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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校车或社区环境中对COVID-19疫情做出响应的规定  
2020年7月17日 初发布 

2020年9月14日修订 

 
简介   
 
作为对DESE“秋季复课初步指南”的补充，我们将为学区和学校提供有关今年秋季应对特
定COVID-19疫情规定的进一步信息。在此提醒大家，我们还通过此处的FAQ文档（下
载）提供了其他澄清信息。 
 
本指南提供了进一步信息和规定，可以回答以下问题：  

• 如果在家里、在校车上或在学校出现有症状的人，学区应该怎么办？ 
• 如果学校社区中的某人COVID-19检测结果呈阳性，学区应该怎么办？比如是学
生、老师、教职员工或校车司机，或者是其家属或密切接触者？ 

• 哪些人应该接受COVID-19检测以及在何时接受检测？  
• 在什么情况下某人需要被检疫隔离（如果他们有接触但没有生病）或隔离（如果他
们生病）？ 

• 学区应采取什么措施来监控COVID-19在社区中的传播？  
 
关于这些规定的问题，请联系： 
 

Russell Johnston，资深副部长，Russell.Johnston@mass.gov，781-605-4958。 
Anne Marie Stronach，资深部长顾问 – 快速响应，
Anne.marie.stronach@mass.gov，781-873-9514。 
 

对于具体病例和/或症状，请联系： 
 

DESE快速响应帮助中心电话781.338.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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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在我们的“秋季复课初步指南”中，我们提出了使尽可能多的学生安全返回课堂教学的目
标。同时，我们要求各学区通过提出三种复课模式来为一切可能发生的意外做好准备。 
 
安全返回课堂教学的学校环境将需要在此过程中的每一步都建立健康和安全的文

化。具体来说：  
• 这不是一种缓解策略，而是所有这些策略的结合，将大大降低传播的风险。
没有任何单一的策略可以做到完美无缺，但是所有策略加在一起可以降低风险。此

外，州长贝克（Baker）宣布，马萨诸塞州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在复工复课的第3阶
段，这将有助于支持整体环境，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教职员工和老师安全返回的我

们学校。自从8月5日以来，每周都会发布具体市政的COVID-19指标，此外，还有
关于各方面继续对健康和安全措施保持警觉以继续遏制COVID-19传播的更多信
息。 

• 教职员工必须每天监视自己的症状，学生也必须在家人的帮助下每天监视自
己的症状。教职员工和学生如果感到不适，必须待在家里。任何人如果表现

出COVID-19症状或感觉生病，则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保护他人，不要去学
校。 

• 口罩是遏制COVID-19扩散的 重要的单一措施。我们要求二年级及更高年级

的学生和所有教职员工戴口罩，以充分遮住鼻子和嘴巴。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

凡是能够安全、适当地佩戴、摘下和使用口罩的幼儿园前至1年级的学生都应该这
样做。对于有医学、行为或其他挑战的学生，如果不能戴口罩/面罩，则必须按例
外情况处理。 

• 保持手的卫生至关重要。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到达学校时、在进餐前、在戴口罩和
摘下口罩之前以及下课之前，必须保持手部卫生（洗手或消毒）。 佳做法是用肥

皂和水洗手，每次至少20秒钟。但是，如果无法洗手，则应用至少含60%酒精的洗
手液代替。在学校教职员工常去的地方应该提供洗手液，例如公共区、走廊和教

室。虽然在整个上课日可能都需要使用洗手液（特别是如果洗手不便的情况下），

并且不需要专门的使用说明，但是各学区和学校应避免将洗手液放置在通常没有员

工定期监督的地方。   
• 保持身体间距可以大大降低传播的风险。保持身体间距是防止COVID-19扩散的
关键工具。CDC1和DPH2建议个人之间的距离为6英尺。世界卫生组织3和美国儿科

学会4建议 小间距为3英尺。DESE建议在可行的情况下，各学区的目标是保持6英
尺的间距。如果6英尺不可行，只要教职员工和学生始终戴口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1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social-distancing.html 
2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covid-19-prevention-and-treatment#social-distancing- 
3 https://www.who.int/publications/i/item/considerations-for-school-related-public-health-measures-in-the-context-
of-covid-19 
4 https://services.aap.org/en/pages/2019-novel-coronavirus-covid-19-infections/clinical-guidance/covid-19-
planning-considerations-return-to-in-person-education-in-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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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3英尺间距是可以接受的。如果校车采用3英尺的 小间距，则所有教职员工和

