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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开学在即！！除了口罩除了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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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飞絮季
请做好个人防护

北京每年4至5月，杨柳飞絮飘扬，所携大量致
敏花粉、灰尘和细菌容易引发鼻炎、哮喘等过敏性疾
病。为做好日常健康防护，减少花粉带来的不适，本
报在这里温馨提示：

1.外出做好口鼻、眼部和
面部防护。一次性医用口罩
可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更高
级别防护口罩效果更好。

最好佩戴眼镜或护目镜
等；尽量不穿易黏附飞絮及花
粉材质的外衣。

1.各学校应按北京市疫情防控要求，落实四方责任和

主体责任，成立学校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2.制定完善“两案九制度”机制。即：新冠肺炎防控工

作方案和疫情应急预案，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师生

晨午检制度、学生因病缺勤登记追踪制度、复课证明查验

制度、健康管理制度、免疫接种证查验制度、传染病防控健

康教育制度、通风消毒制度和环境卫生检查通报制度。

3.提前了解掌握教职员工和学生假期出京情况，对于

海外、京外返京师生，应按照要求进行居家或集中隔离医

学观察14天，医学观察期满无异常后方可返校。

4.提前了解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健康状况，对有发

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的人员，应督促其及时就医，暂缓返

校，保证教职员工和学生不带病工作、上课。

5.学校在校门口外就近设置临时等候区，做好体温

计、口罩等相关物资准备。

1.对所有入校人员进行体温排查，体温异常者不得入

校，如有体温异常学生需带至临时等候区并及时通知家

长。

2.加强对校园的封闭管理，对所有入校的外来人员进

行登记和体温排查，所有访客需佩戴口罩，否则不得入校。

3.落实晨午检制度，对出现发热超过37.3℃和干咳等

症状的学生，应立即通知家长带其就诊或回家休息。

4.做好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健康教育管理，在校期间要

全程佩戴口罩，督促学生注意手卫生，不与他人共用食饮

具。同时将厨师、保安、保洁等其他人员纳入管控范围。

5.保持教室、宿舍、办公室、食堂等重点区域的清洁卫

生，如无天气异常状况，学生在校期间应保持持续开窗通

风，每日放学后进行预防性消毒。

6.暂停走班制等教学模式，要按照防疫期间每位学生

前后左右间距1米的标准，对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进行分

班教学或错时上学。

7.组织教职员工和学生分时、分散就餐并保持1米以

上距离，建议自带餐饮具，加强对公用餐饮具的消毒。

8.有住宿生的学校，宿舍人均面积应符合要求，学校

每日安排专人对住宿生进行巡视，同时做好宿舍清洁通风

和预防性消毒。

1.调整作息时间?
这个超长寒假相信已

经打乱了许多同学的生物
钟，那么在临近开学的这段
时间，需要逐步恢复到上学
的作息，以便开学之后能更
好适应。

离开学返校的时间越
来越近了，高三年级的同学
们从现在开始可以逐步改
善作息习惯，在家作息时间
尽量向学校作息时间靠拢，
这样才能在开学后尽快适
应学校的作息时间，缩短不
适应期。

2.端正学习态度
很多学生在学校里受

到约束，在家期间偶尔会放
松自己。快开学了，要端正
学习态度，从一些容易让自
己静下来心的事情做起，逐
渐收收心，比如听音乐、看看
书、练字等等。

3.制订学习计划
开学返校之前，同学们

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
订切实可行的学习计划。
一定要记住这个计划要针
对实际，切实可行，当然也
不能给自己太大的心理压
力。

4.巩固疫情防控知识
疫情逐渐得到控制，但

是也不能马虎大意，在疫情
期间养成的好的卫生习惯
一定要坚持。同学们也可
以提前跟老师沟通，了解学
校疫情防控的要求，按照学
校的要求来准备。

5.与老师沟通健康状
况

在特殊时期，按时上学
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保证
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健康。
开学前，更要时刻关注自己
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以及出
行情况，及时向班主任老师
汇报。越要临近开学，疫情
防控越是要打起精神。

6.调整自身的饮食结
构?

