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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南海区公共卫生医院18942483373

佛山市心理援助热线：佛山市第三人民医院0757-82667888

桂城街道心理咨询热线：0757-86261213

大沥镇心理咨询热线：0757-85780861

心理咨询热线

佛山举行“依法防疫关‘心’健康”权威访谈

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可能承担三种责任
端午假期即将到来，如何依

法防疫？如何应对居家隔离期

间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6月

10日下午，佛山举行“依法防

疫 关‘心’健康”权威访谈，相关

部门上线节目为市民答疑解惑，

同时呼吁市民端午假期就地过

节，非必要不离开佛山。

■依法防疫
拒不配合疫情防控
或要承担法律责任

佛山市司法局副局长、佛山

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办综合组

副组长、政策研究组组长陈泳槟

介绍，本轮疫情发生以来，按照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指示，由市司

法局牵头，成立市指挥部办公室

政策研究组和政策审查小组，并

抽调市司法局、公安局、交通局、

商务局、市场监管局等单位共十

名业务骨干作为成员集中办公，

研究出台各项疫情防控政策。

开通防疫政策起草、审查“绿色

通道”，实行“24小时待命、2小
时办结”的战时机制。坚决运用

法治思维和方式开展疫情防控

工作。

当前，佛山已实现连续5天
无新增病例。佛山每天及时收

集广州等周边重要城市政策动

态，认真研判分析，按照广佛同

城、政策同步、同频共振的原则，

建立长效机制，对标广州并结合

佛山实际，增强操作性，实现精

准防控。

一个多星期来，佛山连续出

台四份重磅政策通告市民，实行

分级分类防控，全市划分四类区

域，分别为封闭、封控、闭环和一

般管理区域，各区域明确管理措

施，如封闭区域人员足不出户，

封控区域人员只进不出，闭环管

理区域两点一线，一般管理区域

减少聚集等。

近两天来，广佛两地都出现

个别的涉疫违法行为。陈泳槟

介绍，对拒不配合疫情防控工作

的，可能承担三种责任，分别是

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

任。例如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

114条、115条、277条、330
条规定，对于不配合防疫管理的

行为，如隐瞒、谎报病史，疫情严

重地区旅居史、与确诊或疑似病

人接触史、拒绝接受流行病学调

查，情节严重的可能构成危害公

共安全罪、妨害公务罪、妨害传

染病防治罪。

■心理疏导
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
已开通

目前，佛山已开通24小时

心理援助热线。佛山市第三人

民医院院长谢国军介绍，心理援

助热线分为白班3条线和晚班

2条线，从5月28日起，共接听

来电260多条，其中涉及疫情

的内容有60多条，与中高考有

关的有20多条。

谢国军介绍，经过梳理，市

民来电主要的心理问题是焦虑、

抑郁和睡眠问题，也有一些是

跟疫苗接种、疫情防控有关的

现实问题，还有几例是因为小

区管控之后造成生活不便引起

的情绪问题。热线专家主要采

取四种疏导方式：对于与疫情相

关的现实问题，根据官方政策进

行解释或者转介；对于一般的焦

虑、抑郁等情绪问题，通过聆听、

共情、支持、反馈等技术进行疏

导；对于情绪较激动者，首先使

用呼吸放松、转移注意力等技术

稳定情绪，情绪稳定后常规处

理；第四，对于高危来电按照相

关流程进行干预，并联系家人

或者报警处理。

很多人面对居家隔离时间

长、活动空间有限等容易出现

紧张焦虑不安。对此，谢国军

表示，首先要增加确定性，例如

隔离时间长短、做好生活保障、

做好工作安排，明确隔离是为

了守护自己和他人健康。其

次，可以在有限的空间内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学习一

项新的技能并且享受过程；还

要保持规律的生活方式，每天卧

床时间不建议超过8小时，适当

做一些简单的放松训练；若还有

需要援助的，可以拨打心理援助

热线0757－82667888。
当前，高考刚结束，中考即

将来临，面对疫情多变，考生和

