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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

“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武汉爆发后，不但在我国

传播迅速，也影响到全球多个国家。2019 新型冠

状病毒是过去 20 年间在人类中流行的第七种致

病冠状病毒，该病毒的流行已使全球公共卫生机

构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当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疫措施，使得许

多老年糖尿病患者到医疗机构接受常规的糖尿病

随访和诊疗受到限制，因而可能会影响到糖尿病

的控制。为使老年糖尿病患者在防疫期间糖尿病

得到较好的控制，并减少因糖尿病控制不佳导致

具有生命危险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发生风险，中

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老年内分泌与代谢病分会

特制定“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老年糖尿病

患者疾病管理与应急指引”（以下简称“指引”），供

老年糖尿病患者及其亲属与照顾者参考使用。为

便于查阅，本指引的大部分内容将用问答的形式

呈现。鉴于当前的传播环境，本指引将主要以电

子版形式传播。希望该指引可以帮助老年糖尿病

患者共克时艰、安全的度过防疫期发挥指导作用。

一、老年糖尿病患者是易感新型冠状病毒的高

危人群吗？

虽然各个年龄段的人群对此次新型冠状病毒

普遍易感，但因老年糖尿病患者常合并多种慢性

病，机体免疫力更弱，更有可能是易受此病毒感染

的高危人群。已发表的文献显示，在新冠肺炎患

者中，老年人占 14. 6%~37. 0%，且发展为重症和

死亡的机率升高。据推算新冠肺炎病死率约为

3. 06%，老年人为 5. 30%，病死率最高的是老年男

性重症患者，病死率达到 9. 47%。

有 10. 1%~20. 0% 的新冠肺炎患者患有糖尿

病。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疗的新冠肺炎患者中

合并糖尿病的比例为 22. 2%。目前尚无新冠肺炎

合并糖尿病患者死亡的数据。

二、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何预防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

1. 控制好血糖：血糖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患者

抵抗力相对较差，容易并发感染性疾病，因此积极

控制好血糖非常重要。如果疫情发生前血糖控制

良好，可维持原有治疗方案并注意监测血糖；如果

血糖控制不达标，条件允许可去医院就诊，或通过

互联网医院、微信平台等（请参考本指引“有哪些

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联网医院和

平台？”）咨询专业医务人员，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糖尿病病情严重的患者需在做好防护条件下及时

就医。定期监测血糖是必要的，应根据治疗方案

和病情决定血糖监测频率（具体方法见本指引“怎

么决定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次数和时间点？”

章节内容）。

2. 控制好糖尿病相关疾病：伴有高血压、高脂

血症及糖尿病慢性并发症患者，应坚持按照医嘱进

行药物治疗，按时监测血压并在医务人员指导下积

极控制好血压，合理应用调脂药和抗血小板治疗

（如阿司匹林），减少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通信作者：纪立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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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科学合理的饮食：科学饮食能有效改善营

养状况、有助于新冠肺炎的防控及糖尿病患者血

糖的管理。应注意充分摄入蛋白质和适当的碳水

化合物，进食清淡、少盐、易消化食物，饭菜要做

熟，不食用野生动物。要多食新鲜蔬菜，多饮水，

适量进食水果。适当补充复合维生素制剂。

4. 适量运动，保持健康体质：根据身体条件，

适当体力活动。争取运动至少 30分钟/天，每周 5
次，有利于血糖和血压控制，运动方式包括散步、

做家务、打太极拳和做保健操等运动。

5. 注意心理健康：保持心情愉悦，及时疏导不

利情绪，针对疫情端正心态，既要重视又要避免不

必要的恐慌。

6. 减少暴露于病毒的机会：减少外出，如需外

出必须佩戴口罩，避免到人员密集和空气不流通

的场所，不参与聚会、打牌、下棋和跳广场舞等类

似的集体活动。尽可能避免与有发热、咳嗽等呼

吸道疾病症状的人密切接触。尽量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注意人与人保持距离（至少 1米），回家