最后，也是不可忽视的
问题。居家学习的这段时
间，同学们每天被美食包
围，平时运动量并不能消耗
掉多余的热量，所以会有一
部分同学出现“发福”的情
况。在即将走向正常的这
段时间，需要父母和同学们
一起努力，调整饮食结构，
平衡每日的营养摄入，避免
出现营养不均衡，消化不
良，或者过度发胖等情况。
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

本文来源于：首都教育

最近，北京市明确了本市初高三年级将返校开学。
但是，目前境外新冠肺炎疫情呈暴发增长态势，北京市还
面临着境外输入和本地反弹的风险，开学后学生都会在
校聚集，在此期间，如何做好学校和师生的防控工作？

针对学生在校期间聚集等特点，本报提醒家长、学校
和师生做好防控工作。

1.主动与学校保持密切“合作”
高三学生返校复课在即，家长们

应该主动和学校教师保持有效联系，
充分了解学校的教育要求，发挥学校
集体教育和家庭个体学习的各自优
势，以保证孩子学习好习惯的持续养
成。

2.调整生物钟并加强运动
在生理上，家长要主动根据学校

的作息时间表，从早晨起床，到晚上
睡觉以及午间休息，调整孩子在家的
生活节奏。同时有意识地加强孩子
在家运动的时间和强度，唤醒孩子的
身体机能，在返校前让孩子的生物钟
跟上学校的节奏。身体机能跟上了，
孩子们的适应就会更快更顺畅。

3.循序渐进调整孩子心理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有足够的心
理能量重新回归正常学校生活，家长
们首先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制造焦
虑，要引导孩子从权威渠道了解病毒
研究的最新进展，让孩子对病毒和疫
情有清晰科学的认识。孩子在返校
之前，跟他们再确认一下各种防护流
程，如科学戴口罩，正确洗手等。保
障安全的情况下，可以跟孩子逐步进
入小区广场、菜场、超市等场所，消除
孩子紧张、焦虑的心理。

家长们还应多关注孩子们的心
理状态，宅家两个多月，一下子上学
复课，很可能会引起一些心理问题，
包括情绪波动、学习方面的困扰，家
长们要仔细观察，及时关心，帮助并
鼓励孩子克服困难。

