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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知识篇 
 

1. 什么是冠状病毒 

冠状病毒是因包膜上有像花冠样突起向四周

伸出而得名的一组病毒。冠状病毒仅感染脊椎动

物，与人和动物的多种疾病有关，可引起人和动

物呼吸系统、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疾病。患者表

现为类似感冒的轻微呼吸道症状到重症肺部感染

等不同临床症状，包括大家熟知的严重急性呼吸

综合征（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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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此次我们发现的是一种以前尚未在人类中发

现的冠状病毒，我们称之为新型冠状病毒，世界

卫生组织（WHO）目前定名为 2019-nC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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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型冠状病毒的来源 

研究表明，蝙蝠是冠状病毒的主要宿主，2003

年暴发的 SARS 疫情可能是由果子狸作为中间宿

主，2012 年暴发的 MERS 疫情是由单峰骆驼作为

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的。2020 年 1 月 20 日，国家

卫生健康委员会高级别专家组表示，此次新型冠

状病毒有较大可能是由野生动物传播给人类的。 

 

 

 

 

 

4. 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 

新型冠状病毒会人传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公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认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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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呼吸道飞沫和接触传播是主要的传播

途径。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 

如果健康的人未做防护，就接触患者咳嗽、

打喷嚏等飞溅出的体液，以及与患者握手或其

他密切接触后未及时洗手消毒，均有可能感染

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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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型冠状病毒的易感人群 

新型冠状病毒是尚未被完全认识的，因此所

有人都容易被感染。接触暴露病毒的机会越多，

越容易被感染。 

中老年人及患有基础疾病者感染后病情较重，

儿童及婴幼儿也可被感染发病。 

6. 新型冠状病毒的潜伏期 

新型冠状病毒具有明确的潜伏期，且在潜伏

期内具有传染性。基于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潜

伏期 1~14 天，多为 3~7 天。 

7.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主要症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

乏力，呼吸道症状以干咳为主，并逐渐出现呼吸

困难，少数伴有鼻塞、流涕、腹泻等症状。值得

注意的是，重型、危重型患者病程中可为中低热，

甚至无明显发热症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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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预后 

多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后良好，儿童感染

者症状相对较轻，死亡病例多见于中老年人和有

慢性基础疾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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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防控篇 
 

1. 防控的基本思路 

对于普通人群而言，少出门、免接触、戴口

罩、勤通风、勤洗手、勤消毒是防范新型冠状病

毒肺炎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2. 为什么要少出门 

因为新型冠状病毒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病

毒传播的主要途径是飞沫传播和接触传播。飞沫

传播是通过咳嗽、打喷嚏等飞溅出的体液传播病

毒；接触传播是与感染的患者接触，如通过握手

或有其他密切接触的方式传播病毒。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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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2~4 小时更换一次口罩，如果口罩变湿

或者被污染，应及时更换。 

 

 

佩戴口罩 

 
8 

3. 如何选择口罩 

建议选用医用外科口罩、医用防护口罩

（KN95、N95、FFP2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 

 

医用外科口罩            N95 口罩 

4. 如何正确佩戴口罩 

（1）医用外科口罩。 

①鼻夹侧（金属条）朝上，深色面朝外(或褶

皱朝下)。 

②上下拉开褶皱，使口罩覆盖口、鼻、下颌。

将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至两边慢慢

向内按压，直至紧贴鼻梁。 

③适当调整口罩，使口罩周边充分贴合面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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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下口罩 

（2）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FFP2 及以

上颗粒物防护口罩）。 

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FFP2 及以上颗

粒物防护口罩）分耳带式和头带式。 

①耳带式。 

a. 面向口罩无鼻夹（金属条）的一面，两手

各拉住耳带，使鼻夹（金属条）位于口罩上方。 

b. 用口罩遮住下巴。 

c. 将耳带拉至耳后，并调整耳带至感觉舒服。 

d. 将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至两

边，一边向内按压，一边顺着鼻夹向两侧移动指

尖，直至将鼻夹完全按压成鼻梁形状为止。 

 
11 

②头带式。 

a. 面向口罩无鼻夹（金属条）的一面，使鼻

夹位于口罩上方。 

b. 用口罩抵住下巴，双手将下方头带拉过头

顶，置于颈后耳朵下方。 

c. 将上方头带拉过头顶，置于颈后耳朵上方。 

d. 将双手指尖沿着鼻梁金属条，由中间至两

边，一边向内按压，一边顺着鼻夹向两侧移动指

尖，直至将鼻夹完全按压成鼻梁形状为止。 

5. 如何正确洗手 

（1）使用流动的水洗手。 

（2）取适量洗手液或肥皂，均匀涂抹整个手

掌、手背和手腕。 

（3）按照“内外夹弓大立腕”的顺序，仔细

搓手 20 秒以上，具体操作如下图所示。 

（4） 洗完手后，用一次性纸巾将手擦拭干净，

将纸巾丢弃。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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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面向口罩无鼻夹（金属条）的一面，使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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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家庭防护及消毒 

