迅速转往空

气新鲜处， 保持患者的呼吸道通畅，

再即刻联系就医。

有一则新闻， 家住北京的王女士

在清洁马桶时将洁厕灵和 84 消毒液

一起倒入马桶中， 结果在清洗一段时

间后晕倒， 被送入医院抢救。 只是清

洗马桶， 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

果呢 ？ 因为洁厕灵的成分中含有盐

酸 ， 84 消毒液的主要成分是次氯酸

钠 ， 二者混合会发生如下的化学反

应： 2HCI+NaCIO=NaCI+CI2+H2O， 产

生有毒的氯气。

氯气通过呼吸道侵入人体并溶解

在黏膜所含的水分里， 生成次氯酸和

盐酸，对上呼吸道黏膜造成损伤；次氯

酸使组织受到强烈的氧化； 盐酸刺激

黏膜发生炎性肿胀， 使呼吸道黏膜浮

肿，大量分泌黏液，造成呼吸困难。

因此，大家切记不要将 84 消毒液

与酸性清洁产品混用， 在不了解产品

的成分时，每次只使用一种清洁产品，

确保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危害人体。

在清洗水果、 蔬菜时， 也尽量不

要使用 84 消毒液清洗， 以免清洗不

彻底， 导致 84 消毒液残留对人体造

成危害。

84 消毒液是我们常用的高效消

毒剂，但若使用不当，轻者造成皮肤损

伤、瘙痒，重者造成腹痛呕吐甚至危及

生命。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正确

使用 84 消毒液，做到用后冲洗、洗后

通风、防止误服，切不可错用、滥用。

你有医学健康疑问， 我们邀请医学专家来解答。

tangwj@whb.cn

答 苏永华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皮肤科教授

如何避免消毒反中毒？问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谨记这些要点

针对现有的几例孕
中晚期病例分析 ， 医务
人员在胎盘 、 羊水和脐
血中均未检测到新型冠
状病毒。 且在此前报道
的出生 30 小时即确诊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新
生儿， 其胎盘和脐血病
毒检查结果也是阴性
的。 因此 ， 目前还没有
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通过
母胎传播感染的。

足不出户，中医教你在家巧锻炼
■张之翼

防控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 足不

出户， 如何锻炼身心保健康？ 上海传

承导引医学研究所所长、 上海中医药

大学兼职教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 “中医诊疗法 （易筋经

十二势导引法）” 代表性传承人严蔚

冰介绍三势 “中医导引法 ”： 每天起

床前、 吃饭前、 睡觉前， 只用 3-5 分

钟， 不受场地限制， 可帮助广大 “宅 ”

家市民缓解身心疲劳、 调整健康状态。

严蔚冰介绍， 中医导引是祖国传统

医学六大体系 （针 、 灸 、 砭 、 药 、 导

引、 按跷） 之一， 是中医治未病和祛病

疗疾的主要手段， 对困扰现代社会的慢

性疲劳综合征和中老年慢性疾病的预

防、 康复有显著效果和积极意义。

每天在家， 可以利用三个时间段做

好中医导引：

首先， 晨起导引， 热血活身。 此势

取自 “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法———预备

势”。 通过对周身大关节 “闭合-开启”

