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当前，我国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面临新形

势、新任务，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向“保健

康、防重症”。为取得抗击疫情的全面胜利，帮

助基层更好地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因

时因势优化完善防控措施，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

段平稳有序，“人民网+”客户端在第一版基础

上，集纳最新政策解读、多地新近实践探索及相

关科普知识，推出《基层防疫参考手册（第二

版）》，手册设政策解读篇、各地经验篇、个人

防护篇等三个部分，供乡镇街道、社区村组、个

人参考使用。 

本手册将持续根据最新防疫政策动态更新，

也欢迎有关部门将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反馈给编



 

写组，以便后续补充供各地参考。联系邮箱：

ydnrb@peop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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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防护篇 

 

一、返乡 



 

1. “两节”期间返乡人员需注意什么？ 

2.返乡出行应该如何防护？（附图） 

3.返乡列车上，如何做好个人防护？（附图） 

 

二、居家 

1. 得了新冠是否需要去医院？ 

2. 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到医院就诊？ 

3. 感染后一周的症状过程什么样？（附图表） 

4.感染后是否会影响心血管系统？ 

5. 如何降低同住人被感染风险？ 

6. 如何缓解症状带来的不适？（附图） 

7. 感染新冠后，出现眼部不适怎么办？ 

8.一直咳嗽怎么办？被子会传播病毒吗？（附图） 

9. 家中有阳性感染者，如何处理家庭垃圾？（附图） 

10. 盐水漱口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11. 康复后，家里的消杀工作怎么做？ 

12.“阳康”之后如何恢复体力？（视频） 

13.康复期如何做好营养管理？ 

14.转阴后为什么总觉得累？（视频） 

15. “阳”过之后，还会复阳吗？还需要戴口罩吗？ 

16. 个人防疫，警惕八个误区！（附图） 

 



 

三、用药 

1. “阳”了没有症状，需要吃药吗？ 

2. “阳”了居家期间，如何做到对症治疗？（附图表） 

3. 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 

4. 感染后，能吃消炎药吗？ 

5. 如何科学服用西药退烧药？ 

6. 连花清瘟和布洛芬能同时吃吗？ 

7. 退烧药何时吃合适？多吃退烧药能退得快？ 

8. 治疗新冠中药协定处方公布，南北方有不同 

9. 几种中成药一起吃，会不会效果更好？ 

10. 出现咽干、咳嗽等，什么药可以缓解？ 

11. 出现鼻塞影响睡眠，什么药可以缓解？ 

12. 基础病人群感染后，如何服药？ 

13. 如何对症选择中药？ 

14. 新冠症状消失但抗原阳性，还需要吃药么？ 

15. 新冠病毒感染者常见症状及用药目录（附表） 

 

四、重点人群（老年人） 

1. 老年人感染后，居家需要注意什么？ 

2. 哪些老年人是重症高危人群，需要警惕？ 

3.老年人感染后，一定要注意这些指标！ 

4. 同住人出现感染，老年人如何避免感染？ 



 

5. 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感染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6. 无法清晰表达身体情况的高龄老人或失能半失能老

人，照护人员如何及时干预？ 

7. 有糖尿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8. 有肺部慢性疾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9. 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10. 独居老年人没必要接种疫苗？ 

11. 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12.警惕沉默性缺氧！家有老人，面对新冠要知道的事 

 

五、重点人群（儿童） 

1. 没有疫苗“护体”，3 岁以下婴幼儿如何防护？ 

2. 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症状？ 

3. 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后如何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 

4. 孩子感染后可以服用抗菌类药物吗？ 

5. 给孩子吃退烧药，体温降至正常才算管用吗？ 

6. 孩子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到医院就诊？ 

7. 儿童外出就诊需要注意什么？ 

8. 儿童出现热性惊厥怎么办？ 

9. 儿童感染后呕吐，怎么治疗？ 

10. 儿童吃过退烧药，体温依然不降或反复发热怎么

办？ 



 

11. 如何给发热儿童物理降温？ 

12. 如何防止新生宝宝感染？ 

13. 新生宝宝感染后，什么情况下去医院？ 

14.儿童新冠防治怎么做？30 个要点说清了 

 

六、重点人群（孕产妇） 

1. 孕产妇感染后有哪些症状？ 

2. 孕产妇感染后，会更严重吗？ 

3. 有基础病的孕产妇，感染后要注意什么？ 

4. 孕妇感染后出现什么症状需立刻就医？ 

5. 孕妇感染后，还能按时产检吗？ 

6. 孕妇去医院产检，如何准备和做好防护？ 

7. 如果孕妇感染了，该怎么办？ 

8. 孕产妇感染，会影响孩子吗？ 

9. 感染新冠病毒是否影响备孕？ 

10. 如果在新冠感染期临产了，有什么注意事项？ 

11. 产后感染新冠，可以和新生儿母婴同室和母乳喂养

吗？ 

12. 感染后是否要选择剖宫产？ 

 

七、核酸·抗原检测 

1. 核酸检测时，应该注意什么？ 



 

2. 如何进行抗原检测？（视频） 

3. 如何判读抗原检测结果？ 

4.别浪费抗原了！这些抗原使用小贴士请收好 

 

防疫互助平台 

一、平台指引 

二、使用说明 

三、加入我们  



 

政策解读篇 

（一）如何加强“两节”期间返乡人员医疗保障服

务？ 

1.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及时关注掌握返乡人员

信息，提示做好健康监测，在返乡初期规范佩戴

口罩，减少与家中老年人尤其是合并基础性疾病

者的接触，并告知居住地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联系

方式。 

2.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返乡人员出现发热、干

咳、乏力、咽痛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可

联系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乡村医务人员对其

提供必要的健康咨询、健康监测、抗原检测、用

药指导等服务。对于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采

取居家治疗，提示其不外出，居家期间尽可能减

少与家人接触。 



 

3.村民委员会和村卫生室：为返乡人员及时获得对

症治疗药物和抗原检测试剂盒提供便利。对症状

明显的可指导其到发热诊室就诊，对出现多日持

续高热、呼吸困难等情况的，及时指导和协助向

上级医院转诊。 

 

 

 

 

 

 

 

 

 

 



 

 

 

 

（二）如何加强“两节”期间农村疫情防控？ 

1.在农村以县为单位网格化布局县域医共体，县、

乡、村都要发挥各自承担的功能任务，把有合并

症的老年人，以及儿童这些高风险人群都纳入医

联体管理。 

2.充分发挥我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城乡对口支援机制

作用，要求在省内，由城市二级以上医院跟县医

院建立结对关系进行分区包片，充分发挥城市优

质医疗资源的作用，一旦发生需要重症救治的情

况，要发挥市和县之间的两级转诊机制作用。 

3.充分发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作用，由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把高风险人群管起来，对他们的



 

健康状况进行摸底，根据不同健康风险等级实施

健康管理。一旦发生病情变化的时候要及时转

诊。 

4.要进行分级诊疗和分类救治，特别是对重症患

者，要立即转诊到具备相应救治能力的医疗机

构。如果患者不具备转诊条件，要求城市支援医

院要通过远程或者派驻专家指导的方式，指导开

展医疗救治。 

5.各地在两节期间，支援医院要派驻人员在县医院

驻点指导，另外也要求各地组派巡回医疗队，在

两节期间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巡诊，及时发现高风

险人群，及早采取相应干预措施。 

 

 

 



 

 

 

 

 

 

 

 

（三）阳性感染者居家治疗，社区（村）工作人员

应该做些什么？ 

1.建立联系。发挥各地疫情防控社区（基层）工作

机制的组织、动员、引导、服务、保障、管理重

要作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开咨询电话，告知

居家治疗注意事项，并将居家治疗人员纳入网格

化管理。对于空巢独居老年人、有基础疾病患



 

者、孕产妇、血液透析患者等居家治疗特殊人员

建立台账，做好必要的医疗服务保障。 

2.给予指导。居家治疗人员根据说明书规范进行抗

原检测，必要时可请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给予指

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对有需要的人员给予必要

的对症治疗和口服药指导。 

3.协助就医。社区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收到居家治

疗人员提出的协助安排外出就医需求后，要及时

了解其主要病情，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指导急危

重症患者做好应急处置，并协助尽快闭环转运至

相关医院救治。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建立

上级医院与城乡社区的快速转运通道。 

4.心理援助。以地市为单位建立畅通心理咨询热

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社区要将心理热线主动

告知居家治疗人员，方便其寻求心理支持、心理



 

疏导帮助。对于发现的心理或精神卫生问题较严

重者，可向本地（市、县）精神卫生医疗机构报

告，必要时予以转介。 

5.个人防护。与居家治疗人员接触时，应当做好自

我防护，尽可能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四）现阶段哪些人可以接种第二剂次的“加强针”？ 

1.现阶段，可在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接种基础上，在

感染高风险人群、60 岁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较严

重基础性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开展第二

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2.疫苗选择。根据疫苗研发工作进展，所有批准附

条件上市或紧急使用的疫苗均可用于第二剂次加

强免疫。优先考虑序贯加强免疫接种，或采用含

奥密克戎毒株或对奥密克戎毒株具有良好交叉免

疫的疫苗进行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有关组合

如下： 

3 剂灭活疫苗+1 剂康希诺肌注式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5 型腺病毒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智飞龙科马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CHO 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康希诺吸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

苗（5 型腺病毒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珠海丽珠重组新冠病毒融合蛋

白（CHO 细胞）疫苗； 



 

2 剂康希诺肌注式腺病毒载体疫苗+1 剂康希诺吸

入用重组新冠病毒疫苗（5 型腺病毒载体）； 

3 剂灭活疫苗+1 剂成都威斯克重组新冠病毒疫苗

（sf9 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北京万泰鼻喷流感病毒载体新

冠病毒疫苗； 

3 剂灭活疫苗+1 剂浙江三叶草重组新冠病毒蛋白

亚单位疫苗（CHO 细胞）； 

3 剂灭活疫苗+1 剂神州细胞重组新冠病毒 2 价 S

三聚体蛋白疫苗。 

3. 时间间隔。根据国内外真实世界研究和临床试验

数据，结合我国疫苗接种实际，第二剂次加强免

疫与第一剂次加强免疫时间间隔为 6 个月以上。 

 

 



 

 

 

 

 

 

 

 

 

 

 

（五）如何推进农村人群尤其是老年人接种新冠

疫苗？ 

1.落实《加强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方

案》，坚持“应接尽接”原则，坚持政府牵头、

部门联动、村组动员，落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快



 

