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 话题 “新型冠状病毒怕酒精
不耐高温” 登上热搜， 专家指出， 75%
的酒精可有效灭活病毒。 这是因为酒精
的分子具有很大的渗透能力， 它能穿过
细菌表面的膜， 打入细菌的内部， 使构
成细菌生命基础的蛋白质凝固， 将细菌
杀死。 所以， 科学家经过长期的实践最
后得出： 70-75%的酒精杀菌效果最好。
一时间， 大家纷纷抢购医用酒精， 在家
中自行进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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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 感
到恐慌与焦虑是难免的， 扑面
而来的各种关于疫情的网络信
息也让人应接不暇， 甚至会进
一步加剧负面情绪， 不利于以
理性平和的心态面对疫情。 作
为北建大的心理教师 ， 郭潇
萌、 李梅、 张婉奇、 康健根据
专业经验， 总结出多项面对疫
情的建议。

合理看待自己的焦虑
与恐惧

恐惧是一种当机体面临可
能会对生存产生威胁性刺激时
产生的情绪反应， 对于生物体
而言， 面对危险性刺激产生迅
速有效的应对， 是保障物种生
存和延续的关键。 这波病毒来
势汹汹， 事态发展快而严重，

面对这样的情况却有着太多的
“未知”， 大家会产生恐惧感是
十分正常的事情。

“如果面对这样的危险 ，
一 点 恐 惧 和 焦 虑 的 感 觉 都
没 有 倒 有 可 能 是 异常的 。 ”
分管学生心理相关工 作 的 北
建大学生工作部副部长康健
告诉本报记者 ， 一定程 度 的
恐惧和焦虑可以让大家提高
警惕 ， 谨慎采取各种防护措
施， 有效保障生命安全。

保持与家人亲友的联络

“隔 离 病 毒 ， 不 能 隔 离
爱 ”， 眼前 不 管 是 正 与 家 人
团圆的人 ， 还是独自过年的
人 ， 都 请 与亲友保持联络 ，
让彼此放心， 用爱与支持缓解
彼此的焦虑。

列一个假期可做清单

与其拼命地刷信息， 还不
如干点什么， 因为刷信息治不
好病， 更不防病， 能防病的举
动是洗手、 戴口罩、 少出门，
还要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 做
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不妨
给自己列一个假期可做的清
单， 并执行它。

如何对待网络负面信息

“互联网时代信息层出不
穷， 查询信息是为了从未知到
已知， 从而降低恐惧， 这是人
的本能 。 然而目前信息铺天
盖地， 一方面真假难辨， 往往
刚发出的信息就被辟谣； 另一
方面， 长时间的暴露在负面信

息下， 也会使自己的心情受到
不同程度的影响 ， 增加不必
要 的 恐慌 ， 甚至一些特别富
于同情心的人可能会过度感
同身受 ， 形成替代性创伤 。”
郭潇萌提出， 公众应该理性对
待外来信息， 适时适量地查阅
资讯 ， 如果已经觉得心里很
累、 很烦乱， 那么请给自己设
置时间 ， 少刷 、 少转发 、 少
看， 适当转移注意力到其他内
容上。

同时， 谣言止于智者， 与
其传播一些未经官方核验的不
实信息， 不如和身边的人讨论
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减少无力
感， 做到不传谣、 不信谣。 大
家还可以帮助身边的人， 比如
提醒他们戴好口罩等。 如果心
理波动依然剧烈， 不要忘记寻
求专业的心理援助。

酒精的火灾隐患有哪些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酒

精，它的学名叫乙醇，在常温常压
下是一种易燃、 易挥发的无色透
明液体， 闪点13℃， 火焰呈淡蓝
色。其蒸汽比空气重，能在较低处
扩散到较远的地方， 与空气形成
爆炸性混合物，遇明火、高热能引
起爆炸燃烧。 也就是说， 酒精易
燃， 受热或遇明火有燃烧爆炸危
险，燃烧时发出蓝色火焰。

在家中使用酒精的浓度高于
70%的时候， 酒精的挥发使室内
空气中可燃性气体增加， 只要空
气中有一点小火花， 将可能引起
爆燃 ， 这比酒精被点燃还要危
险。 所以， 在室内喷洒酒精消毒
时， 需要保证通风， 千万不要与
明火接触， 比如做饭、 打电话、
吸烟、 使用电蚊拍等， 是要务必

高度重视的。 在此， 大兴区消防
救援支队温馨提示， 居民要正确
使用酒精进行消毒， 务必远离明
火。 避免在喷洒酒精的位置使用
电器开关、 接听电话等有可能产
生静电火花的设备， 家里有吸烟
的人员更要重视， 以防发生烧烫
伤和火灾等意外事故。

酒精消毒时保持空气畅通
注意室内通风。 在室内使用

酒精时， 需要保证室内通风， 使
用过的毛巾等布料清洁工具， 在
使用完后应用大量清水清洗后密
闭存放， 或放通风处晾干。

安全使用酒精。 使用前要清
理周边易燃可燃物， 勿在空气中
直接喷洒使用。 酒精燃点低， 遇
火、 遇热易自燃， 在使用时不要
靠近热源、 避免明火， 给电器表
面消毒， 应先关闭电源， 待电器

