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inese (Simplified) 

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帮助您恢复的信息和资源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感染 COVID-19 后，您会很难受。如果您或您的亲人在罹患 COVID-19 后健康受到长

期影响，您可能需要帮助才能应对这些影响。您并不孤独。在恢复的过程中，您会得

到支持。 

此资源可以帮助您了解 COVID-19 的影响，并应对罹患 COVID-19 之后可能面临的健康

挑战。它还可以帮助您与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制定计划，以改善您的健康和管理您的

症状。在您恢复时，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您就可以回归到您需要和想要做的事情上。 

此资源适用于谁？ 
(Who is this resource for?) 

此资源适用于正在从 COVID-19 中恢复并持续存在健康问题的人。它也适用于从 

COVID-19 中恢复的患者的照护者。 

什么是长期 COVID（新冠长期症状）？ 
(What is long COVID?) 

无论您的年龄或健康状况如何，每个人从 COVID-19 中恢复的方式都不同。有些人几

周后就感觉有好转。对另一些人来说，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好转。长期 COVID 指

在病毒确诊后几个月仍有症状。 

我们正在进行长期 COVID 的研究，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信息。 

一些长期 COVID 的症状如下 
(Some symptoms of long COVID) 

• 呼吸急促（感觉呼吸不够深）

• 心悸（心跳快或不规则）

• 咳嗽不停

• 发热

• 吞咽问题（吞咽困难）

• 咽喉痛

• 失去味觉（味觉丧失）

• 失去嗅觉（嗅觉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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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痛

• 耳鸣（耳朵有嗡嗡声）

• 肌肉和关节疼痛

• 精神健康状况（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 感到非常虚弱和疲劳（疲乏）

• 肠道问题（腹泻、便秘、恶心和呕吐）

• 睡眠问题

• 感觉头晕

• 视力变化（视觉能力）

• 听力变化

• 鼻塞

• 神志不清、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集中

• 皮疹

我应该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 
(When should I call my healthcare provider?) 

每个人从 COVID-19 中恢复的方式都不同。如果您有以下情况，请务必联系您的医疗

保健服务者： 

• 担心您的恢复情况

• 感觉呼吸急促，无论您作何尝试，情况都没有好转

• 在做一些平常很容易的事情时，您会感到呼吸急促

• 发现您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和精力水平都没有改善

• 您的症状会让您难以或者无法进行日常活动（比如照顾自己或重返工作岗位或

学校）

• 感到抑郁、焦虑或压力，并且这种感觉并没有好转

如果是紧急医疗事故，请立即拨打 911。这包括： 

• 严重呼吸困难（每次呼吸都困难，每次只能说一个字）

• 严重胸痛

• 很难醒来

• 感觉很困惑

• 失去知觉或昏厥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After Covid-19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3/27 

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罹患 Covid-19 后——帮助您恢复的信息和资源

After Covid-19 -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s to help you rec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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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症状 
(Symptoms) 

如果您感染了 COVID-19，症状可能会持续。阅读更多关于在 COVID-19 恢复期间如

何管理症状的内容。 

阅读更多内容： 
(Read more about:) 

• 感觉呼吸急促

• 咳嗽

• 饮食和吞咽

• 失去味觉和嗅觉

• 关节和肌肉疼痛

感觉呼吸急促 
(Feeling short of breath) 

罹患 COVID-19 后呼吸急促是常见现象。这种感觉就像您的肺不能吸入足够的空气。

可能发生在您生病和恢复的时候，因为这时您的力量和健康都在流失。 

当您慢慢地做更多的活动时，呼吸急促应该会好转。当您恢复的时候，尝试使用下面

的姿势和技巧来帮助自己更轻松地呼吸。 

帮助缓解呼吸急促的身体姿势 
(Body positions to help with shortness of breath) 

当您感觉呼吸急促时，用以上任何一种姿势缓慢、有控制地呼吸。您可以听听 深呼吸音

频曲目，或了解 压力管理：放松呼吸练习，来学习更多关于如何在呼吸时放松的知识。 

高位侧躺 
(High side lying) 

1. 侧身躺下。

2. 用枕头支撑头部和颈部。

3. 膝盖微微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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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前倾，坐在桌子上 
(Forward lean sitting onto a table) 

1. 坐在桌前。

2. 身体从腰部向前倾，头和脖子放在枕头上，手臂放在桌子上。

（您也可以尝试不用枕头。）

以坐姿前倾，前面不放桌子 
(Forward lean sitting with no table in front) 

1. 坐在椅子上。

2. 身体前倾，将手臂放在大腿上或椅子扶手上。

身体前倾站立 
(Forward lean standing) 

1. 站立。

2. 身体前倾到窗台或其他稳定的表面上。

靠背站立 
(Standing with back support) 

1. 站立时，背靠墙，双手放在身体两侧。

2. 双脚离墙约 30 厘米（1 英尺），稍微分开。

呼吸急促时的呼吸方法 
(Ways to breathe when you’re short of breath) 

