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D-19 期间的

学校安全 
 

COVID-19 公共卫生指南更新 
 

2022 年 3 月 12 日，加州公共卫生部 

(CDPH) 发布了加州 K-12 学校 COVID-19 

公共卫生指南的最新更新。更新包括对

口罩防护和隔离建议的更改。除主要指

导之外，还对 K-12 环境中暴露于 

COVID-19 的学生的群体追踪方法进行了

更新。 

正在进行的研究继续帮助更好地理解 

COVID-19。本指南的基本原则继续侧重

于保持所有 K-12 学校安全地向所有儿

童开放。自面对面教学恢复以来，加州

学校已经能够经受住两次 COVID-19 疫

情的冲击并继续前进，着眼于长期预防

和集体责任，以通过下一阶段的缓解措

施创建安全的现场教育学校环境。 

为缓解校内传播情况，继续实施 

多层次的方法至关重要。

这包括但不限于及时接

种 COVID-19 疫苗、佩戴

口罩、生病时居家治疗、

在需要时接受检测以及

优化学校设施的室内空

气质量。CDPH 继续采用 

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和美国儿科

学会 (AAP) 的建议。CDPH 将继续定期审

查 K-12 学校的 COVID-19 公共卫生指南。 

口罩仍然是降低 COVID-19 传播的最有效

和最简单的安全缓解措施之一。自 3 月 

12 日起，口罩的使用从必需变为强烈推

荐。在变更之前，Mark Ghaly 博士提供

下表说明了加利福尼亚州更新后的口罩

防护指南。最佳口罩是高品质的，具有

良好的贴合性和过滤性的。这些品质为

佩戴口罩的人提供了最佳保护，并为佩

戴者周围的人提供了最佳的源头控制。

目前，为了获得最佳保护，CDPH 和 

Sacramento 县公共卫生 (SCPH) 强烈建议

在学校环境中继续在室内佩戴口罩，以

最好地保护学生和教职员工。 

CDPH 更新将于 4 月 6 日生效： 

https://www.cdph.ca.gov/Programs/CID/DCDC
/ Pages/COVID-19/K-12-Guidance-2021-22- 
School-Year.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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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密接追踪 
1 月，CDPH 引入了群体密接追踪的概念。当

时，鼓励学校考虑这种隔离策略。在最新版

本的 K-12 指南中，CDPH 强烈鼓励学校开始过

渡到群体追踪策略。CDC 不再建议在学校环境

中进行普遍的病例调查和密接追踪。该组织

建议实施适当的缓解措施，并广泛通知可能

接触 COVID-19 的人员。群体追踪的主要三个

组成部分包括： 

• 通知在感染期间与 COVID-19 患者在

同一室内空域（例如教室）中累计停

留时间超过 15 分钟（在 24 小时内）

的学生。 

• 密接学生，无论 COVID-19 疫苗接种状态

如何，都应在最后一次接触后 3-5 天内

至少进行一次诊断测试，以进行 COVID-

19 检测，在过去 90 天内感染过 COVID-

19 的除外。 

• 暴露的学生可以继续参加 K-12 学校教

育的各个方面，包括体育和课外活动，

出现症状或 COVID-19 检测呈阳性的除

外。 

第二轮免费家用 COVID 测试

套件 
• 美国的每个家庭现在都有资格通过美国

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 U.S. Postal Service 

计划的第二轮， 

订购四个额外的免费家用 COVID-19 测试。

测试通过邮政服务直接运送到您填写的

地址。鼓励加利福尼亚人现在订购测试，

以便在需要时进行测试。访问邮政服务 

(USPS) 网站订购。 

https://www.covid.gov/tests 

目前有哪些不同类型的 

COVID-19 测试？ 

PCR 测试 
• 目前可用的最灵敏的测试。 
• 在实验室进行分析。 

• 结果通常在 24-72 小时内出现，因

此在得到结果前请采取预防措施，

如同您是阳性一样 
 

快速抗原检测 

• 有助于在感到不适时或作为聚会

前的预防措施获得更快的结果。 

• 不如 PCR 检测敏感。如果您在感染

的最初几天内进行检测，此时您体

内的病毒量可能较低，则该检测可

能无法检测到病毒。这被称为“假阴

性”。当您可能是阳性时，您的测试

可能会说您是阴性的。如果您持续

出现症状，最好重新测试。 

• 只需 15 分钟即可获得结果。 

• 可以在家中使用家用测试套件完成 

 

如果您的症状正在恶化——特别是如果您年

龄较大或有潜在的健康状况并且有出现 

COVID-19 重症的风险——无论检测结果如何，

都应该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 

 

 

Sacramento 县免费检测地

点位于： 
https://www.saccounty.net/COVID- 
19/Pages/Symptom- 
Screening_MobileTestingSite.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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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根据 CDPH 的说法，21 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