冷却后再进行， 如用酒精擦拭厨
房灶台， 要先关闭火源， 以免酒
精挥发导致爆燃。 使用时每次取
用后必须立即将容器上盖封闭，
严禁敞开放置。

家中不宜大量囤积酒精。 酒
精是易燃易挥发的液体， 居民在
家中用酒精消毒时， 可购买小瓶
装的酒精， 以够用为宜， 不要大
量囤积酒精， 以免留下消防安全
隐患。

避光存放防止倾倒破损。 领
用、 暂存、 使用酒精的容器必须
有可靠的密封， 严禁使用无盖的
容器。 应避免用玻璃瓶装存， 防
止跌落破损。 家中剩下的酒精，
不要放在阳台、 灶台等热源环境
中， 也不要放在电源插座附近及
墙边 、 桌角等处 ， 防止误碰倾
倒 。 可避光存放在柜子等阴凉
处， 存放时要盖紧盖子， 贴好标

签， 避免挥发。
存放时避免儿童拿到。 有幼

儿的家庭， 酒精应放在儿童拿不
到的地方 ， 对于年纪稍大的孩
子， 家长可以给孩子讲解酒精的
特性， 教育孩子不要玩弄酒精，
更不能用火去点燃。

酒精着火怎么办？
酒精在身上着火的话， 要用

打湿的衣物蒙住着火部位。 酒精
引燃其他物品时， 要用衣物床单
类的物品浸湿后覆盖着火点， 第
一时间转移易燃易爆物品， 接着
用水不停地浇至着火处， 直到熄
灭。 这里要注意的是， 火势刚起
时最容易熄灭， 身边的东西尽量
利用。 若火势较大， 请及时拨打
119报警电话报警。

被烧伤后， 第一要紧的事情
当然是灭火。 伤者要避免高声喊
叫， 因为喊叫会引起严重呼吸道
烧伤， 火灭后立即就医。

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再次提
醒您 ： 75%医用酒精是易燃液
体， 在喷洒酒精消毒时， 要注意
远离明火和高温物体。 存放时要
注意不要靠近暖气、 取暖炉等采
暖器具， 同时要注意避免儿童接
触。 在学校做实验的学生们， 切
记酒精灯不要吹灭， 而是要用灯
帽多盖两次即可熄灭。

疫情防控期间， 我们
上班该怎么做？ 北京市疾
控中心3日发布提示。
保持室内空气流通

工作场所应优先打开
窗户采用自然通风， 有条
件的可以开启排风扇等抽
气装置以加强室内空气流
动。 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
统时， 应保证集中空调系
统运转正常， 关闭回风系
统， 采用全新风运行， 确
保室内有足够的新风量。
会议非必须 不举办

在疫情防控期间， 按
照 “非必须， 不举办” 的
原则， 尽量减少或避免举
办大型会议及室内外群众
性活动。

如必须开会建议召开
视频或电话会议， 或将大
的聚集会议拆分成小型会
议， 减少每个会场的聚集
人数， 避免不同会场之间
的人员流动。

在会议场所入口处设
置体温检测岗 ， 提供一
次 性口罩 ， 供参会人员
使用。

会议应尽量控制参会
人数， 会场内座位的摆放
尽量增加间距， 参会人员
间隔距离不少于1米 ， 每
人占有面积不少于1平方
米/人 （参照WHO每人间
距不少于1米的要求）。
工作中如何个人健康防护

不带病上班， 若出现
发热、 乏力、 干咳及胸闷
等症状时， 应佩戴口罩及
时就医。

处于单人办公环境下
的工作人员原则上可以不
佩戴口罩。 处于多人办公
环境下的工作人员， 办公
环境宽松、 通风良好， 且
彼此间确认健康状况良好
情况下可以不佩戴口罩。
其它工作环境或无法确定
风险的环境下应佩戴口
罩， 通常建议佩戴一次性
使用医用口罩。

接触可能被污染的物
品后， 必须洗手， 或用手
消毒剂消毒 。 外出回到
家， 一定要先洗手。

保持环境卫生清洁 ，
及时清理垃圾。

公用物品及公共接触
物品或部位要加强清洗和
消毒。

尽量避免乘坐厢式电
梯 ， 进入电梯应佩戴口
罩， 尽量减少接触电梯表
面， 减少用手揉眼、 抠鼻
等行为。

□本报记者 任洁

合理感知恐惧 提升心理免疫力

专专业业心心理理教教师师
开开出出疫疫情情““心心灵灵药药方方””

原有的节日安排突然被打乱 ， 延期上
班、 开学， 网上关于疫情的信息铺天盖地
……面对这样的突然变化 ， 出现焦虑 、 紧
张、 担忧等心理波动应该怎么办？ 北京建筑
大学心理素质教育中心的专业心理教师开出
了针对疫情的 “心灵药方”： 合理看待应激
情绪， 努力提升自身的心理免疫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刘丙涛

消防提示： 室内喷洒酒精消毒时需保证通风

上班后
该如何防控疫情？
□本报记者 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