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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蔡馨逸 李亚楠）1月 1日晚，第九届丝绸
之路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西安举行。本届电影节以

“丝路通世界·光影耀长安”为主题，设置“金丝路奖”竞
赛单元、开幕式及红毯仪式、电影之夜等七大主体单
元，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

“金丝路奖”竞赛单元共有来自 90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98部影片报名参与，有 19部影片入围，其中剧情

片12部、纪录片3部、动画片4部。1月3日电影节闭幕
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新锐导
演、最佳女演员、最佳男演员等十大奖项。

为期五天的电影展映活动已于 2022年 12月 30日
率先在线上线下开启，包括“金丝路奖”竞赛单元、经典
影人等 11个展映单元以及剧组交流会等配套活动。
线下展映影片涵盖5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共24个。

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第九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
在西安开幕在西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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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新财经 1月 5日起，国内航线 800公里以下
航段和 800公里以上航段，成人旅客的燃油附加费分
别下调20元和40元。

2022年 12月 30日至 31日，中国国航、首都航空、
幸福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相继宣布将下调国内航线燃
油附加费。具体为自 1月 5日（含）起销售的客票，800
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4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80元。

同时，婴儿旅客免收；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

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即 800 公里
（含）以下每航段收费标准为20元/人，800公里以上每
航段收费标准为40元/人。

此次调整之前，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收取标准为：
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 60元；
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人民币120元。

另据多家航空公司的通告，燃油附加费以原始出
票日期的金额为准，1月5日（不含）前出票的客票若换
开到1月5日（含）之后，燃油附加费不退不补。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5日起下调

最多可省40元

“一大早已经买不到蒙脱石散
了，新年第一天从抢药开始。”“刚从
药店买回最后一盒蒙脱石散。”1月1
日，不少网友吐槽蒙脱石散突然迎来
抢购潮，多家药店已经断货。

事情源于近日有一张“目前国外
登顶的毒株是XBB1.5。这玩意主攻
心脑血管和拉肚子。所以，有条件的
请准备蒙脱石散，补液盐（或者买两
箱电解质饮料，比如脉动、尖叫、宝矿
力），整肠生，各种益生菌片，诺氟沙
星也来一盒”的截图在网络流传。然
而，多位专家表示，文中给出的囤药
建议并不完全科学。

病毒感染性腹泻一般不超过1周

据介绍，XBB毒株里头有两个
“B”，意思是 BA.2.10.1和 BA.2.75的
重组株，可以理解为这两个病毒株同
时感染了某个人，然后在这个人的身
体里完成了重组，因此，它本质上自
然属于奥密克戎系列的毒株。目前
并没有权威的信息表明，XBB1.5比
过去的毒株更危险，也没有证据表
明，XXB1.5会引发更严重的腹泻。

广东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副主
任医师廖山婴介绍，新冠感染的症状
以呼吸道症状为主，有一部分患者也
会有消化道症状，但不同临床观察报
道的发生率有所不同，大约有10%的
患者有消化道症状。例如纳差（食
量减少）、恶心、呕吐、腹泻、腹胀、腹
痛等，患者可有一个或多个症状，其
中以腹泻较为常见。一般来说，小朋
友可能比成人更易发生消化道症状。

廖山婴表示，新冠感染如发生腹
泻，原因有多种。新冠病毒本身就会
感染胃肠道黏膜，导致病毒性肠炎，
从而发生腹泻。另外肠道的菌群失
调，或可能有些患者本身有其他基础
疾病，都有可能导致或加重腹泻。但
大家也不用过于焦虑，有多种病毒都

会导致腹泻，例如我们熟知的秋季腹
泻，就是轮状病毒感染。

病毒感染性腹泻，大便次数一般
3次/天或更多，有个体的差异，多为
黄色水样便。病程有自限性，一般不
超过1周。我们只需要对症处理，口
服蒙脱石散和益生菌就可以，饮食上
以清淡易消化的流质、半流食物为
主。如果腹泻次数较多，且因为发热
或呕吐等原因进食少，可根据具体情
况补充口服补液盐。

