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学校公共卫生措施的注意事项 
 

 《2019 冠状病毒病疫情下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的 
注意事项》的附件 

2020年5月10日  

 

背景 

世界各国为了响应 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采取了多种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PHSM），例如限制

出行、学校停课、企业停业以及限制国际旅行 1。随着当地疫情的变化，各国根据疾病的传播程度将调整（如

放宽或恢复）这些措施。世卫组织已发布文件指导如何调整公共卫生和社会措施以管理疫情复发风险 2，并制

定了一系列附件帮助指导各国在不同条件下调整各项公共卫生措施。关于 COVID-19 疫情下学校复课或停课

的时机与形式，本附件为决策者和教育机构提供了注意事项。这些决策对儿童、父母或看护人、教职工、社

区乃至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 3。本文的起草基于对现有文献的回顾、与专家和区域伙伴的讨论以及对国家

案例的总结。 

决定停课或复课的注意事项 

应该以风险管理的方法为指导决定是否停课、部分停课或复课，使学生、教职工和更广泛的社区的教育

与健康收益最大化，并防止社区内暴发新的 COVID-19疫情 3, 4。世卫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和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已发布学校防控COVID-19的指导文件 3。一般健康风险评估的因素

包括：流行病学、卫生系统和公共卫生能力 2、社区参与力、政府对最弱势群体维持社会和经济支持的能力。

在当前框架下，世卫组织合作伙伴对复课计划强调了六个方面的注意事项：政策、资金、安全运营、学习、

覆盖最边缘人群 4。 
国家主管部门可以在地区层面促进风险管理的方法，根据当地的流行病学情况和条件向学校提供标准操

作程序或核对清单。 
决策者决定是否停课或复课时应考虑以下事项： 

• 目前对于COVID-19在儿童中传播和患病情况的科学认知 
• 学校当地COVID-19的疫情形势与流行情况 
• 学校环境和保持COVID-19防控措施的能力 

在决定如何或何时部分停课或复课时应考虑的其他因素包括：评估因停课可能造成的危害（例如，辍学

的风险、受教育程度差距扩大、吃饭受限、经济不稳定导致家庭暴力加剧等），以及对于看护人是国家“重

要工作人员”的孩子，是否有必要开课或至少部分开课。 

COVID-19与儿童 

各国数据以及 COVID-19 的最新综述显示，儿童报告病例数通常少于成年人，且多表现为轻症感染 5。尽

管个别儿童的病情较严重，但 COVID-19 很少引起儿童重症 6。儿童在疾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仍不清楚 7，需

要更多的数据来阐明，包括按年龄分层进行血清流行病学调查 8。目前偶有教育机构涉及 COVID-19 暴发，但

从研究中可以看出，涉及的疫情主要与社会事件有关，而后者又与学校或大学生活存在关联，所以并不是说

在学校内存在疫情传播。这些研究还提示病毒可能来源于成年教职工 7, 9。研究还用数据模型强调了地方流行

病学在决策中的重要性，且不能将学校措施作为单独唯一的干预 1。世卫组织将从不同国家汲取有关复课的经

验，在获取更多信息后更新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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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COVID-19疫情形势与流行情况 

一个国家不同地区的 COVID-19 疫情形势与流行情况可能不同，应围绕以下问题进行讨论： 
• 当前的疫情形势对社区人员流动有什么影响？是否限制外出，是否可以安全运输？ 
• 该地区COVID-19的流行趋势如何？是否可以获取本地流行趋势的信息，且信息是否可靠？ 
• 出现新增病例时，社区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是否能够迅速发现并做出响应防止新的疫情暴发？ 
• 学校是否能够与当地公共卫生主管部门保持适当的合作与协调（例如当学校出现病例或发生疫情

时，可以向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提供追踪接触者所需要的信息）？ 
• 有多少员工存在重症风险（年龄和基础患病状况）？ 
• 有多少儿童存在基础疾病或特殊需求？ 

学校环境和保持COVID-19防控措施的能力 

政策、实践和基础建设 

当学校完全开放或部分开放时应该实施 COVID-19 的防控策略 2。可根据以下注意事项指导风险评估，推

荐的行动和要求见后面章节： 

学校资源和基础建设 
• 学校是否有政策与资源来保证实施正确的手卫生和呼吸卫生、保持人际距离并限制拥挤？ 
• 是否拥有足够大的房间来保证书桌距离？是否能够扩大（甚至只是临时）学校的基础设施以提供所

需的空间？ 
• 学校是否有足够的有利于防止传染的材料和物资，例如库存充足的洗手设施？ 
• 是否可以减少班级人数，或按班级每天或每周错峰使用设施？ 
• 学校是否可以聘请护士来照顾生病的孩子？ 

针对教职工的政策 

• 是否制定了政策和流程来保护学校所有职工的安全，包括高危人群（老年人、有基础疾病的人）防

护的注意事项？ 
• 学校是否有能力对职工进行在校安全操作方面的培训？ 
• 是否应该实施或保持某些灵活的或部分远程的教学方法？ 
• 考虑到这样的变化也会影响其他员工，学校是否有足够的师资力量来支持更改课程表？ 
• 根据当地情况，是否可以要求存在COVID-19重症高风险的教师支持远程而不是面对面教学？ 

