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述评

【作者简介】 　 张欣(１９６１－　 )ꎬ女ꎬ天津市人ꎬ博士ꎬ教授ꎬ主要研究方

向为儿童少年身心健康及影响因素、儿童孤独症谱系障

碍病因及干预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２０.０５.００１

新发传染病是学校卫生面临的永恒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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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作为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新发传染病ꎬ给学校传染病防控带来了新的

挑战ꎮ 面对新发传染病ꎬ学校应该充分发挥学校卫生工作中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作用ꎬ运用和宣传好中国有关传染病防治和

学校传染病防控的法律法规及各项卫生制度ꎬ建立和畅通长效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ꎬ重视并落实专业校医队伍建设ꎬ运
用好学校健康教育和专业性学校卫生监督ꎬ充分体现学校卫生工作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尤其在学生开学返校时)的堡

垒作用ꎬ才能经得起新发传染病对学校卫生工作的挑战和考验ꎬ保障学生和教师的生命安全及健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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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传染病(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ｉｎｆｅｃｔｉｏ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ｓꎬ ＥＩＤ) [１]

是指由新出现的病原体ꎬ或经过变异而具有新的生物

学特性的已知病原体所引起的人和动物传染性疾病ꎮ
目前在全球正在暴发的新发传染病ꎬ病原体为新型冠

状病毒ꎬ世界卫生组织(ＷＨＯ)宣布将该病毒所致疾病

称为 ＣＯＶＩＤ－１９(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ｄｉｓｅａｓｅ ２０１９)ꎬ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卫健委”)将该病毒所致

肺炎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 ｎｏｖｅｌ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ｐｎｅｕｍｏｎｉａꎬ ＮＣＰꎬ以下简称新冠肺炎) [２－３] 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经国务院批准同意ꎬ国家卫健委将新冠肺炎

纳入法定乙类传染病ꎬ但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
制措施ꎮ 新冠肺炎作为新发传染病ꎬ属于呼吸系统传

染病ꎬ呼吸道和眼结膜是病毒的主要入侵途径ꎬ传染

性强ꎬ传染途径容易实现ꎬ人群普遍易感ꎬ目前人类还

没完全了解ꎮ 我国疫情发生在学校放寒假期间ꎬ为抗

击新冠肺炎ꎬ全国各省大中小学均做出了延迟开学的

决定ꎮ 目前我国疫情已得到显著控制ꎬ但全球疫情暴

发ꎬ学校如何保障学生到校复课ꎬ如何预防新冠肺炎

和其他学校常见传染病对学生的影响ꎬ仍是学校卫生

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ꎮ 学校的特点就是聚集性强ꎬ如
果发生传染病疫情ꎬ很有可能导致大范围的传播ꎬ对
于学生和教师的生命健康安全会造成很大影响ꎮ 传

染病防控一直是学校卫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同时

新发传染病也是学校卫生工作经常面临的挑战ꎬ学校

卫生尤其是学校新发传染病的防控工作需要在防控

新冠肺炎疫情战斗中锻炼队伍ꎬ提升能力ꎮ

１　 传染病相关法规是制定学校传染病防控策略的

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修订ꎬ其制定是为了预防、控制和消除传染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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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与流行ꎬ保障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ꎮ «中华人民

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批准的中国国家法律文件ꎬ也是我国有关传染病防

治的上位法ꎮ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国务院批准的«学校卫生工

作条例»是我国学校卫生工作的纲领ꎬ指出学校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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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ꎮ 我国专门出台了学校传染病管理

相关政策性文献ꎬ包括«关于加强学校卫生防疫与食

品卫生安全工作的意见» (２００３ 年)、«关于做好入托、
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的通知» ( ２００５ 年)、
«学校和托幼机构传染病疫情报告工作规范(试行)»
(２００６ 年)、«教育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
(２００９ 年)、«中小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管理规

范»(２０１３ 年) 和«普通高等学校传染病预防控制指

南»(２０１９ 年)ꎮ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学校传染病防

控的政策体系ꎬ为托幼机构、大中小学建立传染病防

疫体系ꎬ对疫情的处理和报告方面提供了相应的指导

和规则ꎬ为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

法规和政策保障ꎮ
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以来ꎬ国家

卫健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各医学院校和各省

市都先后出台、编写和更新了各类托幼机构、学校预

防新冠肺炎的指南和健康教育知识要点[５－６] ꎬ均基于

以上我国学校传染病防控的法规政策体系ꎮ 所以ꎬ抵
御像新冠肺炎这样新发传染病对学校师生的威胁ꎬ各
类学校卫生工作者还要熟知我国关于传染病防疫政

策体系ꎬ要加大宣传力度ꎬ使其被学校管理者和学校

一线卫生工作者所熟知ꎮ

２　 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重在长效和畅通

使学校卫生成为抵御新发传染病的堡垒ꎬ就是要

建立健全长效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ꎬ 使其畅通

运行ꎮ
２.１　 完善学校传染病防控长效体系建设　 托幼机构、
中小学、高等学校均应该结合自己学校的实际情况建

立相应的传染病(包括新冠肺炎)防控体系ꎬ做到一校

一制度ꎮ 通过本次新冠肺炎疫情ꎬ每所学校已经成立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３ꎬ７－８] ꎬ明确了