后必须先洗手。

7. 科学防护：（1）正确选择和佩戴口罩，既要

起到防护作用，也无须过度防护。在非疫情高发

地区，外出时建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在疫情高

发地区外出时，建议佩戴医用外科口罩。选择合

适尺码的口罩，正确佩戴和摘除，佩戴前和摘除后

均应注意手部卫生。一次性医用口罩在潮湿或污

染时应及时更换，废弃时不要随地乱扔，应按照生

活垃圾分类要求处理。空旷场所（如公园、空旷的

大街等）、家庭成员均健康的居室内无需佩戴口

罩。（2）注意手部卫生，勤洗手，避免用脏手接触

口、鼻、眼和耳朵内侧。（3）保护他人，打喷嚏或咳

嗽时需要用纸巾、衣物或肘部完全遮挡口鼻。

（4）居室注意每天两次开窗通风，每次 15~20 分

钟，及时处理垃圾并保持室内整洁卫生。通常情

况下只做日常清洁即可。（5）合理消毒，物体表面

消毒可选择含氯消毒剂（如 84 消毒液）、75% 酒

精；手、皮肤消毒可选择碘伏或速干手消毒剂。

8. 及时排除或诊治新冠肺炎：出现可疑与新

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的症状（包括发热体温超过

37. 2℃、四肢明显乏力、干咳或咳痰、腹泻、呕吐、气

短等），应在做好防护条件下及时到附近医院的发

热门诊就医排除或诊断新冠肺炎。

三、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血糖

管理的要点是什么？

1. 老年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目标是多少？

控制目标与健康状况有关，应“个体化”选择。

（1）健康状况良好患者（很少合并慢性疾病，认知

和身体功能状况尚好）空腹或餐前血糖水平应控

制在 5. 0~7. 2 mmol/L。（2）中等健康程度患者（多

种并存的慢性疾病，包括关节炎、肿瘤、充血性心

力衰竭、抑郁、肺气肿、跌倒、高血压、便失禁、3 期

以上慢性肾脏病、心肌梗死、脑卒中或 2 项以上的

日常活动能力受限制及存在轻至中度的认知功能障

碍），空腹或餐前血糖应控制在 5. 0~8. 3 mmol/L。
（3）健康状况较差患者（生活上需要长期护理，如

严重性心力衰竭、严重肺部疾病、需要透析的慢性

肾病、不能控制的转移肿瘤或 2 项以上的日常活

动能力丧失及中至重度的认知功能障碍），空腹或

餐前血糖水平应控制在 5. 6~10. 0 mmol/L。
2. 怎么决定老年糖尿病患者血糖监测次数和

时间点？如果没有机会去医院做常规糖尿病随

访，可以在家中采用便携式血糖仪监测血糖。每

周血糖监测次数和时间点与正在接受的降糖治疗

相关。（1）仅接受口服降糖药物治疗患者，建议每

周监测 1~2次空腹血糖；（2）接受基础胰岛素治疗

患者，建议每周监测 3~4 次空腹血糖；（3）接受预

混胰岛素治疗患者，建议每周监测 3~4 次的空腹

和晚餐前血糖；（4）接受更复杂胰岛素治疗方案的

患者，建议维持此次疫情前的血糖监测方案或在

医生指导下制定血糖监测方案。

四、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

应对高血糖？

高血糖长期得不到良好控制可增加糖尿病微

血管并发症（如眼底病变、神经病变和肾脏病）的

发生风险。短期（3~6个月）内血糖轻度增高不会

明显增加糖尿病微血管并发症发生的风险。在防

疫期间，如果血糖控制不达标且客观条件（如隔

离、不方便去医院）不允许去医院就诊时，可以在

家中治疗轻至中度升高的高血糖。但血糖水平明

显增高并出现危及生命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如

酮症酸中毒和高血糖高渗综合征等危险情况时，

应立即去医院就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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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血糖多次监测的指标高于控制目标，可根

