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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７０ 周年ꎮ ７０ 年来ꎬ
我国各个领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ꎬ学校卫生领域

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显著的成就ꎮ 在学校卫生发

展进程中形成的一系列学校卫生法规政策性文件ꎬ为
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的保障ꎮ 这些

学校卫生法规政策性文件是在长期的学校卫生工作

实践基础上逐步形成的ꎬ涉及学校卫生管理的各个方

面ꎬ为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ꎮ 现以教育部门学校卫生管理为主线ꎬ对改

革开放 ４０ 年来现有学校卫生法规政策进行梳理ꎬ供广

大学校卫生专业工作者和研究者参考ꎮ

１　 与学校卫生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法规性文件

学校卫生既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卫

生事业的重要内容ꎮ 有关教育、卫生的综合性法律法

规中往往涉及学生身心健康的内容ꎬ虽然不是直接针

对学校卫生管理ꎬ但都是教育或卫生领域具有全局性

的法规ꎬ是学校卫生管理必须遵守的重要法规ꎮ 例如

教育法规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

育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等ꎬ这些法律都

从教育方针及受教育者全面发展的角度ꎬ对如何保障

学生身心健康提出了要求ꎬ也是进一步制定学校卫生

规章制度的重要依据ꎮ 而卫生法规中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

例»«艾滋病防治条例» «血吸虫病防治条例»等ꎬ对全

口径的医疗卫生管理作出相应规定ꎬ学校卫生管理属

于大卫生或大健康的范畴ꎬ必须认真贯彻实施ꎮ 还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等ꎬ这些法律法规都对保护

或促进青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作出相应的规定ꎬ学校卫

生的管理也不能与这些法律相悖ꎮ 此外ꎬ«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 规划纲要»(２０１６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十

三五” 行动计划» «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５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

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２００７ 年)等ꎬ都是带有纲

领性的与学校卫生相关的重要文件ꎬ也是学校卫生管

理的重要遵循ꎮ

２　 学校卫生法规及法规性文件体系

在多年的学校卫生管理过程中ꎬ根据国家卫生法

律法规要求及学校卫生管理需要ꎬ国家教育部、原卫

生部 /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单独或联合制定了一系列

学校卫生法规及法规性文件ꎬ初步形成了较为系统、
全面的学校卫生管理的法规与政策体系ꎮ
２.１　 学校卫生工作总要求　 由国务院批准、教育部与

原卫生部联合颁布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１９９０ 年ꎬ
以下简称“条例”)是学校卫生领域的“大法”ꎬ是对学

校卫生管理的总体布局和顶层设计ꎮ 明确了学校卫

生工作的四大主要任务:监测学生健康状况ꎻ对学生

进行健康教育ꎬ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ꎻ改善学校

卫生环境和教学卫生条件ꎻ加强对传染病、学生常见

病的预防和治疗ꎮ 确认了教育部与原卫生部在学校

卫生管理中的职责ꎬ分别为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卫

生工作的行政管理ꎬ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对学校卫生工

作的监督指导ꎮ 对学校卫生工作提出了 １３ 项操作性

非常强的具体工作要求ꎮ 对学校卫生工作考评、机构

设置、人员配备、工作经费、卫生监督、奖励处罚等都

做出具体规定ꎮ 此后研究制定的一系列学校卫生工

作的规章、法规性文件都是围绕该«条例»确定的学校

卫生管理要求而制定ꎬ或是对«条例»确定的学校卫生

管理要求的细化和完善ꎮ
«托儿所幼儿园卫生保健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对托

幼机构卫生保健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ꎬ是有关托幼机

构卫生保健工作的重要法规性文件ꎬ明确了县级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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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将托幼机构的卫生

保健工作作为公共卫生服务的重要内容ꎬ加强监督和

指导ꎻ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协助卫生

行政部门检查指导托幼机构的卫生保健工作ꎮ 强调

托幼机构应当贯彻保教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ꎬ做好

卫生保健工作ꎮ 明确托幼机构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

人是本机构卫生保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ꎮ 对托幼机

构卫生室或保健室设置、卫生保健人员资质、托幼机

构卫生保健工作内容等做出明确的规定ꎮ
２.２　 健康教育 　 «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００８
年)«普通高等学校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０１７ 年)ꎬ对
我国学校健康教育进行了整体设计ꎬ做出详细的制度