（1）家庭防护。 

①尽量减少外出活动。如必须外出，需佩戴

医用外科口罩或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FFP2

及以上颗粒物防护口罩）。 

②注意手部卫生。 

③做好室内通风换气，可以是自然通风，也

可以是机械通风。通风时注意室内外温差，预防

感冒。家庭尽量不要使用中央空调。 

④不要接触、购买和食用野生动物。 

⑤主动做好家庭成员的健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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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庭消毒。 

①外出回家后，应及时使用洗手液用流动的

水洗手 20 秒以上，或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消毒

剂对手进行消毒。 

②座椅等物体表面每天做好清洁，定期消毒。

尤其有客人来访后，应及时对其接触过的物体彻

底消毒。 

 

③消毒用品的选择。 

物体表面消毒可选择的有含氯消毒剂、二氧

化氯等消毒剂或消毒湿巾；手和皮肤消毒建议选

择有效的消毒剂，比如碘伏、含氯消毒剂或速干

手消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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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出现疑似症状怎么办 

（1）应主动佩戴口罩及时就近到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就医。 

（2）就医途中尽量避免乘坐地铁、公共汽车

等公共交通工具。 

（3）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的旅行史、居

住史，以及近期接触过哪些人。 

家人应对出现临床症状的家庭成员可能接触

的物品进行彻底消毒。 

8. 异地归来人员的自我监测 

异地归来人员，应自觉在家自我监测 14 天，

如果出现前述临床症状立即就医。自我监测需要

注意以下 7 点。 

（1）最好指定一个身体健康状况良好的家属

照顾被观察者。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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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观察者不得外出，同时应回避来访亲

友，主动接受当地医疗卫生机构的定期访视。 

（3）被观察者应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或

医用防护口罩（KN95、N95、FFP2 及以上颗粒物

防护口罩），使用过的口罩应用塑料袋或保鲜膜

严密包裹后丢入有害垃圾桶。佩戴新口罩前和处

置使用过的口罩后，需及时正确洗手。 

（4）家中不使用中央空调，每天定时开窗通

风换气。 

（5）被观察者应住在单人房间，尽可能减少

与其他家庭成员密切接触。如条件不具备，应与

家人保证至少 1 米的距离。 

（6）被观察者的生活用品要与其他家庭成员

的生活用品完全分开，以避免交叉污染。对其使

用过的餐具、毛巾、替换衣物等应进行彻底消毒。 

   （7） 照顾者不要直接接触被观察者的分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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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触痰液、粪便等分泌物和废弃物时，必须佩

戴一次性手套，摘掉手套后也需彻底洗手。 

9. 办公场所的防控方法 

（1）进出办公场所需要佩戴口罩。 

（2）在办公室内同样需要佩戴口罩，同事间

交谈应保持 1 米以上距离。 

（3）保持办公场所的良好通风，尽量不要使

用中央空调。 

（4）对门把手、键盘、鼠标、文具、桌面进

行酒精消毒。 

（5）注意勤洗手，如到单位后、就餐前、外

出归来等，都需要彻底洗手。 

10. 饮食和中医调养方法 

（1）居家饮食注意事项。 

①每天保证足量蛋白质食物的摄入，包括鱼、

肉、蛋、奶、豆类和坚果，奶、蛋、肉类食物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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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透食用，不吃生冷食物，坚决不吃野生动物。 

    ②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每天保证 750~800

克，可在此基础上适当增加摄入量。 

③适量多饮水，保证每天饮水量不少于 1500

毫升。 

    ④每日三餐应注意粗细搭配、荤素齐全，不

偏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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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医调养方法。 

成人预防方药（参照《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药物组成：桑白皮 15 克，地骨皮 15 克，生