学生，无论年龄大小，都必须始终戴口罩。请注意，采用3英尺 小间距的决定可

能会增加与病例发生相关的密切接触。 
• 同类群组/指定座位。以小组/教室和其他同类群组的形式组织的学生有助于减缓
病毒的传播。指定座位座位很重要，因为它可以在同类群组中有效地建立甚至更小

的分组，从而 大程度地减少传播。分配座位还有助于接触追踪。应该尽可能分配

座位（包括教室、校车、用餐）。  
 
为了支持健康与安全文化，学校必须以积极和可靠的方式与所有家长、学生、老师

和员工进行沟通，以便发送和接收与COVID-19有关的关键信息。 
 
为响应COVID-19疫情做好准备  
即使我们保持警惕，马萨诸塞州的公共卫生指标仍呈现阳性，在学校接触COVID-19的风
险不会为零。当我们准备学校复课时，我们还必须准备应对可能发生的COVID-19疫情，
无论是在学校、在校车上还是在我们的社区中。取决于具体情况的不同，阳性COVID-19
检测、可能有症状的学生或接触社区之外有COVID-19的人，都可能对健康、安全和运营
产生影响。  
 
为远程学习做好准备  
当学生必须在家中检疫隔离或隔离时，教学与学习不应停止。学校有责任为无法长时间在

校学习的学生提供远程学习。 
 
检测、追踪和隔离  
重要的是要注意，将检测与接触追踪和隔离相结合，有助于控制COVID-19在马萨诸塞州
的传播。所有检测结果（无论阳性和阴性）均须报告给马萨诸塞州公共卫生部

（DPH）。当某人的COVID-19检测为阳性时，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
织将伸出援手以提供支持，使这些人能够安全地受到医疗隔离。他们还将请求帮助来确定

密切接触者。然后，这些组织将与该个人的亲密接触者联系，为其提供旨在阻止病毒传播

的重要信息，包括如何安全地隔离/检疫隔离。在这些组织将提供支持以进一步协助接触
追踪的同时，要求学生/家长和教职员工与他们的个人接触者取得联系并通知学校。 
 
 
COVID-19阳性病例的自我隔离至少需要10天  
大多数检测呈阳性并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自我隔离状态至少10天。阳性检测
者可以在10天后并满足下列条件下恢复公开活动： 

a. 已经有24小时不发热（而且未服用泰诺等退烧药）；并且 
b. 其他症状有所好转（例如，咳嗽已经好转）；并且 
c. 已得到公共卫生部门接触追踪者（当地卫生局或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许可。 

 
不建议在返校之前重复检测。重返学校应根据时间和症状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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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性COVID-19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应接受检测。作为一般性指南，DPH将密切接触者定
义为：5 

• 在COVID-19病例（经检测呈阳性者）6英尺范围内至少10-15分钟。在病例出现症
状时或在症状发作前2天内，为COVID-19病例患者提供护理、与其居住在一起、探
访或共享医疗候诊区或房间时，就可能发生密切接触，或者 

• 在没有未穿着建议的个人防护设备的情况下，直接接触过COVID-19病例患者的传
染性分泌物（例如，咳嗽）。 
 

如果某人在学校环境中检测呈阳性  
•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则他们的密切接触者将定义为仅仅
是与有传染性的个人的距离在6英尺以内至少十五分钟的那些人。感染期从症状发
作之前2天开始。如果某人无症状，则认为感染期从采集阳性检测之前的2天开始。
虽然先前的指南将小学教室内的所有学生定义为密切接触者，但是此新指南对密切

接触的定义更加狭义，其定义与DPH指南相似。 
 
密切接触者何时可以重返学校的政策  

• 所有密切接触者均应接受检测，但无论检测结果如何，必须在 后一次接触阳性检

测者之后自我隔离14天。我们在与医学界进一步协商之后对此指南做出更新，因为
此病毒可能在接触后2到14天内引起疾病，甚至无症状的人也可以传播该病毒。展
望未来，即使被确定为密切接触的个人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也必须继续自我隔离

