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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流行病学史是判
断关键

“我值守北京医学会新冠肺
炎线上医学咨询平台时， 看到很
多市民都在询问身体出现上述症
状后如何处理 。” 夏国光介绍 ，
现在既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
期， 也是普通感冒和流感的高发
期， 它们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传染
性， 只是前者的传染性非常强，
毒力大而已。

这次疫情的特点是大部分人
表现为发热 ， 也有不发烧 、 干
咳、 胸闷等呼吸道症状， 可伴有
嗓子、 鼻子不舒服， 和普通感冒
有相似之处。 二者的区别要看流

行病学史， 是否有疫区、 确诊或
疑似病例、 发热病人接触史， 是
否存在聚集性发病等。 有这些情
况的人应该进行排查， 到医院进
行血常规 （淋巴细胞、 白细胞、
甲流乙流咽拭子等检测）、 影像
学检查等， 必要时根据流行病学
史通过疾控部门安排做新冠病毒
核酸检测。

所以， 是否有流行病学史还
是很重要的， 没有疫区接触史的
应该居家隔离， 观察病情， 观测
体温， 口服感冒药对症处理。 如
果 服 药 两 三 天 后 病 情 加 重 或
无 好 转 ， 可去医院做进一步检
查和筛查， 有发烧大于37.3摄氏
度者直接去发热门诊。 从积水潭
医院接诊情况看， 大部分出现上
述症状的人属于普通感冒或流
感， 对流感奥司他韦疗效还是很
好的。

本市已进入本地扩散期

“新型冠状病毒的毒性很
强 ， 不可小觑 ， 外出要做好防
护。” 2月6日， 北京疾控中心提
出本市已进入本地扩散期的早期
阶段， 在非典时负责过几百个病
人诊治工作的夏国光表示， 这说
明 本 地 的 感 染 人 数 还 有 上 涨
的 趋 势 ， 在即将全面复工的背
景下需要更加严格的防控。 病人
看病时对医生一定要说实话， 不

能隐瞒流行病学史， 否则医生很
难判断。

公众应该减少外出 、 少聚
集， 减少在食堂、 电梯间等场所
的时间， 四楼以下尽量步行。 少
乘坐地铁 、 公交等公共交通工
具， 少去餐馆、 超市， 因为气溶
胶传播、 飞沫及接触都是传播途
径， 尤其气溶胶可以传播到很远
的地方。 戴口罩、 多消毒、 勤洗
手很重要。 每个人都要有防护意
识， 增强自身的免疫力。

她特别提醒， 有的群众戴口
罩方法不正确， 正确的是要把鼻
梁处压实 ， 口罩边缘和面部贴
合， 不能留缝隙。 继续使用的口
罩要放在袋子或盒子里， 互相不
能拿串， 分清内外面， 废弃的口
罩放在垃圾袋里， 不能乱扔。

夏国光说， 当治愈率大幅上
升 ， 确诊和疑似病例大幅下降
时， 就意味着拐点的到来。

□本报记者 任洁

呼吸内科专家教您分辨感冒流感和新冠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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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隐瞒行程和症状
拒不配合隔离？

可能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

某地村民苟某， 长期在武汉
务工， 近日返乡后， 拒不执行当
地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置工作指
挥部要求， 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和
活动 ， 编造虚假返乡日期等信
息， 刻意隐瞒已有发热咳嗽等症
状， 多次主动与周边人群密切接
触。 同时， 苟某还故意隐瞒儿子
与他一同从武汉返乡的事实， 苟
某儿子也多次在外活动， 并密切
接触人群。 目前， 苟某和其儿子
已被确诊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法条链接：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一百一十四条、 第一百一
十五条及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一条的规定， 故意传播
突发传染病病原体， 危害公共安
全的，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定罪处罚。

法官提示：
在疫情防控期间， 任何单位

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 、 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
查、 检验、 采集样本、 隔离治疗
等预防及控制措施， 并如实提供
有关情况。 重点地区人员还需要