黄芪 15 克，芦根 20 克，桔梗 10 克，炒白术 10

克，玄参 20 克，黄芩 10 克，生甘草 10 克，防风

10 克。 

用法：水煎服，每日一剂，连服 5~7 天。 

食疗方案（参照《天津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的肺炎中医药预防方案》） 

荷叶、鲜百合、胖大海、金银花、麦冬各少

许，水煎，半滚烫冲泡绿茶少许，代茶频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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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治疗（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在医学观察期，身体乏力并伴有胃肠不适者，

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软胶囊（水、丸、口服液）；

乏力伴有发热者，可以选用金花清感颗粒、连花

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防

风通圣丸（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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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调适篇 

 

1. 心理调适的原因和重要性 

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给

全国人民带来了担忧和恐惧。面对疫情，产生

焦虑和恐慌等负面情绪都是很正常的，这是人

体很自然的应激反应，适度应激能够帮助我们

采取积极的措施应对疫情。但是，长时间的恐

惧和焦虑会损害免疫功能，从而诱发疾病。因

此，保持平和而积极的心态才能有助于健康，

理性地对待困境才能共渡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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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证治疗（参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 

在医学观察期，身体乏力并伴有胃肠不适者，

推荐中成药藿香正气软胶囊（水、丸、口服液）；

乏力伴有发热者，可以选用金花清感颗粒、连花

清瘟胶囊（颗粒）、疏风解毒胶囊（颗粒）、防

风通圣丸（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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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适度关注疫情信息 

疫情的发展情况在互联网上迅速传播，此

类信息自然需要多加关注，但过分关注会让我

们陷入“越关注越紧张，越紧张越关注”的恶

性循环中。过度沉浸在与疫情有关的负面信息

流中，会加重担忧、恐惧等消极情绪，同时，

还会降低认知功能，失去客观理性的辨识力，

容易被谣言所蛊惑。建议大家将每日关注信息

的时间控制在 1 小时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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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性思考，消除恐慌 

主动关注积极的信息，能够促进面对疫情

的心态平和。医学心理学和积极心理学的研究

都表明，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提高我们抵抗病毒

侵袭的免疫力。因此，不夸张地说：“平和的

心态就是一种免疫力！” 

4. 阻断谣言 

伴随着人们对疫情的过度关注，与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相关信息也连续高居热搜榜榜首，

成为 2020 年鼠年春节中国民众关注的焦点。

与此同时，一些谣言也披着科普的外衣、蹭着

热点，广为流传：从最初的“淡盐水漱口”“喝

酒可杀毒”“吸烟能预防”到后来抢购某口服

液。在这种形势下，相信科学，传播正确的科

普知识，不信谣、不传谣，才是应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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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寻求社会支持，共筑积极情绪的人际防

护网 

社会支持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降低患病

风险，提升主观幸福感，延长寿命。为此，在

危机面前，在尽量避免交叉感染而长期居家的

特殊时期，我们要重视与家人之间的沟通和交

流，从而平和理性地面对危机。我们也可以通

过网络与朋友聊天，在聊天的过程中，一些消

极的担忧情绪就会得到释放。大家彼此关爱支

持，共筑积极情绪的人际防护网。 

6. 珍惜家庭亲情 

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分享能带来正能量的

故事，让家庭沉浸在感动和喜悦中，获得掌控

感，从而降低消极情绪，提升战胜困难的信心

和勇气。 

我们要一起谈心做事，增加亲近感，而不

 
25 

是彼此拿着手机独自打发时间。一家人要一起

说说话，一起读有意思的书，一起玩儿游戏，

一起看电视，一起进厨房，让每个人真切地感

受到家的温暖。 

7. 坚定信心 

一场声势浩大的疫情防控阻击战已经打响，

各方资源已汇聚起感天动地的磅礴力量。此时此

刻，请相信，今天的中国有战胜一切困难的坚定

信心和巨大制度优势。只要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

领导，只要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

准施策，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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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寻求社会支持，共筑积极情绪的人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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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阅读篇 
 

小朋友们，大家好呀！ 

你们在寒假中是不是常听到大人们说新型冠 

状病毒？ 

它最近可是非常凶恶，很多人都因为它发烧、

咳嗽、浑身没劲儿。我们一起来看看它是什么，

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不被它伤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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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做坏事的家伙是谁  

放寒假本来应该是一件开心的事，可今年的

寒假有点不一样，一个坏家伙偷偷地让人们生病，

这个坏家伙就是冠状病毒家族中的一员。 

 

冠状病毒这家人可没少干坏事，十多年前，

这家人中的一个坏家伙 SARS（读作萨斯）病毒就

跑出来害人，当然了，最后我们把它赶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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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做坏事的是这个家族的一个新成员，所