整整14天，因为该病毒可能经过长达14天才会引发疾病。  
 
 
关于学生/教职员工在出现COVID-19症状后何时可以重返学校的政策  

•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出现类似COVID-19的症状，则他们可以在COVID-19检测呈阴
性、症状有所改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之后重返学
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做出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
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链球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表现出类似COVID-19症状并且选择不接受检测，那么他们可
以在出现症状的10天之后重返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前至少24
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  

 
COVID-19 常见症状和检测要求  
 
如果出现以下任何症状， 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待在家里。我们的集体健康在一定程度

上取决于个人的关注和责任。请注意，COVID-19的一些症状与流感或重感冒相同；请不
要假定是不同的病情。如有疑问，请待在家里。     
 
如果你出现任何列出的症状，请待在家里。   
                                                
5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at-are-the-symptoms-of-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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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照护人应监视自己的孩子，教职员工应监视自己的症状的完整列表：67 

❏ 发热（华氏100.0°度或更高）、寒战或发冷（CDC将体温从100.4度降低到100.0
度） 

❏ 咳嗽（不是由于其他已知原因，例如慢性咳嗽） 
❏ 呼吸困难或气促 
❏ 新出现的味觉或嗅觉丧失 
❏ 咽喉痛 
❏ 与其他症状结合时出现头痛 
❏ 肌肉酸痛或身体疼痛 
❏ 恶心、呕吐或腹泻 
❏ 与其他症状结合时出现疲劳 
❏ 与其他症状结合时出现鼻堵塞或流鼻涕（不是由于其他已知原因，例如过敏） 

 
如果教职员工或学生出现任何下列症状，则应对他们进行检测并必须遵循下面几页

中概述的规定。  
 
每个学校都应备有现行检测地点的清单。8 在此处可找到检测地点清单，马萨诸塞州
还提供了互动检测地图。有症状的教职员工和学生还应联系其初级保健医生以获得进一步

指导。有关现行检测的更多信息将在今年夏季晚些时候提供。  

                                                
6 塞州公共 生部， 疑感染COVID-19的人 行 。（2020年，5月13日）。 
7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symptoms-testing/symptoms.html 
8 l在此 可找到 地点清 ； 是 塞州的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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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发生的COVID-19疫情的规定 
 
尽管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每次可能发生的COVID-19疫情都有一些共同点：  

ü 评估症状 
ü 与其他人分开 
ü 该人去过的地方进行清洁和消毒 
ü 检测COVID-19，并在等待结果期间留在家里  
ü 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 

- 留在家中至少10天，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至少已经过24
小时 

- 监测症状  
- 将密切接触者通知学校和工作人员 
- 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电话，以帮助确定密切接
触者并帮助他们防止传播 

- 返回学校要得到接触追踪者（当地卫生局或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放行 
 
下面几页概述了以下情形的规定。   
 
第1节：个人接触或个人阳性检测的规定  
 

• 规定：学生或教职员工COVID-19检测呈阳性  
• 规定：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密切接触者  
• 规定：学生在校车上出现症状  
• 规定：学生在学校出现症状  
• 规定：教职员工在家出现症状  
• 规定：教职员工在学校出现症状  

 
第2节：可能关闭学校（部分或全部）或关闭学区的规定   
 

• 规定：在学校或学区中出现多个病例  
• 规定：市政出现大量新病例   
• 规定：全州回到先前的复课阶段  

  



 

7 
 

   快速参考表：个人COVID-19事件的主要措施   
 

事件  事件地点  检测结果  检疫隔离  

个人出现症

状  

如果某个人在家里出现症状，

他们应该待在家里接受检测。 
 
如果某个学生在校车或学校时

出现症状，应保持遮住面部并

严格保持身体间距。然后学生

将去看护士，在他们回家之前

要一直留在医疗候诊室。他们

不应该由校车送回家。  
如果某教职员工在学校出现症

状，他们应该找人接替他们的

工作职责，然后回家接受检

测。  

个人检测呈阴性  
在没有发热且症状改善的24小时
之后返回学校，无需服用退烧

药。 

个人检测呈阳性  

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

护）、监视症状、通知学校、通

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

触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

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

的电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

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自
我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