点击下面的呼吸运动链接（如撅唇呼吸和腹部呼吸），您可以尝试这些方法来缓解呼

吸急促： 

• COPD：放松呼吸的运动（视频——MyHealth.Alberta.ca）请注意，这些信息不

仅适用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COPD)，也适用于您的 COVID-19 恢复。

• COPD：学会更轻松地呼吸（MyHealth.Alberta.ca）请注意，这些信息不仅适用

于慢性阻塞性肺病 (COPD)，也适用于您的 COVID-19 恢复。

• COPD 呼吸技巧（MyHealth.Alberta.ca）请注意，这些信息不仅适用于慢性阻塞

性肺病 (COPD)，也适用于您的 COVID-19 恢复。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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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 
(Coughing) 

在患上 COVID-19 等呼吸系统疾病后，咳嗽是常见现象。您可能会干咳或咳嗽时带有

粘液（排痰性咳嗽，这是您的身体试图摆脱粘液的方式）。如果无法控制咳嗽，您会

很难受，会让您感觉很累。 

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您控制咳嗽，让您感觉好些。这些包括控制咳嗽和以不同的姿势

躺着，以帮助排出肺部的粘液。 

点击以下链接，学习这些技巧和更多帮助控制咳嗽的方法: 

• 缓解咳嗽 (MyHealth.Alberta.ca)

• COPD：清理您的肺 (MyHealth.Alberta.ca)

• COVID-19：如何管理症状 (MyHealth.Alberta.ca)

如果您的咳嗽让您感到呼吸急促，气喘吁吁，医生或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可能会开具吸

入器来帮助缓解您的咳嗽。阅读什么是吸入器？了解更多有关吸入器的内容 

(MyHealth.Alberta.ca) 

饮食和吞咽问题 
(Eating, drinking, and swallowing problems) 

如果您因 COVID-19 住院，您可能需要将一根吸气管连接在呼吸机（帮助您呼吸的机

器）上。如果是这样，您可能会难以吞咽食物、饮料或药物。这是因为帮助吞咽的肌

肉可能已经变得虚弱。您可能会注意到： 

• 进食或饮水时咳嗽或窒息

• 进食或饮水后声音湿润

• 您有大量胸部感染，这对您来说不正常

• 当您进食或饮水时，感觉喉咙里有东西

吞咽和营养 
(Swallowing and nutrition) 

吞咽问题可能让您难以获得丰富的营养。足量进食和饮用足够的液体，对帮助您从 

COVID-19 中恢复非常重要。如果您吞咽困难，请尝试这些提示，可以帮助您安全地

获得营养： 

• 进食或饮水时坐起身来。不要躺着进食或饮水。

• 吃完饭后保持坐姿、站姿或散步至少 30 分钟。

• 当您开始恢复时，选择柔软、光滑或潮湿的食物，或者把食物切成小块。

• 专心吃东西，不要同时做其他事情，比如看电视、看书或说话。

• 慢食慢饮。小口进食。细细咀嚼食物后再吞咽。在两口食物之间喝一小口饮料。

• 将嘴中食物吃干净后，再继续进食或饮水。如果需要，再次吞咽。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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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您感到有意识和休息充分后再进食。

• 如果饱食会让您感到疲倦，那就减少食量。

• 如果您咳嗽或窒息，或者在您进食和饮水时呼吸困难，那就休息一下，等恢复

后再继续。

吞咽和感染 
(Swallowing and infections) 

当您的吞咽肌肉无力时，您的身体也会难以保护呼吸道免受食物、饮料或唾液的伤害。

吞咽问题也会增加您窒息和肺部感染的风险。 

您的喉咙后面连接着 2 个管道： 

• 1 个管道用于呼吸，通向您的肺（称为气管）

• 1 个管道用于吞咽，通向您的胃（称为食管）

负责吞咽的肌肉，使食物、水和唾液通过管道进入您的胃，并阻止它们进入您的肺

部。身体虚弱时，食物、水和唾液就会进入肺部。这会让您窒息并导致肺部感染。如

果您在吞咽方面有困难，请遵循以上的吞咽和营养提示来保护您的呼吸道。这将有助

于防止窒息和肺部感染。 

如果食物、液体或唾液进入呼吸道，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降低感染的风险： 

• 每顿饭后刷牙

• 多喝水

这些措施有助于保持口腔健康。 

如果您仍然对吞咽感到担忧，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或语言病理学家，或拨打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康复咨询热线。（链接页面可能仅提供英文版本。）

失去味觉和嗅觉 
(Loss of taste and smell) 