以我们叫它新型冠状病毒（也写成 2019-nCoV）。

趁人们还不了解它，它到处乱跑，让很多人都生

病了。它真的太可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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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想不被它伤害，我们应该怎么做  

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们根本看不到也摸不

到。它能够通过飞沫传播，也可以通过接触传播。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叔叔生病了，他打了一

个喷嚏，很多坏家伙就会飞出来，周围的人如果

没有防护，就有可能生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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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叔叔的手上沾了病毒，我们握过他的手，

没有洗手就抓东西吃或揉眼睛，我们也可能生病。 

 

为了不生病，我们应该学会保护自己。 

（1）少出门。 

我们要尽量少出门，少去人多的地方，尤其

是那些封闭的地方，比如电影院、大商场。 

（2）戴口罩。 

如果出去，我们一定要戴口罩，把鼻子、嘴

巴都遮住，压紧口罩上方的金属条，不让病毒进

入我们的身体。（温馨提示家长朋友：为孩子购

 
31 

买口罩时，应选购标有“儿童或青少年适用”字

样的防护口罩） 

 

（3）勤通风。 

每天打开窗户，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4）多洗手。 

以前我们吃东西时，爸爸妈妈没少问我们：

“洗手了吗？”现在我们更要注意多洗手，后面

的图片会告诉我们怎么正确洗手。以后我们一定

要照着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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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寒假延长了，我们在家做什么 

要注意休息，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不能

天天躺在床上。 

要注意营养，但也不能每天不停地吃。要不

然开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肯定会问：“你怎么这

么胖了？” 

我们还要加强锻炼，只有身体棒棒的，我们

才不容易生病。 

我们每天可以看书、练字、

画画、听音乐、唱歌、下棋、

看电视，还可以复习上学期的

知识，预习一下新学期的内容，

能做的事可多了。 

4. 开学后，我们应该怎么做 

今年开学会晚一些，我们肯定都有些等不及

要见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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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后，我们也要注意卫生。我们要把教室

打扫干净，开窗通风，学校会为教室、桌椅消毒

的，不让病毒侵害我们。 

平时养成带些纸巾的习惯，我们打喷嚏时，

尽量用纸巾掩住口鼻，如果没有纸巾，我们也可

以用胳膊肘的衣服挡住鼻子、嘴巴，因为我们都

不想让病毒伤害到同学们。 

 

 

别忘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时也要勤洗手，

每一步都要做到，不要偷懒哟。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爸爸妈妈提些小要求。 

 
35 

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为我们准备

有营养的食物，我们也不要挑食，多吃蔬菜水果，

还要少吃零食哟。 

 

如果担心这个坏家伙伤害我们，我们可以让

爸爸妈妈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的知识。 

5. 如果我们生病了，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觉得身体

不舒服，不要太害怕。

我们先要看看不舒服是

不是这个坏家伙引起的。 

它会让人们发烧，

干咳（喝水呛着了可不

34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34 

开学后，我们也要注意卫生。我们要把教室

打扫干净，开窗通风，学校会为教室、桌椅消毒

的，不让病毒侵害我们。 

平时养成带些纸巾的习惯，我们打喷嚏时，

尽量用纸巾掩住口鼻，如果没有纸巾，我们也可

以用胳膊肘的衣服挡住鼻子、嘴巴，因为我们都

不想让病毒伤害到同学们。 

 

 

别忘了，爸爸妈妈不在身边时也要勤洗手，

每一步都要做到，不要偷懒哟。  

另外，我们也可以给爸爸妈妈提些小要求。 

 
35 

我们可以告诉爸爸妈妈，让他们为我们准备

有营养的食物，我们也不要挑食，多吃蔬菜水果，

还要少吃零食哟。 

 

如果担心这个坏家伙伤害我们，我们可以让

爸爸妈妈给我们讲一些有关的知识。 

5. 如果我们生病了，该怎么办 

 如果我们觉得身体

不舒服，不要太害怕。

我们先要看看不舒服是

不是这个坏家伙引起的。 

它会让人们发烧，

干咳（喝水呛着了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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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小朋友们，开学后，我们一定要注意

卫生，特别要提醒有的“小迷

糊”：打喷嚏时要注意用纸巾

捂住鼻子、嘴巴，一定要把小

手洗干净。我们要随时关注身

体状况，感到不舒服，一定要

赶紧告诉老师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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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浑身没劲儿。如果没有这些症状，我们就

