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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识堂

感染新冠病毒康复后出现咳嗽怎
么处理？ 该如何注意饮食健康？ 如何
科学进行锻炼？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组织专家进行解答。

清淡饮食， 注意补充蛋白质

“绝大部分人感染新冠病毒 7 至
10 天后就进入了康复状态 ， 抗原检
测和核酸检测结果都转阴了， 但可能
遗留一些症状， 最多的是咳嗽和嗓子
不舒服。” 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
说， 康复期是指核酸检测结果转阴后
的 7 至 10 天。 进入康复期， 首先精
神上要保持高昂的斗志 。 有了精气
神， 身体状态就能快速恢复。

康复期不能大补， 也不能大吃大
喝。 有一部分人感染期间吃饭、 睡觉
都受到影响， 加之冬天到来， 觉得需
要补一补。 刘清泉表示， 这种观点是

不正确的。 从中医角度看， 康复后大
补对身体不利， 容易出问题。 大吃大
喝对身体的康复也不利 ， 甚至出现
“食复”， 即不正确吃东西导致疾病复
发， 比如出现发烧的症状， 尤其是青
少年更容易出现 “食复”。 不要大吃
大喝， 特别是不要吃油腻和肥甘厚味
的食物， 要清淡饮食， 可以每天吃一
两个鸡蛋、 喝牛奶或者喝粥， 多吃蔬
菜水果， 保证体力恢复。

康复期需适当加强营养。 北京大
学人民医院感染科主任高燕说， 感染
者退烧了， 食欲会逐渐恢复， 因此可以
逐渐恢复到正常饮食状态。 要加强蛋
白质的摄入， 因为人体细胞的功能和
各个脏器的功能都非常依赖蛋白质，
加强蛋白质营养摄入有利于康复。

“康复期会出现咳嗽的症状， 没
必要用太多药物治疗， 可以用一些食

疗的方法。” 刘清泉说， 可以煮点梨
汤喝， 最好不要放糖， 保持梨的自然
甜味就可以。 按照中医理论， 如果咳
嗽痰多， 煮梨的时候， 可以放几粒川
贝， 喝汤后可以缓解症状； 如果痰是
白色的， 不是特别多， 吐出来困难的
话， 可以放几粒花椒， 有利于促进呼
吸道修复。

不剧烈运动， 放缓生活和工作节奏

“康复期适量运动有利于康复，
但不能剧烈运动。” 刘清泉说， 剧烈
运动不但不能促进身体恢复， 还可能
出现其他问题。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病
情和身体状况做康复运动。 可以做一
些比较缓和的运动， 如八段锦、 太极
拳等， 有利于气血经络运行通畅， 正
气恢复 。 运动量不超过自己平时的
1/3， 之后逐渐增加。

“中青年人在康复期如果有明显
的咳嗽、 咽痛症状， 不要急于锻炼。”
高燕说， 康复期并不影响中青年人复
工复产， 但不建议参加高强度的健身
运动。 康复期间要注意休息， 加强营
养， 促进身体恢复到正常状态。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康复期不
应进行高强度健身运动 。” 高燕说 ，
老年人本身患有糖尿病、 高血压、 冠
心病等慢性病， 平时有锻炼的习惯，
感染新冠病毒后康复速度慢， 抗原检
测虽然转阴了， 但呼吸道症状还会持
续， 如果恢复到平时的锻炼水平， 可
能不利于康复。

“康复期， 生活和工作节奏可以
稍微放缓。” 刘清泉说， 康复期要注
意工作节奏， 不要想着用几天时间补
回感染后落下的工作， 最好不要熬夜
加班。 （据人民网）

感染新冠病毒后， 怎么样才算康
复？ “阳康” 后二次感染的概率有多
大？ 哪些情况容易二次感染？ 近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
医院感染科副主任郭威， 就 “阳康”
之后的若干问题作出解答。

感染新冠病毒后， 怎么样才算康
复？ 何时能够返岗工作？

郭威说， 判断感染后是否完全康
复， 可从两个层面来看。 第一个是从
症状体征方面， 指患者发热、 咽痛、
咳嗽等症状消失 ， 相关医学检验和
检查恢复正常； 第二个层面为疾病的
传染性层面， 要求病原体清除无传染
性 。 具体到新冠病毒 ， 就是指间隔
24 小时的两次核酸或抗原检测显示
为阴性， 就意味着没有传染性。

从临床来看， 发病 7 天后大部分
轻症患者核酸开始转阴 ， 病毒量也
很低， 基本不具传染性。 感染者一般

体温正常 3 天， 咽痛、 咳嗽等症状缓
解， 即可自测抗原， 如果连续两天阴
性即可返岗。

部分感染者提到， 转阴后两三天
又复阳了， 这个正常吗？ 复阳后还有
传染性吗？

郭威介绍， 复阳有两种情况， 一
是假阴性， 二是重新感染。 有些转阴
之后两三天又复阳了， 属于第一种情
况， 即之前检测是假阴性， 或这次检
出的是一些病毒的片段， 并不是完整
的病毒， 这时的感染者已经没有感染
性和致病性。