提升农村地区 80 岁及以上人群接种率，继续提高

60—79 岁人群和其他年龄段人口接种率。 

2.承担接种任务的乡村医疗卫生机构要通过设立老

年人绿色通道或安排流动接种车下乡进村等措

施，最大程度为农村居民特别是老年人接种提供

便利。 

3.加强宣传教育，可通过乡村广播、小喇叭等用村

民听得懂、能理解的地方语言和方式，也可通过

新媒体广泛宣传的方式，深入宣传人人都是自己

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推动科学理性认识新冠

病毒和疫苗接种，可动员返乡的健康人员参加村

组志愿服务。 

（六）社区（村）工作人员如何进行防控培训？ 

1.培训对象 



 

包括地方联防联控机制及教育、工业和信息化、

公安、民政、司法、卫生健康、海关、医保、中

医药、药监、疾控等疫情防控相关行政管理人

员，从事疫苗接种、药物储备、医疗资源准备、

分级分类诊疗、疫情监测、宣传引导等疫情防控

相关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社区工作一线人

员。 

2.培训内容 

介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由“乙类甲管”调整为

“乙类乙管”的背景情况，特别是对三年来疫情

防控重要成果经验、当前病毒特点、疫情形势、

疫苗接种、医疗资源准备等进行详细解读，充分

说明实施“乙类乙管”的科学性和必要性。 



 

重点培训疫苗接种、药物储备、医疗资源准备、

分级分类诊疗等措施内容，各地各部门可根据地

方、行业的实际情况突出培训重点。 

重点培训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

防控措施调整情况，包括检测策略、疫情监测、

宣传引导及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防控

等措施调整依据。 

3.组织实施 

各地各部门要制定培训计划和培训实施方案。提

高针对性，尤其要加强基层一线工作人员的培

训，确保培训效果，服务于实际工作。各地各部

门要确保相关培训对象在 2023 年 1 月 5 日前全部

完成一轮培训，后续根据防控需要开展相关培

训。各地各部门要将培训工作纳入本地区、本行

业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 



 

 

（七）应该对哪些人群开展健康调查？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尤其是合并基础疾病（包括冠

心病、脑卒中、高血压、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

尿病、慢性肾病、肿瘤、免疫功能缺陷等）及其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进行摸底。根据患者基础

疾病情况、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情况、感染后风险

程度等进行分级。 

 

 

 

 

 

 

 



 

 

 

（八）如何做好分类分级健康服务？ 

一级服务：主要是对一般人群，开展健康教育、

引导未接种加强免疫疫苗的老年人，经医生评估

后符合接种条件的，尽快接种疫苗。 

二级服务：在一级服务的基础上，对于次重点人

群，对居家治疗的无症状或症状轻微的感染者，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实际通过网络、视频、电

话、远程或线下方式指导开展抗原检测、健康监

测，提供健康咨询、用药指导等。如出现持续高

热、呼吸困难、指氧饱和度小于 93%等情况应尽

快转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根据需要进行随访，

至居家治疗观察结束。社区（村）协助落实对居



 

家治疗感染者的管理，对有定期就医需求的指导

协助就医，协助提供购药送药等服务。 

三级服务：主要是对重点人群，在二级服务的基

础上，对于失能老人或高龄行动不便感染者，经

县（市、区）卫生健康部门确定的专家团队或上

级医院评估后决定收治方式。对重点人群感染者

和有紧急医疗需求的人群，社区（村）和基层医

疗卫生机构协助转诊。 

 

 

 

 

 

 

 



 

 

 

 

 

 

（九）基层医疗机构应该做好哪些准备？ 

1.相关治疗药品和检测试剂准备 

县级以上医疗机构按照三个月的日常使用量动态

准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中药、抗新冠病毒小

分子药物、解热和止咳等对症治疗药物。 

按照分级分类诊疗要求，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

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居家自我照护，基层的

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零售机构等也要做相应的准

备以保证药品的可及性。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要按照服务人口数的 15-20%动

态准备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中药、对症治疗药

物和抗原检测试剂，人口稠密地区酌情增加。 

2.医疗资源建设 

具备条件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镇卫生院均要

设置发热诊室（门诊），发热诊室要有具备执业

医师资格人员，完善消毒、检查检验、应急抢救

等相应设备和药品配置，具备预检、分诊、筛查

功能。 

有条件的地方，可以通过组建巡诊小分队等形

式，指导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人员以及居家

隔离人员做好自我健康监测、抗原自测和异常报

告，上门为抗原异常者采集核酸，对需要就医的

协助联系转诊。 

3.检测服务保障 



 

根据检测需求量，在社区设置足够的便民核酸检

测点，满足社区居民“愿检尽检”的需求。 

做好零售药店、药品网络销售电商等抗原检测试

剂供应，满足公众自行检测需求。 

养老机构、社会福利机构等脆弱人群集中场所，

具备条件的，经卫生和疾控部门培训指导后，自

行开展核酸检测采样和抗原检测；不具备条件

的，由核酸采样机构派员上门规范开展核酸检测

采样，减少人员外出核酸检测感染风险。 

4.家庭医生签约服务 

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为重点引导患者基层首诊。 

提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率，对辖区内 0-6 岁儿

童、孕产妇、65 岁以上老年人、有基础性疾病患

者等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人群建立台账。 



 

将老年人合并基础病等特殊人员健康监测纳入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范围。 

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或医务人员的联系方式通知

到每一个重点人群，确保在必要时能够及时取得

联系。 

发现患者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家庭医生

应当指导其到签约服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乡

镇卫生院发热诊室（门诊）就诊；若患者病情超

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能力，则应当在医联体

牵头医院指导下，及时转诊至有相应诊疗能力的

医疗机构。 

 

 

 

 



 

 

 

 

 

 

 

 

 

 

（十）提升新冠感染医疗救治能力，县域分级诊

疗怎么做？ 

 1.以乡镇卫生院为主体：落实基层首诊和居家治

疗。发挥各地疫情防控社区（基层）工作机制的

组织、动员、引导、服务、保障、管理作用。乡

镇卫生院要与县域医共体内相关成员单位按照



 

《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疗工作方

案》要求，对辖区居民实施分级健康管理，及时

指导出现新冠感染相关症状的重点人群进行抗原

检测，接收居民抗原自测异常报告，对抗原检测

阳性者进行初步诊断，必要时指导居民进一步进

行核酸检测，指导做好居家治疗或者转诊工作。 

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

治疗观察，采取居家治疗，乡镇卫生院会同村及

村卫生室做好药品发放、指导健康监测。高龄行

动不便的，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原则居家或在养

老机构就地治疗，必要时医务人员提供上门服

务，不转出集中救治。超出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

的，在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的指导下，及时

将患者转诊。 



 

2.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分类收治。普通型病

例、高龄合并严重基础疾病（心脏病、肿瘤等）

但病情稳定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转诊至

亚定点医院治疗。以新冠感染为主要表现的重

型、危重型病例和需要进行血液透析的病例，转

诊至县级定点医院传染科、重症医学科或者城市

定点医院集中治疗。 

3.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重症救治。以基础疾

病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及基础疾病超出

乡镇卫生院、亚定点医院医疗救治能力的，转诊

至县域医共体牵头县级医院相应专科或者重症医

学科治疗，情况紧急的可直接到有相应诊疗能力

的医疗机构就诊。县级医院不是三级综合性医院

或能力不满足患者救治需要的，及时转诊至城市

对口帮扶医院。若患者不具备转诊条件的，由城



 

市对口帮扶医院派出专家组下沉县级医院指导救

治。 

4.做好患者转诊衔接工作。加强县域统筹调度，保

障县域新冠感染患者的及时转运、收治。工作组

应当确定专岗专人，负责与乡镇卫生院、县域医

共体牵头医院、定点医院、亚定点医院、城市对

口帮扶医院、转运车辆等做好转诊衔接，建立明

确的接诊流程和绿色通道。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

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不得

以任何理由推诿或拒绝新冠病毒感染者就诊。 

 

 

 

 

 



 

（十一）面对不同类型的感染者，乡镇卫生院如

何诊疗？ 

乡镇卫生院要与县域医共体内相关成员单位按照

要求，对辖区居民实施分级健康管理，及时指导

出现新冠感染相关症状的重点人群进行抗原检

测，接收居民抗原自测异常报告，对抗原检测阳

性者进行初步诊断，必要时指导居民进一步进行

核酸检测，指导做好居家治疗或者转诊工作。 

1.未合并严重基础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

例：采取居家治疗，乡镇卫生院会同村及村卫生

室做好药品发放、指导健康监测。 

2.高龄行动不便的人群：在病情允许情况下，原则

居家或在养老机构就地治疗，必要时医务人员提

供上门服务，不转出集中救治。 



 

3.超出乡镇卫生院服务能力的：在县域医共体牵头

县级医院的指导下，及时将患者转诊。 

（十二）孕产妇和儿童防疫，社区应该做些什

么？  

1.进一步摸清辖区内常住孕产妇和 0-6 岁儿童情

况，建立人员清单和重点人群台账，制定健康安

全保障方案，引导孕产妇及时主动向社区报备，

以便及时获得就诊服务。 

2.建立与专门医疗机构的对接机制，做好服务衔

接，确保渠道畅通、响应及时，为涉疫孕产妇、

儿童等提供就医便利。 

 

 

 

 



 

 

 

 

 

（十三）如何强化农村地区重点人群健康服务？ 

1.相关基层单位与组织（县、乡镇政府、村民委员

会及其公共卫生委员会、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摸清村组内合并基础性疾病的老年人、孕

产妇、孤寡老人和留守儿童等人员健康情况。依

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老年人健康管理项目完善居

民电子健康档案，并建立乡村重点人群健康状况

信息库，落实《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

案》，加强分类分级健康服务。 



 

2.乡村医务人员：结合实际通过电话、视频、微信

或线下随访等方式加强对居家治疗观察人员的健

康指导、监测和指导用药、抗原检测等服务。 

3.村民委员会：落实对居家治疗观察人员的服务责

任，尤其是对于缺乏自我健康管理能力的独居老

人、残疾人等，要协助其进行健康监测并及时向

乡村医疗机构反馈。 

4.各级医疗卫生机构：加强老年人等重点人群健康

监测，确保高龄合并基础性疾病等重症风险较高

的感染者得到及时发现、及时救治，明确和畅通

转诊“绿色通道”，提高转诊效率。 

 

 

 

 



 

 

 

 

 

 

 

 

各地经验篇 

当前，各地在科学精准防控疫情及优化医疗服务上

持续发力，推动分级分类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

现整理部分基层疫情防控及满足人民群众就医需

求中的一些做法，供实际工作中参考使用。 

（一）广泛开展新冠疾病防治科普宣传，提高群众

健康自我管理能力 

各地广泛宣传新冠防治、居家康复、个人防护、药



 

