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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COVID-19 疫情的影响，我们的医疗机构规定了访客

接待数量的限制。  

查看以下访客指南和例外情况的详情： 

 

医院 

每天最多 2 名访客 — 访客须知 

住院患者（包括阳性和疑似 COVID-19 患者）每天可接待两（2）名访客。必须在患者的电子病

历中列出访客信息。*  

访客要求： 

• 抵达时，访客须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访客将获得一个腕带或访客徽章，

必须全程佩戴。 

•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访客必须在所有医疗机构中佩戴医院提供的口罩。全程佩戴口

罩（遮住口鼻）。 

• 每天上午 8 点至下午— 7 点之间允许探访 

• 访客必须无 COVID-19 症状并且近期未接触过 COVID-19 患者 

• 不允许 18 岁以下的访客探访 

产妇探访详细指南： 

• 临产：一（1）名陪护（佩戴医院提供的腕带）和一（1）名指定访客。陪护人员必须

从临产入院到出院全程进行陪护。如确认分娩，除陪护和访客外，还允许一（1）名在

电子病历中列出姓名的导乐人员在场。 

• 在医院期间，导乐人员应出示身份证件且必须佩戴显示其组织名称的标签。导乐人员

必须遵守俄亥俄州立韦克斯纳医学中心所有的 COVID-19 安全规程和流程，包括提供

并佩戴经过隔离认证的护目镜。 

• 分娩后：一（1）名陪护（佩戴医院提供的腕带）和一（1）名指定访客。分娩后，一

名指定访客必须遵守医院的一般探访时间规定。 

*患者可以在 MyChart 床头平板电脑上输入访客姓名。 

 

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 

• 手术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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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门诊程序 

o 因门诊程序（例如介入放射学）而入院的患者需要过夜，需遵循住院探访指南 

• 如果患者的身体或认知残疾情况影响其获得有效医疗服务，则允许一（1）名成人陪

同。如需在规定时间以外进行探访，必须获得护理团队的批准。 

• 产妇：产科分诊处仅允许一（1）名陪护  

  

申请探访的例外情况 

如果您认为患者符合任一探访例外情况，请联系患者护理团队。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联系患者体验科： 

614-293-8944：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俄亥俄州立大学附属医院)，Ross Heart 

Hospital(罗斯心脏医院)，Dodd Rehabilitation Hospital(多德康复医院) 

614-293-9600：Ohio State Harding Hospital（俄亥俄州立哈丁医院）  

614-257-2310：Ohio State East Hospital（俄亥俄州立东方医院） 

614-293-8609：James Cancer Hospital and Solove Research Institute（詹姆斯肿瘤医

院和尚兰研究所） 

 

 

 

急诊部 

每天最多 1 名访客 — 访客须知 

每天每位患者仅允许接待一名指定访客。访客必须留在急诊部外，直至患者被送入病房且 

COVID-19 快速检结果为阴性。   

访客要求： 

• 抵达时，访客须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身份证件。访客将获得一个腕带或访客徽章，

必须全程佩戴。 

•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访客必须在所有医疗机构中佩戴医院提供的口罩。全程佩戴口

罩（遮住口鼻）。 

• 在探访期间，访客应留在患者病房内 

• 不允许 18 岁以下的访客探访 

• 患者入院后，访客必须遵循访客指南：早上 8 点至晚上 7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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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临终情况外，COVID-19 确诊或疑似患者不允许访客探访（未成年人患者例外，仅允

许一（1）名父母/监护人探访）。 

例外情况 

例外情况： 

• 如需参加护理会议，允许最多两（2）名访客陪同  

• 临终状况和临终计划 

o 临床护理团队可酌情限制探访次数 

o 访客仅限直系亲属 

o 如果患者和家人要求，神职人员可对每位患者（包括 COVID-19 阳性或疑似患

者）进行一（1）次现场探访，提供精神支持 

o 允许对阳性和疑似 COVID-19 患者进行临终探访。访客应穿戴的个人防护设备

包括：N-95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和手套。必须遵循 CDC 指南。临床护理团

队可酌情限制探访次数。 

• 如果患者的身体或认知残疾情况影响其获得有效医疗服务，允许一（1）名成人陪同 

• 产妇——仅在分娩期间可由一（1）人陪护 

o 临产入院后，将向一名患者陪护提供绿色的腕带（标有访客姓名）。从分娩到

出院全程，只允许一名戴有腕带的陪护 

• 未成年人（<18 岁）可由一（1）名父母/监护人陪同 

除上述临终情况外，COVID-19 确诊或疑似患者不允许其他访客探访（未成年人患者例

外，仅允许一（1）名父母/监护人探访） 

 

申请探访的例外情况 

如果您认为患者符合任一探访例外情况，请联系患者护理团队。 

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帮助，请联系患者体验科： 

614-293-8944：Ohio State University Hospital(俄亥俄州立大学附属医院)，Ross Heart 

Hospital(罗斯心脏医院)，Dodd Rehabilitation Hospital(多德康复医院) 