蒙脱石散并不是治疗病毒的药物

蒙脱石散是什么？专家介绍，蒙
脱石散主要是消化科用来治疗腹泻
的药物，有收敛的作用。它也有副作
用，颗粒比较难排出体外，留在体内
可能造成便秘。

“蒙脱石散主要功能是治疗腹泻
的症状，并不是治疗病毒的药物。”上
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主任医
师崔松介绍。“现在大家抢购蒙脱石
散可能出于恐慌情绪，但实际上，大
部分止泻药物都可以达到蒙脱石散
类似的功能，没必要盯着蒙脱石散这
一款药物购买。”

“如果担心新冠感染引起腹泻，
可以提前在家中购置止泻类药物，但
不需要盲目囤货。”崔松呼吁，相关药
物的生产厂商可以提升产量，满足目
前提升的用药需求。

感染后喝电解质水有必要吗

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胃外科
副主任医师陈永和介绍，诺氟沙星是
一种针对细菌感染的抗菌药，尤其是
治疗肠炎痢疾的常用药。对于病毒，
诺氟沙星并没有直接的杀灭作用。

廖山婴认为，不是人人都需要喝
电解质水，更没必要大量囤货。新冠
感染后，如果只是正常的发烧出汗，
精神状态也挺好，没有明显的呕吐、

腹泻症状，那么只要正常饮食，炒菜
里的盐，以及蔬菜、水果、奶制品里都
含有丰富的电解质，只要好好吃饭，
搭配适宜，就可以保持水电解质平
衡，不需要额外补充。

如果因为高热口服退热药后有
大量出汗，或是反复呕吐、腹泻，或因
为胃纳差不能进食，这时候可能会有
不同程度的脱水状态，伴有电解质的
流失。轻度脱水，神志精神状态都
好，皮肤弹性好、四肢温暖，可能有轻
度口干，尿量略少。中度脱水，精神
状态会稍差，皮肤弹性变差变干，口
唇、肛周干燥，四肢稍凉，尿量变少。
如果是轻度、中度脱水，可以首选口
服补液盐补充电解质。

口服补液盐是一种复方制剂，含
有人体必需的电解质，成分配比严
格，能迅速被小肠吸收，及时有效地
纠正脱水和电解质紊乱。如果是严
重腹泻等特殊情况，或伴有重度脱水
表现，那就需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在
专科治疗。

市面上卖的饮料，虽然可能含有
一些电解质成分，但它们的设计可能
不会根据疾病情况去考虑，有些商家
为了改善口感，会在电解质饮料里添
加过量的葡萄糖、添加剂，导致液体
的渗透压过高，腹泻的情况下饮用高
渗饮料甚至会加重肠道粘膜的渗出，
进而加重病情。所以，口服补液盐是
首选方案，安全性更好，特别是更适
合儿童使用。

我们在家里也可以自己配制电
解质水，用一小勺的盐（约 4.5克）加
上一小勺的糖（约 25克），兑入 500
毫升的饮用水里，就能满足一天的
需要量。

陈永和说，应对XBB毒株不要
过度恐惧，如果出现以上症状，及时
就医，科学、合理地用药才是正道。

（综合央广网、澎湃新闻）

网传奥密克戎新变种易致腹泻，蒙脱石散脱销……

专家：如此囤药建议不完全科学

本报讯（蔺娟）1 月 2 日，西安交
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专门开设了“新
冠门诊”，方便新冠感染患者得到精
准、快速、高效的救治。

“新冠门诊”由该院呼吸内科、全
科医学科、感染科等临床科室的专家
坐诊。医院充分考虑便民与救治等多
方面因素，全力调配现有优势资源，优
化就诊流程，提供多个挂号途径，确保
新冠患者就诊。

据介绍，近期，西安交大二附院
接诊急危重症患者数量持续增加，该
院统筹资源、全力保障、积极应对，调
配人员设备、调整科室结构、扩容重症
床位设备、加强人员培训、加强互联
网平台问诊、畅通转诊、积极进行健
康知识普及，多项措施并举，提升救

治能力。
西安交大二附院统筹全院救治资

源，不断扩容可救治床位，在西一楼和
西二楼满员的情况下，将耳鼻喉科一
个病区 50 张床位作为呼吸科第四个
病区，优先开放干部病房和中医科作
为急诊患者转诊收治单元，扩容医院
的整体收治能力，同时加快住院患者
周转率，尽可能释放更多床位给紧急
的患者。

医院统筹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重症医学科、急诊科等科室力量，将需
要住院的危重症患者集中收治，统一
管理。在确保现有的综合 ICU、急诊
ICU、RICU 监护单元集中收治的同
时，迅速统筹其他专科 ICU 床位，将
NICU、PICU 等纳入统一管理。此