安排ꎮ 上述 ２ 个指导纲要相互衔接ꎬ构建了我国大、
中、小学相互衔接的学校健康教育体系ꎬ明确了不同

学段健康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教学目标、主要

内容、实施途径、保障措施ꎮ 其中«中小学健康教育指

导纲要»是研究制定中小学课程标准的重要依据ꎮ
«学校健康教育评价方案» (１９９５ 年)ꎬ是促进地

方教育部门和学校落实国家有关健康教育要求的专

项文件ꎮ 明确以学校及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自评为主ꎬ
学校、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之间互评及上级部门抽评为

辅ꎮ 将国家有关健康教育的要求浓缩为教学基础、教
育过程、教育效果 ３ 个方面 ２０ 项评价指标ꎮ 利用这

２０ 项评价指标开展自评、互评或抽评ꎬ掌握各地或学

校健康教育开展情况ꎬ不断改进和完善学校健康教

育ꎬ促进学校健康教育工作纳入科学化和规范化的

轨道ꎮ
«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 (２００３ 年)

«中小学生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 (２００３ 年) «中小

学生环境教育专题教育大纲»(２００３ 年) ꎬ针对社会广

为关注的预防艾滋病教育、毒品预防教育、环境教育ꎬ
通过专题教育的形式对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教育、毒
品预防教育和环境教育做出教学安排ꎬ明确将 ３ 项专

题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ꎬ并确定了专题教育的教学

内容、课时内容、教学活动及实施建议ꎬ促进了 ３ 项专

题教育在学校的普遍开展ꎮ
针对国家重点要求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ꎬ先后

下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

划>(２００１—２００５ 年)的意见» (２００１ 年) «预防艾滋病

健康教育处方»«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

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的意见» (２００４ 年) «关于进

一步加强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的意见» ( ２０１１
年)«关于建立疫情通报制度ꎬ进一步加强学校艾滋病

防控工作的通知» (２０１５ 年)ꎬ从不同的角度对学校预

防艾滋病健康教育工作进行了全方位设计ꎬ明确了教

育部门、卫生部门、疾控部门与学校的职责ꎬ对学校预

防艾滋病教育、重点人群的行为干预与服务、保证受

艾滋病影响的儿童受教育权益及艾滋病疫情通报等

做出全面部署ꎬ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工作要求ꎬ形成

了立体化的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模式ꎮ
«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的通知>的意见» (２００４ 年) «关于加强学

校预防控制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工作的通知» ( ２００４
年) «学校预防控制血吸虫病健康教育基本要求»
(２００４ 年)ꎬ对血吸虫病流行区的学校血防健康教育做

出了教学安排ꎬ要求血吸虫病流行区将血防健康教育

纳入中小学校教学计划和地方课时ꎬ对学生普遍进行

血防健康教育ꎬ并明确了教学的目的、要求、内容、形
式与方法ꎮ

«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控烟工作的意见» «无烟学

校参考标准»(２０１０ 年)«关于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

烟有关事项的通知» (２０１４ 年)ꎬ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应

将控烟宣传教育纳入学校健康教育计划ꎬ通过课堂教

学、讲座、班会、同伴教育、知识竞赛、板报等多种形式

向师生进行控烟教育ꎮ 教师应以身作则、带头戒烟ꎬ
不得在学生面前吸烟ꎬ发现学生吸烟时要及时劝阻和

教育ꎮ 要求将控烟工作作为考评学校卫生工作的重

要指标之一ꎬ积极开展创建无烟学校活动ꎮ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２０１２ 年修订)»

«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 (２０１８ 年)是

对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整体设计ꎮ ２ 个«指导纲

要»构建了我国大、中、小学相互衔接的学校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ꎬ从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主要任

务、工作保障、组织实施等方面分别对不同学段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案» (２０１７ 年)ꎬ