学校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是校长(法人) / 党组织负

责人ꎬ规定了领导小组和工作组的组成成员应该包括

学校的职能部门领导ꎬ及其全面负责学校疫情防控工

作的组织领导、督查督办和工作职责ꎻ建立了校级防

控工作联系网络ꎬ以学校－学院(年级) －班主任－学生

为单位ꎬ及时收集和报送相关信息ꎻ明确了:(１)学校

信息报告人是谁ꎬ该报告人(建议是校医或学校卫生

工作人员)要及时向有关单位报送信息ꎻ(２)除学校的

上级教育管理部门外ꎬ应明确学校所在地的卫生健康

管理部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定点医院发

热门诊或社区医院)是哪家ꎬ掌握相关联系人及其联

系方式ꎬ以便及时取得卫生管理、防疫、传染病治疗等

专业技术支持ꎬ有效开展联防联控ꎮ 对新冠肺炎学校

疫情防控体系来说ꎬ应该包括我国学校传染病管理体

系的 １０ 个部分制度内容[９] (如两案九制[７] )ꎬ充分发

挥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在学校疫情防控工作中的统

筹作用ꎬ同时根据新冠病毒的感染特点ꎬ明确各个学

校在防控中的关键点和难点ꎬ例如ꎬ按照学校的规模、
硬件条件(教学楼、教室、食堂、厕所、学校大门个数

等)、学生特点(有无住宿、年龄、民族等)ꎬ采取更有针

对性的防控措施ꎮ 将责任人及职责、联系人及职责、
联系方式、防控要点固定下来ꎬ只要疫情到达学校传

染病防控触发点ꎬ应该做到按照学校传染病防控要

求ꎬ人员、联系、责任、工作内容明确到位ꎬ使其一直处

于“链接”状态ꎮ
２.２　 畅通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的运行　 新冠肺炎作

为一种传染性很强的新发传染病ꎬ给学校传染病防控

体系带来新的挑战ꎬ也在检验政策和制度的执行能

力、执行水平和执行效果ꎮ
如何使处于“链接”状态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

正常运转ꎮ 首先ꎬ是制度保证ꎬ并且所有制度都要有

相应的具体工作办法和流程ꎮ 目前ꎬ我国学校卫生制

度中的传染病防控管理制度包括晨检制度、因病缺课

病因追查、登记制度、通风换气制度、传染病防控宣传

教育制度、学校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预防接种证查

验制度、群体性预防接种管理制度、常见疾病群体防

治管理制度、传染病消毒隔离制度、学校(幼儿园)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制度[９] ꎮ 每个传染病防控

制度都应有相应的操作方法ꎬ例如ꎬ晨检制度包括了 ７
项内容ꎬ对晨检的人员和工作内容进行了要求ꎬ但操

作性上缺乏时间点和流程的规定ꎮ 所以ꎬ建议每个

省 / 市 / 地区或者学校对于该制度进行细化ꎬ规定流程

－时间点－具体人员ꎬ确保制度执行ꎮ 其次ꎬ就是有效

的学校传染病卫生监督ꎮ 在学校经常性卫生监督中ꎬ
学校传染病防控卫生监督是重点内容之一ꎬ学校传染

病防控卫生监督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

治法»«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及相关卫生政策标准ꎬ对
学校进行传染病管理机构、各项管理制度、人员设置

及配备进行监督指导ꎬ目的是预防和控制传染病在学

校的发生和蔓延ꎮ 加强学校传染病防控的卫生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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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畅通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手段ꎮ 第三ꎬ要
完善落实学校应急处理机制ꎬ加强学校应急组织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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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的规定[１０] ꎮ 各个学校应该遵循应急机制ꎬ制定本

学校的新冠病毒疫情(或已有传染病)应急预案ꎬ不但

有预案还要定期预演ꎮ 目前有些学校已经将开学复

课作好应急预案进行演练或制作视频ꎬ从入大门到发

现可疑人员到处置结果精心安排ꎬ并且落实所有相关

防护物资和消毒物资的保障ꎮ 落实学校应急处理机

制是验证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运转效果的手段ꎮ

３　 学校健康教育是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手段

«学校卫生工作条例»明确了学校卫生任务之一

就是进行学校健康教育ꎮ 在学校卫生制度中“传染病

防控宣传教育制度”是重要制度之一ꎮ 新型冠状病毒

传染力较强ꎬ疫情突如其来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学
校健康教育显得尤为重要ꎬ如何引导广大师生加强对

