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 4月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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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4日 21点 30分 

 美国新增 33，244 例，累计确诊 311，560 例，治愈 14，786 例，新增死亡 1，

478 例， 累计死亡 8，495 例，死亡率 2.7%。累计检测 1，639，380 例， 检测

阳性率 18.7 % 

 肯塔基州累计确诊 917 例，死亡 40 例，死亡率 4.4%。累计检测  15，572 例， 检

测阳性率 5.3%。 

 杰佛逊郡累计确诊 299 例，死亡 11 例。 

2. 政策、措施、与指南： 

 白宫疫情新闻发布会更新摘要： 

 CDC建议去公共场所可自愿佩戴口罩，专业医用手术口罩和 N95口罩要留给医护

人员，外出时一定需保持 6英尺距离。 新冠肺炎死亡人数可能在未来两周内达

到峰值，呼吁大家继续坚持执行社交疏离，可以拯救百万人性命。 

 因新冠病毒感染入院治疗的无医疗保险患者，其治疗费用由联邦政府支付，任何

人测试、治疗均不付费。 

 薪资保护计划已于周五启动，包括向小企业提供近 3500亿美元贷款，第一轮经

济补助支票将于两周内汇到国人的银行账户。 

 华盛顿州和加州过了高峰期，华盛顿州确诊人数稳定下降，预计加州下周会出现

稳定下降。 

 州长 Andy Beshear每日疫情新闻发布摘要： 

 在路城将州露天市场改建为拥有 2，000张床位的临时医院，以准备好应对可能

的疫情高峰。 

 路城发现假的 drive-through检测点，骗取$250、医保信息和社会安全号。提醒

大家检测要通过医院、家庭医生或政府卫生部门指定的检测点。 

 鼓励居民继续捐赠手套及其它个人防护设备，请拨打电话 502-607-6844 或

tinyurl.com/KYEMCOVID，新的捐赠热线 1-833-GIVE PPE和网站 giveppe.ky.gov，

另外全州 16个警察局和运输部办公室均接收捐赠。 

 计划减刑释放数百名非暴力服刑者。 

 要求肯塔基居民在公共场所严格执行社交疏离（6 英尺以上），可利用举报热线 

833-KY SAFER （833-597-2337）报告不遵守防疫规定的行为，接听时间：7：30 

am – 9 pm，之后可以留言，在路城的居民可以直接拨打 3-1-1。 

 州长颁发肯塔基居民出州旅行限制令，因工作、买菜、看病、照顾亲人或有法庭

令除外，从外州返乡的肯塔基居民自行在家隔离 14 天。 



 州长鼓励民众向 Team Kentucky Fund 捐款，帮助那些因新冠疫情失业的居民，捐

赠可获得免税证明。 

 州长每日下午 5 点在他的脸书和油管上发布简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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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天缓解传播指南 （4月 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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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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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诊断与治疗进展： 

 新冠病毒、流感、与过敏典型症状的

自我辨别: 

新冠肺炎：发烧、咳嗽、气短或呼吸

困难，症状在接触感染者

后 2-14 天出现，潜伏期达

4 周也有报道。 

流感：发烧、咳嗽、肌肉酸痛、乏

力、寒颤、鼻塞、嗓子痛。 

过敏：喷嚏、鼻眼或口腔上颚发痒、

鼻塞流涕、流泪或眼部红肿。 

 

 出现下列新冠肺炎的急症体征，要迅速联系医生，包括：呼吸困难，持续的胸痛和

胸闷，头脑不清醒，嘴唇或面部青紫。 



 UofL Health 开放 Drive-through 取样站，地

址在路城 downtown 的 East Liberty 与

South Brook 交叉口。病人需要医生处方，

并且是 UofL Health 的病人。检测优先一

线医护工作者和高危人群（65 岁以上、

有慢性系统性疾病、孕妇和 HIV 阳性患者

等），检测结果可在 3 天内获得。             

 近期报道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导致突然失去

嗅觉和味觉，但没有其它症状，应咨询你

的家庭医生。 

 年轻人与老年人被感染的可能性是一样

的，同样会出现重症患者。 

 治疗新冠肺炎的药物与疫苗的研发: 