不用太担心。如果有这些症状，一定要告诉爸爸

妈妈，他们会带我们去医院，医生叔叔和护士姐

姐会帮我们检查是不是这个坏家伙让我们生病的，

如果是，一定会消灭病毒，让我们尽快恢复健康。 

 

小朋友们不用太担心，我们有很多方法对抗

这样的病毒。科学家们正在紧急地研制对抗这种

病毒的药物，然后保护我们，保护大家。 

 

6. 温馨小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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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版 

 
 

此次引发疫情的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一种首次
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39 

 
 
 
违规违法捕杀、销售、食用野生动物，导致了新型冠状
病毒的传播，引发了此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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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版 

 
 

此次引发疫情的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一种首次
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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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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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的传播，引发了此次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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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 画 版 

 
 

此次引发疫情的冠状病毒（2019-nCoV），是一种首次
在人类中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漫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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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患者在呼吸、说话、咳嗽、打喷嚏时，会排出大量携带
病毒的飞沫，给周围的人带来感染风险。 

 
41 

 

 
如果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症状，应及时就医。外出就
医时要佩戴口罩，尽量避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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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在潜伏期内也存在传染性，因此，接触到
传染源、有感染可能的人，即使没有出现症状，也应该
监测 14 天。 

 
43 

 

要做好居室的清洁工作，还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
意室内外温差，预防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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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好居室的清洁工作，还要经常开窗通风，但是要注
意室内外温差，预防感冒。 

漫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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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采用“内外夹弓大立腕”七步洗手法。（参见书中第 12 页
图示） 

 
45 

 

 
用完的纸巾立即丢弃到带盖的垃圾箱内，回家后立即对
外套进行消毒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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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正确、科学地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风险。 

 
47 

 
 
 
 
有儿童和病人、老年人的家庭，宜减少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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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科学地佩戴口罩，可以有效降低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风险。 

 
47 

 
 
 
 
有儿童和病人、老年人的家庭，宜减少外出。 

漫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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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期间要做好室内通风、消毒工作，被观察者要佩戴
口罩，不要直接接触家人。 

 
49 

 

谣言会让人产生负面情绪，找点乐观积极的节目乐呵乐
呵，健健康康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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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健健康康地度过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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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三餐有规律，五谷杂粮都要吃，水果蔬菜不能少，
肉、蛋、奶也要跟上；每天还要适当运动，可以选择健
身操、太极拳等适合室内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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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叶、鲜百合、胖大海、金银花、麦冬各少许，水煎，
半滚烫冲泡绿茶少许，代茶频饮，是一剂预防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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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居家期间出现身体不适，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先进
行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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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危急，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
一定能打赢这场防疫阻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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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 发热门诊一览 

如果曾经与疫区人员有接触，而且有感染症

状，请到最近的发热门诊、医疗救治定点医院就

诊。天津的定点医院是天津市海河医院。下附发

热门诊名单。 

天津市三级医院发热门诊名单 

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和平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 鞍山道 154 号 60362837 

河北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增产道 69 号 
60637171/

60637177 

河北区 天津市第四中心医院 中山路 3 号 26249413 

河北区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分院 江都路 220 号 24583986 

河北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

九八三医院 
黄纬路 60 号 84683970 

河东区 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 津塘路 83 号 84112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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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河西区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平江道 23 号 88328696 

河西区 天津市天津医院 解放南路 406 号 60910432 

河西区 天津市儿童医院（马场院区） 马场道 225 号 59556101 

红桥区 天津市人民医院 芥园道 190 号 87729555 

南开区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长江道 6 号 27435386 

南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天

津疗养院 
红旗南路 600 号 84632805 

南开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复康路 24 号 23627297 

南开区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堤南路 7 号 27468165 

东丽区 武警特色医学中心 成林道 220 号 60578757 

东丽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空港经济区东六道 85

号 
60119976 

西青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七庄街昌凌路 88 号 27986207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医院 杨柳青镇西青道 403号 87180083 

北辰区 天津市儿童医院（龙岩院区） 龙岩道 238 号 87787906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京津公路 436 号 26802395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医院 北医道 7 号 26807365 

津南区 天津市海河医院 津沽路 890 号 5883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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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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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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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河西区 天津医科大学第二医院 平江道 23 号 88328696 

