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和職業教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常见问题
尽管 COVID-19 带来了挑战，但纪念斯隆凯特琳的每个人都一直共同努力，为您提供最佳癌症照护。
本信息回答了一些有关 COVID-19 如何影响您本人、您的健康和癌症照护的常见问题。

COVID-19 相关事实
什么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有许多类型。与此次疫情相关的冠状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被称为 SARS-CoV-2，该病毒会
导致 COVID-19。该疾病可引起轻度至重度呼吸问题，可能发展为严重问题，尤其对于老年人和有其
他健康问题（包括癌症患者）的人群。

COVID-19 如何传播？
COVID-19 可在人与人之间进行传播，即当感染者咳嗽或打喷嚏时，COVID-19 会通过飞沫传播至其
附近的人，其传播方式类似于普通感冒或流感。

COVID-19 有什么症状？
COVID-19 会引起感冒或类似流感的症状。其中可能包括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身体疼痛和发冷。
还有一些人报告自己出现了味觉或嗅觉丧失、疲乏、头痛和腹泻的症状。

对癌症患者而言，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通常，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更脆弱。免疫系统脆弱会使身体更难抵御疾病。如果您患有癌症，您和您
的家庭成员应该密切遵循一系列做法来保护自己，尤其包括经常洗手。如果您担心当前或过去的癌症
治疗会导致您感染 COVID-19 的风险升高，我们建议您与您的保健提供者进行讨论。

我如何了解有关 COVID-19 的最新动态？
您可以经常查看本网页以了解 MSK 斯隆的最新更新信息。您也可以访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网页
(www.cdc.gov) 和纽约市健康与心理卫生局网站 (www1.nyc.gov)，查看常见问题的答案或了解更多信
息。

来访 MSK 斯隆
如果我要去 MSK 斯隆赴诊，我需要做些什么？
预约前
赴诊前，我们将要求您填写一份筛查调查问卷，其中的问题包括您可能出现的任何症状和近期
的旅行情况。 COVID-19 筛查是预防疾病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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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来访 MSK 斯隆之前请您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体温。如果您在完成筛查问卷后出现发热（体温超
过100℉或38℃）或任何其他感冒或流感样症状（咳嗽、呼吸困难、身体疼痛、寒战或新发味觉
或嗅觉丧失），请在前往 MSK 斯隆前致电您的 MSK 斯隆医生办公室。
预约期间
为了确保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安全，我们正在限制我们机构内的人数。我们已在两次预约之间留
有足够时间间隔，并且已减少我们所有地点所允许的访客数量。我们更新的访客制度适用于所
有 MSK 斯隆住院和门诊地点，包括纪念医院，并且该制度在进一步通知前一直有效。我们了解
亲人参与照护的重要性，并且我们有一个虚拟访客计划，可使用我们治疗区域中的技术或您自
己的设备来帮助您的亲人陪同您的访视。如果您没有电话或其他设备，我们很乐意借给您一个
在预约期间使用。
当您到达 MSK 斯隆时，请遵循您的医疗保健团队提供的所有特殊指示。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您
分发口罩。请您确保始终佩戴此口罩。您会注意到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佩戴口罩，并且您可能还
会看到有人佩戴其他防护设备，例如面罩。
预约后
预约完成后，您可以选择在外出时顺道前往前台结账，或者让我们联系您进行后续预约。

MSK 斯隆为保护患者和员工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们已经采取了最严格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您在尽可能最安全的环境中继续获得您所期望的世界级的
癌症护理。这些措施包括：
患者筛查：在任何预定访视 MSK 斯隆前一天对所有患者进行筛查。通过电话、短信或我们的患
者门户网站 MyMSK 进行筛查。
有限接触：我们继续遵循社交距离准则，并限制可以进入我们机构的人数。我们已在患者访视
之间留有时间间隔，并且已大幅减少我们地点的访客数量。
路边登记：我们已尽可能地减少您在等候室等候的需要，并采用可以在您的汽车或我们的大楼
入口处完成的登记手续。
清洁和安全的环境：我们已进一步加强了清洁工作，对所有高接触和公共区域进行清洁和消
毒。我们还要求所有患者和工作人员在任何时候都戴上口罩，我们会为任何进入我们机构但没
有口罩的人提供口罩。一些工作人员还穿着隔离衣、戴着手套、面罩和其他保护设备。
工作人员健康检查：在工作前，对所有工作人员进行筛查看是否有任何疾病迹象，并进行日常
健康检查。
检测：我们的 COVID-19 检测正在满负荷运行，使我们能够根据需要随时对患者和工作人员进
行检测。我们也可以安排抗体检测，以确定患者和工作人员以前的感染情况。
虚拟快速登出：如果您不想在外出途中顺道拜访来安排下一次预约，请告知我们，我们会联系
您进行任何后续预约。