根据要求向社区 （村 ） 登记备
案， 并主动居家隔离。 违反上述
规定， 导致传染病传播、 流行，
给他人人身、 财产造成损害的，
将依法承担相应刑事责任及民事
责任。 此外， 社会公众发现传染
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时，
应当及时向附近的疾病预防控制
机构或者医疗机构报告。

十倍价格倒卖口罩获利？

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今年1月21日以来， 以张某

为首的犯罪团伙在疫情防控期
间， 利用市民急于购买防护、 消

毒用品的心理， 将正常价格购进
的口罩、 消毒液等防护用品和抗
病毒药品， 以高于市场数倍甚至
数十倍的价格倒卖获利。

法条链接：
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刑
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
解释》 第六条的规定， 违反国家
在预防、 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
灾害期间有关市场经营、 价格管
理等规定 ， 哄抬物价 、 牟取暴
利， 严重扰乱市场秩序， 违法所
得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
的， 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
（四） 项的规定， 以非法经营罪
定罪， 依法从重处罚。

法官提示：
在当前疫情防治过程中， 各

地口罩、 消毒液、 洗手液等防护
用品及粮油肉菜等生活必需品出
现不同程度紧缺， 部分无良商家
借此坐地涨价、 哄抬物价、 牟取
暴利， 此类行为不仅会因违法而
受到行政处罚， 情节严重的将因
涉嫌犯非法经营罪而受到刑事惩
处。 广大消费者和群众遇到未明
码标价、 哄抬物价、 虚假广告、
消费欺诈等问题， 应保留相关证
据 （例如 ： 购物凭证 、 支付凭
证、 录音录像等）， 既可以通过
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投诉举报，
也可以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举
报电话， 还可以向各级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

编造、 散播疫情虚假信
息，引发恐慌？

可能涉嫌编造、 故意传播虚
假信息罪

1月28日晚， 一网民在微信
群 中 伪 造 地 方 政 府 通 知 ， 散
布新冠肺炎疫情的虚假言论，
称 当 地 政 府 将 在 29日 14:00开
始实行交通管制， 解除时间另行
通知。 该虚假信息引发社会公众
极为恐慌， 在当地造成极为恶劣
影响。

法条链接：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 第二百九十一条之一的规
定， 编造虚假的险情、 疫情、 灾
情、 警情， 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
媒体上传播， 或者明知是上述虚
假信息， 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
他媒体上传播， 严重扰乱社会秩
序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者管制； 造成严重后果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官提示：
当前正值抗击疫情关键时

期，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编
造 、 传播与疫情相关的不实信
息， 散布谣言、 制造恐慌。 网络
不是法外之地， 对此类行为司法
机关将坚决依法严厉打击。 同时
广大人民群众要提高辨别能力，
不信谣、不传谣，对于不实言论做
到不评论、不转发，坚定信心、科
学防治，齐心协力抗击疫情。

■
法
官
提
示

疫情期间
这些行为有可能涉嫌犯罪
□本报记者 李婧 通讯员 陈淼璐

疫情当前， 如果出现咳嗽、 打喷嚏、 低烧等情况， 是否要马上去医院治疗？ 如何分辨普通感冒和新冠肺
炎？ 全城复工后应该注意哪些防护细节？ 本报记者专访积水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夏国光， 为
读者关心的问题一一解答。

抗疫期要依靠科学统
筹， 同时也离不开法治的
有力保障 。 在特殊时期 ，
拒不执行当地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处置工作指挥部要
求， 故意隐瞒真实行程和
活动 ； 十倍高价倒卖口
罩； 编造、 散播疫情虚假
信息等行为都有可能涉嫌
犯罪。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的法官近日在接受
采访时， 对以上行为进行
了详细解读。

积水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主任医师 夏国光

本期专家

感冒、流感、新冠肺炎对比差异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