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和预防也是防控系统中的重要

环节ꎮ 必须强调的是ꎬ要让学校管理者和卫生工作人

员充分认识到健康教育的干预作用而不是单纯理解

为相关知识的宣传ꎮ
首先ꎬ建立学校预防传染病健康教育的组织或部

门ꎮ 在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中明确负责健康教育的

责任人和相应工作部门职责ꎬ将健康教育作为预防和

控制传染病在学校发生和蔓延的重要手段ꎮ 在本次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ꎬ多数学校(尤其是高校)成立学校

新冠病毒疫情相关的健康教育部门ꎬ统筹引导对学校

教职员工的健康教育工作ꎬ例如ꎬ制作健康传播材料ꎬ
进行快速评估ꎬ舆情监测和风险沟通等工作ꎮ 其次ꎬ
确定健康教育主要内容和形式ꎬ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新

冠肺炎的临床表现、传播途径ꎬ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

卫生习惯ꎻ引导学生加强对自身健康的重视ꎬ有发热

或者咳嗽等新冠肺炎相关症状时ꎬ及时报告老师ꎻ在
加强学生健康教育的同时ꎬ要加强对教职工的健康教

育ꎬ教会老师正确识别新冠肺炎的临床表现ꎬ调节自

己和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ꎬ能及时发现和报告学生的

异常情况ꎻ加强校医对新冠肺炎的识别能力ꎬ发现异

常后及时采取隔离措施ꎬ并指导其做好疑似病例、确
诊病例、轻症病例发病后密切接触者隔离医学观察、
转送定点医院的预案和演练ꎮ 健康教育形式是多样

的ꎬ包括视频培训、动画、漫画既适于不同年龄的学生

又适于教师ꎮ 第三ꎬ要注意疫情不同阶段进行健康教

育策略的调整:(１)在疫情初发生期ꎬ健康教育的重点

是及时快速有效地让师生了解发生了什么ꎬ利用网

络、微信群、短信等新媒体传播手段将疫情发生情况、
传染源、传播途径、高危人群、预防措施等进行宣传ꎻ
(２)在疫情持续期ꎬ加大宣传力度ꎬ根据疫情发展对师

生进行相关调查ꎬ了解他们的现状ꎬ针对疑惑和问题

有的放矢地对师生进行认识传染病及防护和心理调

整的健康教育ꎮ 在此过程中特别针对谣言及时进行

辟谣ꎬ教育师生相信科学ꎬ不信谣、不传谣ꎮ (３)在疫

情恢复期ꎬ继续普及预防传染病相关知识ꎬ尤其对儿

童少年教育他们对新发传染病和现存传染病危害的

认识ꎬ以及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与行

为的重要性ꎮ

４　 专业校医是学校传染病防控体系的重要保障

学校卫生专业队伍建设一直是学校卫生工作中

备受关注的问题ꎬ校医是学校卫生专业队伍中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ꎬ是国家学校卫生工作策略的贯彻者和执

行者ꎬ是学生和教师健康的守护者ꎮ 我国 １９９０ 年颁布

的«学校卫生工作条例»规定ꎬ城市普通中小学、农村

中心小学和普通中学设卫生室ꎬ按学生人数 ６００ ∶ １ 的

比例配备专职卫生技术人员ꎮ ２０１４ 年调查我国中小

学校专职校医总体配备率及配备合格率分别为

９.６５％ꎬ１.９５％[１１] ꎻ２０１８ 年调查 １６ 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２６ 个调研点的 ６ ４６６ 所学生在 ６００ 名以上的学校ꎬ
结果校医配备率为 ３３.１％(２ １４０ / ６ ４６６)ꎬ校医配备生

