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问题：
NYC 邮编 11205、11206、11211 及 11249 区块麻疹疫苗接种令
4 月 9 日，卫生局宣布 Brooklyn 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
况，并颁布了麻疹疫苗接种令，以应对这些区块爆发的麻疹疫情。以下常见问题提供了有关这一
公告以及相关麻疹疫苗接种令的更多信息。
卫生局为何宣布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况，以应对这些地
区爆发的麻疹疫情？
当纽约人健康遇到紧迫威胁时，卫生局局长可以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Brooklyn 的 Williamsburg 和 Borough Park 社区目前存在活跃麻疹疫情，构成了此等威胁。疫情爆
发始于 2018 年 10 月初，已导致近 300 个病例，而这种疾病可通过疫苗来预防。在过去三个月
中，绝大多数病例都是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的居民。卫生局已尝试采取多种
策略来终结此次疫情，包括对受影响社区及其医疗服务提供者进行大力宣传。此外，卫生局要求
服务该社区的犹太初等学校和儿童看护机构对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采取停学处理。然而，由于这些
区块疫苗接种率较低，疫情仍在持续。
有关 MMR 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危险错误资讯得到广泛传播，对此次疫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卫生局与该社区的大多数人一起努力保护他们的孩子和其他有风险的人。纽约市迫切需要终
结此次疫情并保护纽约人免于感染这种可能致命的疾病。此次公告将有助于提高受影响社区的疫
苗接种率。
麻疹疫苗接种令的作用是什么？
为了阻止麻疹疫情在纽约市蔓延，卫生局要求在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生活、
工作或上学的成人及 6 个月以上孩子接种麻疹、腮腺炎及风疹 (MMR) 疫苗。因有效医疗原因而无
法接种疫苗者（包括孕妇）可免于接种疫苗。
接种过疫苗或具有免疫力的个人麻疹患病风险很低。对于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
块的大多数人，此接种令强烈建议您核查自己的免疫记录或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确认自
己的疫苗接种史或免疫状态。
疫苗接种令是否也涵盖了 6 到 11 个月大的婴幼儿？
是的，该疫苗接种令涵盖了在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生活或上儿童看护机构的
婴幼儿。接种一剂初期 MMR 疫苗可保护孩子们平安度过当前疫情爆发期。然后，孩子们应回归

推荐的疫苗接种时间表，并应在 12 个月大时重复接种第一剂 MMR 疫苗。孩子必须接种两剂
MMR 疫苗方可入学（幼儿园之 12 年级）。
对于并非生活在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的 6 到 11 个月婴幼儿，初期 MMR 疫苗
接种事宜请遵循以下指南：
•
•
•

推荐 Borough Park 和 Crown Heights 已知爆发麻疹疫情之社区的成员接种。
建议纽约市正统派犹太社区的成员接种。
建议所有进行国际旅行或前往已知爆发麻疹疫情之社区的婴幼儿接种。

如果我在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工作，该怎么办？
如果您在位于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的企业工作，则您需要接种 MMR 疫苗以
阻止麻疹传播。我们强烈建议您核查自己的免疫记录或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以确认自己的
疫苗接种史或免疫状态。
卫生局如何知道谁是未接种疫苗者？
卫生局工作人员确认麻疹患者时，也会确认其接触过的任何人。卫生局和医疗保健提供者会为这
些接触者提供免疫接种或其它预防措施，并与他们进行合作以降低麻疹患病风险。此外，卫生局
工作人员还会利用全市免疫登记系统 (CIR) 来核查可能与麻疹患者接触过的任何个人的疫苗接种记
录。如果查不到免疫记录，则卫生局可能会要求提供其它麻疹免疫证据。例如，麻疹血清学检测
可以证明某人通过事先接种疫苗或感染麻疹病毒而对麻疹免疫。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者可预订此
项常用检测并安排您抽取血液。如果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内的任何人无法透
过出具免疫记录来证明其对麻疹具有免疫力，或者无法通过麻疹血清学血液检测呈阳性来表明其
具有免疫力，则这些人将被卫生局视为不具免疫力的未接种疫苗者，并且会违反疫苗接种令。
如果我拒绝接种疫苗会怎样？
卫生局已下令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内所有尚未接种疫苗者进行疫苗接种。如
果在受影响邮编区块生活、工作或上学的任何人截至 2019 年 4 月 11 日尚未接种疫苗，亦未向卫
生局提供免疫证明或有效医疗豁免证明，则卫生局可能会向其发出民事传票。如果未接种疫苗者
是小孩，则传票将发给家长。传票接收者将有权出席在纽约市行政审判和听证办公室举行的听证
会。如果传票得到听证官赞成，则传票接收者将被处以 1,000 美元罚款。传票接收者如果未出席
听证会或未对传票予以回应，则将被处以 2,000 美元罚款。
如果我由于医疗状况或其它医疗方面的原因而无法接种疫苗会怎样？
几乎没有医疗方面的原因可以导致您无法接种 MMR 疫苗。如果您是已知麻疹病例接触者，并且
有医疗方面的原因（包括怀孕）导致您无法接种 MMR 疫苗，则卫生局会要求您提供纽约市授权
医疗保健提供者出具的专门文件。此类医疗文件必须明确说明使您或您的孩子无法接种疫苗的状
况。如果医疗保健提供者出具的文件只是一般性说明，而并未明确说明您无法接种疫苗的原因，

