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vance Health 探视政策
新冠疫情期间，为了给患者、医务人员和访客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Nuvance Health 实
施以下探视政策。本指南将帮助您为下次探视 Nuvance Health 医院或设施做好准备。
突出显示的最新修订将于 11 月 2 日生效：
1. 延长探视时间：
请注意，医院的探视时间已延长。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医院具体时间。
对于非疑似或非确诊新冠肺炎患者，Nuvance Health 允许患者每天由一名陪护人员提供陪护服
务。这项规定适用于：住院部、急诊部、Nuvance Health 医疗实践部以及门诊服务部。只有根
据本政策所述的特殊情况和特殊患者群体，才允许探视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2. 专业等候室：
手术室/当日手术或当日程序的等候室将从 11 月 2 日开始重新开放，但须遵守每个空间的严格
容量限制。达到最大容量后将不再允许陪护人员使用该空间。请注意，新 Vassar Brothers
Medical Center 患者大厅手术等候室此时将依旧保持关闭。
3. 除父母或监护人外，儿科和 NICU 访客需提供疫苗接种证明或阴性检测结果：
21 岁以下患者（包括 NICU 患者）：指定的父（母）亲和/或监护人可随时探视，无需出示完
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或最近的阴性检测结果。在正常探视时间探视的任何其他访客必须出示阴性测
试结果或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

包括：










特殊患者人群、21 岁以下患者、新生儿患者、产科患者和特殊情况的探视指南
探视所需文件
医院指南
个人物品指南
门诊部和医疗实践部探视指南
急诊部指南
住院行为健康探视指南
送圣体员和社区神职人员指南
总体探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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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21 岁以下患者、新生儿患者、产科患者和特殊情况的探视指南
21 岁以下患者 — 只要社交距离规定和安全住院标准允许，整个住院期间最多允许两名指定人员
（父母或陪护人员，指定后不得更改）在病床旁陪护。对于儿科患者，如果临床护理团队认为有
益于患者或患者家庭，患者的兄弟姐妹可在探视期间到访。在整个探视期间，儿童患者不得离开
其病房。除非访客已完全接种疫苗并得到了临床团队的批准，否则娱乐室或其他共享空间将对其
保持关闭。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 — Nuvance Health 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患者每次只允许两 (2) 人在病床
旁探视。两名访客之一必须是患者的父（母）亲/监护人。新生儿患者的父（母）亲/监护人可随
时探视，陪护婴儿。其他陪护人员只能在医院探视时间内进行探视。由于 陪护人员对照顾婴儿及
其家庭至关重要，因此 父（母）亲/监护人 可以决定 更换陪护人员。
21 岁以下患者（包括 NICU 患者）：指定的父（母）亲和/或监护人可随时探视，无需出示完
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或最近的阴性检测结果。在正常探视时间探视的任何其他访客必须遵守出示阴
性测试结果或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的规则。

产科患者 — 在产前、阵痛、分娩和产后护理期间，产科患者可有两名陪护人员陪护，其中包括
一名训练有素的助产师。办理住院手续时指定且非轮换的陪护人员和/或训练有素的助产师，必须
保持不变。出于手术安全和容量方面的考虑，可能不允许过夜探视。
无论何时，如果陪护人员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临床团队将再次对其进行筛查，可能会要求其离
院。届时可以选择替代陪护人员进行陪护，需遵循相同的筛查程序。
特殊情况 — 患者的护理团队将确定是否存在特殊情况，并与患者及其陪护人员进行讨论。特殊
情况可能包括：