行为方面 

在支持学校环境时，请考虑到学生的年龄和经历。年龄较小的孩子可能更难遵守至少 1 米的身体距离。

应该考虑到高年级学生的要求（例如考试）。在评估学校是否准备好调整安全措施时，请考虑以下事项： 

重新配置学校资源 

• 学校是否能够调整教室以帮助学生遵守建议的措施？ 
• 如何调整课间/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有），以确保遵守建议的措施？ 
• 学生、父母和老师是否愿意并且具备能力参加远程教学或类似远程学习的策略或根据新的措施回校

复课？ 

基于年龄的注意事项 

• 是否会对不同年龄的学生进行足够的监督以确保他们遵守建议的措施，包括在娱乐和课间休息期间？ 
• 根据当地的情况和文化规范，哪个年龄段被认为更适合或更优先采取远程教学？哪个年龄段最需要

面对面指导？对与线上、虚拟空间的安全/防护，是否有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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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院校是否能够评估学校主办的活动和聚会的安全性（以及关闭或取消的可能性）并能使大家保

持身体距离，包括教室外的社交活动（例如旅行、聚会）？ 

可能需要通过健康教育和培训课程来改变大家的行为习惯。可以借助视觉和语言的提示/提醒（例如海

报）来鼓励学生们规范行为。 
 

安全和保障 
停课或复课可能会影响到学生们的安全和保障，应考虑到以下问题： 
• 孩子们在学校就餐吗？家里粮食有保障吗？ 
• 是否有足够的教职工来管理学校？是否有政策保障教职工的安全与福祉？他们有良好的防控装备吗？ 
• 当学生在家或学校出现安全问题时，是否能够进行保护？ 
• 教职工、家长和社区可以共同合作为学校制定本地指导吗？ 
• 是否制定了应急计划来减少教育中断对最弱势儿童造成的伤害？ 

复课的推荐措施 

应尽可能采取以下策略和调整的措施： 

学校卫生和日常习惯 

保持卫生、清洁环境，减少暴露机会 

• 对学校每个人进行预防COVID-19的健康教育，包括：如何经常正确地保持手卫生和呼吸卫生、如

何使用口罩（如果为强制性）、COVID-19的症状以及感到不适时应采取的措施，还应倡导非接触

式问候。根据疫情进展每周提供更新的内容。 
• 制定经常洗手的时间表（尤其是对于年幼的孩子），并在学校入口和校园内提供足够的含酒精成分

的免洗洗手液或肥皂和清水。 
• 定期每日用肥皂/洗涤剂和消毒剂清洁学校环境1（包括厕所）。对经常接触的物体表面进行清洁消

毒，例如门把手、书桌、玩具、物资、电灯开关、门框、游乐设备、儿童使用的教具和书套。 
• 评估在体育课、运动中、操场、潮湿区域和更衣室中应采取哪些措施来减少暴露或身体直接接触的

风险。 
• 增加健身房、体育设施及更衣室的清洁频率，在入口和出口处设立洗手设施，通过设施使运动员单

向流通并限制每次进入更衣室的人数。 
• 在交通工具（如校车）上保持手卫生和呼吸卫生、保持身体距离，并提供小贴士提醒学生安全上下

学，包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学生。校车上尽量一人一座并至少保持1米的距离。这可能会导致每

个学校的校车用量增加。尽可能打开车窗。 
• 根据国家或当地的指导制定学校佩戴口罩或面罩的政策。禁止生病的孩子或教职工来学校。为有需

要的人（例如学校护士和有症状的孩子）提供足够的医用口罩。 

对生病的学生和教职工进行筛查与管理 

• 对有症状的学生和教职工执行“不适者居家”的政策。如果可行，可联系当地组织提供家庭护理支

持，并确保家庭与学校之间的沟通。 
• 为父母/学生/教职工建立清单以核查学生/教职工能否返校，并适当考虑到当地COVID-19的流行情

况。清单内容可包括： 
o 基础患病情况和身体弱点（保护学生/教职工）； 
o 最近生病或出现COVID-19的疑似症状（防止传染他人）； 
o 家庭环境的特殊情况（根据需要调整支持措施）； 
o 学校交通需要的特殊注意事项。 

 
1 世卫组织建议用70%的乙醇对较小的物体表面和设备进行消毒，或者用0.1%的次氯酸钠对物体表面进行消毒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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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社区发生COVID-19疫情而需要请假时可以豁免病假条。 
• 为了识别病例，所有进入大楼的教职工、学生和访客都应该考虑接受每日体温检查，并报告过去24