的锻炼， 舒筋活络， 促进气血循环， 起

到热身活血之功效。 每日清晨做三组 ，

有助于涵养正气、 排浊纳清。

其次， 餐前导引， 醒脾养胃。 此势

取自 “易筋经十二势导引法———收势”。

餐前、 餐后各做七组导引， 有醒脾养胃

之功效。 导引势中若出现打嗝 、 肠鸣 、

矢气 （肠中有气转动， 时时放屁） 等现

象， 均属正常反应。

最后， 睡前导引， 放松身心。 此势

取自 “坐姿八段锦导引法———叉手双虚

托、 背后摩精门”。 可在床上完成 ， 有

助于放松肩、肘、腕、颈、腰、背、膝、踝等

大关节， 舒缓身心， 有益睡眠。

从今天开始， 每天在家花一点点时

间， 用中医锻炼好方法为自己的健康构

筑坚强屏障！

口罩越厚防护效果越好？

医用外科口罩摸上去比较薄， 但是具备阻水层、

过滤层和吸湿层三层 ， 这三层结构可以阻挡病毒入
侵。 因此， 只要具备这三层的口罩， 戴一个就足矣。

如何正确处理用过的口罩？

如果在医院或医疗机构， 请直接投入医疗废物垃
圾袋中， 专业人士会进行集中处理。

如果在家， 对于存在咳嗽、 发热、 咳痰、 打喷嚏
等症状的民众 ， 推荐将口罩用密封袋或保鲜袋装好
后， 丢至垃圾桶。

那么， 是否要将口罩剪掉之后再丢入垃圾桶呢？

我们的建议是： 不要这样做。 因为多一重处理就可能
多一重接触。 无论采取哪种方法， 谨记处置完废弃口
罩后， 务必要认真洗手。

■黄荷凤

近日， 武汉儿童医院确诊了 2 例

新生儿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 最小

的确诊宝宝出生仅 30 小时。 值得注

意的是， 该新生儿母亲为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确诊患者。

有专家认为， 该新生儿的确诊提

示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存在母婴垂直感

染传播途径。 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已是

不幸， 对孕妇而言， 一旦确诊难道只

能放弃腹中的胎儿？ 腹中的胎儿到底

该何去何从？

母婴传播证据不
足，确诊孕妇不应盲目
终止妊娠

出生仅 30 小时的宝宝被确诊 ，

是其已确诊的母亲传染给宝宝的吗？

新型冠状病毒是否存在母婴传播的可

能性呢？

垂直传播也称母婴传播， 是指在

孕产妇的病原体通过胎盘、 产道或哺

乳传播给子代， 其中以病毒的母婴传

播多见 ， 最为常见的就是艾滋病病

毒 。 不论是何种病毒感染 ， 早孕期

（孕 13 周前） 都是一段特殊的时期。

此阶段的胎儿处于器官发育的重要时

期， 我们称之为致畸敏感期。 在此阶

段的感染， 常常影响胎儿器官组织的

正常发育。

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 尚无临

床资料证实孕期感染会导致胎儿畸形

和其他风险。 从现有获得的临床证据

显示， 无法证明或不支持新型冠状病

毒可通过胎盘传播。

针对现有的几例孕中晚期病例分

析， 医务人员在胎盘、 羊水和脐血中

均未检测到新型冠状病毒。 且在此前

报道的出生 30 小时即确诊感染新型

冠状病毒的新生儿， 其胎盘和脐血病

毒检查结果也是阴性的。 因此， 目前

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通过母胎传

播感染的。

而参考同为冠状病毒的非典型性

肺炎(SARS)在孕中晚期的垂直传播研

究结果来看， 大多数研究都不支持存

在母胎传播。尽管也有少量文献提到，

7 例早孕患者中有 4 例发生自然流

产， 提示可能疾病本身对早期胚胎发

育存在致死性影响。 但考虑到 SARS

重症比例高， 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

存在不少轻症患者， 建议对此次感染

新型冠状病毒的早孕患者， 可根据轻

重症进行个体化处理， 不应该盲目地

采取“一刀切”终止妊娠的方案。

感染孕妇对症施
治，“生与不生”需酌情
考量

一旦孕妇确认感染新型冠状病

毒， 治疗方式有没有？ 笔者认为， 如

果是轻症孕妇， 应尽量采取相对温和

的治疗方案， 避免使用对胎儿有损的

药物。 孕妇往往需氧量更高， 因此要

更加重视对孕妇低氧血症的监测， 一

旦发现缺氧， 应尽早干预， 及时予以

纠正。 而对于重症孕妇， 在综合考量

病情后可终止妊娠。

孕产妇处于对营养和心理存在特

殊需求的时期， 因而更需注意营养、

环境和心理支持等多方面因素。 而在

需要使用特殊药物的时候， 应当充分

告知相关药物的安全性问题。

如当下热议的瑞德西韦， 已证实

对非典型性肺炎 (SARS) 和中东呼吸

综合征 (MERS) 均有良好疗效 。 而

这些病毒与新型冠状病毒均属于冠状

病毒， 在结构上相似。 但从科学的角

度来看， 目前已有部分研究显示， 该

药物在肝脏和线粒体方面有一定的毒

性， 其妊娠期的安全性也尚待进一步

确认， 对于孕妇而言应谨慎使用。

另外 ， 在感染孕妇的妊娠过程

中， 应当加强胎儿宫内监测， 比如连

续超声检查评估胎儿结构和生长发育

情况， 必要时可行磁共振检查和产前

诊断筛查。

对于重症的早孕患者， 保证母体

安全为第一要务。 在感染孕妇出现呼

吸窘迫、 呼吸衰竭且需要机械通气、

休克 、 其他器官功能衰竭需 ICU 监

护治疗等重型症状时， 为了挽救孕妇

生命， 应当建议终止妊娠。

此外， 为更好评估感染新型冠状

病毒的早孕患者继续妊娠的风险， 笔

者认为， 在制定诊疗方案时还需要明

确孕妇体内病毒的含量 （核酸检测滴

度）、 第几代感染者、 累及肺叶的数

量以及孕妇是否高龄或合并基础疾病

（糖尿病、 高血压等） 等情况， 予以

综合考虑。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
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