由 １１ 个部门联合下发ꎬ要求健全预防、处置学生欺凌

的工作体制和规章制度ꎬ以形成防治中小学生欺凌长

效机制为目标ꎬ以促进部门协作、上下联动、形成合力

为保障ꎬ确保中小学生欺凌防治工作落到实处ꎮ 按照

教育为先、预防为主、保护为要、法治为基的原则ꎬ加
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ꎬ建立健全防治学生欺凌工

作协调机制ꎬ积极有效预防、依法依规处置ꎮ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国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意

见»(１９９２ 年)«学校红十字会工作规程» (２００２ 年)从

教育的角度对学校红十字青少年工作进行部署ꎬ规定

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广大红十字青

少年开展卫生救护和社会服务等有益活动ꎮ 开展红

十字青少年工作要与学校健康教育和思想品德教育

相结合ꎬ红十字青少年活动要与学校其他群众组织的

活动结合进行ꎮ 学校红十字会是以学生为主体、师生

员工共同参加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基层组织ꎮ 对学校

红十字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会费及学校红十字会的

基本任务等做出了明确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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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健康体检与体质监测　 «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

办法»(２００８ 年)ꎬ要求对在校学生每年进行一次常规

健康体检ꎬ建立健康档案ꎮ 对健康体检项目、健康检

查结果反馈、健康档案管理、健康体检机构资质、健康

体检费用标准与经费来源等做了明确的规定ꎮ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实施方案» (１９８５—２０１４

年)对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进行了整体设计ꎬ明确

了调研的目的、范围、对象、点校的确定与样本的构

成、指标、时间、检测仪器以及调查的组织实施等ꎮ
«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网络工作实施方案»

(２００２ 年)是对经常性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工作的制度

设计ꎬ确定在全国 １４ 个省建立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

网络ꎬ该监测网络由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中心、监
测站、监测点学校组成ꎬ依托监测网络开展经常性学

生体质健康检测工作ꎮ «关于加强全国学生体质健康

监测网络建设的意见» (２００４ 年)ꎬ要求有效整合学校

卫生与体育资源、对与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有关的体育

卫生工作进行统筹考虑和安排ꎻ监测工作应与学校日

常体育卫生工作有机结合起来ꎬ做到工作安排有序、
检测数据共享ꎮ

«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办法» (２０１４ 年)ꎬ要求

在面向全体学生开展体质健康测试的基础上ꎬ建立健

全学生体质健康监测评价体系ꎮ 将体质健康测试情

况作为高等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考核或者升学的

重要依据ꎮ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学生体质健康状

况作为评价学校教育质量和地方教育发展水平的重

要指标ꎮ
２.４　 营养干预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意见» (２０１１ 年) «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实施细则» (２０１２ 年) «农村义务

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工作

方案(试行)»(２０１２ 年)ꎬ对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进行了整体设计ꎬ要求以贫困地区和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为重点ꎬ按照“政府主导、试点先行、因地制

宜、突出重点” 的原则ꎬ稳步推进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

养改善计划ꎮ 中央财政为试点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

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ꎬ标准为每生每天 ３ 元ꎮ 明

确了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管理体制、工作机制、职责

分工及供餐内容与模式ꎬ提出了营养供餐与营养教

育、营养监测与评估、食品质量与安全、食堂建设和管

理等各方面的要求ꎮ
«关于实施“大豆行动计划” 的通知» ( １９９６ 年)

«关于东北三省“中小学生豆奶计划”试点工作的实施

意见»(２００２ 年)ꎬ针对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贫困县

(市)农村中小学学生营养缺乏的实际状况ꎬ强调广辟

食物来源ꎬ优化食物结构ꎬ把大豆和食用豆类作为开

发优质蛋白质的重点ꎬ通过大豆行动计划、学生豆奶

计划ꎬ促进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ꎬ引导学生饮用豆

奶及大豆制品ꎬ把大豆行动计划、学生豆奶计划与营

养教育结合起来ꎬ培养学生科学营养观念ꎬ有效改善

农村学生营养状况ꎮ
«关于实施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的通知»(２０００

年)«国家“学生饮用奶计划” 暂行管理办法» ( ２０００
年)«关于加强“学生饮用奶计划”管理的意见» (２００２
年)ꎬ要求把“学生饮用奶计划”作为改善青少年营养