年可能在感染 COVID-19 后长达 8 周内患上儿

童多系统炎症综合征 (MIS-C)，这是一种罕见

但严重的疾病。 

MIS-C 的症状包括持续发烧加上下列多项： 

• 腹部（胃）痛 

• 呕吐 

• 腹泻 

• 皮疹 

• 眼睛充血 

• 头晕或头晕目眩 

需要立即就医的 MIS-C 紧急症状包括： 

• 呼吸困难 

• 胸部疼痛或压力无法消退 

• 新的混淆 

• 无法醒来或保持清醒 

• 苍白、灰色或蓝色的皮肤、嘴唇或

甲床（取决于肤色） 

患有 MIS-C 的儿童在感染 SARS-CoV-2 后长达

八周，身体的不同部位（“器官系统”）会出

现炎症或刺激。无论孩子是否有 COVID-19 症

状，都可能发生这种炎症。可能受 MIS-C 影

响的器官系统包括：心脏、肺、肾、脑、皮

肤、眼睛和/或胃肠器官。因为它是由 SARS-

CoV-2 引起的，所以 MIS-C 是一种新疾病，于 

2020 年 4 月首次报道。儿童和青少年可能在

感染 COVID-19 期间或之后感染 MIS-C，保护

他们免受 MIS-C 感染的最佳方法是采取日常

行动，防止 COVID-19 在您的家庭和社区中传

播。这包括为儿童接种 COVID-19 疫苗。注意 

MIS-C 的症状并从 CDPH 的 MIS-C 网站了解更

多信息： 

MIS-C 疾病页面、MIS-C 数据页面、不要错过 

MIS-C 症状宣传单、MIS-C 常见 问题(FAQ)，及MIS-

C 沟通交流 

5-17 岁青少年疫苗 

COVID-19 疫苗安全、有效且免费。强烈建议 

5 岁及以上的每个人都及时接种 COVID-19 疫

苗。这包括完成主要系列并在符合条件时接

受加强剂量。为儿童接种疫苗有助于保护感

染 COVID-19 时患病风险增加的家庭成员，例

如年长的家庭成员或中度或重度免疫功能低

下的家庭成员。此外，它还可以帮助保护尚

无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的最年幼的家庭成

员。 

接种疫苗可以帮助孩子们留在学校并安全地

参加集体活动。辉瑞 BioNTech 疫苗已获准用

于 5 至 15 岁的儿童，并获准用于 16 岁的青

少年 

– 17. 

COVID-19 疫苗剂量因接种当天的年龄而异。 

• 12 岁及以上的青少年接受与成人相同的

剂量 

• 5 至 11 岁的儿童接受一半剂量。 

o辉瑞 BioNTech 儿童疫苗含有与成人和 

12 岁以上青少年接种的疫苗相同的

活性成分。 

• 应在第一次接种后三周接种第二次疫

苗。 

根据临床试验数据，COVID-19 疫苗已被证明

对儿童安全有效。所有疫苗继续受到严格监

测。 

• 在接种 COVID-19 疫苗后，人们鲜少出现

严重健康影响。要了解有关 COVID-19 疫

苗安全性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 
ncov/vaccines/safety/safety-of- 
vaccines.html 

• 儿童可能会出现副作用，如注射部位疼痛

和肿胀，或头痛、寒战和发烧。这些症状 

工具包。 应该会在几天内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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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和加强剂预约 
 

至少 5 个月前接种了第二剂辉瑞疫苗的 12 

岁及以上的个人，或至少五个月前接种了

第二剂 Moderna 疫苗的 18 岁及以上的个

人，或两个月前接种了 J&J 疫苗的个人，

应该得到他们的加强针剂量。尚不建议 5 

至 11 岁的儿童使用加强剂量。 
 

如需预约，请访问 MyTurn.ca.gov。在这里，

任何有资格在加利福尼亚州接种疫苗的人

都可以安排免费预约并获得有关可用资源

的更多信息。如果您想查看弹出的 

Sacramento 县 COVID-19 疫苗接种诊所位置，

请访问 

https://dhs.saccounty.gov/PUB/Pages/Vaccina 

tion-Clinic-Locations.aspx。目前，一些地点

为接受第 1 剂或第 2 剂的个人提供 25 美元

或 50 美元的礼品卡（取决于地点）。 

 

为什么有些人会得到第

二次加强剂量？ 
2022 年 3 月 29 日，CDC 更新了加强剂量指

南，以扩大某些人获得第二次加强疫苗的

资格。50 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和一些免疫功

能低下的人现在有资格在第一次加强剂后

至少 4 个月获得第二次辉瑞或 Moderna 加

强剂（无论之前接种的是辉瑞、Moderna 还

是 Johnson & Johnson 加强剂）。 

老年人——尤其是那些有潜在疾病的人——

和免疫系统受损的人患严重 COVID-19 的风

险更高，并且最有可能从第二次加强注射

的额外保护中受益。 

奥密克戎变异株和亚变异株 BA.2 的出现强

调了疫苗接种、加强剂和预防措施对预防 

COVID-19 的重要性。COVID-19 疫苗继续在 

降低重症、住院和死亡的风险方面高度有效。

CDC 关于加强剂量的建议基于最新数据，这

些数据表明加强剂量显著增加了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的防护，目的是确保人们得到最佳保

护，免于 COVID-19 感染、重症和死亡。 

 

如果我们需要加强剂量，

这是否意味着疫苗不起作

用？ 
COVID-19 疫苗在预防重症、住院和死亡方

面效果出色，但最新数据显示，加强剂量显

著增加了防护奥密克戎变异株的几率。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加强剂量的最新建议有助

于确保美国更多的人得到更好的保护，免受 

COVID-19 的侵害。保护自己免受 COVID-19 

感染的最佳方法是接种疫苗并在符合条件的

情况下进行加强接种，尤其是对于更容易感

染严重 COVID-19 的人群，例如老年人和有

潜在疾病的人群。 

 

仍有问题？ 
Sacramento 县 COVID 热线可拨打 (916) 875-

2400。接听人员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

午 8 点至下午 5 点。如果没有志愿者，请

留言，我们会尽快回复您的来电。 

 

如果您希望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一般性 

COVID-19 问题，请发送至 
COVID19@saccounty.net 

如果您有与 COVID-19 疫苗相关的问题，请

发送电子邮件至 
COVID19vaccine@saccounty.net 

访问 
HealthyChildren.org 

美国儿科学会网站，

为家庭获取有关 

COVID-19 疫苗的更

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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