罹患 COVID-19 后，您可能会注意到： 

• 味觉发生变化

• 嗅觉发生变化

您的嗅觉与味觉紧密相连。如果您闻不到食物的味道，就很难尝出它的滋味。失去嗅

觉或味觉会导致食欲不振（您不会感到饥饿），而且可能会让您吃得更少。这会让您

面临得不到足够营养的风险，您可能会无意中减轻体重。 

• 当您的味觉和嗅觉发生变化时，尝试这些小技巧来获得良好的营养：

• 准备五颜六色的食物。

• 使用强烈的调味剂，如肉桂、辣椒、芥末或醋。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http://www.ahs.c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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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试不同温度的食物，如热的、常温的和冷的食物。

• 食用不同质地的食物，如松脆的或柔软的食物。（如果您感到吞咽困难，请参

阅有关饮食和吞咽问题的部分。）

• 尝试专注于您的食物——味道、口感和外观。

关节和肌肉疼痛 
(Joint and muscle pain) 

在您从 COVID-19 中恢复期间，您可能会出现关节或肌肉疼痛。卧床几天以上会导致

关节僵硬和肌肉无力。他们可能会感到疼痛、灼烧、疲倦、僵硬或疼痛。在您恢复

时，这里有一些建议可以帮助您的关节和肌肉感觉更好： 

• 当您可以下床时，尽量不要长时间以一种姿势坐着或躺着。经常改变您的姿势

（例如，一个小时一次）。起床去洗手间，去厨房拿饮料，或者去看看窗外。

• 做一些轻柔的伸展运动，重新运动您的关节和肌肉。这可以帮助您控制自己的

疼痛。参见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部分，了解您可以尝试的轻柔伸展运动。

• 查看使用热敷或冰敷来减轻疼痛的信息（注意，您可以使用热敷或冰敷来缓解

身体其他部位的疼痛，而不仅仅是您的下背部）。

• 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或药剂师询问是否服用非处方止痛药，如扑热息痛

（泰诺）、布洛芬（艾德维尔、摩特灵）或甲氧萘丙酸（萘普生）。按照包装

上的说明服用。

• 了解更多关于行动困难时保持精力充沛的内容。

• 拨打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康复咨询热线，获取管理关节和肌肉疼痛的建议。

（链接页面可能仅提供英文版本。）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After Covid-19 - Symptoms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findhealth/service.aspx?source=mha&Id=1080775&facilityid=1011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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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自我护理 
(Self-care) 

如果您感染了 COVID-19，您起床后，会感到疲倦，精力不如以前。阅读更多关于如

何从 COVID-19 中恢复的内容。 

阅读更多内容： 
(Read more about:) 

• 回归日常生活

• 管理您的精力

• 吃好

• 睡好

回归日常生活 
(Getting back into a routine) 

感染 COVID-19 后，您的精力可能大不如前。您做的每件事都需要精力，完成每天的

任务比以前更费力。 

当您准备就绪，就尝试起床，穿好衣服，回到基本的日常生活。这有助于您恢复。这也

会避免去适应作用。去适应作用指一段时间不活动后体力和健康状况下降，就像生病卧

床一样。请务必在感到安全时就开始活动；您在床上躺的时间越长（一天中的全部或大

部分时间都在躺着），您失去的体力和健康就越多，就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恢复。 

基本日常工作包括： 

• 洗脸

• 刷牙

• 穿衣服

• 去厨房吃饭

• 睡觉时穿上睡衣

做这些日常工作对您的肌肉、精力、心脏、肺和情绪都有好处。按您自己的节奏做。

如果您在某天只有起床和穿衣服的精力，那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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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您的精力 
(Managing your energy) 

管理、节省或保存您的精力都意味着，找到用尽可能少的精力完成日常任务的方法。

这在您恢复时很重要，因为您可能会感觉比平时更累。指定活动计划，调整自己的节

奏，决定什么对您重要，这些都有助于管理您的精力。 

有什么方法可以管理我的精力？ 
(What are some ways to manage my energy?) 

以下网页提供了一些建议，让您在从 COVID-19 中恢复时注意保持精力。 

• 当您有慢性阻塞性肺病或其他慢性疾病 （包括 COVID-19）时，请节省精力
(MyHealth.Alberta.ca)

• 踱步和节省精力 （请注意，这些信息不仅适用于脑震荡，也适用于您的

COVID-19 恢复。）(MyHealth.Alberta.ca)

哪些工具可以帮助我管理自己的精力？ 
(What tools can help me manage my energy?) 

有很多设备或工具（称为辅助设备或适应性设备）可以帮助管理您的精力。其中包括： 

• 梳洗和穿衣的工具

• 完成日常琐事的工具

• 出行工具

• 适应性设备，如四轮助行器、浴室坐垫或带扶手的马桶座垫

了解更多关于帮助您在恢复期间节省精力的辅助设备。 

许多社区都有短期借用设备的项目。如果您认为需要，请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

询如何短期借用设备。如果您在寻找或借用设备方面需要帮助，您可以拨打 AHS 康复

咨询热线。更多信息请参见资源部分。（链接页面可能仅提供英文版本。） 

吃好 
(Eating well) 

食物让您的身体保持精力充沛。当您生病和从 COVID-19 恢复时，保持饮食是很重 

要的。 

我需要什么营养来恢复？ 
(What nutrition do I need to recover?) 