物及抗原试剂使用等知识，减少群众焦虑，引导居

民做好防护、合理就医，储备适量解热镇痛日常药

物和抗原试剂，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1.上海医务人员化身科普达人，发推文、拍短视频、

做海报、说脱口秀，针对婴幼儿、孕妇、高龄老人、

慢病患者等不同人群，详解如何预防、居家隔离、

发热护理、合理用药、环境消杀等。如国家传染病

研究中心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团队以科

研数据为依据，连发多篇权威解读。瑞金医院官方

微信推出一系列新冠科普文章，该院院长宁光院士

编写一组新冠居家防护“三字经”。 

2.广州市花都、白云、番禺、海珠等区陆续发布了

“防疫明白卡”，提供了家庭备药建议、发热后居

家护理及就医指引。 

3.山东省济南市发布致 7 万孕妈妈的一封信，提供



 

健康提示和就诊建议，并公布全市助产医疗机构咨

询电话和微信公众号。 

4.甘肃省阿克塞县红柳湾镇民主社区通过“线上+

线下”宣传，以“微信信息发起来、通知公告贴起

来、横幅标语挂起来”的方式，向辖区居民群众宣

传健康知识。 

5.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选派干部组成健康教育

“背包队”，进村入户开展一次培训、一次宣讲、

一锅中药、一剂疫苗、一次关爱“五个一”行动，

向群众讲解疫情防控政策、科学防治措施及日常防

护知识等。 

 

 

 

 



 

 

 

 

 

 

 

 

 

 

 

（二）积极推广线上问诊服务，多平台扩大医疗服

务供给，及时公布诊疗信息 

各地升级扩容互联网平台，配足工作人员以保持互

联网医院平台、发热咨询电话等服务渠道通畅。通

过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客户端等多种渠道及时



 

公布诊疗信息。 

1.国家优化调整防疫政策以来，上海所有区都公布

了辖区范围内各家医疗机构的咨询电话和互联网

医院问诊途径，各大医院第一时间开通发热咨询电

话，畅通互联网医院的就医通道。 

2.江苏省无锡市 6 家互联网医院上线新冠诊疗服务，

为出现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符合居家条件的患者，

在线开具治疗新冠肺炎相关症状的处方。 

3.北京儿童医院日前将发热咳嗽门诊从 15 间扩建

到 25 间，同时优化整合医疗资源和力量，增加医

生出诊时间和频次，全力以赴救治患儿。2022 年 12

月 15 日，该院增开 50 间“云诊室”，通过互联网

诊疗指导轻症患儿居家治疗，减轻线下诊疗压力，

避免患儿交叉感染。 

4.在辽宁沈阳，和平区向全区 102 个社区、10 个村



 

公布家庭医生团队电话，每个社区配备 1 名白班家

庭医生和 1 名 24 小时在线医疗管家，不间断向居

民提供医学咨询等服务；大东区开设 24 小时咨询

电话和微信咨询群，由家庭医生对轻症患者进行居

家健康指导。 

5.江西宜春中心城区专门为新生儿及孕妇、发热病

人、急危重症患者等 5 类人群开辟“就医绿色通道”，

并按照患者类别送至 7 家定点医院进行分类诊疗；

针对轻症居家的患者，宜春市开设“线上专家咨询

+诊疗”服务；宜春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增设线上

咨询通道。 

6.安徽合肥通过网络平台向市民供应 N95 口罩、退

烧药、抗原检测试剂等防疫物资，紧急组建 1000 余

支配送小分队为特殊群体送药上门。多个区县设立

24 小时医疗咨询热线专班、组建 24 小时医疗救治



 

专班，及时响应医疗需求。 

7.广东深圳 11 个区全部开通医疗咨询服务热线，医

务人员 24 小时答疑解惑，为市民提供帮助和正确

指引。在深圳市龙华区，医疗咨询服务热线与社区

24 小时暖心热线双向转接，“闭环”解决群众需求。

在深圳团市委组建的微信群里，12355 心理咨询师

24 小时“驻群”，回应市民咨询。 

 

 

 

 

 

 

（三）发放免费“健康包”，拆零销售“小份药”，

畅通购药配药服务渠道，发起社区邻里共享药箱 



 

多地陆续针对“一老一幼”和困难群体等重点人

群免费发放“健康包”，帮助群众抗击疫情。各地

还不断畅通购药配药服务渠道。 

1.健康包：北京各区“健康包”里有 N95（KN95）

口罩、连花清瘟胶囊、抗原试剂盒等防疫物资及药

品。合肥版“健康包”按三种颜色区分，分别为蓝

色的成人健康包普通版、绿色的成人健康包咳嗽版

（含止咳药）、粉红色的儿童健康包（含儿童退烧

药）。江苏省常州市向居民免费发放的抗疫药品套

装包括布洛芬缓释胶囊、复方氨酚烷胺胶囊、蓝芩

口服液等。 

2.小份药：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对“四类药”拆

分售卖。江苏省南京市每日持续向市场投放退烧药

200 万片，153 家零售药店统一拆零销售，每个顾

客限 6 粒，可凭医保购买。 



 

3.代配药：上海要求各区居村委要安排志愿者为高

龄老人等出行不便人员，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

三级医院等代配药，或到附近社会零售药店代购药。

江苏省无锡市互联网医院委托符合条件的第三方

将药品配送到患者家中。 

4.共享药箱：北京市通州区各街道发出共享防疫物

资倡议。社区居民积极响应，将体温计、消毒液、

药品等防疫物品共享给邻居，邻里互助、有药共享，

共同战疫。苏州市姑苏区苏锦街道新天地家园南社

区发起邻里共享药箱。居民主动提供多余的药品，

社区帮忙统筹，送给有需要的人。长沙市雨花区地

质家园小区推广“共享药品”，居民捐出药品、抗

原，物业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加班清点留存，按剂量

拆开分装，及时把它们分发给急需的人，有需要的

业主自觉按量取用。 



 

5.药品互助群：温州市鹿城区七都街道在网上发布

了一份《七都街道“幸福里·药品共享互助”行动

倡议书》，呼吁大家将多余的家庭用药进行“共

享”，解决老弱病残孕等重点人群常用药储备不足、

买药难等问题，并在文中附上了一个群聊二维码。

目前，街道已开通了两个网上互助群。群内实行实

名制，居民可以发布自己家中闲置的药物清单。七

都街道同时对接了七都卫生院，后续将有全科医生

入驻群里，为大家解答用药、防疫常识方面的问题。 

6.向高风险人群发放血氧夹：北京在加强社区对居

家隔离康复人员摸排的基础上，组织对老年人等高

风险人群发放血氧夹，在家自测血氧，明确简明监

测预警标准。出现预警情形时可与社区医生对接，

经社区医生评价，对超出基层诊疗能力的，迅速转

诊或指导患者前往辖区二三级医院，医院给予诊疗



 

并明确治疗方案。鼓励各区在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提

供氧气灌装服务，方便居民居家氧疗。只进行氧气

灌装服务的，不得收取医事服务费。 

7.网格小分队暖心配送：为更好保障疫情期间群众

特别是“一老一小一弱”等生活困难群众健康，河

南省焦作市要求积极发挥好村、社区和网格哨点阵

地作用，围绕各级党组织，整合群众自治组织和物

业、物流公司等社会力量，组建万支网格小分队开

展暖心配送服务。 

8.购药绿色通道：为满足“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

的药物需求，沈阳市铁西区建立保障药品供应 24小

时工作专班，为 70 岁以上老人、12 岁以下儿童、

发烧 38 摄氏度以上人群开设购药绿色通道。 

9.向重点人群免费发放健康包：辽宁大连向有需要

的农村、海岛地区居民，城市困难群众以及外来务



 

工人员等群体免费发放 100 万份健康包。健康包内

配备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和对乙酰氨基酚、复

方甘草片等常用退热、止咳等药品。 

10.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发放 “防疫包”：浙江每个

“防疫包”参考配备为：解热镇痛类退烧药 （3 天

用量） 、清热解毒类中成药 （1 盒或 1 瓶 ）、 医

用外科口罩 10 只、消毒液 1 瓶。每个防疫包附上

1 份防疫健康温馨提示，指导老年人加强防护、科

学防疫、合理用药。 

11.开展家庭健康员培训：广州市从化区良口镇大力

开展家庭健康员培训，包括家庭护理、用药备药、

个人防护等，同时给孤寡独居老人、残疾人士等派

发爱心防疫包。 

 

 



 

 

 

 

（四）充分发挥家庭医生作用，建立“居家就医需

求群”，畅通社区转诊救治通道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是按照分级分类的原则，针对不

同人群提供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和其他约定的

健康管理服务。为方便发热患者就诊和居家治疗人

员健康管理，各地充分发挥家庭医生作用，让看病

“少跑腿”，患者线上沟通即可获得专业诊疗建议。

对于失能、高龄、残疾等行动不便人群，提供上门

巡诊、护理、送医送药等服务。 

1.北京市顺义区，各个街道乡镇陆续成立家庭医生

团队，以社区医院为主导，建立“居家就医需求

群”，社区、村将群众就医需求及联系方式发至群



 

内，家庭医生团队医务人员就会马上和病人联系，

通过线上视频、电话沟通等方式为村（居）民提供

问诊服务、用药指导、心理疏导等，解决阳性居家

人员就医用药难题。 

2.安徽省芜湖市将全市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信息和服

务指引面向全社会进行公告。居民和居家治疗感染

者可与家庭医生团队联系，医生通过微信、电话或

线下方式指导开展抗原检测、健康监测，提供健康

咨询、用药指导等。 

3.上海充分发挥家庭医生作用，将孕产妇、新生儿、

肿瘤放化疗、血液透析等重点人群建立台账，摸清

底数，落实属地网格化管理，对市民居家期间进行

健康指导，协助识别潜在危重症患者。当感染者病

情出现加重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上门评估，按需

转诊至各区指定医疗机构开展救治。 



 

4.江苏南通各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

开设发热诊室，针对1894个村居和社区分片包干，

公布家庭医生 24 小时咨询热线，利用医联体平台

畅通购药、远程诊疗、转诊渠道，为群众提供健康

咨询、用药指导等服务。 

（五）进一步夯实日常医疗服务体系，提升发热门

诊接诊能力，扩充接诊诊室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级医院在推动新冠病毒感染

者分级分类救治和日常医疗服务保障上发挥了重

要作用。各地不断配足医疗力量，应对随时可能出

现的短时间内大量发热患者就诊需求。 

1.上海市明确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要负责常见病、

慢性病患者常用药物、退烧止咳等药物的配备；区

级医院主要负责区域内常见病患者的救治，识别潜

在的危重症患者并开展救治，保持与市级医院的双



 

