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断有瞒报行程的行

为被爆出。日前，福建一男子因瞒报行程，致 4000

余人被隔离。——这种害人害己的行为，为何屡劝

不止？

除却因害怕、缺乏敬畏感、反社会等因素，“正

常化偏误”正在影响一部分人做出错误的判断。

“正常化偏误（normalcy bias）”是一种在应激

状态下常出现的行为决策偏误。指的是当灾难已

经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意识不到灾难的发生，还

以为一切都正常，这就耽误了挽回的最佳时机，导

致了更加巨大的危险。疫情期间，发现了自己高烧

不退，却不就医，就是典型表现。说白了，就是“假

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为什么会有“正常化偏误”出现呢？心理学

认为，有三个方面原因。

第一是我们总会习惯性地对于未来的事件抱

有过于乐观的态度，这叫做“达克效应”，又称“迷之

自信”。有个著名的调查发现，90%的人都认为自

己开车的水平是在平均水平之上。

最近，由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公布的疫情期间

公众心理调研发现：76.02%的受调者认为自己完

全能做到“公共场合戴口罩”，而让同一批受调者

评价身边人时，这个比例降到了 39.94%。看来，

每个人都倾向于认为自己比身边的人要优秀，运

气好，坏事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这种盲目乐观

的态度，会导致人们面对真实危机的时候，第一反

应是给自己一个正常化的解释，无论这个解释细想

起来多荒谬——“也许是温度计坏了”“没准抗一抗

就过去了”“我抵抗力强，怎么会得病呢？”

“正常化偏误”出现的第二个原因是面临危机

时，“正常化”其实是人类一种原始自我保护机制，

它能帮助我们面对危机时不至于立马崩溃，为我们

接受现实争取一段时间。譬如：我们看电影里总有

这种情节，主角听到亲人离世的消息后，往往不会

立即痛哭流涕，而是在淡定地办理完后事之后，再

让自己“崩溃”。然而，在面对新冠病毒肺炎之类的

需要及时反应的突然事件时，这种一时爽的“正常

化”却会酿成长远的祸患。

值得一提的是，“正常化偏误”并不只在突发事

件中有体现，日常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比如有一

位来访者，41 岁时与前男友“分手”，理由是前男友

不同意结婚。但在这之前，她已经与前男友相处

11 年了。那些年里，她明显感觉两人的关系不太

好，也察觉前男友不愿意结婚，但总想着“也许他会

变好的”“也许随着年龄增长，他就愿意结婚了”，结

果日子就这么一直对付着过下来了。

第三，“正常化偏误”与认知灵活性有关，认知

灵活性是人们调整认知和加工策略，以便适应无法

预测的环境的能力，故而“正常化偏误”现象在认知

灵活性较低的群体中尤为明显，如脾气比较“倔”的

人等。

此外，处于焦虑情绪时，由于杏仁核高度激活，

负责理性的前额叶功能被抑制，人们也很容易受到

“正常化偏误”的影响。

“正常化偏误”绝不是隐瞒行程和病情的借口，

而是让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上其实都带着做出非理

性行为的“基因”。为了抵御“正常化偏误”的影响，

以下三条建议也许对你有所帮助。

第一，激活你的社会支持系统。发现自己有

疑似症状时，不要独自面对，可以让重要亲人朋友

知悉，来自亲友的支持会降低你的焦虑感，恢复理

性判断，继而防止做出错误决策。

第二，预防“过度自信”。对自己健康状况的

“过度自信”是造成“正常化偏误”的原因，在疫情大

势下，请将自己看作一个普通人，严肃对待每一个

疑似症状，及时就医。

第三，做重大决策时，保持开放性。无论是面

对疫情还是日常生活，做决策的时候，保证持有不

同观点和意见的人能够参与进来，并且以欢迎和接

受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意见，这会有效防止重大决策

失误的出现。

（来源：微信公众号科学辟谣平台）

疫情中，瞒报行程的人到底是什么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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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家也能自测？放鞭炮能够