家长需要做的准备

心理支持、学业鼓励、生活照顾
家长在孩子复学后，要积极配合教师，帮助孩子查漏补缺。那么

家长应该怎样让孩子们尽快步入学校学习的正轨呢？

学生需要做的准备

调整身心、端正态度、加强沟通

本版其他未署名图文均由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供

开学前日常防控工作准备

开学后日常防控工作落实

春天到了花粉来了，对于某些朋友来

说，每年的花粉季呼吸道、眼、皮肤和胃肠道

都会很受伤。初次发病时通常症状较轻，然

而每一年都感觉症状会加重，甚至向其他部

分扩展，难道是免疫力变差了？

1.花粉症发生于上呼吸道时

症状：发作性喷嚏、鼻内痒感和刺激感、

大量清水样或黏液性鼻分泌物和鼻阻塞。

2.花粉症发生于下呼吸道时

症状：阵发性咳嗽和支气管哮喘。

几乎全部患者都有眼痒和流泪。部分

患者可能合并外耳道、咽部和腭部痒感。也

可引起花粉性皮炎。

这些症状您有吗？

（一）瘙痒和打喷嚏

鼻子最主要的作用是过滤空气，是肺的

屏障。花粉引起的变态反应使组胺等炎症

介质释放进入鼻黏膜，引起鼻痒和打喷嚏。

刺激鼻腔里一个很小的区域便可立即引发

明显的喷嚏，通常一次发作会出现 5-20

个。因为花粉同时从鼻腔吸入咽部，嗓子也

会感到瘙痒。而有些人感觉耳朵也在发痒，

这并不是花粉落入耳内，而是连接咽后壁和

耳的一支神经受到了刺激。

（二）流涕

鼻子通过分泌黏液来保持清洁，如果出

现花粉引起的变态反应，鼻子将不断分泌大

量的清涕，让人不停地擤鼻子。

（三）鼻塞

50%的花粉症患者有鼻塞，这是最令人

苦恼的鼻部症状。植物花粉引起肥大细胞

释放组胺和白三烯，这些物质导致鼻黏膜肿

胀，表现为鼻塞。如果鼻子完全受堵，可能

会出现头痛，影响睡眠。由于只能用嘴呼

吸，晨起会感到口干舌燥，严重时还可能闻

不到气味也尝不出味道。

（四）鼻窦炎

鼻窦是颅骨里通向鼻腔、充满气体的空

腔，鼻黏膜肿胀时堵塞了鼻窦的出口，鼻窦

里面的细菌大量繁殖，导致感染，这就是鼻

窦炎，急性鼻窦炎十分痛苦，还会引起发热。

（五）眼部瘙痒与流泪

植物花粉很容易进入眼睛，并与眼结膜

中的肥大细胞发生反应。所谓眼结膜是指

覆盖在眼白和眼睑内的一层薄膜。结膜发

生瘙痒和炎症时会导致眼睛发红。为冲掉

异物，眼睛分泌了很多眼泪，显得泪汪汪

的。一些花粉颗粒积聚在眼角使人忍不住

用手去揉，这更进一步刺激了眼睛，使眼部

瘙痒更严重。

（六）支气管哮喘

大约有30%的花粉症患者合并支气管

哮喘。

临床多见的是发生在上呼吸道，初次发

病时通常症状较轻，经过每年花粉飘散传播

季节的重复吸入花粉后，机体敏感性逐渐增

强，病变器官也由上呼吸道逐渐向眼、耳、咽

喉，乃至下呼吸道延展。甚至延展到皮肤和

胃肠道等。严重者下呼吸道病变甚至发展

为肺气肿、肺大泡、肺心病等不可逆病变。

没有得过花粉症的人容易低估过敏造

成的影响。对花粉症患者的症状及其对工

作和生活影响的调查结果如下：

①40%的患者因花粉症影响了工作，主

要是烦躁和注意力不集中；

②80%的患者在花粉症季节感到不快

乐、难受、压抑、易怒或者无精打采；

③10%的患者不得不暂停工作；

④患花粉症的儿童在学校里表现不好；

⑤40%的患者认为花粉症影响了自己

的形象，使社交活动受拘束；

⑥25%患花粉症的驾车者感到自己的

驾驶能力明显受到影响，有症状时驾车肯定

是不安全的。花粉症并不是可以忽略的小

病，有些知识受过花粉之伤的朋友还是要了

解下哟。

我的地盘我做主
由于不同地区气传致敏花粉种类的差

异，使花粉症发病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同

一患者在不同地区发病，情况会截然不同，

甚至当患者从发病地区迁徙到无致敏花粉

的地区时，往往不经治疗症状自行减轻或消

失。

有的花粉症实在严重的患者虽然选择

了搬家，但之后身体各方面的状态都妥妥

的，从此走上了幸福的康庄大道。

该来的总会来

花粉飘散传播的季节基本上是恒定的，

尽管气候条件，如气温、雨量等，可能影响花