据血糖具体数值将高血糖状态分为可暂时居家治

疗和需要急诊治疗的高血糖，并采用下述不同的

治疗方法应对。

1. 可暂时居家治疗的高血糖和治疗方式：如

果血糖水平超过控制目标但空腹血糖低于 13. 9
mmol/L且暂时不能去医院就诊的患者，可采用以

下方法控制高血糖，一是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平

台和医务人员提供的爱心咨询服务（请参考本指

引“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

联网医院和平台？”）来获得医务人员对治疗方案

调整的指导和帮助。二是通过适当增加体力活动

和合理控制饮食来改善血糖。

2. 需要急诊治疗的高血糖：（1）空腹或餐前血

糖水平持续超过 13. 9 mmol/L时，发生严重糖尿病

急性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和高血糖高渗综合征的

危险性增高，需要尽早安排去医疗机构就诊并由医

务人员采用有效的治疗措施控制高血糖和治疗可

能已经出现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2）空腹或餐前

血糖水平持续超过 16. 7 mmol/L时，发生严重糖尿

病急性并发症，如酮症酸中毒和高血糖高渗综合征

的危险性进一步增高，应立即去医疗机构就诊并由

医务人员采用有效的治疗措施控制高血糖和治疗

可能已经出现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3）如果出现

原因不明的口渴、乏力、恶心、呕吐、腹痛、脱水、嗜

睡、神志改变、定向力下降、与周围人交往能力下降

甚至昏迷，以及呼出气味如烂苹果味、血压低而尿

量多、短时间内视力下降等，即使空腹或餐前血糖

低于 16. 7 mmol/L，也应高度怀疑有糖尿病急性并

发症，应尽早去医疗机构就诊。

五、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

应对低血糖？

低血糖是糖尿病药物治疗中常见的副作用，需

要及时关注与处理。轻度低血糖可能导致身体不

适，但不会导致永久性的器官损伤，严重低血糖可

能导致昏迷、大脑严重受损（如植物人）和死亡。

在防疫期间，如果发生轻度低血糖，但因为各种原

因（如隔离或不方便去医院）不能去医院就诊时，

患者在家中要学会正确识别和处理。如果出现严

重低血糖应立即去医院就诊。

磺脲类药物、格列奈类药物和胰岛素治疗的主

要副作用为低血糖，接受上述药物治疗时发生低

血糖的危险性增高。轻度低血糖可表现为心慌、

头晕、视物不清、出冷汗、饥饿感、乏力、焦虑、脾气

改变等。严重低血糖可表现为神志改变、行为改

变、定向力和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力改变、抽搐和

昏迷。如果没有低血糖症状，空腹血糖水平低于

3. 9 mmol/L时也提示有低血糖。反复低血糖发生

患者可根据低血糖症状和血糖水平将低血糖分为

可暂时居家治疗和需要急诊治疗的两种情况，并

采用以下不同方法应对。

1. 可暂时居家治疗的低血糖及治疗方法：如

果低血糖仅为轻症表现，如心慌、焦虑、面色苍白、

出冷汗、饥饿感、乏力、脾气改变等，血糖水平高于

2. 9 mmol/L 且能够找到低血糖发生的原因，如进

食减少、延迟进餐或运动增加等，在及时采取应对

措施的前提下，可通过互联网医院或医务人员在

互联网上提供的爱心咨询服务（请参考本指引“有

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联网医

院和平台？”）来获得医务人员对治疗方案调整的

指导和帮助。出现低血糖时，如果神志清楚，应迅

速进食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或含葡萄糖 10～15
克的食物或饮料等，如半杯甜果汁、半杯糖水、1汤

匙蜂蜜、3～5 块饼干、3～4 块方糖或 2～3 块糖果

等，10～15 分钟后，若症状还未消失可进食 1 次。

若症状消除，但距离下一餐还有 1 小时以上时间，

则加食 1 份主食，如 1 片面包、1 个馒头、3～5 块

饼干等。如果出现神志不清、昏迷、行为改变等症

状，家属应尽早将患者送往医院救治。如有可能，

可在进食前测血糖。

2. 需要急诊治疗的低血糖及治疗方法：如果

血糖水平低于 2. 9 mmol/L，但没有明显的低血糖

症状，或在低血糖症状发作时测量的血糖水平低

于 2. 9 mmol/L，或反复发作低血糖且不能明确原

因时，应安排尽早去医疗机构就诊。如果出现神

志改变、行为改变、定向力和对周围事物的感知能

力改变、抽搐和昏迷等严重低血糖表现，或因低血

糖造成摔倒损伤，应立即联系急救中心派救护人

员来家中救助并送医疗机构治疗。注意低血糖纠

正后要及时了解低血糖的原因并向医生咨询如何

预防。

六、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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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血糖仪和血糖试纸怎么办？