家长如何克服压力及焦虑情

绪？谢国军介绍，要接受当前的

疫情防控形势，不抱怨不紧张不

慌乱，不要过分强调疫情对考生

的影响，多鼓励多支持多倾听，

对考生良好的行为及时表扬；引

导学生用顺其自然的心态接纳

自己，营造宽松的氛围，引导学

生规律的学习和作息时间，不暴

饮暴食、不熬夜，适当运动。

■物资管控
粮食储备可保障全市
6个月以上需求

疫情期间，零售药店对于购

药群众具有早期监测作用，本轮

疫情当中佛山市市场监管部门

对于零售药店有什么管控措施？

佛山市市场监管局药品监

管科科长管燕武表示，市场监管

局按照不同地区的疫情形势因

地制宜，采取分级分类、精准防

控的措施：中高风险区域实行药

店停业措施。中高风险区域的

周边和封控区域实行《目录》药

品的暂停销售。其他地区实行

《目录》药品销售实名登记上报

制度，由药店登录省的统一平

台，录入购药人员的信息，由省

药监局对药店上报的数据进行

监测、分析和推送。

管燕武介绍，全市4321家
零售药店没有发生关键购药人

员信息的迟报和漏报，药店防

控的相关药械物资供应充足、

物价稳定，同时市场监管局结

合日常工作，积极动员药店从

业人员接种新冠疫苗，积极参

加核酸检测筛查，并做好相关

的指引工作。

疫情期间，市民对于生活必

需品是否充足也很关注。佛山

市商务局副局长李竟滦表示，5
月28日佛山第一个确诊病例发

生之后，根据市防疫指挥部的部

署，市、区、镇三级共同启动了佛

山新冠疫情局部地区暴发生活

必需品供应的应急预案。十多

个部门成立保供应专责小组，同

时启动24小时专班响应机制。

并要求禅城和南海立刻做好专

责小组专班的人员到位和各个

保供应企业物资保障的到位，开

展相关的生活必需品物资保障

供应的工作。

李竟滦介绍，在5月30日

的巡查中，很多大型商超反映，

他们的商品储备比平时增加了

1.5倍左右。而政府储备方面

也是相当充足的，比如粮食储

备可以保障全市900多万人6
个月以上的需求。食用油可以

满足全市 1个月以上的需求。

食用盐可以保障全市3个月以

上的供应。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

倾听居民心声 缓解焦虑情绪
南海开通心理健康咨询热线，管控区域居民可通过听音乐、追剧、室内运动、倾诉等转移注意力

目前，佛山市仍处于疫情防控关键时期。南海区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于6月4日发出关于做好新冠肺
炎疫情分级分类防控工作的通告，对南海特定区域分别实施
封闭管理、封控管理、闭环管理的措施。其中，封闭管理及封
控管理区域的居民需居家隔离。

被纳入管控区域的居民，每天只能在家中活动，心中不免
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随着封闭时间的延长，被隔离的居民
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会逐渐降低，进而产生一些心理问题。特
殊时期，该如何为管控区域居民提供心理援助，居民又该如何
自我缓解心理问题？

心理专家建议，管控区域居民可通过听音乐、追剧、室内
运动、倾诉等转移注意力，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调整心态适
应当前的环境。

为保障管控区域居民的心

理健康，6月7日起，南海区卫生

健康局牵头成立2支心理危机

干预队伍，在桂城街道和大沥镇

相关片区管控期间开展现场心

理干预工作。通过桂城、大沥相

关居委会印发一封信，为居民提

供生活咨询、社工服务、心理援

助等。同时，南海区卫健局牵头

成立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完善热

线后台和现场干预队伍的信息

闭环机制。

南海区人民医院心理科主

治医师杨彩容是桂城街道心理

危机干预队伍负责人，她告诉记

者，自心理咨询热线成立以来，

她们收到的求助困扰中占比最

多的是“心情差、紧张焦虑、睡不

着”。对于轻度的心理问题，杨

彩容给出的建议是“首先要调整

自己的心态去适应当前的环境，

其次是规律作息，安排好每天的

事项充实自我，例如多与家人、

朋友联络感情，听音乐，追剧等，

也可以进行室内体育活动，合理

安排健康饮食。”

对于一些比较严重的心理

问题或者特殊情况需要紧急现

场危机干预之时，杨彩容会与同

事穿好防护服来到居民家中。

“我们首先要与他熟悉起来、拉

近心理距离，询问是否存在物资

缺乏或其他现实需求，再通过了

解他的睡眠、情绪、想法、行为等

方面来评估心理问题的严重程

度，选择心理疏导或进一步药物

治疗。”