 美国医疗巨头美敦力(Medtronic)向全球共

享旗下呼吸机制造的全部知识产权，德

州、加州的工程研究人员研发出新型简易

呼吸机，将 2-3万美元一台降至 2-3百美

元一台。FDA依紧急状态法审批豁免，维珍航空拿出火箭工厂进行量产，总统川

普表示很快会援助欧洲。 

 

 纽约州使用羟基氯喹联合阿奇霉

素和硫酸锌治疗新冠肺炎临床效果显

著，治疗后 3-4 小时呼吸改善，零插

管，零死亡。疗效需要进一步确认。 

 山德士（Sandoz）和拜尔

（Bayer）两家医药公司分别捐赠 3 千

万和 1 百万羟基氯喹和氯喹用于新冠肺

炎的治疗。 



 美国在过去两周内更新了 7 代 新冠病毒基因检测试剂盒，检测时间从 3 天、1

天、45 分钟、到 5 分钟，准确率高于 95%，每天检测可达万人次。3 月 30 日，

FDA 批准了首个抗体检测试剂盒，能区分曾经和现在感染，临床特异性 91%， 灵

敏度 99%，两分钟即可获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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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申防疫重点: 

 最新研究表明：新冠病毒在空气中可存活 3 小时，铜表面存活 4 小时，纸板上

存活 24 小时，塑料和不锈钢表面存活 2-3 天，请大家注意接触物体表面的消

毒，尤其是门把手、方向盘、手机、钥匙链、以及钱包等，公共厕所马桶冲水是

要将坐垫盖子放下。 

 

 物体表面灭活新冠病毒的方法：病毒对紫外线和热敏感，56°C 30 分钟、乙醚、

75%乙醇、含氯消毒剂（100-300 ppm 次氯酸消毒液或稀释 50 倍的 CLOROX 漂

白液）、过氧乙酸和氯仿等脂溶剂均可有效灭活病毒, 氯己定不能有效灭活病

毒。这其中，紫外线、热，以及乙醚、乙醇、氯仿等脂溶剂是通过使病毒表面

的蛋白质变性，并破坏病毒的脂包膜结构来杀灭新冠病毒的，而含氯消毒剂

（主要是以次氯酸钠为主要活性成分的 84 消毒液等）和过氧乙酸则是通过深度

氧化病毒达到将其杀灭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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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自一周前开始生产口罩和呼吸机。3月 30日，

第一批样品已生产完成。目前其工厂改造后在 4月 8日前将交付首批 2万个口

罩，在满负荷情况下，每月可生产约 150万个口罩 (见 Video)。 

5. 新冠肺炎讲坛： 

只有百分至五的人知道如何正确洗手，你是其中之一吗？（ 衣谷） 

经常洗手是预防新冠病毒感染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你知道如何正确洗手吗？

你可能会说，谁都知道如何洗手。但事实上，只有百分之五的人知道如何正确洗

手。下面给大家推荐一个世卫组织有关如何正确洗手的视频，希望对你有帮助，让

你远离新冠病毒和其它传染病。 

祝您和家人健康平安!!! 

https://www.meipian8.cn/2usp31rj?first_share_to=singlemessage&first_share_uid=

52409153&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share_depth=1%3Fshare_user

_mpuuid%3D929b3c5ae2b5e07c20088e53a71784b0&user_id=52409153&v=5.5.1 

（见 Video） 

温馨提示： 

 医用口罩和 N95 口罩的重复使用：70°C

（158 华氏度）烤箱中烘烤 30 分钟可杀死

新冠病毒而不会明显改变口罩性能。 

 WHO 提供的杀灭新冠病毒的洁手液消毒

配方：一个是酒精+过氧化氢+甘油，另一

个是异丙醇+过氧化氢+甘油。如果你有原

料，但不知如何配制，请联系咨询小组。 

 减少用手摸口、鼻、脸的有效方法：將非

慣用手（即，如果您是右手，則為左手，

反之亦然）用于开门把手，拿东西等，因

為很難用那只手去摸臉。在韓國，他們廣

泛地實踐了這一習慣。 

 洁手液易燃且肉眼不易察觉，提请随身携

带时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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