糖尿病患者在家中可以通过便携式血糖仪监

测血糖，也可以通过动态葡萄糖监测系统了解血

糖在一段时间（3～14 天）内的动态变化。上述监

测血糖的设备和耗材（试纸或探头）可以在药店或

互联网商店上购买。老年糖尿病患者不便在外购

买血糖仪、血糖试纸时，可选择手机应用或电脑网

络购买，由物流配送。

1. 通过微信平台购买：搜索“京东健康”或“京

东购物”可直接进入小程序，进入后搜索“血糖

仪”、“血糖试纸”，即可挑选品牌购买；手机登录淘

宝应用也可以通过购物分类或直接搜索选购。建

议通过京东自营或天猫等品牌官方店购买。

2. 通过手机外卖购买：手机外卖通过与药店联

营，可以配送血糖仪、血糖试纸。可通过使用“美团

外卖”、“饿了么”、“京东到家”、“叮当快药”等手机应

用，搜索“血糖仪”、“血糖试纸”，可购买临近药店卖

售的测血糖用具，通常可在 1小时左右送达。

3. 爱心捐赠：三诺糖尿病公益基金会愿意在

疫情期间针对没有血糖仪且没有经济能力购买血

糖仪和试纸的老年糖尿病患者（60岁或以上）爱心

捐赠血糖仪和试纸。有需要者可通过电话联系

（周女士 15274981929）或扫描以下的二维码咨询

捐赠事宜。

七、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如何

管理好自己服用的药物？

在糖尿病患者的综合管理中，药物治疗始终占

据重要位置。疫情期间，由于条件限制（如居家防

疫和交通管制等），可暂时出现开药难的情况。为

维持对糖尿病的良好控制，老年糖尿病患者更应

坚持不停药治疗。

1. 降糖药物：各类降糖药的降糖机制和作用

各不相同。糖尿病患者由于病程、身体状况、治疗

方式、使用的降糖药物各不相同，不能简单认为降

糖药之间可以随便相互替代。老年糖尿病患者如

不能及时获得正在使用的降糖药物且家中或亲友

持有其它降糖药物时，不得随意用其它药物替换

正在使用的药物，以免导致药物不良反应或使病

情加重。建议通过互联网医院或到医疗机构咨询

临床医生或药师了解是否可以替换（请参考本指

引“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

联网医院和平台？”）。有些互联网医院可处方药

物并邮寄到家中，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正在使

用的降糖药或根据医生的建议改用其它降糖药。

有条件凭处方去药店或通过互联网药店购药时，

最好购买与日常用药相同通用名和相同生产厂家

的药品，如果无法买到相同商品名的药品时，可以

购买与正在服用的药品通用名相同但生产厂家不

同的药品。请一定要按照日常服用药品的用法、

用量使用所购药品。

2. 降压药物：老年糖尿病患者常伴有高血压。

坚持血压控制不但可以显著降低糖尿病大血管病

变的发生风险，还可显著降低微血管病变的发生

风险。一般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的降压目标应

低于 130/80 mmHg，老年或伴严重心血管疾病的

糖尿病患者，可相对放宽血压控制目标，即收缩压

低于 150 mmHg、舒张压低于 90 mmHg。如果患

者坚持每日服用降压药而血压高于等于 160/100
mmHg 或高出上述目标值 20/10 mmHg 时，则需

要调整降压治疗药物。可通过互联网医院或微信

平台咨询临床医生或药师（请参考本指引“有哪些

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联网医院和

平台？”）或到医疗机构就医调整高血压的治疗方

案。同样，不同种类降压药物之间也不能擅自替

换。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不能及时获得正在使用的

降压药物，但家中或亲友还有其它降压药物时，千

万不要随意用其它药物替换正在使用的药物，以

免导致药物不良反应或使病情加重。可通过互联

网医院或微信平台咨询临床医生或药师（请参考

本指引“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

的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咨询了解是否可以替换。

有些互联网医院可以开处方药物并邮寄到家中，

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正在使用的降压药物或根

据医生建议改用其它降压药物。有条件凭处方去

药店或通过互联网药店购药时，最好购买与日常

用药相同通用名和生产厂家的药品。如果无法买到

相同商品名的药品时，可购买与正在服用的药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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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名相同但生产厂家不同的药品。请一定要按照日