患者出现病危严重症状：在空间允许的情况下，最多可指定且轮换四名陪护人员在病床旁
陪护。
如果患者存在以下情况，在整个住院期间可由一名指定的陪护人员陪护，照顾其残疾方面
的需求：身体、智力/发育或认知障碍；住院前存在沟通障碍或行为问题；和/或由于残疾
的具体情况需要帮助。在医院指定的探视时间内，也可有一名额外的访客对以下类型患者
进行探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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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视所需文件：
自 10 月 5 日起，Nuvance Health 医院和设施的访客必须提供完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证明或 72 小时内新冠病毒检测阴性证明才能进入。这项规定适用于医院的所有设施，
包括住院部、医疗实践部、门诊部和急诊部。
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况访客可能需要提供文件，但是此类人群探视无需提供文件。请参阅下
面的详细信息。
产科、儿科和 NICU 患者访客的疫苗接种证明或阴性检测结果：
21 岁以下患者（包括 NICU 患者）：指定的父（母）亲和/或监护人可随时探视，无需出示完
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或最近的阴性检测结果。在正常探视时间探视的任何其他访客必须遵守出示阴
性测试结果或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的规则。
产科：指定的两名陪护人员可探视，无需出示完全接种疫苗的证明或最近的阴性检测结果。仅允
许两名固定陪护人员探视产科患者。

可接受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文件类型：
•
•
•
•

个人疫苗卡复印件
个人疫苗卡照片
个人电子档疫苗记录
由您医疗服务提供方出具的文件，文件需显示疫苗接种日期、提供者姓名和所接种疫苗
为世卫组织批准的疫苗
• “完全接种”的含义为：您至少在两周前接种了第二针辉瑞或 Moderna 疫苗或一针单
剂强生疫苗

可接受的新冠病毒检测类型：



抗原测试和分子测试都属于可接受的新冠病毒检测方法。
医疗服务提供方或正规新冠病毒检测中心进行的任何检测，都符合这项要求。

请注意，Nuvance Health 不接受自我检测结果，包括药房和零售商店出售的居家新冠病毒检测
方法 — 除非这种检测在医疗专业人士的监督下进行并予以解释，提供随附的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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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群和情况特殊的访客可能会被要求出示文件，但如果无法提供文件，也不会被拒绝入院。
未完全接种疫苗的访客如打算探视长期住院患者或需要在短时间内多次出入门诊部就诊，必须每
72 小时进行一次检测。未完全接种疫苗的访客在再次进入医院时必须出示新阴性检测结果。
我们将尽可能向社区检测点提供转诊。由于检测资源有限，且必须优先为接受治疗的患者进行检
测，因此我们无法为 Nuvance Health 设施的访客提供快速检测。
在我们的传单和网站中，提供了有关于免费安全疫苗接种点的信息。疫苗接种是确保医疗保健环
境安全、为社区中最易感人群服务的最佳方式。

各医院的探视时间和入口
Danbury Hospital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开放入口：





Peter & Carmen Lucia Buck Pavilion 的正门（停在 Rizzo 车库，或代客泊车）
Stroock Building（停在 Gold 或 Red 车库，或代客泊车）
门诊手术室入口
Danbury Hospital Medical Arts Center (DHMAC)

***

New Milford Hospital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开放入口：



急诊部入口
正门入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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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walk Hospital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开放入口：主馆入口

***

Northern Dutchess Hospital
住院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请注意，虽然探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 8 点，但所有访客必须在下午 6:30 之前到院登记。）


开放入口：正门入口

***

Putnam Hospital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开放入口：


正门入口

***

Sharon Hospital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开放入口：



主要入口于周一至周五下午 4:30 前开放
急诊部入口于周一至周五下午 4:30 后以及周末下午 2 点至 6 点开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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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ssar Brothers Medical Center
住院护理：
探视时间为每天上午 11 点至晚上 8 点
（请注意，虽然探视时间延长到了晚上 8 点，但所有访客必须在下午 6:30 之前到院登记。）


开放入口：正门入口

当天程序/当天手术：
新 Vassar Brothers Medical Center 患者大厅手术等候室此时将依旧保持关闭。

目前准许陪护人员进入以下区域：心导管和内窥镜检查室。
***

个人物品指南


家人/陪护人员可以为患者提供必要的个人物品，例如衣物、隐形眼镜/眼镜、助听器、 移动
设备、笔记本电脑和充电器等。

门诊部和医疗实践部探视指南


除非陪护特殊人群或存在特殊情况，否则只能由一名（不固定）陪护人员探视。鉴于社交
距离限制和住院安全要求，陪护人员不得使用等候室，应遵循指示在设施外安全等待，在
患者被护送到个人病房后重新回到患者身边陪护（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况除外）。