则此等文件不会被视为可接受的有效医疗豁免证明。如果您的文件得到确认，则将取消对您的罚
款。
由于医疗方面的原因而无法接种麻疹疫苗的个人在暴露后可能能够接受另一种预防性治疗，称为
免疫球蛋白治疗。卫生局将为需要免疫球蛋白治疗的合格个人提供指导。
卫生局还将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麻疹的传播？
卫生局将继续要求服务受影响社区以及位于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的犹太初等
学校和儿童看护机构对未按要求接种 MMR 疫苗的孩子采取停学处理。如果孩子可以证明其已接
种最新 MMR 疫苗，或者接受了表明其对麻疹免疫的实验室检测（麻疹血清学检测），则这样的
孩子将被允许回到其入读的犹太初等学校或儿童看护机构。此等停学要求将持续至疫情终结或者
卫生局确定未接种疫苗的学生回到这些犹太初等学校或儿童看护机构是安全的为止。卫生局还将
与社区医疗服务提供者、组织、宗教领袖及其他深受当地居民信任的意见人士合作，普及疫苗接
种相关知识并与相关家庭进行接触。
哪些学校受到停学要求的影响？
Williamsburg 地区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内的犹太初等学校和儿童看护机构已
收到卫生局局长发出的命令，在疫情爆发期间对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采取停学处理。除此之外，
Borough Park 地区邮编 11204、11218 和 11219 区块内的犹太初等学校和儿童看护机构也已收到通
知，须对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采取停学处理。目前仅有这些学校必须遵守疫情停学要求。即便持有
宗教或医疗豁免证明或医疗状况说明，在这些邮编区块入读儿童看护机构或犹太初等学校的学生
也必须停学。此外，儿童看护机构还必须清退未接种疫苗且不具备免疫证明的工作人员。经卫生
局决定，在任何存在已知麻疹病例的邮编区块，任何儿童看护机构或学校内所有未接种疫苗或不
具免疫力的学生也将停学。

疫情相关学校停学处理
在以下邮编区块生活
或入读托儿所或学校
的未接种疫苗的孩子

托儿所、启蒙班或学
前班内未接种疫苗的
孩子

幼儿园至 12 年级未接
种疫苗的孩子

仅有 9 到 12 年级的学
校内 9 到 12 年级未接
种疫苗的孩子

11204

不可上学

可上学

可上学

11205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11206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11211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11218

不可上学

可上学

可上学

11219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可上学

11249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不可上学

疫情相关学校停学要求是否适用于不服务正统派犹太社区的公立或私立学校？
不。这些停学要求目前仅适用 Williamsburg 地区邮编 11205、11206、11211 和 11249 区块以及
Borough Park 地区邮编 11204、11218 和 11219 区块内服务正统派犹太社区的犹太初等学校或儿童
看护机构。迄今为止，未有病例或传播与上述其它类型儿童看护机构或学校里的孩子相关，因此
目前没有理由将疫情相关停学措施扩大到公立或私立学校。如果疫情模式在未来发生变化，卫生
局将对疫情相关停学措施进行调整。目前，公立或私立学校的所有孩子都必须遵守教育局的标准
免疫要求以及现行 MMR 疫苗接种要求，以防出现更多麻疹病例——这一点至关重要。要获取有
关教育局免疫要求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schools.nyc.gov。
什么是麻疹？
麻疹是一种会导致发烧和皮疹的病毒感染。麻疹感染会导致几乎 30% 的患者出现包括肺炎、脑肿
胀、腹泻、耳部感染在内的并发症，还有可能导致住院甚至死亡。麻疹传染性极强，任何未接种
过该病毒疫苗的人都有可能在任何年龄患病。免疫系统薄弱者和孕妇的麻疹病情可能会非常严
重。
麻疹是如何传播的？
感染者打喷嚏或咳嗽时，甚至当他们呼吸时，麻疹就会通过空气传播。麻疹患者在皮疹出现前四
天具有传染性，其传染性会持续至皮疹出现后四天。
麻疹病毒传染性极强，在空气中和各种表面上能够保持活性和感染能力达两小时。
如何预防麻疹？
接种疫苗是预防麻疹的最佳方法。任何接种过两剂麻疹疫苗者或生于 1957 年以前者（可能因自然
感染而免疫）被认为具有免疫力而不太可能患麻疹。
所有入读学前班、幼儿园、儿童看护机构和启蒙班的 12 个月以上的孩子都需要接种一剂 MMR 疫
苗。
孩子必须接种两剂 MMR 疫苗方可入学（幼儿园至 12 年级）。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 MMR 疫苗？

如需获得 MMR 疫苗，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您也可以致电 311 或访问
nyc.gov/health/clinics。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有关麻疹的更多信息？
要获取更多信息，请咨询您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致电 311 或访问以下在线资源：
• 麻疹：nyc.gov/health 并搜索“麻疹”
• 麻疹（免疫行动联盟）：vaccineinformation.org/measles
• 麻疹概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gov/meas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