向转诊通道畅通。 

2. 上海市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服务站

与村卫生室因地制宜全覆盖设置发热诊疗区，尽可

能增加诊间数量，延长服务时间。目前上海市所有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分中心实现发热诊疗一周 7 天

全部开放。 

3.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在 21 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设置了发热门诊、发热诊室，全区 154 家社区卫生

服务站全部开设发热哨点诊室接诊发热患者。 

4.深圳市在社康机构开设 187 家发热诊室，方便有

新冠相关“十大症状”的患者在“家门口”就诊。

同时，IT 部门加紧开发“一键查”地图，方便市民

随时用手机查找最近的发热门诊或诊室。 

 

 



 

 

5.山东青岛组织医生进社区坐诊，提供“日常服务、

问诊配药、转诊衔接”等基本医疗服务。坐诊医生

现场对有呼吸道症状、发热等人群进行诊断，按照

“医生指导、免费提供、自愿领取、每人一份”的

原则，优先为 60 岁以上老年人及其他重点人群免

费提供布洛芬（10 片）、抗原检测试剂（2 支）等

抗疫药品物资。 

 

（六）改造核酸检测点，开设临时发热门诊，优化

就诊流程，缓解买药难 

一些地方改造利用原有核酸检测点、开设移动诊疗

点，配备诊疗所需设施设备，简化诊疗流程，满足

发热患者就诊需求。 

1.江苏省苏州市部分核酸采样屋被改造为“发热诊

疗站”。居民在家门口就能接受病情初步诊疗并完



 

成配药，医生还会嘱咐如何用药。此外，在“苏周

到”APP 上也能“按图索骥”找到离家最近的

“发热诊疗站”。 

2.山东省枣庄市台儿庄区将 9 处城区核酸检测点升

级为移动便民诊室，同时具备核酸检测采样和发热

门诊两个功能，采用一位医生负责诊疗，一位护士

提供发药和结算服务，一位采样员负责核酸采样的

模式，精简了患者挂号、排队等环节，并随药附赠

居家隔离常识卡片。 

3.北京多区在体育馆、文化宫等临时设置便民发热

门诊，为无基础疾病的单纯发热患者提供开药服务。 

4.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添设 16 辆发热流动诊疗车，

直接开进居民小区和企业，为百姓提供便捷诊疗服

务。同时全区 154 家社区卫生服务站开设发热哨点

诊室接诊发热患者，全力解决群众就医难问题。 



 

5.浙江嘉兴嘉善县在罗星街道试点，充分利用小区

党建客厅、社区（物业）用房等场所建设巡回医疗

点，为居民提供诊疗等服务。 

6.山西太原小店区动员全区有条件的医院、诊所、

药店申领便民核酸采样亭作为“便民发热诊室”，

以“政府+企业、医药+服务”的形式，组织医务人

员以街面“诊室”为阵地，为群众提供诊疗、免费

发放退烧药等服务。 

（七）搭建与群众对话相关机制，解决疫情期间急

难愁盼问题 

1.四川泸州：启动媒体后台留言回应机制，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四川泸州疫情防控指挥部日前启动媒

体后台留言回应机制，办理涉及防控措施、生活保

障等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 

 



 

（八）组织志愿力量积极参与抗疫工作，帮助群众

解决用药就医难题 

1.黑龙江哈尔滨平房区四叶草志愿服务中心建立了

3 个微信互助群，发起“有余药请分享”活动，倡

议群友将富余的药品分享或互换给急需的亲友邻

居。截至 2022 年 12 月 22 日，3 个微信互助群共

分享信息 1600 余条，赠送、互换药品累计达 1550

余人次。 

2.为保障药品等物资配送以及低保户、孕妇等困难

群体的生活需求，安徽合肥动员全市力量，在社

区、乡村建立了志愿服务小分队。据了解，合肥

已在 560 个社区、1160 个村建立 1720 支志愿服

务小分队，组织发动各类服务力量超过 1 万人，

全力解决群众用药难题。 

个人防护篇 



 

一、返乡 

1. “两节”期间返乡人员需注意什么？ 

答：（1）“两节”期间返乡前要做好健康监测，如

有新冠病毒感染相关症状时，暂不出行，待康复后

再出行；返乡前要准备好充足的个人防护用品。 

（2）返乡途中要加强个人防护，全程规范佩戴口罩，

保持手卫生，咳嗽打喷嚏时不要取下口罩，尽量减

少在公共交通工具上饮食的时间和次数。 

（3）在返乡初期规范佩戴口罩，减少与家中老年人

尤其是合并基础性疾病者的接触。 

（4）如出现发热、干咳、乏力、咽痛等新冠病毒感

染相关症状，可联系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获取

健康咨询、健康监测、抗原检测、用药指导等服务。 

（5）如被诊断为无症状感染者、轻型病例，采取居

家治疗，做到不外出，居家期间尽可能减少与家人



 

接触。 

（6）如症状明显，可到发热诊室就诊，出现多日持

续高热、呼吸困难等情况需及时向上级医院转诊。 

（7）建议走亲访友时规范佩戴口罩、勤洗手，尽量

少聚集、少聚餐，注意咳嗽礼仪等。 

 

 

2.“两节”将至！返乡出行应该如何防护？（附图） 

 



 

 



 

 

 



 

 

 



 

 

3.春节返乡列车上，如何做好个人防护？（附图） 



 

 



 

 



 

 

 

二、居家 

1. 得了新冠是否需要去医院？ 

答：根据临床经验，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患者如果



 

身体情况良好，没有基础疾病或者基础疾病控制情

况稳定，一般不需要去医院治疗。中青年患者感染

新冠病毒后，一般病程为 7 天左右，刚开始 1-3 天

比较难受，第 5 天开始好转，一般至第 7 天便无不

适症状。接种过新冠疫苗并完成加强免疫接种的人

群病程更短、病情更轻，一般不需要住院，居家观

察做好自我健康管理和对症治疗即可。 

 

2. 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哪些症状需要到医院就诊？ 

答：出现以下情况，可通过自驾车、120 救护车等

方式，转至医院进行治疗。 

（1）服用退烧药后仍发烧超过 38.5℃，并持续超

过 2 天； 

（2）体温 35℃及以下； 

（3）抽搐； 



 

（4）呼吸困难或气促； 

（5）失语或不能行动； 

（6）不能苏醒或不能保持清醒； 

（7）胸部或腹部疼痛； 

（8）头晕或意识混乱或精神状态明显转变； 

（9）虚弱或脚步不稳； 

（10）孕妇的胎儿活动减少或停止（适用于妊娠期

24 周或以上的孕妇）； 

（11）持续不能饮食，或腹泻/呕吐超过 2 天。 

  



 

3. 感染后一周的症状过程什么样？（附图表） 



 

 



 

4.感染后是否会影响心血管系统？ 

答：感染新冠病毒 5-7 天后，大部分人群能够症状

好转、逐步康复，但也有少数患者会累及心肌，一

般发生在感染新冠病毒两周以后。但只要做好自我

健康管理、科学防范，就可以避免损伤，安全度过

窗口期。 

据介绍，病毒感染对心脏造成的损害大多和免疫反

应联合叠加产生，而人体免疫反应驱动会有所滞后。

比如感染新冠病毒后发烧退烧了，只是度过了新冠

病毒感染的第一个恢复期，不能掉以轻心。此后产

生免疫反应的过程，仍要注重休养，做好生活方式

管理。 

 

5.如何降低同住人被感染风险？ 

答：（1）居家治疗人员尽可能在家庭相对独立的房



 

间居住，使用单独卫生间。同住人应做好个人防护，

遵守居家隔离康复管理要求。 

（2）感染者非必要不外出，不接受探访，尽量不与

其他家庭成员接触。 

（3）不共用生活用品。家庭应当配备体温计、纸巾、

口罩、一次性手套、消毒剂等个人防护用品和消毒

产品。体温计应准备多只，居家治疗人员和同住家

庭成员分开使用。 

（4）每天开窗通风，戴口罩，勤洗手，做好居家环

境卫生清洁，采取分餐制。 

（5）每日早、晚各进行 1 次体温测量和自我健康

监测。 

（6）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后，按要求进行抗原自测

或核酸检测。确认阳性后，按照感染者管理。  

同时，可以根据物体材质来选择消毒清洁方法： 



 

（1）冰箱：用酒精湿巾或含氯消毒液擦拭。家庭里

最有可能残存新冠病毒的就是冰箱。冷藏室 4~5℃，

冷冻室-18℃，都非常适宜病毒存活。专家建议，家

中的阳性感染者康复后，可拔掉冰箱电源，用含有

酒精的湿巾把冰箱擦拭一遍。冰箱内没有密闭包装

的食物，加热后再食用。 

（2）马桶：用酒精湿巾或含氯消毒液擦拭。家里的

洗手池、马桶可能残存感染者患病期间的呼吸道分

泌物，如与居家治疗人员共用卫生间，阳性感染者

康复后可使用酒精湿巾或含氯消毒液擦拭消毒。 

（3）桌面、柜子等硬质表面：用酒精湿巾或含氯消

毒液擦拭。病毒在硬质物表的存活时间有限，用含

酒精或含氯消毒液擦拭即可。同时，注意开窗通风。

特别提醒：千万不要用含酒精的喷雾，容易爆燃。 

（4）餐具消毒：餐具首选煮沸消毒 15 分钟，也可



 

用含有效氯250~500mg/L含氯消毒液溶液浸泡15

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 

（5）衣物、床单被褥等棉质物品：晾晒、加温病毒

均可失去活性。棉质物品可在洗衣机中正常清洗，

洗涤去污的同时也能去掉病原体。被子在太阳底下

晒晒即可。可使用有加温消毒功能的洗衣机，理论

上 56℃的温度下 30 分钟病毒就会失活。 

（6）被唾液、痰液等污染的物品消毒：佩戴手套和

口罩的基础上，先清洁肉眼可见的污染物，再用含

有效氯 500~10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擦（拖）被污

染表面。处理完毕后洗手或手消毒。 

（7）居家消毒应以清洁为主，消毒为辅。优先使用

阳光暴晒、热力等物理消毒方法。做好通风换气，

建议每天通风 2~3 次，每次不少于 30 分钟。  

  



 

6.如何缓解症状带来的不适？（附图） 



 

 



 

  



 

 



 

 



 

7.感染新冠后，出现眼部不适怎么办？ 

答：首先应积极治疗原发病，比如高热时合并的眼

痛，需要按照医嘱使用退烧药物。眼部进行冷敷可

以用来缓解眼痛等不适。若出现视力下降要及时到

有眼科的医疗机构就诊以免延误治疗。眼红、眼痛

等不适持续存在的患者也应该到医疗机构就诊。手

眼接触可能会增加结膜炎的发生，因此要尽量避免

用手揉眼睛，以免发生眼部感染。 

 