消除病毒？淡水鱼能传播新冠肺炎，最近不能吃

鱼？穿防静电服能隔绝新型冠状病毒？“点燃法”

可鉴别口罩……

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时不时的在微信

群和朋友圈中，就会出现各种关于新冠肺炎的传

言，这些传言打着“科学论证”的标签，看上去还真

像那么回事，但事实是这样吗？

自从疫情暴发后，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开始疑

神疑鬼，总担心自己被病毒感染。

前不久，一款号称在家就可以自测是否感染了

新冠病毒的检验试剂盒悄悄在微信朋友圈中露面。

卖家宣称，在家指尖采血后，只需要15分钟，就能用

自测盒检测出自己是否感染了新冠病毒，肉眼即可

判断。而适用范围上还特别标明，适用于企业复工、

学生返校、个人筛查等用途。卖家声称，这样一款新

冠病毒自测盒，单支售价150元，多买还能享受优惠，

疫情期间建议定期检测，每个家庭常备。

微信中兜售的家庭自测版“新型冠状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盒”是真的吗？

对此，北京市药监局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

试剂盒暂未有家用版。

北京市药监局提示市民，这些经批准注册的新

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均需要具备 PCR 实验室

及专用设备的医疗机构才能完成检测，普通市民不

能在家庭自行使用。目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还处于关键防范时期，市民不要轻信“微商”的虚假

宣传，出现相关症状应及时就医。

新型冠状病毒在家也能自测？
真相：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没有家用版

这两天，网上流传一篇《上海防疫专家：建议疫

区燃放烟花鞭炮消除“气溶胶”中病毒》的文章。文

章称，卫生防疫专家在上海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指出，新冠肺炎传播途径还包括气溶胶传播……

在大空间防治中用气态化合物进行灭菌，最好的措

施就是燃放烟花鞭炮。

然而经查证，在上海近期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建议疫区燃放烟花鞭炮消

除病毒”的说法。烟花鞭炮产生的烟雾并不能够抑

制新冠病毒，反而会对人体呼吸道产生强烈刺激，

甚至加重感染风险。燃放烟花爆竹产生的二氧化

硫，人体接触后可引发皮肤、眼睛等粘膜的刺激与

炎症，吸入二氧化硫会严重削弱或破坏呼吸系统的

免疫功能和防御能力，诱发、加重各种呼吸道疾病，

如哮喘、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呼吸道损伤，是人体应

当避免接触的物质。

此外，气溶胶传播要同时满足密闭空间、较长

时间、高浓度病毒这三个条件，在极端条件下才有

传播的可能性。通风条件良好的日常生活中气溶

胶传播可能性小。

上海防疫专家建议放鞭炮消除病毒？
真相：不能抑制病毒，反而会对呼吸道产生强烈刺激

近日，有市民在微信群看到一则“通知”：“不要

吃淡水鱼，因很多地方，有厕所搭在鱼塘上或者在

鱼塘洗便桶的习惯，现在已确认粪口传播病毒了。”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病毒病防控岗

