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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患者常见问题解答 —  

有 COVID 长期症状或健康问题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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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般信息 
(A. General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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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在感染 COVID-19 后的数周或数月中，会出现持续的身体、认知和/或心理健康问题。  

 COVID 长期症状最初是根据出现持续问题的患者而命名的。有时还称之为“长期 COVID 

症状”、“COVID 后症状”、“COVID-19 后综合征”或“COVID-19 后健康状况”。 
 

有多少人出现 COVID 长期症状？ 
(How many people get long COVID?) 

 Alberta 和世界各地正在收集有关 COVID 长期症状的信息。许多研究表明，约 20% 的 

COVID-19 患者存在持续的症状或长期症状。 

 COVID 长期症状可能会在任何人身上出现，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健康人士或是有

其他健康问题的人。如果您患上 COVID-19，无论住院与否，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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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常见的 COVID 长期症状有哪些？ 
(What are the most common signs of long COVID?)

 

 

 访问 MyHealth.Alberta 获取有关管理个体症状的详细信息。 

 信息会得到不断审查，以反映所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例如，一种常见的症状是极度疲乏，

而不仅仅是“疲劳”。对于出现 COVID 长期症状而感到疲乏的人而言，活动和运动可能对

其有害，甚至可能会导致症状恶化。  

 请联系您的医疗保健服务人员，咨询您的个人康复计划，或致电 Rehabilitation Advice 

Line 1-833-379-0563。 

 

我的 COVID 长期症状问题会持续多久？ 
(How long will I have long COVID problems?) 

 由于 COVID 长期症状是一种新出现的情况，很难预测它对每个人的持续影响时间。通过

使用信息和相关服务所提供的帮助后，大多数人的症状会在几周或几个月后得到改善，情

况会出现好转。对一些人来说，这些问题可能持续更久，或者有所改善后再次出现恶化。 

 务必根据您每天的自我感觉，掌控好停下来、休息和步速的节奏。  

 

思维迟缓、记忆困难

或注意力不集中 
味觉或嗅觉丧失 心跳加快或不规则 一直感到虚弱和疲乏 呼吸短促或咳嗽不停 

行走或移动困难 无法重返工作岗位 关节或肌肉疼痛 吞咽困难 压力、焦虑或抑郁 

https://myhealth.alberta.ca/HealthTopics/After-CO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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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何时何地寻求帮助 
(B. When and where to find help) 

我应该在什么时候拨打 911 或去急诊室？  
(When should I call 911 or go to the Emergency Department?) 

如果您出现如下紧急医疗事件，请拨打 911，可能包括： 

 呼吸困难（喘不过气，每次只能说一个字） 

 很难醒来 

 感觉很困惑 

 失去知觉或昏厥 

 胸痛 

我应该什么时候看医生？ 
(When should I see my doctor?) 

如果您出现以下情况，请务必去看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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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一些通常很容易的事情时，您会感到呼吸急促。 

 发现您的注意力、记忆力、思维或精力水平都没有改善。 

 您出现的问题会让您无法或者难以进行日常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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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有 COVID 长期症状的体征，如何获得信息和帮助？ 
(How can I get information and help if I have signs of long COVID?) 

 AHS 网站上有一份为患者和家属提供的完整资源清单，名为“COVID-19 后恢复健康”。  

 Alberta 的医生和卫生保健人员获取如下相关信息：如何护理有 COVID 长期症状体征的人。  

 您可能会被转介到专门治疗 COVID 长期症状的诊所。根据您的地点，可能使用虚拟医疗。 

我负担不起卫生保健团队认为我所需治疗的费用。我能做什么？  
(I can’t afford the treatment my healthcare team says I need. What can I do?) 

 当您有 COVID 长期症状时，卫生保健团队可能会建议，您可能需要进行呼吸道、职业或

物理治疗。 

 居住在 Alberta 的人们可以免费获得 AHS 网站上列出的所有信息和知识宣讲。  

 与您的医生或卫生保健团队谈一谈，在您当地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的其他服务。 

 

https://www.albertahealthservices.ca/topics/Page17397.aspx


 

 
 

FAQ_Patients_2021-12-15_v2 

 

成人患者常见问题解答 —  

有 COVID 长期症状或健康问题的患者 

 

C. 接种疫苗 
(C. Vaccination) 

如果我认为自己有 COVID 长期症状，是否还应该接种疫苗？  
(If I think I have long COVID should I still get vaccinated?) 

 可以。Alberta Health Services 强烈建议人们，无论是否患有 COVID-19，只要满足 

Alberta COVID-19 疫苗计划的条件，就应立即充分接种疫苗。感染 COVID 和接种疫苗是

不一样的。  

 如果您对疫苗或健康状况有疑问，可以向您的家庭医生或卫生保健团队咨询。  

 有些人发现他们的症状在接种疫苗后发生了变化，然而，我们正在对此进行更多的调查。 
 

https://www.alberta.ca/covid19-vaccine.aspx?utm_source=google&utm_medium=sem&utm_campaign=Covid19&utm_term=Vaccine-Phases&utm_content=sitelink&gclid=Cj0KCQjw38-DBhDpARIsADJ3kjl49CpMD-Uecq4afpZa-ga1En6USkhtzJEfYYIH0ZQRkCEcgnWmEdIaAuEpEALw_w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