杨彩容认为，“每个人的情

绪变化都是有原因的，我们心理

危机干预小组的工作更多的是

倾听，及时疏解情绪，帮助他们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

除了居民自我寻求心理帮

助外，心理危机干预小组也会联

手社区，主动对管控区居民开展

心理评估。“当社区在日常防疫

管理巡查中发现居民存在暴躁、

消极、敌对等情绪时，就会报备

给我们，我们会主动联系居民进

行及时的干预，减少劣性事件的

发生。”同时，杨彩容还带领队员

开展问卷调查，对管控区域的居

民发放心理问卷测评。在进一

步数据分析后，也会对量表得分

较高的居民提供咨询服务，预防

心理疾病的发生。

南海区卫健局提醒，最近

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不少

在管控区的居民呆在家里太

久，开始感觉自己有点“不对

劲”。这个时候不用太过担心，

要稳定好情绪。如果没有出现

发烧、干咳等典型的症状，身边

也没有确诊或疑似的病人，而

且也很少外出，被感染的可能

性是非常小的，不要过度恐慌

和焦虑。

其次，可以仔细观察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况，判断不舒

服的症状和新冠肺炎的典型

症状是否相符，如果比较符

合，还是要及时去发热门诊

就诊，如果不符合，可能是身

体方面其他的问题，必要时

也应该去医院就诊，在医生

的指导下用药。

如果知道自己是健康的，

但还是担心，那就试试转移注

意力的办法，找一件事情让自

己长时间投入去做，通过这些

方式来改变过于恐惧的心理。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有极

少数人有这样一种情况，他坚

信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甚至

去医院反复就诊，即便医生和

医学检查认为他没有被感染，

他也坚信自己感染。对这样极

少数的情况，还是建议自己和

家人要认真对待，最好及时去

医院心理科和精神科寻求专业

的帮助，避免长期的情绪紧张

引发一些不理性的行为，伤害

到自己和他人。

目前，南海区已经设立了

心理健康咨询热线，如果靠自

己的能力没有办法缓解不良的

应激反应，市民可以及时拨打

热线，寻求专业的帮助。

文/珠江时报记者方婷实习生许可可通讯员梁筠仪

提前干预心理危机
保障管控区域居民心理健康

居民理性分析自身情况
必要时主动寻求心理援助

■南海区人民医院心理科主治医师杨彩容在整理资料。 （受访者供图）

防疫生产两不误
企业业绩有保障

珠江时报讯（记者/李福云）“今

年的产值目标保守估计同比增长超

过85%。”6月10日，广东亿合门窗

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胡超告诉记

者，该公司在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正铆足劲加快生产，开足马力向

年终产值目标冲刺。

广东亿合门窗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亿合门窗”）位于狮山镇长虹

岭产业社区，是一家专注于品牌铝

合金门窗、阳光房、原木门、淋浴房

等家居建材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

和服务为一体的现代化企业，营销

网络已遍及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

区，分布于全世界2000多个城市。

去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亿合

门窗在新产品、新客户、新模式、新

组织、新服务的“五新”规划战略下，

不仅在业绩上实现逆势飘红，逆势

增长53%，还成功开辟了“共享工

厂”的新赛道，为下一步做大做强奠

定坚实基础。

昨天中午，记者在亿合门窗车

间看到，员工正有条不紊地生产。

“疫情期间，为避免人员聚集，我们

实行错峰就餐，现在留在车间的是

最后一批就餐的员工。”张文说。戴

口罩、测体温、亮绿码，都是员工们

上班前的“指定动作”。为配合防疫

工作，亿合门窗在今年4月份就开

始引导员工接种疫苗，目前90%以

上的员工完成了第一针接种。

为减少人员流动，形成较好的

闭环管理，该公司为多数员工提供

宿舍、改善伙食，让部分员工工作、

休息都在厂区内，降低风险。“做好

防疫工作，既是为了履行社会责任，

也是保障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胡超表示。

篡改核酸检测报告
“开玩笑”被行拘

珠江时报讯（记者/杨慧 通讯

员/潘秀雄）“我只是想跟朋友玩玩，

如果知道有这样的后果，我就不会

这样做了。”面对民警的询问，叶某

后悔莫及。此前，居住在实施临时

封闭管理小区的叶某接受核酸检

测，结果为阴性。但他将核酸检测

结果篡改成“阳性”整蛊朋友，引得

防疫部门启动应对措施。目前，西

樵派出所依法对叶某虚构事实扰乱

公共秩序的行为，处以行政拘留5
日并罚款500元。

6月4日，家住西樵一小区的叶

某接到小区物业通知，因防疫需要，

其所居住的小区需采取临时封闭管

理，当天叶某配合进行了核酸检测。

次日，叶某在手机查询到自己

的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松了一口

气。他转念一想：不如跟朋友开个

玩笑，整蛊一下朋友。于是，他利用

手机P图软件将自己的核酸检测结

果篡改成“阳性”，然后将P好的图

发给朋友阿奇（化名），告知对方准

备隔离。

原来，在早些日子，叶某与阿奇

以及另一位朋友阿俊（化名）曾同桌

吃饭。阿奇看了图片以后信以为

真，和阿俊先后打电话给叶某核实

情况。叶某依旧谎称自己的核酸检

测结果是阳性。随后，作为“密切接

触者”的两人立即将情况报告各自

所在村居委。

随后，西樵镇卫健部门对叶某

的核酸检测结果进行核实，发现是

虚假消息。当卫健部门工作人员致

电叶某了解情况，才知道这是叶某

与朋友开的“玩笑”。

6月5日下午，西樵镇卫健部门

将该情况反映给西樵派出所，民警立

即对叶某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

序的行为进行调查。6月8日上午，

叶某所在小区解除封闭管理，他随即

到西樵派出所接受调查。经查，叶某

对其篡改核酸检测结果，故意散布涉

疫谣言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供认不

讳。目前，叶某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处

以行政拘留5日并罚款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