MSK 斯隆是否为患者提供远程医疗作为现场访视的替代方案？
是的，MSK 斯隆提供远程医疗（称为远程访视）。远程访视是指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使用电脑、智
能手机或平板电脑与您见面和交谈。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远程访视是否适合您。

MSK 斯隆地点是否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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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们的住院和门诊临床地点仍然开放，我们的医疗团队随时准备提供您所需的护理和治疗。新
患者和现有患者均可预约。 您可以安排亲自访视，或者，如果您无法或不想前来预约，您可以申请
远程医疗预约，这样您就可以在家里舒适地与我们远程通话。
为了继续为您提供安全、出色的护理，我们已暂时转为远程医疗预约或减少部分机构的工作时间：
Bendheim 综合医学中心（周一和周四开放，提供特定服务）
Charles Hallac 患者娱乐中心（纪念医院内）
Sillerman 康复中心（搬迁至第 53 大街的洛克菲勒门诊馆和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的 David H.
Koch 癌症护理中心）
MSK 斯隆的 Ralph Lauren 中心于周一至周五开放
MSK 斯隆咨询中心（每周开放三天，仅限已预约患者。额外的现场访视将安排在其他门诊地点
进行。）
我们通常在这些地点提供的服务会继续在其他地点通过电视提供。

MSK 斯隆会取消任何预约吗？
MSK 斯隆对外开放，随时准备为您提供护理。如果您的预约中有一个需要重新安排以确保您的安
全，医疗团队成员会向您致电
我们了解重新安排访视、治疗或手术可能会给您带来压力。但这些决定是由您的医生和医疗团队的其
他成员在仔细检查您的医疗照护情况和需求后做出的，望知悉。当您的医疗团队认为安全时，我们会
重新安排您的预约。
如果您对即将到来的预约或到 MSK 斯隆进行访视有任何疑问，请与您的医疗团队取得联系。

MSK 斯隆是否接收新患者？
是的，MSK 斯隆会继续接收新患者。

我该如何在 MSK 斯隆预约？
您可以通过致电 MSK 斯隆医生办公室或致电 800-525-2225 联系患者访问服务或在线访问我们来申请
预约。国际患者请致电 212-639-4900。如果您对即将到来的预约有任何疑问，或者如果您的预约被
推迟，请致电您的 MSK 斯隆医生办公室以获得更多信息，或者在必要时重新安排预约。

对于家庭、朋友和照护者
MSK 斯隆会允许访客前来吗？
为了保护您的安全，我们正在减少患者的访客或客人数量。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我们的访客制度。
我们了解亲人参与照护的重要性，并且我们有一个虚拟访客计划，可使用技术来帮助您保持联系。如
果您没有电话或其他设备，我们将借一个供您在 MSK 斯隆时使用。

如果不允许家人和朋友访视，他们怎么才能联系到我？
您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在您方便时随时通过电话、短信或视频聊天与您联系。无论您是入院治疗，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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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们进行门诊预约，我们都可提供平板电脑和其他设备帮助您在接受护理时与您的亲人保持联系。
在您门诊预约期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治疗区域或您自己设备中的技术来帮助您。视频聊天新手？我
们将帮助您了解如何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应用程序。

如果我有感染 COVID-19 的家人或朋友在 MSK 斯隆，我能在哪里获得支持？
如果您正在照顾 COVID-19 患者，我们有很多资源可以提供帮助。您可以通过特别针对看护者的虚拟
小组找到支持，或者通过我们的看护者支持计划与其他看护者建立联系。如果您发现自己正在帮助朋
友或家人从 COVID-19 中恢复过来，我们有教育资源可帮助您对他们进行医疗照护，并管理您可能感
受到的压力。