与健康状况的重要措施ꎬ采取政府引导、政策扶持的

方式ꎬ通过专项计划向在校中小学生提供由定点企业

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学生饮用奶ꎮ 强调坚持“安全、营
养、方便、廉价”的原则和“统一部署、规范管理、严格

把关、确保质量” 的方针ꎮ 按照先试点、后推广ꎬ以点

带面、分步实施的步骤逐步实施ꎮ
«关于推广学生营养餐的指导意见» (２００１ 年)要

求各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以及有条件的地区逐步开

展学生营养餐试点ꎬ遵循“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学校

组织、家长自愿”的工作方针ꎬ充分发挥政府的组织协

调作用ꎬ动员各有关部门、生产企业、中小学校、民间

团体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营养餐的试点和推广工作ꎮ
对学生营养餐生产要实行定点制度和定点企业资格

认定管理ꎮ 根据学生人数、供餐需要与发展潜力ꎬ做
好学生营养餐生产及配送的布局与规划及规范化管

理ꎮ «学生餐营养指南» (２０１７ 年)规定了学生餐一日

三餐的能量及营养素供给量、食物的种类及数量和配

餐原则ꎬ为学校食堂及供餐单位科学合理的进行营养

配餐提供了详细的专业指导ꎮ
２.５　 常见病防控　 «关于加强学生常见病防治工作管

理的通知»(１９９９ 年)ꎬ对组织开展学生常见病防治的

基本原则、规范管理做出了明确规定ꎬ尤其是对组织

开展群体性学生常见病防治的专家论证、申报审批、
组织实施、现场指导、不良反应的预防和处置等都提

出了明确要求ꎮ
«全国学生贫血综合防治方案(试行)» (１９９２ 年)

«全国学生龋齿与牙周疾病综合防治方案(试行)»
(１９９２ 年)«全国学生营养不良综合防治方案(试行)»
(１９９２ 年) « 全国学生沙眼综合防治方案 ( 试行)»
(１９９２ 年)«全国学生常见肠道蠕虫感染综合防治方

案(试行)»(１９９２ 年)«全国学生常见病综合防治终期

考评方案»(１９９７ 年)ꎬ根据«条例»有关学生常见疾病

群体预防和矫治的要求ꎬ制定了相关常见病防治的工

作方案ꎬ明确了各类常见病防治的目标、策略、措施及

技术规范ꎬ确定了考评的内容、指标、程序和方法ꎮ
«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案» (２００８ 年)ꎬ

强调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控、常抓不懈、全员参与的

原则ꎬ从加强规章制度建设、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开展

视力保护宣传教育、改善教学环境条件、加强体育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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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等方面提出了预防近视的综合措施ꎮ 还专门制定

了«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岗位职责»«中小学学

生预防近视眼基本知识与要求»ꎮ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 ２０１９

年)ꎬ明确了到 ２０３０ 年ꎬ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新发近

视率明显下降ꎬ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整体水平显著提

升ꎬ６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３％左右ꎬ小学生近视率下

降至 ３８％以下ꎬ初中生近视率下降至 ６０％以下ꎬ高中

生近视率下降至 ７０％以下的工作目标ꎻ明确了家庭、
学校、医疗卫生机构、学生本人、有关部门等各方面相

互配合、各负其责的综合防控措施ꎮ 提出了国务院授

权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各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全

面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责任书ꎬ地方各级人

民政府逐级签订责任书以及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

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

的明确要求ꎮ
«关于进一步规范儿童青少年近视矫正工作切实

加强监管的通知» (２０１９ 年)由国家卫生健康委、教育

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６ 部门联合下发ꎮ 对规范儿童青

少年近视矫正工作ꎬ加强市场监管ꎬ维护儿童青少年

健康权益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要求从事儿童青少年近

视矫正的机构或个人必须严格依法执业、依法经营ꎬ
不得在开展近视矫正对外宣传中使用“康复” “恢复”
“降低度数”“近视治愈” “近视克星”等表述误导近视

儿童青少年及其家长ꎮ
２.６　 食品安全管理　 «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

管理规定»(２００２ 年)«学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

规定» (２０１８ 年)ꎬ明确了学校集中用餐实行预防为

主、全程监控、属地管理、学校落实的原则ꎬ以及教育、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卫生健康等部门分工负责的工作