位专家曾令兵表示，迄今为止，全世界也没有发现

和报道过人鱼共患传染性疾病，因为变温的水生动

物与恒温的哺乳动物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水生

动物病毒不可能感染哺乳动物，哺乳动物病毒也不

可能在水生动物体内增殖；迄今为止没有发现水产

品与新型冠状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有任何

直接联系。

淡水鱼能传播新冠肺炎？
真相：哺乳动物病毒不可能在水生动物体内增殖

新冠病毒在家就能自测新冠病毒在家就能自测？？

又一波谣言上线又一波谣言上线，，请注意请注意““防护防护”！”！
本报记者 马爱平

有传言称，如果要出门，外面穿防静电服可以

更好地避免接触新冠病毒。这是真的吗？

东华大学纺织学院副教授吴海波解释，静电是

一种客观的自然现象，产生的方式多种，如接触、摩

擦、剥离等。当人们穿着普通衣服行走时会产生很

大的静电电压（>1000V)，而穿着防静电服走动时

却不会发生。防静电服是由专用的防静电洁净面

料制作，具有高效的防静电、防尘性能，薄滑、织纹

清晰的特点。

“常见的制衣化纤由于回潮率低，在干燥的环

境里，摩擦以后容易产生静电，而棉纤维、粘胶纤维

这一类天然或再生纤维素纤维由于回潮率高，易吸

收空气中的水分，相对而言不易形成静电积聚。在

防静电功能服中，为了进一步提高防静电性能，还

添加了不易积累静电的金属导电纤维、防静电合成

纤维。这类材料可以有效降低灰尘、小颗粒物质在

服装表面沉积。”吴海波说。

吴海波表示，用于新型冠状病毒防护的口罩或

防护服主要是通过具有过滤、阻隔病毒或微细颗粒

的非织造材料层来达到核心防护作用。然而，防静

电服没有过滤、阻隔病毒或微细颗粒的功能层。当

载有病毒的微细颗粒通过非静电吸附的方式，如气

流传输、飞沫传播，接触到防静电服装表面后，病毒

或微细颗粒仍可能穿过防静电服接触到人体。因

此，外面穿着防静电服，不能达到更好地防护新型

冠状病毒的效果。

穿防静电服能隔绝新型冠状病毒？
真相：防静电服没有过滤、阻隔病毒或微细颗粒的功能层

心理话
唐义诚

新华社讯（记者沈忠浩 陈俊侠）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近日表示，全球范围内医疗防护用品短缺正在限制许多国家