为 MSK 斯隆患者提供的支持和资源
MSK 斯隆是否有相关资源来帮助我应对 COVID-19 带来的压力？
对 COVID-19 感到有压力、难受或担忧很正常，特别是当您或您的爱人生病时。您可以通过很多途径
来照顾自己和管理压力，包括保持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尝试放松技巧、开始培养一个爱好以及暂时
远离新闻的干扰。MSK 斯隆可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来帮助您处理这种困难的情况。了解更多管理压
力和焦虑的方法。
我们已创建了新的项目，并调整了现有项目，以满足您在这一困难时期的需求。关于我们的社工、营
养师和其他专家举办的系列在线教育和支持项目，请访问我们的虚拟项目。 您也可以从中找到由我
们的综合医学服务部门提供的冥想、引导想象、运动和其他课程。如果您在医院里，您可以尝试一些
我们的保持冷静和保持联系的技巧，或者通过我们的住院病房内的互动电视屏幕浏览包含镇静视频和
冥想在内的资源库。

COVID-19 给我带来了财务问题。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我支付医疗费用吗？
我们了解到，由于 COVID-19，许多人正面临经济困难。我们会继续运营通过食物克服结果差异项
目，该项目致力于为有需要的患者提供食物，为他们提供食品杂货，以及为来访 MSK 斯隆的患者提
供街边快餐。我们的患者账单服务团队也可以随时为您提供帮助。如需了解财务援助选项，请致电
646-227-3378 与我们联系。国际患者请致电 212-639-4900。

COVID-19 的筛查和预防
MSK 斯隆如何对患者进行筛查？
在患者进入任何 MSK 斯隆机构之前，我们均会对其进行 COVID-19 症状筛查，并询问其最近的旅行
情况。如果您出现感冒或类似流感的症状（发烧、咳嗽、呼吸困难、身体疼痛、发冷、新的味觉或嗅
觉丧失），请在前往 MSK 斯隆之前致电 MSK 斯隆医生办公室，即使您已预约。

如何保护自己免于感染 COVID-19？
您可用防止其他呼吸道感染（如普通感冒或流感）的方式保护自己免于感染 COVID-19。
请经常洗手，用肥皂和水至少洗手 20 秒，或者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消毒液。
请勿用未洗过的手触摸您的眼睛、鼻子或嘴巴。
请对您经常触摸的区域进行消毒。这包括桌子、门把手、电灯开关、台面、手柄、桌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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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键盘、厕所、水龙头和水槽。环境保护局已编制一份已知对该新冠病毒有效的消毒剂产品
清单。
请尽量待在家里。如果您需要外出，请与他人保持至少 6 英尺的安全距离，在难以保持安全距
离的公共环境（例如杂货店和药店）中，请佩戴布制面部遮盖物，比如围巾。

COVID-19 的检测和治疗
我能在 MSK 斯隆接受 COVID-19 检测吗？
我们正在筛查患者是否有 COVID-19 的症状，并根据需要对他们进行检测。MSK 斯隆目前不向公众
提供检测服务。

我注意到患者病历表上显示在我的实验室测试中检测到了“冠状病毒”。这是否意味着
我可能感染了 COVID-19？
并非如此。在 MSK 斯隆进行的常规检测仅可检测出存在已久的冠状病毒类型，例如引起普通感冒的
冠状病毒类型。如果您已在 MSK 斯隆接受了 COVID-19 检测，结果将单独显示为 COVID-19。

COVID-19 检测是怎样的？
最常见的检测方式包括，医疗保健提供者会在您的鼻子中放置拭子，从您的鼻后和咽喉处采集样本。

如果我感染 COVID-19，会被转送至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吗？
不会的。如果您目前正在 MSK 斯隆接受癌症治疗，若您感染 COVID-19，您将不会被送往其他医
院。如果您需要住院，我们有专门的部门来照顾 COVID-19 患者。如果您患有 COVID-19 并且状况较
好可以回家，来自我们 COVID-19 管理计划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会为您提供照护。

作为一名癌症幸存者，我需要了解哪些关于 COVID-19 的信息？
癌症和癌症治疗会削弱免疫系统，但是治疗结束后，大多数人的免疫系统都会恢复。感染 COVID-19
的最大风险因素是暴露于病毒中，因此作为癌症幸存者，您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遵循 CDC 指
引，例如社交距离和彻底洗手。如果您担心过去的癌症治疗会导致您感染 COVID-19 的风险更高，请
您与您的保健提供者沟通讨论。
上次更新時間
星期三, 一月 13, 2021
For more resources, visit www.mskcc.org/pe to search our virtual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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