机制ꎮ 强调学校集中用餐应当坚持公益便利的原则ꎮ
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规定和健康中国战略要

求ꎬ建立健全相关制度ꎬ落实校园食品安全责任ꎮ 明

确各有关部门和学校在食品安全管理中的职责ꎬ其中

特别强调学校食品安全实行校长(园长)负责制ꎮ 对

食堂管理、外购食品管理、食品安全事故调查与应急

处置、责任追究等方面都做了明确的规定ꎮ
«学校食堂从业人员上岗卫生知识培训基本要

求»(２００６ 年) 要求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制订本地区

学校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培训实施意见ꎬ开展骨

干人员培训工作ꎮ 建立食堂从业人员上岗卫生培训

制度ꎬ加强对学校食堂从业人员的规范化管理ꎮ 培训

内容包括法律法规知识、食品卫生管理知识、食品加

工操作卫生要求、常见的食物污染及其预防控制知

识、食物中毒及常见肠道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膳食营

养知识ꎮ 对培训的目标、对象、要求及组织实施都做

出了具体规定ꎮ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食品安全保障

管理暂行办法»(２０１２ 年) «农村义务教育学校食堂管

理暂行办法» (２０１２ 年)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及食品安全管理的要求ꎬ针对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都在贫困地区以及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实际情

况ꎬ专门提出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食

品安全保障与食堂管理的具体要求ꎬ特别强调学校要

把食品安全作为食堂管理的重点ꎬ实行学校负责人陪

餐制ꎮ
«进一步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工作的意

见»(２０１６ 年) 强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法»和“四个最严”的要求ꎬ加强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综合治理ꎮ 提出了“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进一步健全ꎬ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进一步落实ꎬ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加强ꎬ学生的食品安全

意识进一步提高ꎬ学校校园及周边食品安全状况明显

改善”的工作目标ꎬ确定了完善管理制度、落实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严厉打击食品安全违法行为等 ５ 大工作重点及加强组

织领导、加强工作统筹、加强考核督导、加强社会监督

的 ４ 项工作要求ꎮ
«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监督办法 » (１９９６ 年)ꎬ明确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

中小学校学生集体用餐的监督管理工作ꎻ学生集体用

餐的生产经营者及其主管部门负责企业或本部门的

卫生管理工作ꎻ参加学生集体用餐的学校负责学校内

组织供应中的卫生管理工作ꎮ 对学生集体用餐的监

督范围、监督主体及管理要求做了具体规定ꎬ并明确

了学生集体用餐营养要求ꎮ
«学校食物中毒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暂行规定»

(２００５ 年)ꎬ要求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食品卫生职

责、造成学校发生食物中毒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追究行

政责任ꎮ 划分了学校食物中毒事故的等级ꎬ明确了责

任追究的范围ꎮ 行政责任追究按照现行干部、职工管

理权限ꎬ分别由当地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卫生行政部

门以及学校实施ꎮ
２.７　 传染病防控　 «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品卫

生安全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 年)ꎬ要求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要成立一把手负总责的学校卫生防疫与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ꎬ全面负责学校卫生防疫与

食品卫生安全工作领导小组ꎮ 各级教育、卫生行政部

门要逐级签订责任状ꎬ教育行政部门要与学校签订责

任状ꎮ 对加强预防控制、严格学校管理、加强监督检

查、严格责任追究ꎬ加大投入力度、改善学校条件等方

面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关于做好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

的通知» (２００５ 年)ꎬ把依法实施儿童入托、入学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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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接种证工作作为防控托幼机构和学校传染病的

重要措施ꎬ纳入儿童入托、入学报名程序ꎮ 对查验的

具体内容和补种措施也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

行)»(２００６ 年)ꎬ规定了校长为传染病疫情等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报告的第一责任人ꎬ也明确了教育与卫生

行政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学校和托幼机构的职

责ꎬ要求确定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人具体

负责信息报告工作ꎮ 对疫情报告的内容及时限也做

了相应的规定ꎮ
«学校甲型 Ｈ１Ｎ１ 流感防控工作方案» (２００９ 年)