手术室/当日手术或当日程序的等候室将从 11 月 2 日开始重新开放，但须遵守每个空间
的严格容量限制。达到最大容量后将不再允许陪护人员使用该空间。请注意，新 Vassar
Brothers Medical Center 手术等候室此时将依旧保持关闭。



如果一个病房中有多位患者，应减少或改变探视时间，保持社交距离，保障所有患者、医
务人员和访客的安全。由于空间限制，以下设施目前无法让陪护人员进入（特殊情况除
外）：癌症护理室（仅限输液中心 — 如果输液时需要陪护人员与护理团队讨论选项，请
在就诊前致电）、牙科服务室、实验室、康复室、成像室和伤口护理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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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诊部探视指南


可对急诊部的非疑似或非确诊新冠肺炎患者进行有限探视，可由一名经过筛查（固定）的
陪护人员陪护。



鉴于社交距离限制和住院安全要求，陪护人员不得使用等候室，应遵循指示在医院外安全
等待，在患者被护送到个人病房后重新回到患者身边陪护（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况除外）。
请注意，出于安全和运行方面的考虑，可能暂停 ED 探视。



如果患者与其他非陪护人员（例如邻居）一起到达，其陪护人员随后到达，由于陪护人员
对患者护理至关重要，且非常了解患者护理方面的情况，因此可以代替邻居护理患者。



不允许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成为陪护人员，21 岁以下患者、产科患者和特殊情况
除外

住院行为健康探视指南


住院行为健康探视只能通过预约进行，并且只能探视非疑似或非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患者可有一名经过筛查的固定陪护人员（共用空间和疑似或确诊新冠肺炎患者除外）。
这项规定适用于非特殊人群或无特殊情况的人群。探视的最长持续时间为 30 分钟。请注
意，出于安全和运行方面的考虑，住院行为健康探视可能暂停，具体情况取决于治疗
计划。

送圣体员和社区神职人员指南


如果符合以下情况，允许送圣体员和社区神职人员探视：
o 他们有医院徽章
o 他们已完全接种疫苗：必须始终佩戴口罩和眼部防护装备
o 他们探视的目的是为了参加进修指导
o 在遵守隔离预防措施的前提下，最长探视时间为 60 分钟（每天不超过一次）
o 社区神职人员在医院的前台进行登记，提供其探视患者的姓名，以便在必要时进行
接触者追踪。
o 社区神职人员不属于指定陪护人员，因此除了送圣体员/社区神职人员之外，患者
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拥有尽可能多的陪护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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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探视政策
我们建议如果不是必要情况尽量不进行探视，除非您是患者的看护人或主要陪护人员并积极参与
其医疗护理。


对于特殊人群和情况特殊的患者，获准探视的访客可在当天出院并返回。



如果符合探视批准的特定要求，允许 18 岁以上的访客探视。17 岁以下访客的罕见例外
情况可能适用于情况特殊患者。对于儿科患者，如果临床护理团队认为有益于患者或患者
家庭，患者的兄弟姐妹可在探视期间到访。在整个探视期间，儿童患者不得离开其病房。



如满足筛查、社交距离和口罩佩戴要求，可恢复提供健康和保健相关的面授课程。课程可
能对某些人群存在高风险，高风险人群主要指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群体，根据相关部门通
知，课程可能需要限定参与人数，或在户外/线上进行。



产科患者一次最多只能有两 (2) 名访客（母亲和陪护人员/伴侣）面对面探视，并且只能
通过预约进行。

如欲获准探视，所有访客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访客抵达时必须佩戴医用级口罩。请不要佩戴带装有阀门的口罩、头巾、围巾或任何其他
类型的面罩。必须始终正确佩戴口罩。如果访客受到一次警告后仍未佩戴口罩，将由安保
人员请其离开。