 

 

 

 

 

 

 

 

 



 

 

8.一直咳嗽怎么办？被子会传播病毒吗？（附图） 



 

 



 

 

 



 

 

 



 

 

 



 

 

 



 

 

 



 

 



 

 

 



 

 



 

 



 

 



 

 



 

 



 

 



 

 



 

 

 



 

 

 



 

 



 

 



 

 



 

 



 

 



 

 



 

 



 

 

 



 

 



 

 

9.家中有阳性感染者，如何处理家庭垃圾？（附

图） 



 

 



 

10.盐水漱口能预防新冠病毒感染？ 

答：不能。新冠病毒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也就是

通过鼻子吸入后，病毒粘附在鼻腔、气管和/或肺部

导致发病，而盐水漱口只能清洁口腔，无法清洁呼

吸道。 

 

11.康复后，家里的消杀工作怎么做？ 

答：首先，消杀不要过度。病毒在室温条件下，离

开人体 2 至 3 个小时就会失去活性，是不具有传染

性的。最好的办法是开窗通风，最经济实惠。每天

开窗两三次，每次 15 分钟到半个小时，效果就非

常好。 

对于相对潮湿封闭的环境，可以用含氯的消毒剂，

75%的酒精擦一擦，尽量是擦而不要喷，喷的效果

不如擦。比如经常接触的手机、电脑、门把手、各



 

种开关、马桶等，可以用酒精擦拭；餐具、杯子这

些物品可能有感染者的呼吸道分泌物，可以用高温

蒸煮；衣服在正常清洗完把它晒干，也就没病毒了。

要提醒大家的是，含氯的消毒剂，擦完之后过半小

时再用清水擦掉，否则它对皮肤会有刺激的作用。 

 

12.“阳康”之后如何恢复体力？（视频）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79

376893281280 

 

13.康复期如何做好营养管理？ 

答：要把营养管理贯穿于整个新冠病毒感染防治前

中后全过程。康复期食物要尽可能易消化、种类多。

老年人饮食要做到荤素搭配、丰富多样，摄入优质

蛋白质。在正常饮食基础上，可以补充一些复合维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79376893281280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79376893281280


 

生素等营养补剂。把功夫用在平时营养摄入，对维

持整体抵抗力非常有帮助。 

 

14.转阴后为什么总觉得累？（视频）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83

116500288512 

 

15.“阳”过之后，还会复阳吗？还需要戴口罩吗？ 

答：2022 年奥密克戎反复变异，已经出现过几百个

甲分支了，但毕竟它们还都是一些近亲，如果感染

的是奥密克戎，在短期内我们的抗体水平比较高，

对这些变异不太明显的变异株还是有保护作用的，

一般认为 3 到 6 个月内都是不太可能二次感染。 

当然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看病毒的变异情况，如果这

个病毒突变了，和原来的差异比较大，那可能大家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83116500288512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83116500288512


 

的抗体保护能力就都有所下降，二次感染的风险会

加大。 

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今后还是要继续保持我们这

三年来养成的一些良好的卫生习惯，戴口罩、勤洗

手，多开窗通风，注意社交距离。戴口罩不只是对

新冠病毒，也是对其他冬春季呼吸道感染的最有效

手段，还需要坚持下去。 

 

 

 

 

 

 

 

 



 

 

 

 

 

16.个人防疫，警惕八个误区！（附图） 



 

 



 

 

  



 

 

  



 

 
  



 

 

  



 

 

  



 

 

  



 

  



 

三、用药 

1. “阳”了没有症状，需要吃药吗 

答：没有症状不要吃药。退热药、感冒药、止咳药、

化痰药都不能预防疾病，只能缓解症状。在没有症

状时，切不可盲目服药。虽然很多药品都是非处方

药（OTC），但不当使用也会出现副作用，容易造

成肝肾功能损伤。具体用药建议，请务必按药品说

明书服用或咨询医生。 

  



 

2. “阳”了居家期间，如何做到对症治疗？（附图

表） 

答：（1）无症状感染者无需药物治疗。 

（2）如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可对症处置或口服

药治疗。 

（3）服药时，需按药品说明书服用，避免盲目使用

抗菌药物。 

（4）如患有基础疾病，在病情稳定时，无需改变正

在使用的基础疾病治疗药物剂量。 

（5）有需要时也可联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务人

员或通过互联网医疗形式咨询。 



 

 

 

3. 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一是没有症状不要吃药。不当使用会出现副作

用，容易造成肝肾功能损伤。二是退烧药与复方感

冒药不要一起吃。三是不要随意使用消炎药。四是

婴儿、孕妇、老年人等特殊人群要谨慎用药。吃退

烧药一定要认真阅读说明书或咨询医生。 



 

4. 感染后，能吃消炎药吗？ 

答：新冠肺炎是病毒性感染，所谓的消炎药其实是

针对细菌感染的。现有研究证据显示，新冠合并细

菌感染的比例非常低，不要盲目用消炎药。 

 

5. 如何科学服用西药退烧药？ 

答：西药退烧药选用一种即可。高热症状明显，浑

身酸痛、头痛剧烈时可以用些解热镇痛药，即退烧

药，比如布洛芬或对乙酰氨基酚，尽量不要叠加使

用。而且要注意每日服用剂量不要超标，否则对肝

脏会有损伤。比如，对乙酰氨基酚或布洛芬一天内

不要使用超过 4 次。使用布洛芬退烧时，应注意每

次间隔 6 小时，一天用药不超过 4 次。使用对乙酰

氨基酚退烧，若持续发热或疼痛，每 4~6 小时可重

复使用 1 次，一天用药不超过 4 次。 



 

 

6. 连花清瘟和布洛芬能同时吃吗？ 

答：连花清瘟和解热镇痛药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

其药物成分没有冲突，但服用药物越多，肠胃不适

等风险越大。出现体温升高、头痛、肌肉酸痛等严

重的情况，按需服用解热镇痛药布洛芬、对乙酰氨

基酚。连花清瘟更多是起到辅助作用，帮助缓解全

身不适的症状，一日三次。所以，两种药物服用时

间错开两个小时，就不存在叠加的问题。 

 

常说避免药物的叠加，主要是指一些复方的感冒药，

甚至一些中成药的复方药里面有对乙酰氨基酚，如

果服用此类复方感冒药，再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就

会导致用药过量，甚至有人把两种复方感冒药一起

吃，也会导致很多重复的成分过量，这是比较危险



 

的。 

 

7. 退烧药何时吃合适？多吃退烧药能退得快？ 

答：体温在 37.5~38.5℃之间时，优选物理降温，当

体温升至 38.5℃以上可以使用退烧药。对于一些有

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或症状较重但体温未升至 38.5℃

的发热患者，如果出现精神萎靡或合并其他系统症

状，也可谨慎服用退烧药。退烧药使用一般不应超

过 3 天，若症状仍未缓解，建议医院就诊。退烧药

并不是吃得越多、恢复得越快，如果超量服用或叠

加多种退烧药，肝脏或其他脏器可能会受到损害，

因此一定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或咨询医师、药师

后服用。肝、肾功能不全和胃肠道疾病患者用药，

需咨询医师或药师。 

 



 

 

 

 

8. 治疗新冠中药协定处方公布，南北方有不同 

（1）通用基础方 

新冠病毒感染者早期可用协定处方（大青龙汤合五

苓散）：生麻黄 9 克，桂枝 9 克，生石膏 25 克，

苦杏仁 10 克，甘草 9 克，大枣 10 克，生姜 10 克，

茯苓 15 克，猪苓 9 克，泽泻 9 克，生白术 9 克。 

（2）北方地区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发热等症状，协定处方（加味葛

根汤）：葛根 15g，麻黄 10g，生石膏 20g，桂枝

10g，白芍 10g，生姜 10g，大枣 10g，桔梗 15g，

甘草 10g。 

若头痛身痛明显，可酌加羌活 10g、白芷 10g、川



 

芎 10g。 

若咽痛明显，可酌加射干 15g、牛蒡子 10g。 

若咳嗽明显，可酌加杏仁 10g、枇杷叶 10g。 

（3）南方地区 

新冠病毒感染者有发热等症状，协定处方（加减银

翘散）：金银花 15g，连翘 15g，杏仁 10g，牛蒡

子 10g，桔梗 10g，甘草 6g，葛根 30g，北沙参

10g，桑叶 10g，藿香 10g。 

若高热体温大于 38.5℃,可酌加生石膏 30g（先煎）。 

若头痛身痛明显，可酌加柴胡 15g、黄芩 10g。 

若咽痛明显，可酌加射干 15g，玄参 10g。 

若咳嗽明显，可酌加炙麻黄 5g、浙贝 15g。 

（4）其他注意事项 

1.若出现恶心、呕吐、腹泻等胃肠道症状，酌加砂

仁 6g、木香 10g。 



 

2.服用方法：水煎服，每日 1 剂，每剂水煎 400ml，

分 2～4 次温服。老人、儿童以及体弱者酌减。 

 

 

 

9.几种中成药一起吃，会不会效果更好？ 

答：中药感冒药尽量只选一种，“小量频服”。连

花清瘟、清开灵、蓝芩口服液等中成药选择一种即

可，没必要两三种一起服用，因为它们都含有清热

解毒类的苦寒药，叠加使用易伤脾胃，引邪深入。

另外，在服法上应“小量频服”，增加服用频率而

不是增加剂量与种类。 

 

10.出现咽干、咳嗽等，什么药可以缓解？ 

答：如果出现咳嗽症状，建议使用复方鲜竹沥液、



 

宣肺败毒颗粒、急支糖浆等；如果出现痰多、咳痰

费力症状，建议使用复方甘草片、乙酰半胱氨酸颗

粒等；如果咽痛、咽干症状明显，建议使用华素片、

西瓜霜含片等。 

 

11.出现鼻塞影响睡眠，什么药可以缓解？ 

答：如果鼻塞流涕症状明显，建议使用扑尔敏、氯

雷他定、西替利嗪或布地奈德喷鼻。 

 

12.基础病人群感染后，如何服药？ 

答：新冠病毒感染可能导致慢性病、基础疾病病情

加重，患有基础疾病的人一定要规律用药，控制好

病情。 

 

13.如何对症选择中药？ 



 

答：临床表现以高热、乏力、便秘为主时，可以使

用防风通圣颗粒等；出现发热、咽痛、乏力为主的

症状时，可以使用抗病毒颗粒、双清合剂等；如果

咽痛明显，可以使用蓝芩颗粒等。在疾病的恢复期，

部分患者仍有气短乏力、汗多恶风时，可以使用芪

参补气胶囊等；如有气短、胸闷、咳嗽、腰膝酸软

时，推荐使用百令胶囊等；如有干咳、少痰或痰黏、

气短时，可以使用润肺膏等缓解症状。 

 

