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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底,新冠疫情的到来对社会发展和群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抗击疫情的过
程中,医院建设者与医护人员成为冲在最前端的一线人员。在抗击疫情的同时也重新思考了未来医院建
设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本文主要分析了后疫情时期综合性医院建设,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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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the end of 2019, the arrival of COVID-19 had a great impact 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he
daily life of the masses. In the process of fighting the epidemic, hospital builders and medical staff have become
the front-line personnel at the forefront. While fighting the epidemic, it also rethink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direction of hospital construction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of general
hospitals in the post epidemic period fo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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