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3 月 18 日简讯
-

路城华人基督教会新冠病毒疫情咨询小组

1. 疫情追踪：截止时间 3 月 18 日 21 点 30 分
 美国新增 2871 例，累计确诊 9345 例，治愈 108 例，死亡 151 例。
 肯塔基州新增 9 例，累计确诊 35 例，死亡 1 例。
 杰佛逊郡新增 1 例，累计确诊 8 例，死亡 0 例。
2. 政策、措施、与指南：
 总统川普宣布启动 1950 年在朝鲜战争时期颁布的《国防生产法案》，允许
总统要求美国企业生产用于国防的用品，有利于加快口罩、呼吸机以及其它
必要设备的生产。
 五角大楼宣布动员预备役、国民警卫队、战略贮备物资（包括五百万副口罩
和两千呼吸机）、14 个军队实验室、173 所军队医院、以及 2 艘海上军用医
疗船参与防疫工作，限制病毒传播，同时工程兵启动帮助建造医院。
 国会批准提供企业和工人经济补助。报税截止日期不变，如果申请退税，要按
时申报，如果要补交税款，可申请延迟 90 天。
 肯塔基州继本周一宣布关闭酒吧和餐馆堂吃后，周三关闭美发、水疗中心、
健身房、剧院。
 肯塔基赛马节推迟至 9 月 15 日。
 疫情更新请关注州政府网站 kycovid19.ky.gov，此页面显示已检测人数，阳性人
数，患者分布，以及预防指南，就医指南，隔离指南，以及热线电话。
 新冠病毒 15 天缓解传播指南 – 自己或孩子生病应隔离在家，联系医务人员；家
人新冠病毒检测阳性全家隔离在家，联系医务人员；老人和有严重心肺健康问
题的人呆在家里远离人群 （见附件）。
 新冠病毒缓解传播个人指南 – 在关键机构（如医疗健康、药品与食物供应）要
保持正常工作；避免 10 人以上的社交聚会；订餐采取 Drive through、自取或送
餐；避免随意的旅行；不要拜访护理或养老机构；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见附
件）。
3. 诊断与治疗进展：
 如有症状或怀疑感染者请务必在就医前与医生联系，如要去急诊室或
immediate care 也请先联系。目的有三个：一是医生有准备，二是确定是否
满足检测条件，检测不单基于个人感受，还要根据传染病专家的专业判断，
三是避免感染他人。肯塔基州新冠病毒热线电话是 1-800-7225725， 由
Norton Healthcare 在帮忙运行，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或寻求医疗帮助，如果
危及生命的紧急状况请打 911。
 州内 Drive through 取样站正在建立，还未开放。

 针对新冠病毒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Remdesivir)已在美国本土和全球范围内
展开临床试验，华尔街日报报道来自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 14 名平均年龄 75
岁的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经 12 天治疗后疗效明显，目前无一人死亡。
 3 月 16 日美国新冠病毒疫苗开始临床试验，首批试验对象接受接种，全面验
证疫苗的有效性要 12-18 个月。
 依据是柳叶刀发表的一篇文章以及法国提出的警告，WHO 建议有新冠肺炎症
状者或是有流感症状无法辨别时不要吃布洛芬（Ibuprofen，商品名 Advil，
NeoProfen， Caldolor，Motrin）。如果就医的话可以与医生讨论，以医嘱为
准。
4. 重申防疫重点：顺口溜
勤洗手，不摸脸，少社交（社交疏离 1.8 米），咳嗽喷嚏要遮盖，物体表面要消毒
（见附件）。
5. 新冠肺炎讲坛：年长者要特别小心新冠病毒
白宫最新的防疫指示要求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和有严重疾病的人不要去人多的地
方，尽量留在家里。有二个原因：第一，老年人易被感染。根据意大利国家卫生院最近
的发现，新冠病毒阳性者：20 岁以下占 1.4%，20 至 49 岁是 20.6%，50 至 69 岁是
35.3%，70 岁以上占 42.8%。可见，绝大多数病人是老年人。病毒感染者的平均年龄是
64 岁，男性多于女性。第二，老年人发病后死亡率高。根据中国的一项对 7 万多病人
的研究，染病后死亡率随年龄增加而升高。60 至 69 岁病人死亡率是 3.6%，70 至 79 岁
是 8.0%，而 80 以上者死亡率高达 15%。中轻年人死亡率约 0.2%，而 10 岁以下儿童不
容易感染，即使生病死亡率几乎是零。一般的传染病往往造成老人和儿童死亡。为什么
新冠病毒特别伤害老人，原因不详。一种推测是老人免疫功能低下。但这不能解释为什
么免疫功能也相对低的儿童容易幸免。新冠病毒可能更容易侵害老人的细胞，而小孩和
年轻人的细胞可能被体内环境保护，当然这只是一种推论。
对老年人的几点建议：老人特别是又有心脏或其他疾病的人要特别小心。1，尽量别去
公共场所。即使与医生有约，如果不是必须处理的紧急状况，也应取消。2，常用的药
物最好有 90 天的储备量。3，吃好，睡好，还是要继续锻练。4，需要帮助就开口找年
轻人帮助。
有这么个故事。一个年轻女子去买东西，在停车场被一对坐在车内素不相识老夫
妇叫住了：你，就是你，对。老人对女子说，他们夫妇都八十多岁了，要买菜，但不敢
下车进商场，怕病毒。老人递给了年轻人一张购物清单和一百美元现金，请她帮忙。年
轻人帮老人买来所有的东西。老夫妇很高兴，年轻人更高兴。这是最近的真事。
温馨提示：

 持有 Medicare 的老年人如果有健康问题可以先采用电话医疗咨询服务，如有需
要医生会进一步安排就诊。
 超市推出新政策：设老年人购物专有时段，望大家遵守支持。
Whole Foods Market: 对 60 岁以上的顾客提前开放 1 小时。
Target：每周三开门第一个小时为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专门购物时间。
其它待查。
 可向路城华人基督教会（LCCC）求助， 也可以在网上注册路城在线互助项目(英
文)，该项目将志愿者与高危人群匹配以帮助他们度过疫情。
LCCC 注册网址：https://www.louisvilleccc.org
邮箱： lccc6120@gmail.com
电话：(502）231-6113
联系人：房正豪牧师和邱清忠弟兄
在线互助项目注册网址： https://www.louisvillecovid19match.com
邮箱: louisvillecovid19match@gmail.com
电话：(502)791-7930
联系人：Erin Hinson

Stay Healthy!
Avoid close contact with people
who are sick.
Avoid touching your eyes, nose,
and mouth.
Stay home when you are sick.
Cover your cough or sneeze with a
tissue, then throw the tissue in the trash.

Clean and disinfect

frequently
touched objects and surfaces using a regular
household cleaning spray or wipe.

Wash your hands often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especially
after going to the bathroom; before eating;
and after blowing your nose, coughing, or
sneezing.

Use an alcohol-based hand
sanitizer with at least 60% alcohol if soap
and water are not readily avail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