为了获得所需的营养，每天要吃各种各样的食物，例如： 

• 蛋白质食物（肉、家禽、鱼、蛋、奶制品、豆类和扁豆）帮助维持和重建肌肉

• 水果、蔬菜和全谷物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纤维，帮助身体从疾病中恢复

• 健康的脂肪（坚果和种子、橄榄油、脂肪多的鱼（如鲑鱼）、鳄梨）能为您提

供身体恢复所需的精力和营养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http://www.ahs.ca/ral
http://www.ahs.c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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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体（水、咖啡或茶、牛奶或植物饮料、运动饮料和营养补充饮料），如果您

出现发热、呕吐或腹泻，这些流食特别重要

当我精力不足时，我怎么进食？ 
(How can I eat and drink when my energy is low?) 

当您感到疲倦或精力不足时，这里有一些可以帮助您进食的建议。 

• 小口吃，这样吃的时候呼吸更轻松。

• 细嚼慢咽，每吃一口都停下来喘口气。

• 每天吃 5 到 6 次小餐，而不是 3 次大餐。

• 如果您太累，无法按时吃完正餐或零食，进食一些能量（热量）和蛋白质含量

更高的食物和饮料。例如在冰沙中加入希腊或冰岛酸奶，在三明治中加入鳄

梨，或在食物中加入磨碎的奶酪或坚果酱。

• 饭后喝些液体，这样您就不会很快吃饱。

• 如果您需要边吃边喝，可以喝少量的液体。

• 即使您不觉得饿，也要每 2 到 3 小时吃一次点心。

• 在正餐或零食中添加营养补充饮料、能量棒或布丁，以获得额外的精力和蛋

白质。

• 如果您感到窒息或吞咽困难，请参阅有关饮食和吞咽部分，以获得更多建议。

我在哪里可以详细了解和找到帮助我更好进食的资源？ 
(Where can I learn more and find resources to help me eat well?) 

当您恢复时，请参阅以下链接以了解更多关于健康饮食、营养以及计划和购买健康饮

食的信息。 

• COVID-19：恢复营养——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营养服务部 (ahs.ca)

• 选择和准备健康的食物——Alberta Health Services 营养服务部 (ahs.ca)

• 营养和体力活动 (MyHealth.Alberta.ca)

• 进餐计划（菜单计划和食品清单）(MyHealth.Alberta.ca)

• 健康食品清单示例 (MyHealth.Alberta.ca)

如果 COVID-19 使您更难获得食物（例如，您不能离开家或您没有收入），请到“资

源”部分了解寻求帮助的地点。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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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好 
(Sleeping well) 

不同的人需要的睡眠时间不同。当您从疾病中恢复时，需要更多的睡眠是正常现象。

您可能需要在白天休息或小睡一会儿——这没关系。您的身体正在努力恢复。 

您睡了多少小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醒来时的感觉如何。如果您感觉没有恢复精

力，您可能需要更多的睡眠。 

以下页面将为您提供有关睡眠问题的信息，以及帮助您提高睡眠质量的建议： 

• 睡眠和健康 (MyHealth.Alberta.ca)

• 失眠：改善睡眠 (MyHealth.Alberta.ca)

• 睡眠问题，12 岁及以上 (MyHealth.Alberta.ca)

• 睡眠期刊（活动）(MyHealth.Alberta.ca)

• 30 天让您得到充分休息（活动）(MyHealth.Alberta.ca)

如果您仍然有睡眠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药剂师或致电 

Health Link 811。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After Covid-19 - Self-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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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大脑健康和心理健康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如果您曾罹患 COVID-19，您可能会难以集中注意力、记忆力减退。您可能还会感到

抑郁、焦虑或出现其他心理健康问题。进一步了解从 COVID-19 中康复时如何管理大

脑健康和心理健康。 

阅读更多内容： 
(Read more about:) 

• 神志不清、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集中

• 抑郁、焦虑、压力

神志不清、记忆力减退和注意力不集中 
(Brain fog, trouble with memory and concentration) 

COVID-19 患者通常有以下问题： 

• 思维

• 记忆

• 关注或注意

如果您有这些问题，务必和家人谈谈。思维、记忆和注意力的变化会影响您的人际关

系、您的日常任务，以及您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这些难题可能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

消失。如果您的记忆或思维没有好转，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或与心理学家

或职业治疗师谈谈。 

在思维、注意力和记忆方面，我可以做哪些尝试？ 
(What can I try for thinking, attention, and memory concerns?) 

