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纽约州发育性残疾规划委员会向罗斯·F.·肯尼迪大学发育性残疾卓越中心提供

资金支持（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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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疑问、意见或者要对

我们下一期提出建议，

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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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阅读 2023 
年冬季新闻简报！

关于残障人士感染新冠，您可以从中        

获益的新闻

 本期新闻简报的内容

Tiffany Melendez

Ricky Co'lon 



突发公共卫⽣事件状态⾃ 2020 年开始实施，将于2023 年 5 ⽉ 11 ⽇结束。
 Medicaid 

如果您有残疾，以下⼏点⾮常重要：
响应来自 Medicaid 办公室的任何电子邮件或信件

在州（最重要的）和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更新您的地址和联系信息

确保您符合 Medicaid 的财务资格规定

来源：Michelle Diament，Disability Scoop（2023 年 2 ⽉ 6 ⽇） 
 

在这里阅读文章：
 

https://www.disabilityscoop.com/2023/02/06/big-changes-coming-to-medicaid-disability-services-as-
public-health-emergency-ends/30229/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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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新闻

5 月 11 日，拜登政府将正式结束新冠肺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分类。

如果您拥有私⼈保险:
将不再享受居家免费检测（目前，每月 8 次）或免费 治疗（例如，使用 Paxlovid）。

如果您拥有 Medicare：
可能需要支付检测和抗病毒治疗的共付额。

可以获得免费的疫苗接种和居家检测。

如果您拥有 Medicaid：
新冠检测和疫苗接种将免费提供到 2024 年，根据《美国救援计划》和《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如果您没有保险：
检测、疫苗接种和治疗的临时 Medicaid 保障可能终止。  

您可能需要依靠公共健康计划，这因地区而异。

来源：Dani Blum，《纽约时报》（2023 年 2 ⽉ 1 ⽇）
 

在这里阅读文章：
 

https://www.nytimes.com/2023/02/01/well/live/covid-public-health-emergency.html

要点：

《纽约时报》，
“新冠不再是‘突发公共卫⽣事件’对您意味着什么”

Disability Scoop，“随着突发公共卫⽣事件的结束，
Medicaid 和残障服务将发⽣巨⼤变化”



最近发表在 BMJ 全球健康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与没有感染新冠的孕妇相比，怀

孕期间感染新冠的孕妇死亡风险高出 7 倍。

该研究样本包括 12 个国家的 13,000 多名孕妇，包括美国。

研究人员还发现，出生时患有新冠的婴儿也有不良健康后果的风险。    

来源：Sabrina Malhi，华盛顿邮报（2023 年 1 ⽉ 16 ⽇）
 

在这里阅读文章：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health/2023/01/16/pregnant-covid-infection-death-
hospitalization/

 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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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邮报，“研究发现，
怀孕期间感染新冠会增加产妇死亡的⻛险”

纽约时报，
“中国谨慎上路过春节”

中国取消了严格的旅游限制，允许在 1 月 22 日春节期间出行，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

节日之一。

由于公众不满和经济压力，政府官员取消了旅行禁令。

预计假期旅游人数将增加一倍，同时中国也迎来新冠病例的高峰。

来源：Chang Che & John Liu，纽约时报（2023 年 1 ⽉ 23 ⽇） 
 

 
 

https://www.nytimes.com/2023/01/21/world/asia/china-lunar-new-year-travel-covid.html?

 要点：



 

Medicaid 受助⼈的重要信息

残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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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蕾舞和创意运动课程侧重于通过舞蹈培养粗

大运动技能、音乐性和表现力。

包括现场音乐伴奏。

5-7 岁：周日，上午 9：20-10：00

8-11 岁：星期日，上午 10：10-10：50

 ⼉童适应性舞蹈 
 

新增内容！纽约的东区芭蕾舞学院正在为泛自闭

症障碍 (ASD) 或感官敏感的儿童提供一种新的适

应性舞蹈课程。

 
关于课程：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www.balletacademyeast.com/adaptive-dance/

致电 1-855-355-5777，联系 NYS 卫生部（听障热线：1-800-662-1220）

在 nystateofhealth.ny.gov，登录您的账户，或者

请在此联系投保助理

纽约⼈：纽约 Medicaid、Child Health Plus 和 Essential Plan 即将发⽣重⼤变化
 

急！
您或您的家人是否拥有纽约州 Medicaid、Child Health Plus 或 Essential Plan 健康保险？

这些保险计划将在今年春天恢复资格审查和续保。

 

为 Medicaid 即将发⽣的变化做好准备:
1) 注册短信提醒：编辑短信 START，发送至 1-866-988-0327

2) 确保地址和联系信息是最新的。

如需更新信息：

 

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 https://info.nystateofhealth.ny.gov/COVID-19-Changes

研究程序：点击这里了解更多

研究目的：了解新冠如何影响儿童和年轻人

的健康，以及为什么有些人经历长期疾病

（长期新冠）

研究对象的资格：0-25 岁

感染或未感染新冠 

能够前往纽约大学朗格尼进行几次考察

访问。

联系电话：646-754-5095

电子邮件：

RECOVERkids@nyulangone.org

访问：www.recovercovidkids.org

康复：纽约⼤学的新冠研究
 

作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赞助的一项多

点研究的一部分，纽约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招募

多达 40000 名儿童和成人 — 无论是否感染过

新冠。

 



 
 
 
 
 
 
 
 
 
 
 
 
 
 
 
 
 
 
 
 

新冠病例数：纽约市、纽约州和美国

此图表 ^ 显⽰了过去 14 天内纽约市、纽约州和美国的新冠病例、
住院和死亡⼈数的百分⽐ (%) 变化。

（数据来源：纽约时报，冠状病毒：最新地图和病例统计，202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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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数

纽约市

纽约州

住院治疗⼈数

新冠趋势：14 天变化 (%)
2023 年 1 ⽉ 31 ⽇ ‒ 2023 年 2 ⽉ 14 ⽇

死亡⼈数

美国

幸运的是，纽约市 (-35%) 和州 (-27%) 以及美国全国 (-13%) 的病例数明显下降。

全国 (-11%)、纽约市 (-17%) 和纽约州 (-21%) 的住院率也在下降。

纽约市与新冠相关的死亡率已经稳定下来（无变化），在纽约州 (-6%) 和整个美国 (-13%) 都有所下降。

病例数：

住院治疗⼈数：

死亡⼈数：



接种疫苗和加强针。

查找新冠肺炎（+/-流感）疫苗接种地点： 
访问：www.vaccines.gov 
拨打美国新冠疫苗热线：

1-800-232-0233 
听障⼈⼠专线：1-888-720-7489

致电当地药房或医⽣办公室 

纽约市居⺠可致电：
 877-VAX4NYC (877-829-4692)

戴上⼝罩。

避免去拥挤的地⽅，与不同住的⼈保持 6 英尺的距离。

接受检测。

在以下位置查找 COVID-  检测站点：
https://www.hhs.gov/coronavirus/testing/index.html

 订购免费家庭检测：
COVIDtests.gov

纽约市居⺠：
拨打 311 了解检测和疫苗信息

美国居⺠：需要帮助寻找检测地点？  
致电 1-800-232-0233
听障⼈⼠专线：1-888-720-7489

有关新冠家庭检测的视频说明，请访问： 

如果出现症状，请居家。

        

               www.cdc.gov/coronavirus/ -ncov/testing/self-testing-videos.html

针对残障⼈⼠的新冠安全指南

 对于残障⼈⼠，与新冠相关的住院、
⽣病和死亡的⻛险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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