«学校结核病防控工作规范» (２０１７ 年)ꎬ都是专项疾

病防控方案或规范ꎬ强调遵循属地管理原则ꎬ建立联

防联控工作机制ꎮ 按照常规预防、散发疫情、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暴发疫情)等 ３ 个不同阶段明确了各相

关部门、机构、学校的防控和应急处置措施ꎮ
«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范»(２０１３

年)«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南» (２０１９ 年)
根据中小学、高等院校的特点ꎬ分别明确了不同类型

学校法定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范围ꎬ明确了预防和

控制传染病的重点环节和具体要求ꎮ
«关于进一步落实高等学校非典型肺炎预防与控

制综合措施的紧急通知» (２０１３ 年) «关于做好高校离

校学生的教育和管理工作的指导建议» (２０１３ 年) «教

育系统预防与控制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工作预案»
(２０１３ 年)ꎬ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非典型肺炎

预防与控制中的职责、工作要求、信息报告及疫情处

置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和措施ꎮ
２.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　 «教育系统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２００９ 年)提出了统一领导、快
速反应ꎬ分级负责、属地管理ꎬ预防为主、及时控制ꎬ系
统联动、群防群控ꎬ以人为本、生命至上等四大工作原

则ꎮ 对应急组织指挥体系、相关部门职责、运行机制、
事件分级标准、信息报送与信息发布、预防预警、应急

处置措施等做出了具体规定ꎮ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应急事件处理

暂行办法»(２０１２ 年)针对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ꎬ结合

营养改善计划的特点ꎬ提出了应急事件处理的具体

要求ꎮ
２.９　 机构建设与设施配备　 «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工

作规程»(１９９５ 年)ꎬ明确了地区性中小学卫生保健机

构是在所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领导下、直接为中小学

生服务的事业单位ꎬ也是研究青少年体质健康、对学

生实施健康教育和常见疾病、多发病防治的业务指导

部门和社会性服务组织ꎮ 对中小学卫生保健机构的

主要任务及如何规范化管理作出了明确规定ꎮ
«高等学校医疗保健机构工作规程» (１９９８ 年)ꎬ

明确高等学校根据学校规模大小及服务对象多少分

别设置校医院或卫生科ꎬ主要任务是监测学校人群的

健康状况ꎻ开展学校健康教育ꎻ负责学校常见病和传

染病的防治ꎻ对影响学校人群健康的有害因素实施医

务监督ꎮ 对基本职责、工作要求、规范管理等作出了

明确规定ꎮ
«国家学校体育卫生条件试行基本标准» ( ２００８

年)ꎬ是国家对中小学校体育教师、体育场地器材、教
学卫生、生活设施、卫生保健室配备以及学生健康体

检等方面的最基本要求ꎬ是教育检查、督导和评估的

重要内容ꎮ 其中对中小学校教学卫生、生活设施、卫
生(保健)室建设制定了基本标准ꎮ

«中小学卫生室器械与设备配备目录» (１９９３ 年)
是对学生数≥６００ 人中小学卫生室器械与设备配备的

基本要求ꎮ 配备分为 ３ 个档次ꎬ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实

际情况酌情掌握ꎮ
«关于农村学校卫生厕所建造的指导意见»(２００４

年)ꎬ强调使用卫生厕所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

卫生意识与习惯ꎬ有利于逐步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

式ꎬ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卫生习惯形成和健康水平提

高ꎬ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ꎮ 学校厕所建设应纳

入学校的整体规划与设计ꎬ做到布局与设计合理、卫
生、安全、方便实用ꎬ并达到粪便无害化处理的要求ꎮ

«农村寄宿制学校生活卫生设施建设与管理规

范»(２０１１ 年)ꎬ对农村寄宿制学校的饮用水设施、宿
舍、食堂、浴室、厕所、垃圾和污水设施等生活卫生设

施的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明确要求ꎮ 要求各地在教育

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要统筹考虑和安排学校生活卫生

设施的建设与改造ꎬ并加强规范管理ꎮ
２.１０　 督导评估与监督检查　 «普通中小学和中等职

业学校落实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检查评估细则»
(１９９８ 年)ꎬ明确了检查评估以乡中心小学以上的完全