外，摸排全院范围内“可转换 ICU 床
位”，推动各专科病区内预留一定数量
的抢救室床位作为重症患者救治床
位。对于呼吸机等不可或缺的急救设
备，医院也实行统筹管理、统一调配，
并紧急采购一批急救设备，保证危重
症患者救治。同时加快重症患者的周
转，治疗有好转符合转出或出院指征
的，及时转出或出院，留出更多的重症
资源给更需要的患者。

为保障全院重症患者的及时有效
救治，该院成立了由感染科、重症、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儿科等学科专家
参与的 6个新冠专家团队，结合楼宇
分布及专业，制定了呼吸相关专业分
片区会诊方案，通过学科协作，积极保
障患者诊治规范和生命安全。

西安交大二附院昨日起开设“新冠门诊”
多措并举保障患者救治

我省实现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生产“零突破”
1月底日产能可达200万人份

本报讯（王江黎）2022 年 12 月 30
日，我省首家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受
托生产企业——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
司获批正式投产，实现了我省新冠病毒
抗原检测试剂生产“零突破”。该产品
上市后能有效缓解我省抗原检测试剂
市场紧缺的供需矛盾，为全省疫情防治
用药械产品市场供应保驾护航。

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加强我省
疫情防控药械产品市场供应及质量监
管的要求，省药监局高度重视，针对我

省新冠病毒抗原检测试剂紧缺问题，
多次深入企业调研并专题研究部署，
制定帮扶工作方案，先后 4次召开线
上线下专题研究、讨论和现场帮扶会，
选派技术骨干力量组成帮扶组提前介
入，在标准不降低、程序不减少的原则
下，实行驻厂帮扶和线上远程指导，从
生产场地改造、设备安装调试、实验室
建设和质量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技术
帮扶，局领导两次带队赴现场办公研
究解决相关问题。

2022年 12月 26日，省药监局通过
现场检查验收，向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
司核发了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2022
年12月29日，省药监局、省工信厅联合
调研帮扶，现场办公，与国家药监局器
审中心负责人直接连线对接，下午即获
得国家药监局备案审批。

据悉，西安天隆科技有限公司目前
日产能达 50万人份，1月 10日产能可
达 100万人份，1月底日产能可达 200
万人份。

据报道，为鼓励和倡导省外员工春节期间
留岗稳岗，助力企业复工达产，近期多地出台倡
导、鼓励外来务工人员“留下过年”的政策措施。

新背景下一些城市“留人过年”，与前几年
春节期间倡导的“就地过年”，自然不可同日而
语。尽管看起来内容并无太多区别，但两者的
内在逻辑、政策目的以及落地策略上有很大的
不同。当前，疫情防控调整转段有序推进，人
流、物流迅速恢复，春运所带来的返乡潮，不再
被视作需要专门纾解的“风险隐患”。与之相
较，庞大的、流动的人群，重新被定义为至关重
要的资源要素，乃至成为一些地方竞相争夺的
对象。

很多城市砸下真金白银，诚意满满“留人过
年”，其最直接的考虑是为了稳岗留工。当下节
点，“全力拼经济”“把失去的时间赶回来”成为
主线基调。一方面，制造业尤其是出口导向型
工厂的“订单”回升至历史高位，因而确保工人
队伍、产能产量相对稳定，事关履约交付能力，
丝毫不敢大意；另一方面，在发力基建盘活经济
全局的宏观战略下，重点工程项目过年“不停
工、少停工”的不在少数，这客观上也需要建设
者们拿出连续作战、只争朝夕的状态。