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他呼吁各国政府和相关企业紧急行

动起来，使医疗防护用品的全球供应量在现有基础上增加 40%。

谭德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于全球范围内需求增加

以及囤积和不当使用等原因，医用手套、口罩、呼吸器、护目镜、

面罩和防护服等的供给出现短缺，许多在“抗疫”一线工作的医

护人员得不到足够防护，这种情况令人担忧。当前市场操纵行

为猖獗，不少订单需要数月才能交付，口罩等用品的价格已上涨

数倍。

谭德塞说，据世卫组织估计，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每

月需要 8900 万个医用口罩、7600 万副医用检查手套和 160 万副

护目镜。总体而言，医疗防护用品的全球供应量需在现有基础

上增加 40%。他呼吁相关企业紧急提高产量，同时希望各国政

府采取措施刺激生产，力争满足需求。

谭德塞表示，世卫组织已发布在医疗场所合理使用个人防

护用品以及有效管理供应链的指南。该组织正与有关国家政府

和相关企业等合作，增加相关物资的生产，努力确保受疫情影响

较重国家和地区的防护用品供应。

世卫组织呼吁
增加医疗防护用品供给

拆开口罩，取出中间层，用打火机点燃，无火

焰是真货，有火焰就是假货。最近，这样一段“医

用口罩真假测试”的视频在朋友圈热传。真相是

否如此呢？

中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张翼表示，这种燃

烧检测的方法无法简单区分口罩的真假。

此前，有自媒体出面辟谣，说口罩的主要材

料有聚丙烯等，聚丙烯是由丙烯聚合而制得的一

种热塑性树脂，材料本身是可燃的。相关国家标

准也仅对口罩的“易燃性”作了规定，没有“不可

燃”这一要求。口罩是否可以被点燃，不是鉴别

口罩真伪的标准。

“相关自媒体的辟谣内容是有根据的，不过说

得并不全面。”张翼介绍，口罩起防护作用的关键是

中间层，其由俗称丙纶的聚丙烯高聚物做成。聚丙

烯本身是可燃的，如果大火直接去烧也能烧起来。

但是，和纸张不同的是，如果用打火机慢慢靠近丙

纶层，它会发生一种类似先融化再燃烧的现象。这

一点比较容易将其与低劣的纸张区分开。

“但是，有这种现象的高聚物不止丙纶一种，而

且即便都使用聚丙烯，不同分子量的丙纶无纺布价

格也不一样，性能也不一样。一般来说，越贵的聚

丙烯原料性能越好。所以也不能排除部分不法商

贩用低质量的丙纶无纺布材料替代医用丙纶的可

能。因此，这种燃烧检测的方法无法简单区分口罩

的真假。”张翼说。

国家纺织制品质检中心主任王宝军也表示，取

出被测试的一次性医用口罩的中间层，点着了，肯

定是假货；点不着，却也未必是真货。点不着，产生

熔融效果，不能证明中间层就是熔喷无纺布材质，

则也无法证明该口罩是具有病毒防护效果的一次

性医用口罩。

点燃法可鉴别口罩真假？
真相：产生熔融效果也不能证明中间层就是熔喷无纺布材质

“目前研究证明，新型冠状病毒主要的传播途

径还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没有任何

证据显示能感染鱼类。对于这种新型冠状病毒而

言，鱼和水如其他的物体表面一样，只是可能‘暂时

存在’的地方。”惠州市渔业研究推广中心工程师李

庆勇也表示。

“不管是病毒、细菌还是寄生虫，常规的烹饪都

可以彻底杀灭。”李庆勇说，对于淡水鱼，不管新型

冠状病毒会不会通过粪口传播，淡水鱼都可以吃，

但是要彻底做熟。鱼类等水产品含丰富蛋白质、矿

物质、维生素、胆固醇、低脂肪等高价值和高品质的

营养物质，只要合理选择，多吃水产品不仅安全，而

且有助于增强体质，抵抗疾病传染。

曾令兵说，水产品是人类优质安全的动物蛋白

质食物来源，水产养殖动物是健康的，食用水产品是

安全的，而且对于提高人体免疫力有显著促进作用。

目前，各地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正有序开展复工复产。
图为山东省青州市一家齿轮制造企业生产车间内，工人在

进行打磨作业。 新华社发（王继林摄）

疫情发生以来，各个科研单位和机构组织跨学科、跨领域的
科研团队，科研、临床、防控一线相互协同，产学研各方紧密配
合，为疫情防控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图为近日斯微（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展示新
型冠状病毒相关科研工作。 新华社记者 丁汀摄

近日，云南省临沧市教育体育局发布了一份关于该市学校

师生服用“大锅药”情况通报，并表示“深表歉意，深刻检讨”。

这份通报指出，为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复学准备，临沧市

中医专家组根据各年龄段学生特点，提供了“大锅药”的基础处

方，各县区教育体育局、市直各学校倡议师生服用“大锅药”。但

在个别县区，教育体育局、市直学校在执行时，存在要求通过上

传购药证明、服药图片、视频等方式强制师生服用“大锅药”的情

况，与临沧市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指挥部要求不一致，给师生

家长带来不便，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

目前，临沧市已要求各县区教育体育局、市直各学校立即停

止执行原发通知，并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必须坚持自愿服用原则，

杜绝采取上传购药证明、服药图片、视频等方式，强制要求师生

服用“大锅药”，也不得以是否服用“大锅药”作为春季学期开学

报到入学条件；学校与卫健部门密切配合，指导师生科学服用

“大锅药”；师生在服药前，须认真阅读临沧市中医医院（佤医医

院）提供的《春季中医药预防指导方案》，知晓服药禁忌，确保用

药安全。

此前，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呼吸科主任、上海市中

医药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专家组成员张炜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医学上对于喝中药能否预防新冠肺炎还没有确切的证据，就

像人们之前说的服用中药需要根据个人体质，切勿不遵医嘱随

意服药，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副作用。普通人只需注意加强自我

防护与隔离，最重要的是保证良好的睡眠及心情舒畅，增强自身

免疫力。

开学前师生须服用“大锅药”？
云南临沧紧急纠正错误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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