常服用药品的用法、用量使用所购药品。

3. 调脂药物：老年糖尿病患者最常用调脂药

物是他汀类药物。如果正在服用的他汀类药物暂

时不能获得，停用一段时间（如 1 个月内）不会对

疾病的控制造成不良的影响。不同种类的调脂药

物之间也不能擅自替换。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不能

及时获得正在使用的调脂药物，但家中或亲友还

有其它调脂药物时，千万不要随意用其它药物替

换正在使用的药物，以免导致药物不良反应。可

通过互联网医院或微信平台咨询临床医生或药师

（请参考本指引“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

和咨询的互联网医院和平台？”）咨询了解是否可

以替换。有些互联网医院可以开处方药物并邮寄

到家中，可以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正在使用的调脂

药物或根据医生建议改用其它调脂药物。有条件

凭处方去药店购药或通过互联网药店购药时，最

好购买与日常用药相同通用名和生产厂家的药

品。如果无法买到相同商品名的药品时，可以购

买与正在服用的药品通用名相同，但生产厂家不

同的药品。请一定要按照日常服用药品的用法、

用量使用所购药品。

4. 抗血小板药物：抗血小板药物是通过预防

血栓形成来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药物。老年

糖尿病患者常用的抗血小板药物为阿司匹林或硫

酸氯吡格雷。绝大多数糖尿病患者仅服用一种抗

血小板药物即可，但有一些患者因为病情需要服

用两种抗血小板药物。正在服用抗血小板药物的

患者如果突然停药，发生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会

增高。老年糖尿病患者如不能及时获得正在使用

的抗血小板药物，若家中或亲友有其它抗血小板

药物，切不可随意用其它药物替换正在使用的药

物，以免导致药物不良反应。可通过互联网医院

或微信平台咨询临床医生或药师（请参考本指引

“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互联

网医院和平台？”）咨询了解是否可以替换。有些

互联网医院可以开处方药物并邮寄到家中，可以

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正在使用的抗血小板药物或根

据医生建议改用其它抗血小板药物。有条件凭处

方去药店或通过互联网药店购药时，最好购买与

日常用药相同通用名和生产厂家的药品。如果无

法买到相同商品名的药品时，可以购买与正在服

用的药品通用名相同，但生产厂家不同的药品。

请一定要按照日常服用药品的用法、用量使用所

购药品。

5. 长期处方：在疫情期间，国家及各省、市相

关部门相继出台新的政策，允许医疗机构在安全、

合理、有效的前提下为慢性病患者开具长期处方

（90天药量）。患者在就医时如有需要开具长期处

方，可以主动向接诊医生提出要求。

八、老年糖尿病患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就医

时需要注意什么？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老年糖尿病患者不得不

去医院看病，请注意以下事项。

1. 出门前准备：（1）请携带好自己的门诊病历

和近期就诊记录、近期化的验单、自我血糖监测的

记录表、医保卡和就诊卡。（2）根据常用药物储备

情况，计划好就医时需要开的药物并写在一张纸

上或带上所需药物的包装盒，以方便医生准确开

药。（3）准备几张一次性面巾纸或消毒湿纸巾备

用。（4）既往有低血糖症状发作患者（例如接受胰

岛素治疗患者），可准备 150～200 毫升果汁、或葡

萄糖片（15 克）、或 4～5 块水果糖、或几块饼干随

身携带。（5）做好自我防护。穿着合适衣服（冬季

注意保暖），并正确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口罩需

要全程佩戴（正确佩戴口罩的方法：用双手紧压鼻

梁两侧金属条，使口罩上端紧贴鼻梁，向下拉伸口

罩，使口罩不留褶皱，完全罩住口鼻和下颌）。

2. 安全乘坐电梯。电梯是一个密闭小空间，

人多，空气不流通，因此，进电梯前要戴好口罩。

电梯按钮最容易造成接触感染，尽量不要用手指

直接接触按钮，可以垫上一张面巾纸（有消毒灭菌

功能的湿纸巾更好），使用完后丢弃到垃圾桶内。

3. 安全出行。特殊时期应尽量避免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或者选择错峰出行。乘坐公共汽车或地