访客需要出示政府签发的带照片的身份证件（例如驾照和护照）才能进行登记。根据州和
联邦防疫指南要求，将记录接触者追踪信息。



强烈建议所有人接种疫苗，保障患者、访客和医务人员的安全。



访客将接受新冠肺炎风险因素的筛查。访客需测量体温。



为了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安全，访客如果出现新冠肺炎症状，将被要求回家。



如果访客通过了初步筛查，但在探视期间出现新冠肺炎症状，也将被要求回家。届时可以
选择替代访客进行探视，须遵循相同的筛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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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访客曾是有症状确诊新冠肺炎感染者，但只要符合以下条件，仍可能获准进行探视：
o
o
o



康复后至少 72 小时：在未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不发烧（99.5 F 或 37.5 C 以
上），并且
咳嗽和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状有所改善，并且
新冠肺炎症状首次出现后至少 14 天

访客第一次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且无症状（没有出现症状），之后持续无症状，且自第一
次检测呈阳性后至少已过去 14 天，可能获准进行探视。

获准探视指南：


对于未进入探视的个人，必须在医院外或车内安全等待。总体而言，除护理团队指示外，
等候室不对访客开放。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和/或为保障陪护人员安全，Nuvance Health
医务人员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等候室。
 手术室/当日手术或当日程序的等候室将从 11 月 2 日开始重新开放，但须
遵守每个空间的严格容量限制。达到最大容量后将不再允许陪护人员使用
该空间。
访客必须始终留在患者房间内（使用洗手间除外），按照护理团队指示遵循所有个人防护
设备 (PPE) 指南，例如佩戴医用级口罩。如果护理团队指示陪护人员协助患者在病房周
围走动，这种情况下允许离开病房。必须始终与其他患者和医务人员保持社交距离。
请使用呼叫灯联系患者病房的护理团队成员。这有助于保障患者、医务人员和访客的
安全。
根据护理团队的指示，如果治疗措施会产生飞沫，在治疗期间或治疗正在进行的过程中
（或之后不久），访客必须离开房间或不得探视
如果患者在探视时间之外出院，临床团队可以请一名陪护人员积极协助出院手续办理过
程，根据临床判断促进患者安全。在陪护人员到达前，邀请其到来的临床医生需将这一信
息通知前台，确保其顺利入院。







阳性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指南：
对于所有 21 岁以下的阳性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产科患者和情况特殊的患者，允许在上述章节
（21 岁以下患者、新生儿患者、产科患者和特殊情况的探视指南）的指导下进行探视。
对于所有疑似或阳性新冠肺炎患者：



需要与护理团队事先讨论，权衡提供面对面陪护的风险和益处
为陪护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装备，包括：手套、防护服、医用级口罩和眼部防护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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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考虑使用技术手段与其保持联系，为其提供远程支持。
疑似或阳性新冠肺炎患者的 CPAP、BiPAP 或高流量氧气最长使用时间为 15 分钟，如
非特殊情况不允许探视这些患者。

目前不允许以下访客进行探视：






根据州行政命令，任何前往康涅狄格州或纽约的人员，都必须遵守特定州和/或疾病控制
中心 (CDC) 的旅行建议。州和地区的名单将定期更新。如需获得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旅行咨询网站：康涅狄格旅行咨询 (https://portal.ct.gov/coronavirus/travel)；纽约
旅行咨询 (https://coronavirus.health.ny.gov/covid-19-travel-advisory)。
获准探视的访客目前不得在自助餐厅就餐/在食杂店购买食品和饮料。特殊人群/情况特殊
患者的访客，可根据需要在病房内用餐。必须坚持佩戴口罩优先，杜绝陪护人员和患者不
戴口罩的情况，应保持社交距离。
此时仅允许由其接收部门确认的重要供应商来院。

对于本探视政策可能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的任何不便，我们深表歉意。为防止您、您的亲朋
好友和社区接触病毒并感染新冠肺炎，实施本探视政策非常重要。我们知道，访客和亲人的
到来对于患者的治疗和健康状况非常有益。因此我们将定期重新评估，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立即取消本探视政策。
最新信息请访问 nuvancehealth.org/coronavirus。
本探视政策可能随时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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