 

14.新冠症状消失但抗原阳性，还需要吃药么？ 

答：如果已经症状减轻或者已经在康复期了，这时

候可以不再服用药物了，不需要巩固疗效。服用中

药也是一样的，不需要巩固治疗。 

 



 

 

 

15.新冠病毒感染者常见症状及用药目录（附表） 

 



 

 

  



 

四、重点人群（老年人） 

1. 老年人感染后，居家需要注意什么？ 

答：（1）加强观察和监测。 

（2）加强日常护理，清淡饮食，注意睡眠，适量补

充水分。 

（3）慎重使用退烧药物，退烧要缓，可以用物理手

段退热。 

（4）认真阅读药物说明书，避免多种药物共同使用。 

（5）若采用中成药治疗，要少而精，不要多种同一

作用中成药同时应用。 

（6）对于合并基础疾病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加强基

础疾病的管理。 

（7）在发热、虚弱时行动，最好有家人搀扶，预防

跌倒。 

  



 

2. 哪些老年人是重症高危人群，需要警惕？ 

答：患有严重的呼吸系统疾病、心脏基础疾病，且

病情不太稳定的老年人群，或 80 岁以上的高龄老

人，以及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的人群，是出现重症

新冠肺炎、高危人群中的高危，需要格外重视。 

 

3．老年人感染后，一定要注意这些指标 

老年人感染新冠后有可能会发生“沉默性缺氧”。

家人觉得他的呼吸状态似乎还可以，还是挺平稳的，

但是血氧饱和度可能已经比较低了。特别提醒陪护

失能老人的朋友，一定要监测老人的体温、心率、

脉搏，还有外周血氧饱和度的变化，如果出现血氧

饱和度下降，要及时就诊。就诊越早，救治的成功

率也就越大。 

如果是独居老人，自己要了解身体整体的情况，包



 

括基础的心率、血压、脉率、呼吸、外周血氧饱和

度等情况，一定要密切监测，出现恶化及时就诊。 

要注意观察老人一般生活情况的变化，比如是不是

能够很好进食，大小便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尿失

禁，有没有小便量明显减少等。 

特别要注意老人的精神状态。因为老人有时候不能

准确表达自己的不适，如果老人出现明显的嗜睡，

交流障碍，不认人，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表达

没有逻辑等情况，都是一些危险的信号。 

 

4.同住人出现感染，老年人如何避免感染？ 

答：如果同住人感染了新冠病毒，为减少同居老年

人的感染风险，建议： 

（1）减少接触：若有条件，可将感染者转移至其他

住所，或用单独的房间进行隔离。家人和老人都需



 

要注意手卫生。感染者需与家人分餐并做好餐具消

毒。 

（2）佩戴口罩：若必须接触时，建议双方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 

（3）清洁环境：做好共用空间的清洁消毒，特别是

卫生间以及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如门把手、水龙

头等。 

（4）加强观察：注意观察老人的情况，有问题随时

处理。 

 

5.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感染后，有哪些注意事项？ 

答：（1）在发烧期间，特别是使用退烧药时，要注

意血压监测，如果血压低于正常水平，降压药可能

需要减量，甚至停用，等血压恢复正常的时候再按

照常规使用。 



 

（2）监测血糖变化，防止低血糖的发生。 

 

6.无法清晰表达身体情况的高龄老人或失能半失能

老人，照护人员如何及时干预？ 

答：（1）照护人员应该大致了解感染后的常见症状。

如发热、头痛、全身酸痛、畏寒等。局部症状如咽

痛、咳嗽、流鼻涕、咳痰、打喷嚏，偶尔有味觉和

嗅觉丧失。 

（2）照护人员应了解老年人健康状态下的静息生

命体征（如体温、血压、每分钟脉搏次数和呼吸次

数等），对于有心肺基础病的老年人，建议记录指

脉氧饱和度，以便及时发现病情变化。 

（3）老年人这个特殊人群的症状往往隐匿且不典

型。比如发热、咳嗽等典型症状可能不明显；对于

无法正常表达的老年人，其症状可能更加隐匿，因



 

此当他们出现不明原因的乏力、精神状态减退、食

欲下降、走路不稳或摔倒、没有原因的心率增快或

呼吸频率增快等情况，要高度关注。 

 

7.有糖尿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答：糖尿病患者要做到科学合理饮食，多吃新鲜蔬

菜，适当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量，清淡饮食，足量饮

水，避免饮酒。此外，还要保证规律作息、适量运

动，定期监测血糖。如果出现新发症状，应及时就

医。 

 

8.有肺部慢性疾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答：对于有心肺疾病的老年人，需要了解基础的外

周血氧饱和度，一旦感染，要观察基础数据的变化。

另外，还要注意老年人意识状态、精神状态、大小



 

便、进食等身体健康变化情况。 

 

9.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感染后，怎么办？ 

答：有心血管基础疾病的患者感染后不必太担心。

需要关注的是心血管疾病的致病诱发和加重，要把

心脏基础疾病管理好，把原有的心血管疾病治疗药

物用好，增加机体的免疫力，改善睡眠质量，克服

焦虑情绪。长期服用心血管疾病防控的药物不要停，

停药可能诱发或者加重疾病。如果有持续性胸痛，

建议去医院进一步诊断和治疗。 

 

10.独居老年人没必要接种疫苗？ 

答：独居不意味着与社会完全隔绝。新冠流行早期

由于传染源不广泛，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感染风险相

对较低。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病毒传染性非常强，传



 

播速度非常快，传播过程又隐匿。现在新冠疫情在

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持续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对

任何人包括独居老人来说，感染的风险在增强。假

如老年人一直不接种疫苗的话，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当中最大。 

 

11.有基础病的老年人不能接种新冠疫苗？ 

答：目前我们国家使用的新冠病毒疫苗在获得批准

之前都开展了临床试验，也包括老年人群的临床试

验。临床试验的结果显示，老年人接种疫苗之后有

良好的安全性。通常情况下，即使有基础疾病的人，

严格把握禁忌情况下，接种疫苗不会增加严重异常

反应。 

 

 



 

12. 警惕沉默性缺氧！家有老人，面对新冠要知道

的事 

 



 

 



 

 



 

 



 

 

 

  



 

五、重点人群（儿童） 

1. 没有疫苗“护体”，3 岁以下婴幼儿如何防护？ 

答：（1）做好家庭防护。儿童感染新冠有一个突出

特点，就是家庭聚集性发病占比高。提醒包括父母

在内的家庭成员要注重个人健康，全程接种疫苗、

做好个人防护、注意个人卫生习惯，通过加强自身

防护为孩子构筑一道“防火墙”。 

（2）做好外出防护。带婴幼儿外出前，应合理规划

行程，减少聚集，选择人少、通风良好的地方玩耍，

尽量避免去人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和密闭空间。尽量

避免让婴幼儿触摸公用物体表面，如触摸后应及时

做好清洁。应正确佩戴适用于婴幼儿的口罩，准备

好足够的清洁、消毒和防护用品。 

（3）帮助孩子养成健康生活方式。让孩子养成饭前

便后洗手等良好习惯，家里注意做好通风。要让孩



 

子保持规律作息、充足睡眠、多喝水，同时保证营

养均衡，多吃水果蔬菜，适当活动，增强孩子抵抗

力。 

 

2. 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症状？ 

答：儿童感染新冠的表现和成人相似，主要是上呼

吸道感染的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烧、咳嗽、流鼻涕、

鼻塞，这是大部分孩子的表现。另有部分不典型的

症状，包括乏力、食欲不佳、呕吐，甚至腹泻等。

还有个别孩子会出现喘息、声音嘶哑等。但是儿童

发烧的程度个体差异比较大，有的孩子烧得比较高，

甚至 39℃、40℃，热程一般是 2~3 天。病程 3~5

天左右是绝大多数小孩的表现。 

 

3. 不同年龄段儿童感染后如何用药？有哪些注意事



 

项？ 

答：退烧药，对于 6 个月以上的小孩，可以选择布

洛芬、对乙酰氨基酚，择其一即可。2 个月到 6 个

月之间的小孩不适合用布洛芬，可选用对乙酰氨基

酚。2 个月以内的婴儿不推荐常规使用退烧药物，

可以采用物理降温等措施并及时就诊。如有发烧、

咳嗽等呼吸道感染症状，可以服用清热祛痰的药物。

轻微的咳嗽不推荐常规使用药物，如有鼻塞、明显

咳嗽等，可以做雾化、洗鼻子，根据孩子的年龄，

备一些清热祛痰的中成药，但是不主张同时服用两

种及以上。另外，家里可以用加湿器。 

 

4. 孩子感染后可以服用抗菌类药物吗？ 

答：抗菌药物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无抗病毒效果，

只有在合并细菌感染时才会使用，应在医生的指导



 

下用药，家长不要自行决定。 

  



 

5. 给孩子吃退烧药，体温降至正常才算管用吗？ 

答：发热的热度高低，与疾病的严重程度并不绝对

相关。服用退烧药的目的是为了增加舒适度。只要

孩子不再难受，家长就不用着急。注意：（1）不建

议两种退烧药交替使用，更不建议同时服用两种退

烧药；（2）不能因为孩子不退热，而不停地给孩子

服用退烧药。 

 

6. 孩子出现什么症状需要到医院就诊？ 

答：最简单的判断方法是看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

孩子虽然有发烧等症状，但是精神挺好，退烧后能

吃能喝能玩，就没必要特别紧张，也不需要马上去

医院就诊，可以在家继续观察、对症处理。但是如

果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建议去医院： 

（1）发烧持续 3 天以上没有好转迹象，或者即便



 

退了烧，精神依然不好，小婴儿哭闹、烦燥、不好

安抚，大一点的孩子嗜睡、没精神、脸色不好，这

种情况下，无论体温高低都要去医院就诊； 

（2）咳嗽加重，影响到日常生活和睡眠，建议到医

院就诊； 

（3）如果孩子喘息、呼吸增快，甚至呼吸困难，有

明显的声音嘶哑等，要小心喉炎、喉气管炎，建议

及时就诊； 

（4）一旦孩子出现意识障碍、惊厥，要马上就诊。

特别提醒：3 个月以下的孩子是特殊人群，包括新

生儿和小婴儿，一旦出现发热，建议及时就诊。 

 

7. 儿童外出就诊需要注意什么？ 

答：（1）１岁以上儿童应正确佩戴大小合适的儿童

口罩，注意手部卫生，尽量不要触碰公共设施，不



 