众所周知，“春节效应”一向会对经济运行

产生阶段性的显著影响，简言之就是“居民消费
强劲，工业生产、基建遇冷”。应该说，通过直接
发放补贴等各项福利留工稳岗，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逆周期调节，保持工业生产、建筑活动的连
续性，稳住外贸出口的热度。而生产与消费之
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也决定了，只有发展生产，才
能提高居民收入，也才能增加消费需求，消费也
才能反过来促进生产。因此，不仅要让工业、基
建“不冷”，还要让居民消费“更热”，这也是不少
城市在今年不约而同的“过年姿势”。要支撑这
一目标实现，最首要的条件就是“留人”，留住人
气、人力、人心。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地方和城市不
单是“留人过年”，甚至是“抢人”来过年，比如在
全国范围内发放消费券、承诺对外地旅客免除
景区门票。凡此种种，既可以招揽客流，也能够
促进生产消费。地方通过出台各种优惠政策不
遗余力地留人、吸引人，说到底，还是瞄准了游
客群体强大的消费能力，旨在用好春节机会窗
口期，进一步巩固内需市场回暖向好的态势。
当然了，这个春节，城市“留人”“抢人”，注定不
会容易。不仅地方之间、城际之间的竞争比往
年更要激烈，来自老家的温暖召唤也是勾人心
弦，在“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情感写照下，物质
激励或许少了几分魅力。

多地倡导“留下过年”，这是城市基于稳岗
留工、拉动消费等方面考虑而采取的举措。而
于个体而言，在体味过“有家回不去”的苦楚之
后，在这个“哪里都可以去”的春节，或许将面临
一番选择的纠结，一份甜蜜的烦恼。 （蒋璟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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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日，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务人
员在工作中。（右图）

凌晨左右，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的医务人
员将患者用救护车转往医院其他院区住院治疗。（上图）

在辞旧迎新的跨年之夜，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
诊科的医务人员在急诊室内忙碌，守护着患者的健康。

刘潇 摄

急诊科里
的跨年夜

本报讯（徐颖）2022年 12月 30日，省药监局印发
《陕西省药品零售连锁企业开展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
务工作指导意见》，加强对开展远程审方服务的指导和
监管，旨在有效解决我省执业药师数量与实际需求不
匹配及处方药销售监管难题。

意见明确，我省境内药品零售连锁企业总部自建
的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企业审方中
心），可根据其连锁门店需要开展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
务工作。企业审方中心应当配备与其服务范围、规模
相匹配数量的专职远程审方执业药师队伍（质量管理
人员不得兼任），远程服务执业药师应专职从事药品零

售连锁企业门店远程处方审核及指导用药服务。
企业审方中心应通过“互联网+”的形式在具备规

定条件的药品零售连锁门店开展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
务相关活动，不具备规定条件的不能开展此项服务活
动；相关企业要主动接受药品监管部门监督检查，要持
续严格执行相关法规规定，并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承
担相关法律责任；要建立和完善相关药品质量保证体
系，保证相关数据和记录真实、完整、准确、清晰。各地
药品监管部门要切实加强日常监管力度，对不按要求
开展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务，以及存在执业药师“挂
证”等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予以严厉查处。

陕西规范药店执业药师远程审方服务管理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记者 周润健）作为北半
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象限仪座流星雨是2023年开年第
一个重要天象。天文科普专家介绍，1月 4日，象限仪
座流星雨迎来极大，喜欢流星雨的发烧友有望欣赏到
明亮的火流星划破夜空的震撼一幕。

象限仪座是一个古老的星座名称，它是法国天文
学家拉朗德于 1795年创立的。象限仪座流星雨的辐
射点就位于天龙座、牧夫座、武仙座这几个星座相邻的
区域，在北斗七星的斗柄方向。象限仪座流星雨的活
跃期为每年 12月 28日至次年 1月 12日，峰值在 1月 3
日至4日之间。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婧介
绍，象限仪座流星雨速度中等、亮度较高，会有非常明
亮的火流星出现。火流星会发出更亮的光芒，流星尾

迹比一般流星更长且持久，极具观赏性。由于该流星
雨的辐射点在后半夜才升起，故午夜过后可以看到更
多的流星。

天文预报显示，象限仪座流星雨2023年极大预计
出现在北京时间 1月 4日 11时 40分。由于临近正午，
极大时间并不利于观赏，喜欢流星雨的发烧友可于 1
月3日午夜之后至4日黎明之前尝试观测。

杨婧提醒，因为流星可以从天空的任何一个地方
出现，所以应尽可能选择视野开阔、远离城市灯光污染
的地方进行目视计数观测。观测时选择背向月球的方
向，避免月光进入视线。喜欢拍摄流星雨的朋友记得
要将相机曝光时间设置在 5秒钟以上，并调整好感光
度，进行连续拍摄。由于夜晚气温非常低，观看和拍摄
流星雨时要注意防寒保暖。

象限仪座流星雨4日迎来极大
开年首个重要天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