铁时，要戴好口罩，同时尽可能避免用手直接触摸

扶手和按钮等，可以垫上一张面巾纸（有消毒灭菌

功能的湿纸巾更好）或者戴上手套。选择人少的

地方分散而坐、不要和同伴在车上大声交谈。

4. 遵守医院防疫规定。到达医院后，配合安

保/医务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如

果有发热情况，应先到发热门诊就诊，排除新冠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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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后方可去普通门诊就诊。

5. 安全候诊。进入医院候诊区域尽量避开人

多的地方，分散候诊，尽量减少和周围人交谈。

6. 配合调查。如果就诊前医生要求填写新冠

肺炎流行病学史，请认真配合完成。

7. 高效就医：（1）主动告诉接诊医生您此次就

诊希望寻求医生帮助的主要问题，需要在多个问

题上寻求医生帮助的患者，可通过和医生讨论将

这些问题按照轻重缓急依次处理；（2）疫情期间，

为减少不必要的就诊次数，对于病情稳定的患者，

许多医院开放了长处方，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需

要开可供 2～3个月使用的药物。

8. 安全交费、化验和取药。在交费、化验检查

和取药时尽量避开人多的地方，全程佩戴口罩，排

队时应和前后共同排队的人员保持 1 米左右的距

离，付费时请尽量采用非现金付费方式（如支付

宝、微信），减少交叉感染的机会。

9. 减少在医院的逗留时间。诊疗结束后尽快

离开医院。

九、有哪些在互联网上提供疾病诊治和咨询的

互联网医院和平台？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临床医生、药师和

卫生工作者通过互联网诊疗和咨询平台开展的健

康评估和医学专业指导，在方便就医、精准指导患

者有序就诊、有效缓解医院救治压力、减少人员集

聚和降低交叉感染风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目

前已有很多“互联网医疗”的接入方法，为方便老

年糖尿病患者使用，特介绍能直接通过手机上安

装的微信、支付宝接入的互联网医疗平台：

1. 微信搜索“好大夫在线”可直接进入小

程序。

2. 微信搜索“京东健康”可直接进入小程序。

3. 微信搜索“丁香医生”可直接进入小程序。

4. 微信搜索“微医健康”可关注微医健康公

众号。

5. 微信搜索“春雨医生”可关注春雨医生公

众号。

6. 支付宝点击“医疗健康”，或淘宝搜索“医疗

健康”，均可接入阿里健康。

7. 微信搜索“问药师”公众号，点击首页下方

“问药师”版块，再点击“找专科”，“内分泌用药”，

就可以选择临床药师进行咨询。

8. 在手机或电脑的浏览器中搜索“百度问医

生”，可以进入“百度问医生”平台，该平台对接了

目前所有医疗问诊的资源，可以进行免费咨询。

9.“糖尿病药店便民地图”可以查询附近可以

提供胰岛素和其它药物的药店可以扫描以下二维

码后通过新浪进行查询。

十、哪些地方可以找到正规渠道发布的新冠肺

炎相关的防控知识和咨讯？

1.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市健康教

育所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公众防控指南（第

一版）》。（网址链接 http：//news. cyol. com/app/
2020⁃02/12/content_18367591. htm）

2.《协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手册》。（网址

链接 http：//news. china. com. cn/2020⁃02/04/con⁃
tent_75672416. htm）

3. 新冠肺炎疫情的权威信息，可关注“健康中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微信公众号），该公

众号每日发布数次公告，明确告知公众疫情的相

关进展。

4. 有关新冠肺炎诊疗方案、疫情相关政策全

文的权威发布可通过关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

会公共卫生医疗管理处文件公告获得（网址链接

http：//www. nhc. gov. cn / yzygj / ggwsylglc /
new_list. shtml）。

5.《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健康教育手册》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宣传司指导，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组

织编写，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网址链接 http：
//news. china. com. cn / 2020-01 / 29 / content_
75654914. htm）。

6. 微信公众号“丁香园”中有关疫情相关讯息

及防控知识。

7. 百度搜索“新冠肺炎防护手册”可查看国家

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与百度联合推出的

全人群防护知识。

（收稿日期：2020⁃01⁃31）
（本文编辑：钱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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