如果您在清晰思考、集中注意力和记忆方面有困难，可以试试下面这些方法。您也可

以查看“管理您的精力和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部分的相关内容，获得更多可能有帮助

的想法。 

活动您的身体，帮助大脑恢复 
(Exercise your body to help your brain recover) 

如果您感到虚弱、呼吸急促，或者很容易疲劳，就很难开始运动。在您的日常生活中，

逐渐尝试增加一些温和的运动。请查看“运动”部分的一些建议，帮助您开始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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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您的大脑 
(Exercise your brain) 

尝试做您喜欢的事情，让大脑运转。从有难度但仍然可以完成的事情开始。如果您觉

得准备就绪，可以逐渐尝试难度更大的事情。您可以尝试： 

• 新的爱好或活动

• 拼图

• 文字和数字游戏

• 记忆游戏

• 阅读

制作清单、笔记和提醒 
(Make lists, notes, and alerts) 

尝试在手机上设置闹钟，用来提醒您需要做哪些事情。制定每日清单或在您所见之处

做好记录，以提醒自己。 

把任务分解成小步骤 
(Break down tasks into small steps) 

您可以把大任务分成小任务。这样可以更容易完成任务。 

例如，早上您可能想要： 

1. 起床、刷牙、梳头。

2. 休息一下。

3. 穿上衣服。

4. 休息一下。

5. 准备早餐，然后吃早餐。

6. 休息一下。

获取更多关于如何管理记忆问题和日常任务的提示。(MyHealth.Alberta.ca) 

抑郁、焦虑、压力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感染 COVID-19 会对您的心理健康造成严重影响。在您生病和恢复的阶段，感到有压

力、焦虑（担心、恐惧）或抑郁（感到非常悲伤、绝望）是常见现象。管理好这些情

绪对您的恢复至关重要。 

如果您有心理医疗保健服务人员，那么在您恢复的过程中，不妨与他们好好进行一番

交谈。许多服务人员提供电话或在线支持。如果您没有心理健康支持，您的症状也没

有好转，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如您的家庭医生）或拨打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心理健康热线寻求帮助。（链接页面可能仅提供英文版本。） 

After Covid-19 -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findhealth/service.aspx?id=6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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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人交流是另一种改善心理健康的方式。如果您不能亲自联系，就通过网络或电

话与朋友或家人保持联系。记住，您可以寻求帮助。让家人和朋友们知道，即使并不

总能立即得到您的回应，他们仍然可以在您康复期间伸出援手。 

有关压力、焦虑和抑郁的更多信息，以及帮助自己改善情绪的方法，请访问下面的链

接。请参阅“资源”部分以获得更多帮助。 

抑郁 
(Depression) 

• 抑郁 (MyHealth.Alberta.ca)

• 抑郁、焦虑、身体健康问题 (MyHealth.Alberta.ca)

• 抑郁：停止消极的想法 (MyHealth.Alberta.ca)

焦虑 
(Anxiety) 

• 焦虑 (MyHealth.Alberta.ca)

• 焦虑：停止消极的想法 (MyHealth.Alberta.ca)

压力 
(Stress)

• 压力管理 (MyHealth.Alberta.ca)

• 减轻压力的方法 (MyHealth.Alberta.ca)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罹患 Covid-19 后——大脑健康和心理健康
After Covid-19 - Brain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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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 

(Returning to work or school) 

罹患 COVID-19 后，务必要逐渐恢复常规活动。每个人都以不同的速度恢复工作、学

校或其他常规活动。 

什么时候回去比较合适？ 
(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go back?) 

有些人在隔离期满后就感觉良好，可以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其他人可能仍会有症状，

如感到非常疲倦、呼吸急促、记忆困难，甚至持续数月。这些症状会使患者更难恢复正

常活动。（参见 症状 和 大脑健康 部分了解更多内容。）如果您仍然有这些症状，现在就

恢复活动可能还为时过早。和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谈谈哪些做法最适合您。 

我怎样才能更轻松地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 
(How can I make going back to work or school easier?) 

在您没有做好准备之前，不要尝试以前做过的所有事情。当您在恢复时，最好是逐渐

恢复正常的工作或学校生活。这可能意味着： 

• 和您的雇主谈谈逐步回归工作，改变您的工作时间，或者在家工作

• 在您恢复期间承担更容易履行的职责

• 确保多休息

• 和您的校长或老师一起制定一个计划，按照您自己的节奏学习

• 获得照顾儿童方面的支持

以下链接提供更多信息，以及罹患 COVID-19 后重返工作岗位和学校的提示和建议。 

• 工作岗位和学校 （请注意，此页面上的信息也适用于生病或脑损伤后重返工作

岗位和学校的人。）(MyHealth.Alberta.ca)

• 回到学校和恢复运动 （请注意，此页面上的信息也适用于儿童在生病和头部受

伤后返回学校和恢复运动。）(MyHealth.Alberta.ca)

• 重返工作岗位？ （请注意，这些建议在生病和背部受伤后也很有用。）
(MyHealth.Alberta.ca)

• 基本原则：重返工作岗位计划 （此加拿大政府资源提供了建议，帮您在恢复期

间重返工作岗位制定计划。）(Cana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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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在罹患 COVID-19 之后遭遇欺凌或歧视怎么办？ 
(What if I face bullying or stigma after COVID-19?) 