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小
时。 

个人未经检测  

从出现症状开始待在家里自我隔

离10天，然后在未服用退烧药的
情况下没有发热且症状改善的24
小时之后返回学校。 

    

接触过

COVID-19阳
性者的个人  

如果某人在家得知自己与

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人有过
密切接触，他们则应留在家

中，并在 后一次接触之后的4
天或5天接受检测。  
 
如果某个人在学校得知自己与

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某个人
有过密切接触，他们则应在当

天的剩余时间戴口罩（包括K-1
学生）并严格保持身体间距。

在当天结束时，他们应该回

家，而且不应该乘坐校车回

家。他们应留在家中，并在

后一次接触之后的4天或5天接
受检测。 

个人检测呈阴性  
自接触之日起待在家中自我隔离

14天 

个人检测呈阳性  

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

护）、监视症状、通知学校、通

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

触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

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

的电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

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自
我隔离，并且直到在未服用退烧

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

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小时。 

个人未经检测  
自接触之日起待在家中自我隔离

14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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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个人接触或个人阳性检测的规定  
 
规定：学生或教职员工COVID-19检测呈阳性  
 

1. 学生或教职员工必须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监视其症状、通知学校、通
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

追踪合作组织的电话。对于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来说，他们将需要保持至

少10天的自我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小时。  
 

2. 学生的家长/照护人或教职员工告知适当的学校负责人（例如，指定的COVID-19学
校负责人）该个人的COVID-19检测呈阳性。指定的COVID-19学校负责人然后又通
知学校事先确定的其他人（例如，学校领导、学校护士或学校医疗联系人、楼宇管

理人员、维修人员）。  
 

3. 确定从出现症状前两天（或在没有症状的情况下检测呈阳性）开始直到隔离的时间
范围内，学生或教职员工是否在校园。  

a. 如果在校园，请立即封闭COVID-19阳性者曾经去过的地方，直到这些地方
可以清洁和消毒（如果尚未清洁和消毒）。  

b. 尽快清洁和消毒该学生或教职员工的教室以及该个人曾经去过的任何其他设
施（例如课外活动设施），如果尚未进行清洁和消毒的话。 

c. 尽快清洁和消毒该学生或教职员工乘坐过的校车（如果有），如果尚未进行
清洁和消毒的话。 
 

4. 与密切接触者的家人和员工进行沟通：  
a. 学校应根据分配座位表和与课堂活动有关的周围情况，确定该学生或教职员
工的可能“密切接触者”。密切接触者的定义仅仅是与有传染性的个人的距离
在6英尺以内至少十五分钟的那些人。此定义适用于学生、教师和其他人
员。感染期从出现症状的前两天开始（如果无症状，则从阳性检测日期的前

两天开始），包括直到该学生/教职员工/老师被隔离的时间。考虑在教室、
其他学校空间、校车上或课外活动中有密切接触的学生和教职员工。  

b. 与有密切接触的教职员工、老师和学生家人进行沟通，告知他们出现了阳性
检测病例，但是不要提及检测呈阳性的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姓名。 

c. 发送给学生家庭/教职员工的通讯应：  
i. 通知他们在学生的班级/校车或其他活动中出现阳性检测病例（不要

提及具体的个人）。  
ii. 说明由于学生/教职员工与检测阳性者之间的距离在6英尺以内达15分

钟或更长时间，因此他们被视为“密切接触者”并应该接受检测。分配
好座位并保持 新的座位表将有助于确定应该指示谁去接受检测：具

体来说是坐在该学生旁边的人，以及与该学生有过密切接触的所有其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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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指示密切接触者在检测之前和等待结果时需要隔离。一般来说，由于

高的阳性检测率发生在接触后的几天，因此理想情况下，应该在

后一次接触之后的第4天或第5天进行检测。（换言之，如果接触持续
了几天，则 佳检测时间是接触期结束后的4或5天。） 

iv. 应该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对密切接触者进行COVID-19检测。9

检测点可能需要预先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v. 要求密切接触者将其检测结果告知学校。在经过14天的检疫隔离之