医比为 ２ ８１４.６ ∶ １ꎬ满足 ６００ ∶ １ 的学校占 ５.０％(３２１ /
６ ４６６) [１２] ꎮ 许多调查均表明ꎬ我国现有校医的能力水

平与重要职责反差较大ꎬ２０１９ 年有调查校医和保健教

师传染病防控核心知识知晓率ꎬ发现其中传染病控制

有效措施的知晓率最低ꎬ仅为 ５５.７％ꎻ其次为疫苗基础

知识、聚集性疫情上报时限和晨检内容ꎬ知晓率分别

为 ６２.３％ꎬ６５.４％和 ６６.７％ꎻ郊区的专职校医 / 保健教师

知晓得分高于兼职ꎬ但低于市区[１３] ꎮ 我国校医的数量

和质量都极大影响了学校卫生工作水平尤其是学校

传染病防控的水平ꎬ新冠肺炎疫情又将此问题摆到我

们面前ꎮ
专业校医是指有医学相关受教育背景的校医ꎬ这

应该是校医基本要求ꎮ 首先ꎬ学校卫生人员队伍建设

水平决定着学校卫生工作水平和目前学校抗击疫情

的质量ꎬ已经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ꎬ各级领导应

充分认识和重视这个问题ꎬ这种重视要站在法律层

面、历史责任层面及健康中国建设层面ꎬ尤其是各学

校领导应真正认识到专业校医对学校卫生工作和学

校传染病防控是必不可少的ꎻ第二ꎬ我国校医队伍长

期存在“进不来、留不住、质量差”的问题[１４] ꎬ亟待解

决校医聘任模式、职称评定、激励机制等问题ꎬ建议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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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到地区由政府决策部门牵头ꎬ由教育管理部门、
人事管理部门、卫生管理部门和参政部门共同合作ꎬ
在充分调研、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ꎬ以“健康

中国 ２０３０ 纲要”为目标ꎬ真正解决这个关乎祖国未来

而长期制约学校卫生工作发展和学校卫生工作最后

一公里的“难题”ꎻ第三ꎬ为了解决专业校医数量不足

和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ꎬ建议在高等学校本科预防医

学 / 公共卫生门类下建立“学校卫生 / 保健学( Ｓｃｈｏｏｌ
Ｈｅａｌｔｈ)”本科专业ꎬ制定专门的适于该专业的培养方

案ꎬ毕业后考取“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到各类学校及托

幼机构任校医ꎮ 但这个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在打通我

国校医聘任模式、 职称评定等问题的基础上方能

实现ꎮ

５　 新冠肺炎疫情对学校卫生工作的挑战

新发与再现传染病的暴发成为新的重大公共卫

生安全问题ꎬ影响社会的稳定ꎮ 我国 ２０１９ 年末、２０２０
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ꎬ也是对我国学校卫生工作

尤其是学校传染病防控的一次考验ꎬ在党中央的指挥

下全国人民包括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老师、学生和家

长奋力抗疫ꎬ目前我国疫情防控已经得到控制ꎬ但学

校传染病防控和学校卫生工作还面临着许多挑战ꎮ
一是ꎬ学校卫生法规制度体系尚需进一步完善ꎬ

尤其是应对新发传染病防控ꎮ 新时代学校卫生工作

要呼应“健康中国”行动ꎬ落实政府责任与担当ꎬ实现

学生健康全面覆盖的新要求[１５] ꎬ对现有的法规政策和

措施进行梳理ꎬ加快修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的步

伐ꎬ针对学校卫生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可能出现的问题

做出科学研判ꎬ提出新的政策标准和要求ꎬ使之更加

适应新时代学校卫生管理的需要ꎮ
二是ꎬ“停课不停学” 会给儿童青少年的近视防

控、肥胖预防带来挑战ꎮ 出台疫情期间不到学校学生

和教师健康指导非常必要ꎬ尤其上网课的用眼卫生指

导[１６] 、家中学习健康指导、家中体育锻炼指导、家中学

习心理健康指导ꎮ
三是ꎬ如何到校复课ꎬ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ꎬ这要

求校医有很强的专业底蕴为学校管理者做好参谋ꎮ
但目前的专兼职校医和保健老师尤其是乡村地区力

量薄弱ꎬ当务之急是落实对每个学校的校医或卫生工

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ꎬ培训内容包括新冠肺炎特点及

识别ꎬ学校春季常发传染病(如手足口病、流感、流行

性腮腺炎、麻疹、水痘、猩红热)的识别及预防ꎬ学校传

染病的报告制度流程和方法ꎬ学校消毒等ꎮ
四是ꎬ在疫情中提高学校传染病防控的卫生监督

水平ꎬ学校卫生监督的目的重点不在处罚而是监督、
指导ꎬ及时发现新发传染病和学校常见春季传染病发

生和暴发的隐患ꎬ及时报警、及时阻断疫情ꎮ
总之ꎬ学校传染病防控关系到学生和教职工的生

命安全ꎬ也关系到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ꎬ只有托幼机

构、大中小学的领导一直把学校卫生工作当成头等大

事引起重视ꎬ建立和畅通长效的学校传染病防控体

系ꎬ运用好学校健康教育这个武器ꎬ重视专业校医队

伍建设ꎬ充分发挥学校卫生工作在防控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中的堡垒作用ꎬ才能经得起新发传染病对学校卫

生工作的挑战和考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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