一些人在罹患 COVID-19 后重返工作岗位或学校时，可能会遭遇欺凌或歧视。也就是

说，其他人会因为您生病而瞧不起或责备您。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您身上，请寻求帮

助。您并没有犯错，您的公司或学校需要在您恢复时为您提供帮助。 

了解更多关于歧视和 COVID-19 的信息。(MyHealth.Alberta.ca)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After Covid-19 - Returning to work or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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罹患 Covid-19 后 
(After Covid-19) 

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逐步恢复运动在 COVID-19 后的恢复阶段至关重要。准备就绪后，请阅读更多关于运

动如何对您有帮助的内容。您还可以在家里做运动和拉伸。 

阅读更多内容： 
(Read more about:) 

• 运动如何帮助恢复

• 热身运动

• 有氧运动

• 力量运动

• 放松运动

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运动如何帮助恢复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How exercises helps recovery) 

如果您仍然很难做一些基本的事情，比如穿衣服或洗澡，那么现在运动可能为时过

早。对于一些刚刚从 COVID-19 中恢复的人而言，过度运动可能会让他们更加疲劳。

运动时要慢，要小心。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与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交谈，或拨打 

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康复咨询热线。（链接页面可能仅提供英文版本。）

保持精力充沛和运动的理由有很多。当您感觉足够好时，运动可能是有助于您恢复的

一个重要手段。运动可以帮助您： 

• 减少呼吸急促的感觉

• 让肌肉更强壮

• 提高平衡和协调能力

• 让思维更清晰

• 减轻压力，让您心情更好，自我感觉良好

• 有更多的精力去做您想做的事情

逐渐开始，每周锻炼 5 天，每次 20 到 30 分钟。您也可以尝试缩短一天中每次运动的

时间，但增加运动次数。请记住，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做到您在感染 COVID-19 

之前所能做的一切。

http://www.ahs.ca/ral


Chinese (Simplified) 

罹患 COVID 后——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  19/27 

以下部分为您提供了您可以尝试的各种运动。记住，任何让您感到有点呼吸急促的活

动都算作运动。当您感觉更好的时候，您可以小心地增加运动量。 

运动安全 
(Exercising safely) 

运动安全很重要。与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合作，在您恢复期间制定一个安全的运动计划

是一个好主意。尤其重要的是，如果您： 

• 因为 COVID-19 住院

• 还有其他健康问题或受伤

• 正在接受医生开具的氧气治疗（如果您正在使用氧气治疗，您必须在做任何运

动前先和医生沟通）。

牢记以下运动安全提示： 

• 运动前一定要热身，运动后一定要放松。

• 穿宽松舒适的衣服和舒服的鞋子。

• 饭后至少等一小时再运动。

• 多喝水。

• 天气很热时不要运动。

• 天气寒冷时在室内运动。

• 按照适合您的强度运动。可以增加难度，但不要太强迫自己。

和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讨论何时运动 
(When to talk to your healthcare provider about exercise) 

如果您出现上述任何症状，请停止运动或避免运动，并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 

• 恶心（胃不舒服）

• 头昏眼花或眩晕

• 呼吸非常短促（运动时出现一些呼吸急促是正常现象——参见“感觉呼吸急促”

部分）

• 感觉胸闷

• 疼痛

了解更多关于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的内容 
(Learn more about exercise and being active) 

浏览以下链接，了解更多关于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的内容： 

• 健身和运动 (MyHealth.Alberta.ca)

After Covid-19 -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Chinese (Simplified) 

罹患 COVID 后——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  20/27 

• 如何开始保持精力充沛：身体活动和运动 (MyHealth.Alberta.ca)

• 给不喜欢运动的人的提示 (MyHealth.Alberta.ca)

热身运动 
(Warm-up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完成基础性任务仍然有困难，那么现在开始运动可能为时过早。在 

COVID-19 患者的恢复过程中发现，过度运动可能 让他们感觉非常疲劳或情况更糟。

运动时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询，获得更多建议。 

热身可以让您的身体为运动做好准备，这样您就不会受伤。您的热身应该持续约 5 分

钟，在结束的时候，您应该感到轻微的呼吸急促。您可以坐着或站着做热身运动。如

果您是站着热身，如果需要，请抓住稳定的表面来保持平衡。每个动作重复 2-4 次。 

耸肩 

(Shoulder shrugs) 

1. 朝着您的耳朵慢慢抬起您的肩膀。

2. 放松您的肩膀。

肩膀绕圈 
(Shoulder circles) 

1. 保持双臂放松，放在身体两侧或大腿上。

2. 慢慢地将肩膀向前转动一圈，然后再向后转动一圈。

侧向弯曲 
(Side bends) 

1. 身体伸直，双臂放在身体两侧。

2. 将一只手臂向地面滑动一小段距离，侧向弯曲。

3. 重新站直。

4.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膝盖提拉 
(Knee lifts) 