前，他们不应返回学校。这包括收到阴性检测结果或选择不进行检测

的密切接触者。10 
vi. 提醒家人和/或教职员工不要与高风险个人（例如，祖父母和有基础

性疾病的人）接触的重要性。 
vii. 提醒家人和/或员工需要监视的COVID-19症状列表。 

d. 如果学校在上课日当天发现 初的COVID-19阳性检测结果：  
i. 学校应迅速确定可能与该学生有过“密切接触”的个人，并通知学生及

其家人。 
ii. 确保被认为可能是密切接触者的学生戴口罩，包括从幼儿园到一年级

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可能需要的额外口罩。严格保持身体间距。要求

学生洗手。 
iii. 密切接触者的照护人可以会放学前接走学生。照护人在接学生时必须

戴口罩/面罩。被确定为密切接触者的学生和有任何症状的学生不应
乘坐校车回家。作为一项预防措施，照护人和学生以及教职员工应在

回家后洗手并换衣服。 
iv. 密切接触者在经过14天的检疫隔离之前不应返回学校，并且应要求他

们将其检测结果告知学校。11  
e. 在可行的情况下，为了有助于接触追踪，请列出一个清单，其中包括学生或
教职员工从出现症状（或者是检测阳性，如果无症状的话）之前两天开始直

到其被隔离折断时间内接触过的任何其他密切接触者的电话号码和电子邮

件。  
 
6.如果学校有其他人检测阳性：根据本规定为该人执行所有步骤。还要遵循：“规定：
学校出现多个病例。” 
 
7.如果学校没有其他人检测阳性：要求密切接触者将其检测结果告知学校。在经过14天
的检疫隔离之前，他们不应返回学校。这包括收到阴性检测结果或选择不进行检测的密切

接触者。  
 
COVID-19检测阳性者在学校去过的任何地方都必须关闭和/或清洗消毒。清洁/消毒后12
个小时才可以使用这些地方。 
                                                
9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1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quarantine.html 
11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quarant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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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学生或教职员工的密切接触者  
 

1.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应对COVID-19检测呈阳性者的所有密切接触者进行
检测。12  
 

2. 与COVID-19检测呈阳性的人有过密切接触的学生或教职员工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
的检测点接受检测。13检测点可能需要预先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3. 密切接触者在接受检测前和等待检测结果过程中，应留在家里隔离。  

 
4. 要求密切接触者将其检测结果告知学校。在经过14天的检疫隔离之前，他们不应返
回学校。这包括收到阴性检测结果或选择不进行检测的密切接触者。14由于过早进

行检测可能会导致假阴性，因此理想情况下，应该在 后一次接触检测阳性者之后

的第4天或第5天进行检测。 
 

5. 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学生或教职员工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监视
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

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电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

保持至少10天的自我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小
时。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教职员工COVID-19检测呈阳性。” 

  

                                                
12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13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14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quarant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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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学生在家出现症状  
 

1. 家人每天早晨应在家中监视学生是否出现COVID-19 常见的症状（请参见上面的

列表）。 
a. 如果没有症状：   

i. 送学生去学校上学。  
b. 如果有任何症状：   

i. 不要送学生去学校上学。  
ii. 打电话给学校的COVID-19联系人，告知他们学生因出现症状而待在

家里。 
iii.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马萨诸塞州所有有症状的人（即使是

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都应接受检测。15不希望接受检查的个人可以在

症状开始的10天16 后返回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
前至少24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  

iv. 该学生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接受检测。17 检测点可能需要预
先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v. 在家隔离，直到收到检测结果。  
vi.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如下步骤： 

1. 如果是阴性：如果学生的COVID-19检测为阴性、症状有所改
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则可
以返回学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做出
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链球

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2. 如果是阳性：学生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监视
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追踪

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电

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自我
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
小时。 18 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教职员工COVID-19检
测呈阳性。” 

  

                                                
15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16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17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18 https://www.mass.gov/doc/information-sheet-how-to-self-quarantine-and-self-isolat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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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学生在校车上出现症状  
 

1. 尽管家人是监视症状的 重要的第一道防线，但校车司机和校车监控员在发现可能

有症状的学生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注意：这将要求对校车司机（和校车监控

员，如适用）进行培训。 
 

2. 如果在学生上车时发现有症状，并且有照护人在场，则不要让学生上车。然后，照
护人应遵循：“规定：学生在家出现症状。” 