河西区 天津市天津医院 解放南路 406 号 60910432 

河西区 天津市儿童医院（马场院区） 马场道 225 号 59556101 

红桥区 天津市人民医院 芥园道 190 号 87729555 

南开区 天津市中西医结合医院 长江道 6 号 27435386 

南开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天

津疗养院 
红旗南路 600 号 84632805 

南开区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复康路 24 号 23627297 

南开区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 苏堤南路 7 号 27468165 

东丽区 武警特色医学中心 成林道 220 号 60578757 

东丽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空港医院 
空港经济区东六道 85

号 
60119976 

西青区 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李七庄街昌凌路 88 号 27986207 

西青区 天津市西青医院 杨柳青镇西青道 403号 87180083 

北辰区 天津市儿童医院（龙岩院区） 龙岩道 238 号 87787906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区中医医院 京津公路 436 号 26802395 

北辰区 天津市北辰医院 北医道 7 号 26807365 

津南区 天津市海河医院 津沽路 890 号 58830142 

续表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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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二级医院发热门诊名单 

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宁河区 天津市宁河区医院 芦台镇沿河路 23 号 69560412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中医医院 杨村镇机场道 10 号 22989822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医院 雍阳西道 100 号 82190824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人民医院 广川路 8 号 29262129 

滨海 

新区 
天津市泰达医院 

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三

大街 65 号 
65202617 

滨海 

新区 
天津市第五中心医院 塘沽浙江路 41 号 65665850 

蓟州区 天津市蓟州区人民医院 南环路 18 号 60973089 

津海区 天津市静海区医院 胜利南路 14 号 68924237 

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和平区 
中国人民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九

八三医院和平院区 
多伦道 185 号 84633035 

河北区 天津市第一医院 南口路 186 号 86662813 

红桥区 天津市红桥医院 丁字沽一号路 44 号 
26571390

转 8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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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南开区 天津市黄河医院 黄河道 420 号 87083022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三潭医院 三潭路 50 号 87388175 

南开区 天津市南开区王顶堤医院 
林苑中路南开三十二

幼对面 
83634379 

南开区 南开区中医医院 广开新街 28 号 87050072 

东丽区 天津市东丽区东丽医院 
津塘公路外环线立交

桥东侧 
24965933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医院 小站镇津岐公路 50 号 88632673 

津南区 天津市津南医院 津沽路 120 号 28572702 

滨海 

新区 
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滨海医院 医院路 28 号 67127617 

滨海 

新区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医院 南环路 1200 号 63109490 

滨海 

新区 
天津海滨人民医院 

大港油田海滨街健安

道与幸福路交口 
60960598 

滨海 

新区 
天津医科大学中新生态城医院 

中新生态城和畅路

3333 号 
60177070 

武清区 天津市武清区第二人民医院 下朱庄街广贤路 961号 59672729 

宝坻区 天津市宝坻区中医医院 城关镇南关大街 115号 82650762 

蓟州区 天津市蓟州区中医医院 渔阳南路 19 号 29192581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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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 医疗机构名称 地址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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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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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程在线医疗服务 

虽然很多医院都设置了发热门诊，为广大市

民提供了最好的医疗条件，但还是建议，为避免

交叉感染，如感觉身体不适，请先登录“天津微

医互联网医院”进行网上自查。 

“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是在市卫健委、市

医保局和市委网信办统一部署指挥下火速上线的，

1500 余名呼吸科、感染科专家在互联网医院开通

远程门诊，为广大市民提供一对一的在线咨询、

远程诊疗服务。 

天津微医互联网医院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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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面对防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精神，市委宣传部组织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及

各出版单位，通过多种形式为市民群众提供抗击

疫情的科普知识和文化产品。此次，我社召集骨

干编辑精心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一书，有利于增强广大市民自我防护和健康管理

意识。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很多帮助。感谢

天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对本书的悉心指导。感谢

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王锦老师对心理调适篇给

予的专业指导。感谢天津医科大学史宝欣教授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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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面对防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这场没有硝烟的

战争，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进一步

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

知》精神，市委宣传部组织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及

各出版单位，通过多种形式为市民群众提供抗击

疫情的科普知识和文化产品。此次，我社召集骨

干编辑精心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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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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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审读稿件，并提出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

著名漫画家左川老师连续几天绘制出精美的漫画。

最后感谢为我们录制音频的布雨桐小朋友和王朝

闻编辑，感谢为我们拍摄示范动作的展嘉蔓小朋

友、王梦玄小朋友、韩瑞编辑和马妍吉编辑。 

本书所有内容、信息取自公开发表的有关文

献和官方机构发布的报告，由于时间仓促未做引

录标注，谨致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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