每次让一侧的膝盖缓慢上下移动。您的脚每次应该离地 10 到 

15 厘米（3 到 6 英寸）。 

After Covid-19 -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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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踝拍打 
(Ankle taps) 

1. 如果您需要，抓住一个稳定的椅子或表面，获得支撑。

2. 用一只脚轻拍脚趾，然后用脚后跟轻拍您前面的地面。

3. 用另一只脚重复这个动作。

脚踝绕圈 
(Ankle circles) 

1. 用一只脚的脚趾在空中画圈。

2. 用另一只脚重复这个动作。

运动和保持精力充沛：有氧运动 
(Exercising and being active: Aerobic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完成基础性任务仍然有困难，那么现在开始运动可能为时过早。在 

COVID-19 患者的恢复过程中发现，过度运动可能 让他们感觉非常疲劳或情况更糟。

运动时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询，获得更多建议。 

有氧运动（也称为心肺运动）有助于血液流动，保持您的心肺健康。 

原地踏步 
(Marching on the spot) 

如果您不能在外面散步，或者您走路时需要经常坐下休息，请选择这

项运动。 

1. 如果您需要，抓住一个稳定的椅子或表面，获得支撑。在附近找把椅子休息。

2. 每次提起一侧的膝盖。

如果这很容易，就为自己增加难度，把腿抬得更高一些（如果可能，抬高臀部）。 

上台阶运动 
(Step ups) 

如果您不能在外面散步，或者您走路时需要经常坐下休息， 

请选择这项运动。 

1. 使用小台阶，如一段楼梯的最下面的台阶

2. 如果需要，抓住扶手以获得支撑。在附近找把椅子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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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下台阶运动。

4. 每走 10 步后，换另一条腿。

如果这很容易，就为自己增加难度： 

• 使用更高的台阶或加快上下台阶的速度

• 如果您的平衡足够稳定，请在上下台阶的时候手持哑铃

散步 
(Walking) 

如果可以在户外运动，请选择散步。如果需要，请使用助行器或拐杖。选择一条平坦

的路线。 

如果散步很容易，就为自己增加难度： 

• 增加散步速度或距离

• 爬山

慢跑或骑自行车 
(Jogging or cycling) 

如果您符合以下条件，请选择这些活动： 

• 在感染 COVID-19 之前能完成这些活动

• 恢复期间准备好迎接更多的挑战

只有在您安全且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同意的情况下，您才可以慢跑或骑车。 

力量运动 
(Strength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完成基础性任务仍然有困难，那么现在开始运动可能为时过早。 在 

COVID-19 患者的恢复过程中发现，过度运动可能让他们感觉非常疲劳或情况更糟。

运动时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询，获得更多建议。 

当您不舒服的时候，您的肌肉可能变得更弱。加强运动能让您更强壮。 

尝试每周做 3 次力量运动。您可以做 3 组，每组重复 10 次，两组之间休息一会儿。如

果您发现难以开始这些运动，不要担心——减少每组重复次数，然后逐渐增加。当您

变得更强壮时，使用更重的哑铃增加您的肌肉强度。 

保持良好的姿势，背挺直，收腹。缓慢运动。记住，当您做比较容易的部分时吸气，

做比较困难的部分时呼气。例如，在做二头肌屈身练习时，举起杠铃时呼气，放下杠

铃时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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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头肌（上臂）卷曲 
(Bicep (upper arm) curl) 

您可以坐着或站着做这项运动。 

1. 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每只手握一个哑铃，手掌朝前。如果您

没有哑铃，您可以用一罐食物或一个水瓶。

2. 保持手臂上部不动。

3. 轻轻弯曲肘部，抬起手臂的下部，举起哑铃。

4. 缓慢地把哑铃放回去。

如果这很容易，就使用更重的哑铃为自己增加难度. 

推墙 
(Wall push off) 

1. 将您的双手平贴在与肩同高的墙壁上，手指向上，保持您的脚距

离墙壁约 30 厘米（1 英尺）。

2. 保持身体挺直，弯曲肘部，朝着墙的方向缓慢俯身。

3. 再次轻轻推开墙壁，直到双臂伸直。

如果要增加难度，站得离墙远一点。 

手臂抬到身体两侧 
(Arm raises to the side) 

您可以坐着或站着做这项运动。 

1. 每只手握一个哑铃，将双臂放在身体两侧，手掌朝内。如果

您没有哑铃，您可以用一罐食物或一个水瓶。

2. 双臂向两侧伸开，与肩部齐平（但不要高于肩部）。

3. 慢慢放下您的手臂。

如果这让您的肩膀感到疼痛，尝试以下调整： 

• 不要使用哑铃。

• 让拇指指向身体外侧。（当您达到动作的最高点时，它们会指向天空。）

• 双臂稍微向前。（您不用直接把它们举到一侧，而是介于一侧和正前方之间。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角度。）

如果要增加难度，请将您的手臂抬得更高（但不要高于肩膀水平）或使用更重的哑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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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立运动 
(Sit to stand) 