 
3. 如果学生已经在校车上，请确保为学生罩住面部，并始终保持遮住鼻子和嘴巴。如
果学生没有口罩，校车司机则应配备并提供的口罩。确保其他学生始终戴口罩遮住

鼻子和嘴巴。确保学生之间保持必要的身体间距。  
 

4. 如果未打开车窗，则应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完全打开车窗。 
 

5. 校车司机/监控员应提前打电话给校车服务调度员。校车服务调度员应备有学校和
学区相应人员（护士或其他医务人员）的手机号码。调度员应联系学校，通知学校

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可能有症状的孩子。  
 

6. 学校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应在校车到达时戴着口罩迎接他们。在实际运作
中，应让可能有症状的学生先下车。  

 
7. 应该对校车清洁/消毒。 

 
8. 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应对学生的症状进行评估（请参见上面的列表：

“COVID-19的 常见症状”）。 
a. 如果有任何症状：  

i. 将学生安排在指定的医疗候诊室。该房间必须受到监督。如果给定房

间和人员受到限制，那么在可行的情况下，鼓励学校为每个学生提供

自己单独的候诊室。如果有多个学生同时在同一候诊室内等候，则每

个学生之间必须至少相距6英尺（并且应尽可能远地隔开），而且在
医疗候诊室内时戴上医用外科口罩（非N95和非布制）。19 如果学生
还没有口罩，学校应提供口罩。学校还必须为参与候诊室监督的人员

配备个人防护设备。房间中的每个人必须始终戴口罩遮住鼻子和嘴

巴，必须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学生可以在医疗候诊室等候时做自己的

功课或其他活动。  
ii. 请与护理人联系以安排接送。  

1. 如果护理人可以在上课期间接走学生，请落实以下各
项：学生在医疗候诊室等待接送。照护人在接学生时必须戴

                                                
19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infection-control/n95-respirators-surgical-
masks-and-face-masks#s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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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面罩。学生不应乘坐校车回家。作为一项预防措施，照
护人和学生到家后应洗手并换衣服。 

2. 如果护理人无法在上课期间接走学生，请落实以下各
项：学生应在医疗候诊室等到一天结束，然后由护理人接

送。该学生不应与其他学生一起乘坐校车回家。  
iii.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马萨诸塞州所有有症状的人（即使是

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都应接受检测。20 不希望接受检查的个人可以在
症状开始的10天21 后返回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
前至少24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  

iv. 学生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接受检测。22 检测点可能需要预先
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v. 在家隔离，直到收到检测结果。 
vi.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如下步骤： 

1. 如果是阴性：如果学生的COVID-19检测为阴性、症状有所改
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则可
以返回学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做出
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链球

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2. 如果是阳性：学生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监视
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追踪

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电

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自我
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
小时。 23 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教职员工COVID-19检
测呈阳性。” 

b. 如果没有症状：   
i. 如果评估显示该学生没有症状，则让该学生回去上课。  

 
规定：学生在学校出现症状   
 

1. 尽管家人是监视症状的 重要的第一道防线，但老师在向学校护士或其他医务联系

人转介可能有症状的学生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注意：这将需要对老师进行培

训。） 
 

2. 老师要确保学生始终戴口罩，完全遮住鼻子和嘴巴。  
 

                                                
20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21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22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23 https://www.mass.gov/doc/information-sheet-how-to-self-quarantine-and-self-isolat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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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老师打电话给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告知他们有可能的病例。护士或学校医务联
系人来教室领走学生。 

 
4. 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应对学生的症状进行评估（请参见上面的列表：

“COVID-19的 常见症状”）。 
a. 如果有任何症状：  

i. 将学生安排在指定的医疗候诊室。该房间必须受到监督。如果给定房

间和人员受到限制，那么在可行的情况下，鼓励学校为每个学生提供

自己单独的候诊室。如果有多个学生同时在同一候诊室内等候，则每

个学生之间必须至少相距6英尺（并且应尽可能远地隔开），而且在
医疗候诊室内时戴上医用外科口罩（非N95和非布制）。24 如果学生
还没有口罩，学校应提供口罩。学校还必须为参与候诊室监督的人员