614-293-9600：Ohio State Harding Hospital（俄亥俄州立哈丁医院）  

614-257-2310：Ohio State East Hospital（俄亥俄州立东方医院） 

614-293-8609：James Cancer Hospital and Solove Research Institute（詹姆斯肿瘤医

院和尚兰研究所） 

门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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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访客探访 — 例外情况 

—无论是否接种疫苗，访客必须在所有医疗机构中全程佩戴医院提供的口罩。所有人员须

全程佩戴口罩（遮住口鼻）。   

例外情况： 

• 手术当天允许一（1）名成人留在指定区域内 

• 如果患者的身体或认知残疾情况影响其获得有效医疗服务，则允许一（1）名成人陪

同。 

o 如果患者存在严重身体或认知障碍，之前在家中与看护者同住，允许一（1）

名成年看护者陪同。如果患者新出现身体或认知障碍，或曾在 Dodd 

Rehabilitation Hospital(多德康复医院)接受治疗，可向看护者提供培训和教

育，对其进行单独指导，帮助患者获得成功治疗结果并出院。  

• 未成年人（<18 岁）可由一（1）名父母/监护人陪同 

• 新发詹姆斯肿瘤患者可由一（1）名成人陪同 

• 患者进行实体器官移植前及移植后，可由一（1）名成人陪同  

• 妇产科患者：以下预约仅允许一（1）名成人陪护： 

o 产科诊视新预约 

o 产科超声检查 

o 母胎医学咨询 

o 术前诊视 

• 如需参加护理会议，允许最多两（2）名访客陪同 

确诊或疑似 COVID-19 患者不得探访（未成年人例外，但仅允许一（1）名父母/监护人

陪同） 

请在就诊前直接联系医护人员办公室，讨论例外情况 

如您属于例外情况，请在就诊前直接联系医护人员办公室，了解具体的门诊地点。 

 

 

 

 

 

East Hospital（东方医院）的疫苗站 

不允许访客探访 — 例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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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患者需要支持，可由一名成年看护陪同。 

 

线上探访 

欢迎阅读我们的建议，了解家属如何与住院亲人保持联系（英文）。 

 

Facebook Messenger 

MyChart 床头平板电脑现提供 Facebook Messenger 功能，住院患者可接受亲人的线上

探访。患者可以使用其 Facebook 帐户信息登录，在住院期间可与亲朋好友视频聊天。 

MyChart 床头平板电脑的主屏现可使用 Zoom 

入院后，患者及其医疗代表可使用由韦克斯纳医学中心提供的 MyChart 床头平板电脑。您可通

过床头平板电脑订餐、查看医疗信息、了解与您病情相关的教育材料、向您的护理团队发

送非紧急消息、使用 Zoom 与亲朋好友交流。 

使用床头平板电脑或 Zoom 不需要 MyChart 帐户。如果需要与亲朋好友视频聊天，您需

要设置一个 Zoom 帐户。如果您不知道如何设置 Zoom 帐户，护理团队成员可以提供帮

助。 

 

 

 

 

访客筛查 

• 进入医院和门诊机构的所有访客都需进行筛查，包括检查症状 

• 如果访客在过去 24 小时内有症状或在过去 10 天内曾接触病毒，根据规定需立刻离开上

述机构 

• 有症状的访客不应到医院探视其他患者，应寻求医疗服务 

• 访客在离开病房和医院大楼前后必须洗手或使用洗手液  

以下楼宇入口将暂停开放： 

Commented [FY1]: Linguist Comments: I did not convert 
the source"English" to "Chinese" since I don't know if a 
Chinese version will be linked to.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coronavirus/patient-care/visitor-policy/tips-for-families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mychart/mychart-bedside-getting-started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features/mychart/mychart-bedside-getting-star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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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io State Brain and Spine Hospital（俄亥俄州立脑和脊柱医院）：南入口 

o 在周末和节假日，东入口也会关闭。请使用大学医院的主入口。 

• James Cancer Hospital and Solove Research Institute（詹姆斯肿瘤医院和尚兰研究

所）：第十二大道入口 

• 第十二大道车库桥通道关闭（所有患者和访客应通过地面入口进入大学医院） 

• 大学医院：周末和节假日，第十二大道入口对患者和访客关闭  

o 备用停车场：患者和访客请在 SAFE AUTO 车库停车，使用大学医院主入口 

 

远程医疗 

我们在所有设施中均加强了安全措施，确保患者安全。如果您希望获得更安全的体验，除了到医

院就医，还可以安排远程医疗服务。即使您未指定主要医护人员，也可以利用远程医疗即时护

理，迅速接受俄亥俄州医生的服务。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telehealth/immediate-care
https://wexnermedical.osu.edu/telehealth/immediate-ca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