小学、中学和中等职业学校为主要对象ꎬ检查评估应

与日常体育卫生工作有机结合进行ꎬ以学校自查及县

级教育行政部门复查为主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
(地区)教育行政部门进行不定期抽查ꎮ 根据«条例»
的要求ꎬ确定了 ２５ 项检查评估指标ꎮ 对不按国家要求

开设健康教育课、在学校卫生工作中有弄虚作假行

为、近 ２ 年内发生过传染病流行或食物中毒事件的学

校ꎬ直评为“不合格”ꎮ
«学校卫生监督工作规范» (２０１２ 年)ꎬ明确了县

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实施学校卫生监督指导工作ꎬ各
级卫生监督机构在同级卫生行政部门领导下承担学

校卫生监督工作任务ꎮ 对卫生监督职责、学校卫生监

督内容和方法、 监督结果的处理等做出了明确的

规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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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小学校体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 ( ２０１７ 年)
«中小学体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 (２０１７ 年)ꎬ强
调坚持督政与督学并重ꎬ坚持综合督导与专项督导、
定期督导与随机性抽查相结合ꎬ以评促建、以评促改ꎬ
不断提升中小学校体育工作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ꎮ
明确督导评估主要围绕统筹管理、教育教学、条件保

障、评价考试、体质健康等方面内容展开ꎬ确定了 ３４ 项

体育卫生工作督导评估指标ꎮ 明确了各级教育督导

部门在督导评估工作中的职责及督导评估工作的程

序ꎮ 要求将中小学校体育督导评估结果作为干部考

核、学校问责和实行奖惩的重要依据ꎮ

３　 完善学校卫生法规政策体系及依法管理学校卫生

工作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

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

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ꎬ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法治国家做出了全面部署ꎬ也为学校卫生的依

法管理指明了方向ꎮ 学校卫生工作必须按照“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ꎬ进一步完善法规制度ꎬ依法

依规进行管理ꎮ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学校卫生法规制度体系ꎬ形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校卫生法治体系ꎮ 现有学校

卫生法规政策体系虽然已经大致形成ꎬ覆盖了学校卫

生管理的各个方面ꎬ但需要与时俱进ꎬ进一步发展和

完善ꎮ 尤其要站在新时代ꎬ拓展新视野ꎬ按照健康中

国建设的新要求ꎬ对现有的法规政策和措施进行梳

理ꎬ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出新的规定ꎬ提出新

的要求ꎬ使之更加适应新时代学校卫生管理的需要ꎮ
二是要严格执法ꎬ确保学校卫生法规制度落到实

处ꎮ 建设法治政府ꎬ推进依法行政ꎬ必须严格执法ꎮ
目前ꎬ学校卫生的法规或法规性文件已覆盖学校卫生

管理的方方面面ꎮ 但这些法规性文件的落实和执行

还存在较大的差距ꎬ一些地方或管理人员不重视学校

卫生工作ꎬ以各种借口或理由不执行和落实学校卫生

的法规政策ꎻ或不了解相关学校卫生的法规要求ꎬ不
知道怎样依法管理学校卫生工作ꎻ或存在选择性执行

的倾向ꎬ不能全面落实学校卫生的法规要求ꎮ 因此ꎬ
必须把执法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ꎬ加大执法

力度ꎬ依法加强督导检查ꎬ对不遵守法规制度、玩忽职

守者要加大处罚力度ꎬ既彰显法规的严肃性ꎬ也给更

多的人以警示ꎮ
三是要加大普法力度ꎬ形成学校卫生管理的法治

文化ꎮ 一方面ꎬ要加大普法宣传ꎬ增强依法治国、依法

执政、依法行政的理念ꎬ尤其要增强教育工作者遵法、
守法意识ꎬ形成学校卫生管理的法治文化ꎮ 另一方

面ꎬ要加强学校卫生法规政策的宣传和普及ꎬ尤其要

加强对教育管理者、教育工作者的培训ꎬ让教育管理

者、教育工作者知晓学校卫生管理的相关法规政策要

求ꎬ敬畏和遵守学校卫生管理的相关法规ꎬ并自觉按

照这些法规政策要求管理和开展学校卫生工作ꎬ保障

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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