配备个人防护设备。房间中的每个人必须始终戴口罩遮住鼻子和嘴

巴，必须严格执行这一规定。学生可以在医疗候诊室等候时做自己的

功课或其他活动。 
ii. 请与护理人联系以安排接送。  

1. 如果护理人可以在上课期间接走学生，请落实以下各
项：学生在医疗候诊室等待接送。照护人在接学生时必须戴

口罩/面罩。学生不应乘坐校车回家。作为一项预防措施，照
护人和学生到家后应洗手并换衣服。 

2. 如果护理人无法在上课期间接走学生，请落实以下各
项：学生应在医疗候诊室等到一天结束，然后由护理人接

送。该学生不应与其他学生一起乘坐校车回家。  
iii.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马萨诸塞州所有有症状的人（即使是

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都应接受检测。25不希望接受检查的个人可以在

症状开始的10天26 后返回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
前至少24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  

iv. 学生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接受检测。27 检测点可能需要预先
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v. 在家隔离，直到收到检测结果。 
vi.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如下步骤： 

1. 如果是阴性：如果学生的COVID-19检测为阴性、症状有所改
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则可
以返回学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做出
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链球

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24 https://www.fda.gov/medical-devices/personal-protective-equipment-infection-control/n95-respirators-surgical-
masks-and-face-masks#s2 
25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26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27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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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是阳性：学生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监视
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追踪

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的电

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自我
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少24
小时。 28 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或教职员工COVID-19
检测呈阳性。” 

b. 如果没有症状：   
i. 如果评估显示该学生没有症状，则让该学生回去上课。  

 
 
  

                                                
28 https://www.mass.gov/doc/information-sheet-how-to-self-quarantine-and-self-isolat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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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教职员工在家出现症状  
 

1. 教职员工每天早晨应在家中监视自己是否出现COVID-19 常见的症状（请参见上

面的列表）。“COVID-19的 常见症状”）。 
a. 如果没有症状：   

i. 回去上班。 
b. 如果有任何症状：   

i. 不要去上班。 
ii. 联系学校设立的COVID-19联系人和/或其他缺勤报告机制。  

iii.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马萨诸塞州所有有症状的人（即使是
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都应接受检测。29不希望接受检查的个人可以在

症状开始的10天30 后返回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
前至少24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该
教职员工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接受检测。31检测点可能需要

预先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iv. 在家隔离，直到收到检测结果。  
v.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如下步骤： 

1. 如果是阴性：如果教职员工的COVID-19检测为阴性、症状有
所改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
则可以返回学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
做出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

链球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2. 如果是阳性：教职员工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
监视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

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

的电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
自我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

少24小时。 32 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教职员工COVID-
19检测呈阳性。” 

  

                                                
29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30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31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32 https://www.mass.gov/doc/information-sheet-how-to-self-quarantine-and-self-isolate/download  



 

18 
 

规定：教职员工在学校出现症状  
 

1. 如上所述，如果教职员工出现任何COVID-19症状，应鼓励他们不要去学校。  
 

2. 如果教职员工在上课期间怀疑有任何症状，则应遵循学校的规定，在必要时让另一
位成年人在中间接替上课，并请学校护士（或学校医务联系人）对症状进行评估。  

a. 如果没有症状：教职员工应遵守学校有关因生病而请假的标准规定。  
b. 如果有任何症状：   

i. 目前的马萨诸塞州DPH指南是马萨诸塞州所有有症状的人（即使是
那些症状较轻的人）都应接受检测。33不希望接受检查的个人可以在

症状开始的10天34 后返回学校，前提是只要他们的症状在返回学校之
前至少24个小时有所改善并且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没有发热。  

ii. 该教职员工应在一个马萨诸塞州的检测点接受检测。35 检测点可能需
要预先筛查、转介和/或预约。  

iii. 在家隔离，直到收到检测结果。  
iv. 根据检测结果采取如下步骤： 

1. 如果是阴性：如果教职员工的COVID-19检测为阴性、症状有
所改善以及在未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至少24个小时没有发热，
则可以返回学校。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对类似COVID-19症状
做出其他诊断，则该个人可以根据此其他诊断（例如，流感或

链球菌性咽炎）的建议返回学校。  
2. 如果是阳性：教职员工应留在家中（除非需要获得医护）、
监视其症状、通知学校、通知密切接触者、协助学校进行接触

追踪工作，并接听当地卫生局或马萨诸塞州社区追踪合作组织

的电话。大多数患有相对轻度疾病的人将需要保持至少10天的
自我隔离，并且直到没有发热且其他症状改善之后已经过至

少24小时。 36 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教职员工COVID-
19检测呈阳性。” 