用手揉眼、鼻、口，正确洗手。 

（2）尽量不乘坐公共交通，全程佩戴口罩，按预约

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减少在医院候诊时间。 

 

8. 儿童出现热性惊厥怎么办？ 

答：（1）保持平卧位。将衣领解开、保持屋内通风，

冬天注意别让冷风直吹孩子，尽量保持呼吸道通畅，

使孩子处于放松状态。 

（2）将头偏向一侧。避免分泌物误入呼吸道从而引

起窒息，在惊厥时出现口吐白沫的现象，家长要及

时清理干净分泌物。 

（3）物理降温。用温水毛巾擦拭额头、颈部、手心、

脚心等，随着体温下降能够控制症状。 

（4）及时就医。在家里做简单处理后，一定要及时

拨打 120 或自行送医院接受进一步救治。 



 

 

9. 儿童感染后呕吐，怎么治疗？ 

答：新冠感染后呕吐主要采取对症治疗。首先要清

淡饮食，避免刺激性食物进一步损伤胃肠道黏膜，

不要吃油腻食物加重消化负担。以稀软食物为主，

可以采取少食多餐的喂养方式。反酸、呕吐症状严

重时可以口服黏膜保护剂缓解症状。如果出现因严

重呕吐完全不能进食、呕血等情况，需要及时到医

院就诊。 

 

10. 儿童吃过退烧药，体温依然不降或反复发热怎

么办？ 

答：急性期（感染后 24~48 小时）使用退热药物，

效果不会特别好，不一定能够让体温完全降至正常，

而且药物持续时间一般为 4~6 小时，持续时间结束



 

后，还会再次发热。使用退热剂，主要目的是减轻

发热所导致的不适，并不能让体温降至正常，亦不

能单纯以发热程度来判断疾病严重程度。如果患儿

已经就诊，除发热外精神反应良好，那么需要多饮

水、温水浴、减少衣物、降低环境温度等方式退热，

间隔 4~6 小时再次口服退热药物。 

 

11. 如何给发热儿童物理降温？ 

答：体温上升期：宝宝可能手脚冰冷，伴有畏寒、

寒战表现，此时不宜物理降温，需适当添加衣物，

搓热或者温水浸泡手脚。体温持续期：宝宝手脚暖

和，浑身发热，此时可以开始物理降温，需保持合

适的室温，减少衣物，用温水擦拭颈项两侧、腋窝、

肘窝、腹股沟等处皮肤，泡温水澡，多喝水。不推

荐：乙醇擦身（由皮肤吸收可导致酒精中毒）、冰



 

水灌肠、冰水擦拭（导致寒战和身体不适）、捂汗

（不易散热，儿童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容易出现

高热甚至危及生命）。 

  



 

12. 如何防止新生宝宝感染？ 

答：新生宝宝应避免到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

所或人群聚集的地方去；减少家中访客，注意通风

和清洁消毒。照护者接触新生儿时须严格手卫生，

注意佩戴口罩，避免对新生儿呼气或亲吻宝宝，减

少密切接触传播及飞沫传播。 

 

13. 新生宝宝感染后，什么情况下去医院？ 

答：由于新生儿感染症状不典型，如出现呼吸急促

（呼吸次数＞60 次/分）、拒食或奶量明显减少、

腹泻、发热、反应差、皮肤发白、发灰、发紫等表

现，需进一步就医。 

 

14. 儿童新冠防治怎么做？30 个要点说清了 

做好防护 降低儿童感染几率 



 

（1）外出时与他人尽量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2）不要带儿童去人群密集的场所、通风不良的室

内或与他人长时间接触。 

（3）长期居家时，应做好室内通风。在北方冬季，

尽量选择在儿童外出活动时进行通风，或对每个房

间进行单独通风，避免儿童感冒。 

（4）应避免接触公共场所的物体表面，减少感染概

率。 

（5）坚持运动，增强儿童体质。做一些适合儿童年

龄的家庭锻炼项目。 

（6）咳嗽和打喷嚏时，用弯曲的肘部或纸巾遮掩口

鼻，并将用过的纸巾立即扔进封闭的垃圾箱，然后

洗手或使用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消毒。 

（7）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 岁以上儿童及时接种新

冠病毒疫苗有助于预防重症。 



 

（8）如果家中有感染者，应与孩子隔离，并戴好口

罩。 

（9）家庭成员外出回家后，应先洗手、洗脸、换衣

服，把自己常用的物品，如手机等进行消毒清洁后，

再抱孩子或跟孩子玩耍。 

（10）让孩子保持规律的作息，保证充足的睡眠，

幼儿和小学生每天 10 小时、初中生每天 9 小时、

高中生每天 8 小时。 

感染新冠 要对症处理、规范用药 

感染新冠病毒后，绝大多数儿童都是以呼吸道症状

为主，包括发热、咳嗽、鼻塞、流涕、咽痛等，部

分可能有肌肉酸痛、乏力、呕吐和腹泻，少数孩子

可能出现声音嘶哑等喉炎的表现，一些孩子还可能

发生热性惊厥。 

由于绝大多数都是自限性的病程，因此主要进行对



 

症处理，以缓解症状、增加孩子的舒适度为主。 

（11）症状较轻的儿童，注意休息，清淡饮食，通

常不用特殊治疗；对于婴幼儿，家长还应密切注意

其精神状态和反应，当出现哭闹不止、拒奶等现象

时考虑及时就医。 

（12）家庭用药主要是对症治疗。当孩子体温超过

38.5℃或之前有过抽搐史，应及时给予退烧药物治

疗，常用的退烧药有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给药

时应根据孩子的年龄和体重调整剂量。布洛芬和对

乙酰氨基酚每 4～6 小时用药一次，24 小时内不应

超过 4 次。 

（13）根据孩子的年龄恰当选择、规范服用退热药。

6 个月以上的孩子，家中可以备布洛芬或对乙酰氨

基酚，任选即可；6 个月以下、2 个月以上的孩子，

可备对乙酰氨基酚；包括新生儿在内的 2 个月以下



 

的孩子一般不服用退热药，出现发热后应及时就医。 

（14）孩子发热后既不要去捂热，也要避免孩子再

次受凉。家长要尽量给孩子创造一个相对凉爽、通

风的环境，适当降低环境温度和减少衣物，以孩子

舒适为宜。 

（15）服用退热药的目的，主要是增加孩子的舒适

度，而不是单纯追求把体温降到正常值。正常情况

下，服用退热药后半小时到 1 小时药物才开始发挥

作用，体温大概能下降 1 至 2℃。 

（16）如果孩子进食少、出汗多，建议补充口服补

液盐或其他含电解质的水。 

（17）家庭环境避免过于干燥，要保证湿度，让孩

子更舒适。 

（18）抗菌药物用于治疗细菌性感染，无抗病毒效

果，如果没有合并细菌感染，不应使用。 



 

（19）儿童感染后，家长应做好个人防护，分开吃

饭，清洗消毒餐具；家长在接触孩子及其物品后应

洗手和消毒；家长及监护人也应监测自己的体温，

如出现症状应及时隔离、休息。 

（20）家长应保持平和的心态，既重视孩子的病情，

又不过度焦虑，认真观察孩子的情况，帮助孩子尽

早康复。 

合理膳食 保证摄入充足营养 

（21）食物种类要丰富，每天吃 12 种及以上，每

周吃 25 种及以上，包括谷薯类、蔬菜水果、鱼禽肉

蛋、奶类、豆类和坚果等。做到荤素搭配、粗细搭

配、五颜六色。 

（22）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大豆、奶类、谷类食

物。每天 300~500 克蔬菜，做到餐餐吃蔬菜，深色

蔬菜占一半以上。 



 

（23）适量吃鱼、禽、蛋、瘦肉，优选鱼虾、禽肉

和瘦肉，少吃肥肉。 

（24）食物烹调合理，多用蒸煮炖或凉拌，少用煎

炸烤。少放油和盐，饮食清淡不油腻。 

（25）足量饮水，首选白水，少量多次饮水。6~10

岁儿童每天饮水 1000 毫升， 11~13 岁每天

1100~1300毫升，14~17岁每天1200~1400毫升。

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禁止饮酒。 

（27）一日三餐，定时定量，早餐吃好，午餐吃饱，

晚餐适量。 

（27）可以选择天然、新鲜的蔬菜水果、奶制品和

坚果作为零食。 

（28）少吃薯条、辣条、糖果等高油、高盐、高糖

的食物。 

（29）购买包装食品时利用营养成分表，选择营养



 

价值高的食物。不吃过期和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

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食品。 

（30）不偏食、不挑食，培养健康饮食习惯。 

 

 

六、重点人群（孕产妇） 

1. 孕产妇感染后有哪些症状？ 

答：孕产妇感染新冠病毒后，症状和普通人群接近，

主要是上呼吸道感染，比如咳嗽、喉咙痛、打喷嚏、

鼻塞、流鼻涕、全身酸痛、发烧，病程一般为 5~7

天。 

 

2. 孕产妇感染后，会更严重吗？ 

答：总体看，孕产妇感染率和普通人群接近，症状

表现也和普通人群接近。总体而言，与普通人群相



 

比，感染没有给孕产妇的健康带来过多影响。 

 

3. 有基础病的孕产妇，感染后要注意什么？ 

答：本身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基础病的孕产妇要格

外注意，在选择治疗新冠药物时，一定要先咨询医

生或药师，告知之前长期服用的药物，避免出现药

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或对基础疾病有影响。此外，

孕产妇要加强自身防护，出门务必戴口罩，去医院

就诊一定要戴 N95 或 KN95 口罩。如果孕妈妈有明

显病情加重迹象，例如呼吸困难、基础病加重，或

者胎动异常、腹痛、阴道出血等，不要犹豫，一定

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4. 孕妇感染后出现什么症状需立刻就医？ 

答：出现下列情况之一，建议及时去医院就诊： 



 

（1）持续超过 39℃的高热，退热治疗效果不佳； 

（2）感觉有明显呼吸困难，或者呼吸次数增多； 

（3）严重的胸痛或者出现咳血情况； 

（4）严重的疲倦不适，不愿意理人； 

（5）出现烦躁、晕厥或者意识模糊； 

（6）自我感觉情况非常严重时； 

（7）出现产科相关急症的情况：规律或接近规律的

有痛性宫缩；感觉不到胎动，胎动减少或异常频繁，

胎动方式改变；头痛不适，血压升高，视物有模糊

的情况；阴道出血；阴道有羊水流出。 

 

5. 孕妇感染后，还能按时产检吗？ 

答：所有助产机构都可以接诊已感染的孕妇。请遵

守已预约产检医院的相关规定，有序产检。为了避

免去医院增加交叉感染并缓解医院接诊压力，非必



 