1. 双脚分开坐下，与臀部同宽。

2. 手臂放在身体两侧或交叉在胸前，慢慢地站起来。

3. 保持这个姿势，数到 3。

4. 慢慢地坐回椅子上。

在整个运动过程中保持双脚落于地面。 

如果您必须借助手臂支撑才能从椅子上站起来，请尝试使用更高的椅子。

如果一开始仍然觉得太难，请借助手臂。 

如果要增加这个运动的难度： 

• 更加缓慢地运动

• 使用较低的椅子

• 在胸前握着哑铃

伸直膝盖 
(Knee straightening) 

1. 双脚并拢坐在椅子上。

2. 伸直一个膝盖，将腿伸直一会儿，然后慢慢放低。

3. 用另一条腿重复这个动作。

如果要增加这个运动的难度，请伸直腿后，数到 3，或者更加缓慢地运动。 

下蹲 
(Squats) 

1. 背靠墙或其他稳定的表面站立，双脚稍微分开。

2. 双脚离墙约 30 厘米（1 英尺）。（或者把双手放在稳定的椅子上。）

3. 背靠墙或抓住椅子，缓慢微微弯曲膝盖。您的背会沿着墙面向下滑。

4. 保持臀部高于膝盖，在运动到最低点时，保持膝盖弯曲但不要超过脚趾。

5. 稍等片刻，再慢慢伸直您的膝盖。

如果要增加这个运动的难度： 

• 增加弯曲膝盖的次数（但臀部要高于膝盖）

• 保持蹲姿（膝盖弯曲）数到 3，然后伸直膝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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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高脚跟 
(Heel rises) 

1. 把双手放在一个稳定的表面上保持平衡，但是身体不要靠

在上面。

2. 慢慢地踮起脚尖。

3. 再慢慢地放下。

如果要增加这个运动的难度，您可以在踮起脚尖时数到 3，或者每次单腿站立。 

放松运动 
(Cool-down exercises) 

注意：如果您完成基础性任务仍然有困难，那么现在开始运动可能为时过早。在 

COVID-19 患者的恢复过程中发现，过度运动可能 让他们感觉非常疲劳或情况更糟。

运动时循序渐进，小心谨慎。向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询，获得更多建议。 

放松运动，比如下面的拉伸运动，可以让您的身体在停止运动前恢复正常。它们还可

以帮助您减少运动后的酸痛感觉。 

您的放松运动应该持续大约 5 分钟。轻柔地做每一个拉伸动作，保持 15 到 20 秒。您

可以在放松期间完成每个拉伸动作 1 到 3 次。 

如果您不能完成下面的所有动作，做自己能胜任的动作即可。您也可以试着在原地缓

慢或轻柔地踏步，或者坐着或站着重复热身运动。 

侧面拉伸 
(Side stretch) 

1. 将右臂伸向天花板，然后微微向左倾斜。您应该能感到身体的

右侧被拉伸。

2. 回到起始位置。

3.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肩部拉伸 
(Shoulder stretch) 

1. 将您的手臂伸到身体前方。

2. 保持手臂伸直，与肩同高，相互交叉。

3. 用您的另一只手将手臂按压到胸部，这样您会感觉到肩膀被拉伸。

4. 回到起始位置。

5.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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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腿后侧（腿筋）拉伸 
(Back of thigh (hamstring) stretch) 

1. 坐在椅子边缘，背部挺直，脚平放在地面上。

2. 将您的腿伸直放在身前，脚跟落于地面。

3. 将您的手放在另一条大腿上作为支撑。

4. 尽可能坐得高些，臀部稍微向前弯曲，直到您感到腿的后部有轻微的拉伸。

5. 回到起始位置。

6.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腿下部（小腿）拉伸 
(Lower leg (calf) stretch) 

1. 双脚分开站立，身体前倾，靠墙或其他坚固的东西支撑。

2. 保持身体直立，一条腿向身后迈步。

3. 两脚向前，弯曲前面腿部的膝盖，后腿保持伸直，将脚跟着于地

面。您应该感到小腿后部有拉伸的感觉。

4. 回到起始位置。

5.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大腿前侧（股四头肌）拉伸 
(Front of thigh (quad) stretch) 

1. 站立、抓住一些稳定的东西作为支撑。

2. 将一条腿向后向上弯曲。

3. 如果您能够到，用同一侧的手握住您的脚踝或腿的后侧。

4. 将您的脚移向臀部，直到您感觉到大腿前部有拉伸。

5. 保持双膝并拢，背部挺直。

6. 回到起始位置。

7. 换另一侧，重复这个动作。

要获得全天候的护理建议和常规健康信息，请致电 Health Link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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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日期：2021 年 3 月 23 日 

作者：神经科学、康复和视力战略临床网络、联合卫生专业实践和教育、卫生专业战

略和实践 

本材料仅供参考。它不应用于代替医疗建议、指导或治疗。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

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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