  

                                                
33 https://www.mass.gov/doc/covid-19-testing-guidance/download  
34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isolation.html   
35 https://www.mass.gov/info-details/about-covid-19-testing#where-can-get-a-test?-  
36 https://www.mass.gov/doc/information-sheet-how-to-self-quarantine-and-self-isolate/downl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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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可能关闭学校（部分或全部）或关闭学区的规定  
 

规定：在学校或学区中出现多个病例  
 

1. 如果在学校一次确认的COVID-19病例（学生或教职员工）多于一个，或者在很短
的时间内出现一系列单一病例，则学校负责人和校监应与当地卫生局合作，确定是

否可能在学校发生了传播。  
 

2. 对于每种情况，请遵循以下步骤：“规定：学生或教职员工COVID-19检测呈阳
性。”请注意，如果只有一个孤立的病例，则该学生的密切接触者将需要待在家里
接受检测，而不是整个学校接受检测。  

 
3. 如果怀疑有超过一个同类群组或少数同类群组之外的校内传播，则学校和学区负责
人必须就建议的下一步措施向当地卫生局咨询。这些步骤应包括对市政部门具体的

COVID-19公共卫生指标进行审查，并可能导致做出以下决定，例如：a) 短暂关闭
部分学校或整个学校（例如1-3天），以便进行广泛的清洁或采取其他措施来减轻
设施的影响，或 b) 在14天的隔离期内部分或全部关闭学校。 
 

4. 如果在多所学校出现多个病例，学校和学区负责人则必须就建议的下一步措施向当
地卫生局咨询。这些步骤应包括对市政部门具体的COVID-19公共卫生指标进行审
查，并可能导致做出以下决定，例如：a) 短暂关闭学区（例如1-3天），以便进行
广泛的清洁或采取其他措施来减轻设施的影响，或 b) 在14天的隔离期内关闭学
区。 

 
5. 在做出学校或学区停课的 终决定之前，校监必须咨询DESE以获得进一步
指导。  
 
请致电781.338.3500与DESE快速响应帮助中心联系。  
 

6. 如果决定关闭几天，学校和/或学区应向家长和教职员工发出明确的信息和指示：  
a. 通知他们在学校和/或学区中可能正在传播COVID-19 
b. 注意可能还有更多尚未出现症状的潜在病例 
c. 建议学生采取隔离措施，不要与他人接触 
d. 提醒家人不要接触高风险个人（例如祖父母）的重要性  
e. 提醒家人需要监视的COVID-19症状列表。 
f. 确保能够立即向所有学生提供远程学习 

 
7. 在让学生返回学校之前： 

a. 检查所需用品的库存量（例如，一次性口罩、肥皂、洗手液、清洁产品）；
重新订购以补充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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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考虑在整个学校范围内进行有关正确卫生程序（口罩、保持身体间距、洗
手）的重要性再培训 

c. 学生重返校园时，重申口罩、保持身体间距和手部卫生的重要性 
 
规定：市政出现大量新病例   
 

1. 如果发生经由当地卫生局或DPH确定的重大市政疫情，则校监和学校负责人必须
与当地卫生局协商，以确定是否适合关闭某个特定的学校、某些学校或整个学区。 
 

2. 在做出学校或学区停课的 终决定之前，校监必须咨询DESE以获得进一步
指导。  
 
请致电781.338.3500与DESE快速响应帮助中心联系。  

规定：复课阶段全州范围的变更  
 

1. 州长贝克（Baker）在8月初宣布，马萨诸塞州将在很大程度上保持在复工复课的第
3阶段，这将有助于支持整体环境，使尽可能多的学生、教职员工和老师安全返回
我们的学校。  
 

2. 如果马萨诸塞州返回先前的阶段，或者在第3阶段进行了进一步变更，那么DESE
（与马萨诸塞州COVID-19指挥中心协商）将与各学区和各学校进行沟通，以确定
是否应该继续进行课堂教学。由于病毒的传播可能因当地情况和措施而异，因此这

些潜在建议可能要按地方、地区或全州范围来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