小时内的发热情况。 
• 确保与COVID-19病例发生过接触的学生居家隔离14天。如发现COVID-19病例，学校应向公共卫生

主管部门通报。 
• 对于出现COVID-19症状或感到不适的学生或教职工，应制定送其回家或隔离的流程。 

与家长和学生的交流 

• 向父母介绍学校正在采取的措施，并要求父母与学校合作通报家中COVID-19的感染情况。如果怀

疑家里有人感染COVID-19，请让孩子留在家中并通知学校。 
• 向学生解释学校采取措施的原因，包括科学方面的讨论，并强调他们可以从学校获取帮助（例如社

会心理支持）。 

学校采取的其他措施 

• 确保入学时核查免疫接种的情况。检查容易发生暴发的、疫苗可预防疾病（例如麻疹）的疫苗接种
状况，并提醒父母务必确保其子女及时接种了所有应该接种的疫苗。对于在校内实施的免疫接种计

划，请确保可以按需补种疫苗。 
• 对于寄宿学校和其他特殊机构，为了学生和教职工的全面利益和安全，应将这些注意事项的范围扩

大到住宅设施、演讲厅、实验室和其他学习设施。 

保持身体距离和实施远程教学 

学校内的身体距离 

• 在校的每个人之间要保持至少1米的距离2 
• 增加书桌的间距（至少间隔1米），错峰休息、进餐（如果存在困难，可以选择在书桌上吃午餐） 
• 限制学生更换教室，减少课外活动。例如，学生们可以全天在一个教室上课，而让老师更换教室；

或班级可以使用不同的入口（如果可行），或各个班级排队进入或离开大楼/教室 
• 调整高中的课程表，学生和老师可以分批次分别在早上、中午或晚上去教室上课 
• 尽可能考虑增加教师的人数，以减少每个教室学生的人数（如果空间足够） 
• 建议避免上下学或日托期间发生拥挤，并尽可能避免让年老的家庭成员或社区成员（例如祖父母）

接送孩子。 
• 尽量减少课下共处时间，例如错开午餐的时间和地点 
• 讨论如何管理体育课 
• 尽可能将课程移至户外或通风的房间 
• 让学生们树立意识，保证其在校外和课余时间不聚会、不交际 

远程教学和学习 

• 启用或继续使用远程或类似方法进行教学，在必要和可行的情况下可以混合使用不同方式（例如某

些学生可以上网课、借助家庭作业和博客在家中学习、参与家庭体育活动） 
• 如果无法进行远程教学，请学生们带课本回家或安排作业。可以考虑利用广播电台或电视台上课，

实行“伙伴制”，让学生和年长的兄弟姐妹在家或通过电话与朋友一起做作业。 
• 确保经常对校外的学生提供适合其年龄的随访与支持，避免处罚或歧视这些学生 

 
2 大多数研究将呼吸道飞沫的喷射基准定为一米，这相当于3英尺3.37英寸。世卫组织正在监测对COVID-19传播风险开展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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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后的监控 

学校采取防护措施后，重要的是监控以下因素： 
• 远程教学的有效性 

o 学校在制定远程教学策略方面做得如何？ 
o 覆盖的儿童比例是多少？ 
o 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反馈是什么？ 

• 政策和措施对教育目标和学习成果的影响。 
• 政策和措施对儿童、兄弟姐妹、教职工、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健康和福祉的影响。 
• 取消限制后的辍学趋势。 

为了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措施，学校与社区之间需要尽早进行紧密的合作。重要的是要保持灵活并根据需

要调整方法，对于好的做法要进行学习和分享。完全停课而不采用合适的远程学习方法（如果可行）以及调

整策略减少负面影响，可能并不是最佳或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在没有其他替代方案时才应该考虑完全停课。 
世卫组织提供这些建议旨在为各方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持，并在这个独特而充满挑战的时期为决策者、

教育机构和看护者们提供帮助，使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孩子、学生和社区做最好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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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nicef.org/reports/key-messages-and-actions-coronavirus-disease-covid-19-prevention-and-control-schools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348
https://dontforgetthebubbles.com/evidence-summary-paediatric-covid-19-literature
https://pediatrics.aappublications.org/content/early/2020/03/16/peds.2020-0702.1
http://ncirs.org.au/sites/default/files/2020-04/NCIRS%20NSW%20Schools%20COVID_Summary_FINAL%20public_26%20April%202020.pdf
http://ncirs.org.au/sites/default/files/2020-04/NCIRS%20NSW%20Schools%20COVID_Summary_FINAL%20public_26%20April%202020.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population-based-age-stratified-sero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protocol-for-covid-19-virus-infection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population-based-age-stratified-seroepidemiological-investigation-protocol-for-covid-19-virus-infection
https://science.sciencemag.org/content/early/2020/05/04/science.abb8001/tab-pdf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water-sanitation-hygiene-and-waste-management-for-the-covid-19-virus-interim-guidance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detail/water-sanitation-hygiene-and-waste-management-for-the-covid-19-virus-interim-gui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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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有用的资源： 

UNESCO. UNESCO COVID 19 Education Response; Education Sector issue notes - Issue note n° 7.1 – April 20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7327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Non-pharmaceutical public health measures for mitigating the risk and impact of epidemic and 
pandemic influenza. Geneva, October 2019 (https://www.who.int/influenza/publications/public_health_measures/publicatio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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