粉飘散传播的数量，但不影响花粉飘散传播

的季节，因此花粉症的发病亦具有明显的季

节性（或明显的季节性加重），即症状出现的

时间与致敏花粉的传粉期一致，每年发病日

期相差不过数日，呈周期性发病特征。无论

是刮风还是下雨，该来的总会来的。

花粉性鼻炎最常见
花粉性鼻炎是花粉症中最为常见和多

发的。除此之外，花粉性鼻炎往往是首先发

病的呼吸道花粉症。

花粉性鼻炎主要的鼻部症状仍然是发

作性喷嚏、鼻溢液、鼻痒和鼻阻塞，表现为花

粉季节性发病，典型症状发作周期与花粉季

节、植物的生长密切相关，特别敏感者在空

气中只要存在致敏花粉即可出现典型鼻部

症状，其严重程度与空气中花粉致敏原的量

（水平）密切相关。

随着花粉飘散传播期高峰的终止，症状

则较快消失。少数患者症状可能会再持续

2-3周才逐渐消失。一些患者还可出现眼、

咽鼓管、上腭以及咽喉和耳部痒。

隐蔽性花粉症防不胜防
有少数花粉症患者在花粉传粉季节中，

由于鼻黏膜水肿不甚严重，鼻部症状相对较

轻，甚或无明显症状出现。但在花粉传粉期

过后（一般在深秋或冬季），由于继发感染而

发生感染性鼻炎、鼻窦炎和支气管哮喘，这

一类花粉症称之为隐蔽性花粉症。

此类患者多为儿童和青少年，一般药物

治疗难以奏效，但花粉疫苗免疫治疗有明显

的疗效。这类花粉症虽不多见，但难以识别。

如何治疗
（1）避免接触致敏花粉

明确致敏花粉的种类可以有的放矢地

避免该种致敏花粉。有条件者可在该花粉

飘散传播季节暂时离开该地区，病情严重者

必要时永久迁居到致敏花粉较少或无该种

类花粉的地区。

另外，可以采取一些机械性屏障方法阻

断花粉。例如花粉飘散传播期间关闭居处

窗户，尽量待在室内，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必

须出门建议佩戴专用防花粉口罩。尽量少

去或不去植物生长繁茂的公园或郊外。居

住高层楼房的高层也可一定程度减少接触

花粉。

在居室内安装空气过滤机，尽可能降低

室内空气中的花粉浓度，以减轻症状。

（2）采取特异性免疫治疗

花粉特异性免疫治疗不仅能够有效控

制花粉症的症状，而且能够阻断由花粉性鼻

‐结膜炎发展为哮喘，同时可预防对新的致

敏原产生过敏。适应证是伴发哮喘者，或者

症状持续时间每年超过2个月，有可能发展

为哮喘者。

（3）药物治疗

花粉症药物治疗是“季节前预防用

药”。花粉症的季节性鲜明，每年开始发病

和症状消失的时间基本恒定。因此，应在花

粉季节开始前进行预防性治疗。临床研究

已经证明，季节前预防性治疗比发病出现症

状后再给予治疗能更有效地控制症状。

（4）鼻外症状处理

在治疗鼻部症状的同时，亦应对鼻外症

状进行处理。中耳炎、上腭痒可给予口服抗

组胺药；眼结膜症状除给予口服抗组胺药

外，可同时局部使用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

或色甘酸钠滴眼剂治疗。

由于长期用糖皮质激素滴眼可能引起

白内障、眼压增高，建议仅于症状严重时使

用，且应选择低浓度制剂，并短期应用。
10.若出现打喷嚏、流鼻涕、咽喉发痒、干咳、气

喘等症状时应及时就医，听从医生指导。

2.户外锻炼尽量选择飞絮较少的时段，比如
清晨、夜晚或者雨后。

3.外出后先洗手，同时清洗鼻腔和面部，及
时清扫外衣上的飞絮和花粉颗粒。

4.杨柳飞絮密度高时尽量减少开窗时间，及时
清理或喷水湿化室内飞絮，尤其是附着在电暖器等
加热电器表面、以及家具和地板表面的飞絮。室内
可使用空气净化器和有过滤功能的空调。

5.不要在室外晾、晒衣物，防止飞絮黏附。

6. 日常饮食
多以清淡为主，
多喝水，多食用
水果、蔬菜等食
物，少食辛辣刺
激性食物，如羊
肉、甜食、酒等。

7.定期打扫汽车内部，及时清理飞絮和灰尘。

8.注意消防安全，
严禁乱扔烟头，严禁明
火引燃飞絮。

9.春季气候干燥，容易引发上火烦闷，注意
调整情绪，保持心态健康平和。

一大波花粉袭来
花粉症患者：我的忧伤你不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