要产检项目建议延后，而对于个别重要的产检项目

必须在相应孕周范围内完成的，可以提前网上预约

挂号。 

 

6. 孕妇去医院产检，如何准备和做好防护？ 

答：和医生沟通调整产前检查方案，有条件者可以

实施远程医疗，减少面诊次数，预先安排就诊时间，

避免过多等待；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可以选择

出租车或者网约车，最好自驾；尽量减少医院停留

时间，可以由陪同家属排队，在人少且通风好的位

置等待；出门到医院，建议全程佩戴建议全程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随时携带免洗洗手液或消毒湿

巾，在不便于洗手的时候，保持手部卫生。避免用

手触碰眼睛、鼻子和嘴。产检完回家后，妥善处理

口罩，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在医院和路上，



 

和其他人尽可能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7. 如果孕妇感染了，该怎么办？ 

答：轻症者可以居家隔离，只需要对症处理，多饮

水，注意休息，发烧时可采取物理降温，包括温水

擦浴等。如果降温效果不明显，尤其体温升高达到

38.5℃及以上，可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等降温退烧

药物降温，也可以适当服用中成药退热。 

孕妇居家时需要注意与家人相对隔离，包括使用单

独卧室，尽量在单独房间内活动，与家人接触时，

孕妇及家人均建议佩戴口罩（N95 或 KN95 更好），

单独进餐。 

 

8. 孕产妇感染，会影响孩子吗？ 

答：孕产妇感染新冠或者曾经感染过新冠，一般不



 

会通过分娩传给胎儿。哺乳期母亲如感染，在做好

个人防护的基础上可继续母乳喂养婴儿。如产妇出

现发烧等症状，建议暂停哺乳，可以把母乳吸出来，

使用奶瓶喂。 

 

9. 感染新冠病毒是否影响备孕？ 

答：如果是自然受孕，不影响备孕。如果是做试管

婴儿，建议转阴后完善相关检查评估后再备孕。而

且，最新研究发现，新冠疫苗接种后 60 天内的新

鲜胚胎妊娠率低，建议接种后 2 个月再进行试管婴

儿治疗。 

 

10. 如果在新冠感染期临产了，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请提前了解清楚医院相关要求，尽量满足随时

急诊入院的条件。如果一旦出现临产或先兆临产情



 

况，请随时联系 120 急救车或乘私家车赶到医院。

如果没有其他的剖宫产指征，对于新冠病毒感染的

孕妇进行阴道分娩是安全的。 

 

11. 产后感染新冠，可以和新生儿母婴同室和母乳

喂养吗？ 

答：新冠病毒不会通过乳汁分泌传播。对于轻症和

无症状的感染产妇，若希望母乳喂养，产妇应佩戴

N95 或 KN95 口罩，做好手消毒，无论是亲喂或使

用奶具，母亲的口、鼻都应避免与孩子的口、鼻过

于接近。若有发热，咳嗽剧烈，可吸出乳汁，改用

消毒后的奶具喂养，或采取人工喂养替代。感染期

的产妇分娩新生儿后，希望母婴同室是可以的，但

不建议在哺乳之外长时间密切接触，一般建议保持

2 米以上间隔。可使用物理屏障，如布帘或屏风、



 

家具等以尽量减少病毒传播。产妇应该佩戴口罩，

并严格遵守手卫生。另外，不建议给新生儿戴口罩

或采用塑料面屏等面部遮挡。 

 

12. 感染后是否要选择剖宫产？ 

答：无论是否感染新冠，分娩方式的选择都是由产

科指征决定的，需要由医生进行综合评估。单纯的

新冠阳性，没有自然分娩禁忌（如心脏功能、肺功

能异常等），能够耐受自然分娩过程的孕妇，可以

选择自然分娩。 

  



 

七、核酸·抗原检测 

1. 核酸检测时，应该注意什么？ 

答：个人要规范戴好口罩、不聚集，保持一米以上

距离。要一字形排队，不要回字形排队。要等前面

的人走后，采样员完成手部消毒以后再上前。不应

触碰采样台上的任何物品，采样后还要尽快戴好口

罩，迅速离开。 

 

2. 如何进行抗原检测？（视频） 

 

请截图扫描二维码观看或复制链接观看：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48



 

406875210752 

3. 如何判读抗原检测结果？ 

答：阳性结果是在 C 和 T 处均显示红色或紫色的条

带，阴性结果是在 C 处显示出红色或紫色条带，而

在 T 处没有显示条带。C 处未显出红色或紫色条带，

无论 T 处是否显示条带，属于无效结果，需要重新

采样进行检测。 

 

 

 

 

 

 

 

 



 

 

 

4.别浪费抗原了！这些抗原使用小贴士请收好 



 

 

 



 

 



 

 



 

 



 

 



 

 



 

 



 

 



 

 



 

更多防护知识点击查看《个人防疫手册（第三版）》 

防疫互助平台 

一、平台指引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71235504587776


 

 

“人民网+”客户端、人民好医生客户端试运行

“防疫互助平台”，为广大群众搭建近距离社区

村组间的药品及防护物资互助共享公益信息平



 

台。扫描上图中的二维码即可参与。 

二、使用说明 

如何在平台找到自己需要的药？如何发布求药、

供药信息？发求助或供药信息涉及费用吗？发布

药品信息时需要注意什么？关于平台使用的一些

常见问题，小编在此一一解答。 

问①：如何在平台找到自己需要的药？ 

 

 

答：第一步，用手机号登录平台后，点击最右侧

的“全部”，选择“供”。 



 

第二步，点选按附近排序或按时间排序，通过筛

选信息，找到更近的供药者或最新的供药信息。 

第三步，发现所需药品，点击相关条目的“与我

联系”，即可通过信息发布人的微信号与其联

系。 

 



 

问②：如何在平台为他人提供药品？ 

答：第一步，用手机号登录平台后，点击最右侧的

“全部”，选择“求”。 

 

第二步，点选按附近排序或按时间排序，通过筛选

信息，找到更近的求药者或最新求药信息。 

 

第三步，发现所需药品，点击相关条目的“与我联

系”，即可通过信息发布人的微信号与其联系。 

 

提醒：可点击最下方“发布”选项，填写地区、小

区名称，选择“我要供药”并留下个人微信号来发

布供药信息。 



 

 

 

 

 



 

 

问③：在平台发布求药或供药信息时需要注意什

么？ 

答：本平台为非处方药互助平台，请勿通过平台

发布处方药帮助或求助信息。 

 

发布药品信息时，请将自己面临的症状、用药的

需求描述清晰；药品提供者需注明所供药品的名

称、功效、用法等信息。避免发错信息、赠错或

用错药品，贻误治疗时机。 

 

特别提醒：向求助者提供药品，请确保所发药品

准确无误且仍在有效期内，并尽可能提供原包装

及药品说明书，方便求助者合理安全用药。推荐

选择“无接触式”传递药品物资，做好药品外包



 

装消毒，降低感染风险。 

 

问④：发布信息需要付费吗？可以向求药者索要

费用吗？ 

 

答：“防疫互助平台”旨在提供非销售渠道的邻

里公益互助，不向供、求任何一方收取任何费

用；也不提倡供药方向求药方索取费用。 

 

特别提醒：如您在平台遇到销售、转售、恶意囤

积或高价收药者，可向平台反馈，一经核实将严

肃处理。 

 

问⑤：平台上发布的信息可信度如何？ 

答：本平台所展示的帮助信息及求助信息均由用



 

户自行发布，请用户谨慎甄别信息真伪、防止受

骗。 

 

 

三、联系我们 

守望相助，共克难关。“防疫互助平台”将持续

优化升级，欢迎大家给平台提出宝贵意见建议。

与此同时，人民网寻求地方兄弟媒体、区县融媒

体中心、乡镇街道与我们结成“防疫互助伙

伴”，携手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联系电话： 

010-65367951  

15010243638  

15010245960 



 

 

 

文件索引 

■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

通知（2022-12-07） 

■ 《关于进一步优化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的通知》解读问答（2022-12-07） 

■ 关于进一步优化就医流程做好当前医疗服务工

作的通知（2022-12-07） 

■ 关于印发以医联体为载体做好新冠肺炎分级诊

疗工作方案的通知（2022-12-07） 

■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感染者居家治疗指南的通知

（2022-12-08） 

■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抗原检测应用方案的通知

（2022-12-08）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6709929960448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6709929960448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673695006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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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8202236486656


 

■ 关于进一步优化发热患者就诊流程的通知

（2022-12-08） 

■ 关于进一步做好当前孕产妇和儿童健康管理与

医疗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2022-12-09） 

■ 关于印发新冠重点人群健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

知（2022-12-09） 

■ 关于印发依托县域医共体提升农村地区新冠肺

炎医疗保障能力工作方案的通知（2022-12-11） 

■ 关于做好新冠肺炎互联网医疗服务的通知

（2022-12-12） 

■ 关于印发新冠病毒疫苗第二剂次加强免疫接种

实施方案的通知（2022-12-14） 

■ 关于印发加强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健

康服务工作方案的通知（2022-12-16）  

■公告（2022-12-26）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8474042295296
http://app.people.cn/h5/detail/normal/5058474042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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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5f0d698fdc7746948e6f7df32c806b1c.shtml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6630916374874368b9fea6c2253289e1.shtml


 

■关于印发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

管”总体方案的通知（2022-12-26） 

■ 《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的总体方案》解读问答（2022-12-26）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

情监测方案》等 5 个文件的通知（2022-12-27） 

4.1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疫情监测方案 

4.2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检测方案 

4.3 重点人群、重点机构、重点场所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乙类乙管”防控指引 

4.4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个人防护指南 

4.5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类乙管”防控培训方案 

■关于转发地方经验做法进一步加强院前医疗急

救服务工作的函（2022-12-28）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e97e4c449d7a475794624b8ea12123c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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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212/ce0210b36e314e4e846a940bd859b82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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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城乡基层充分应用中药汤剂开展新冠病

毒感染治疗工作的通知（2022-12-29） 

■关于印发加强当前农村地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疫情防控工作方案的通知（2022-12-31） 

 

 

来源：国家卫健委网站、人民日报微博、人民好医

生等 

 

更多信息请截图扫描二维码或复制链接下载“人民

网+”客户端了解： 

http://www.people.cn/app/download.html 

http://www.nhc.gov.cn/jws/s7874/202212/4d88d2c4c58f4ce782eadc86d0c0c2df.shtml
http://www.nhc.gov.cn/jws/s7874/202212/4d88d2c4c58f4ce782eadc86d0c0c2df.shtm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2/31/content_5734418.htm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2-12/31/content_5734418.htm
http://www.people.cn/app/download.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