二次感染的概率有多大？ 被奥密
克戎变异株 BA5.2 感染后， 还会再
次被 BF.7 感染吗？

郭威说 ， 对于新冠病毒而言 ，
“阳康” 半年内再次感染 “重阳” 的
可能性较低 。 因为康复患者体内存
在较高水平的抗体。 一般在感染后的

3 至 6 个月内， 抗体会维持在一个较
高水平 ， 半年内二次感染患病的可
能性较小。 大家熟知的 BA5.2 和 BF.
7 同属奥密克戎变异株， 感染后机体
有交叉保护作用， 短期内相互感染患
病的可能性极小。

哪些情况下， 容易发生二次感染？
郭威介绍， 距上次感染时间较长，

“阳康” 半年后二次感染的可能性还是
很大。 同时， 在缺乏防护的情况下 ，
也有可能二次感染。 所以建议， 平时
要科学有效地戴口罩， 加强手部卫生，
保持社交距离。 另外， 建议大家康复
半年后再接种一剂疫苗加强免疫。

转阴之后绝不能放飞自我， 该戴
好的口罩还是要戴。 虽然短期内不易
“重阳”， 但有可能感染其他毒株， 同
时冬春季节还有许多其他的呼吸道
传染病流行。 防护中， 科学佩戴好口
罩最重要。 （据 《科技日报》）

跑步是一项大众运动， 但也有人
担心 ， 经常跑步会造成膝关节磨损
等， 对膝盖不好。 经常跑步会得 “跑
步膝” 吗？ 在运动和日常生活中， 我
们应该如何保护膝关节？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运动医学科主
任医师杨渝平介绍， 其实临床上没有
“跑步膝” 这一概念， 如果感觉到膝
关节不适， 一般是软骨损伤、 肌腱末
端病、 滑膜炎等， 此时应注意休息，
暂时不要运动， 直到疼痛减弱或者消
失为止 。 其实 ， 只要运动量控制好

了， 跑步很少造成损伤。
膝关节是人体运动最多、 负重最

大的关节之一。 专家提醒， 无论是跑
步还是其他运动， 要尽量选择专业的
场地和装备， 尽量按照标准去训练，
运动前做一些热身运动、 运动后做一
些拉伸和放松， 从而减少运动伤害和
受伤几率。 若膝关节发生扭伤， 有条
件的应进行冰敷， 并及时到医院进行
检查治疗， 以免耽误病情。

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膝关节、 预
防膝关节损伤？ 杨渝平表示， 膝关节

并非靠护具去保护， 而是靠肌肉去保
护。 平时应多训练肌肉力量， 以及反
应性、 灵敏性等等。 静蹲是一种非常
适合普通人群， 尤其是老年人的锻炼
方法， 主要锻炼股四头肌肌肉力量。
具体方法为背靠墙， 双足分开、 与肩
同宽， 身体呈现下蹲姿势， 使小腿长轴
与地面垂直。 大腿和小腿之间的夹角
不要小于 90 度， 一般每次蹲到无法
坚持为结束， 休息 1—2 分钟， 然后
重复进行， 每天重复 3—6 次为最好。

（据光明网）

没“阳”更焦虑？
心理专家给出5点建议

最近， “你 ‘阳’ 了没？” 这
句话成为许多亲友间问候的开场
白。 对于 “阳过” 的人来说， 这是
身体上的 “考验”， 但对于部分还没
有出现症状的人来说， 没 “阳” 更
焦虑？ 如何进行心理上的自我照料？
日前， 武汉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
刘连忠主任医师给出 5 点建议：

1.维持相对稳定的作息安排
或生活日常。 要有适当的休息 ，
保证充足的睡眠， 尽量保持生活
的稳定性。

2.有节制地浏览有关疫情的
信息报道。 如果关注疾病相关资
讯， 尽量关注事实和数据 ， 这是
真实客观的。 相对冷静的头脑有
助于我们认识事情的真相， 不因
谣言而引发恐慌。

3.保持积极的正向思维。 如
果担心被感染也请尽量这样想 ：
不管将来会怎样， 但这一刻我仍
然拥有健康， 我可以继续努力生
活。 即使我真的生病， 也会有很
多人陪伴我一起面对。

4.正确处理负面情绪。 当出
现焦虑、 抑郁等情绪时可以进行
自我调节 ， 比如可以通过倾诉 、
哭泣、 歌唱、 绘画 、 音乐等表达
和抒发出去； 还可以向身边的人
或亲友求助， 进行诉说和寻求安
慰， 达到相互支持的目的。

5.享受运动的快乐。 运动时我
们的身体会释放能量， 有助于缓解
压力， 室外运动还可以获得社交，
有利于改善情绪和减少焦虑。

（据 《长江日报》）

新冠康复期如何快速恢复健康

健康提醒

经常跑步会得“跑步膝” 吗？

“阳康” 之后， 哪些情况容易二次感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