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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已逐步开始采取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体育在使社会恢复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生

活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全加拿大的体育运动也需以循序渐进的发展方式来安全地重返体育运动， 而人们的健

康仍然是重中之重。 

因此，在 Sports Canada (SC), Own The Podium (OTP), Canadian Sport Institute of Ontario (CSIO), 

和 Ontario Ministry of Heritage, Sport, Tourism and Culture Industries (MHSTCI) 等联邦政府，省政

府，与体育组织的指导下， 安省击剑协会 Ontario Fencing Association (OFA) 正在努力从封锁中恢

复运动，优先考虑我们目前面临的健康限制，以保护我们的成员，家庭和社区。该办法旨在逐步

重新开始我们的运动，同时遵守联邦和省公共卫生当局发布的规则。 

简而言之，无论采取任何策略，除非遵循国家、省和地 方公共卫生当局的建议和政策，任何击剑

俱乐部都不得恢复其活动。 

 

请注意，上文所描述的“重返比赛”策略可根据当地卫生当局发布的现行法规进行调整。 

该策略是 一项指南，应与当前新冠病毒体育风险评估工具 (COVID-19 Risk Assessment Tool For 

Sports) 以及风险评估和缓解清单工具（Own The Podium Club Risk Assessment and Mitigation 

Checklist Tool ）一同考虑。 

以防误解，以下是俱乐部在重返击剑运动前应负责遵守四项建议: 
 

1. 遵守国家，省和市公共卫 生当局制定的规定。始终优先考虑主管部门指示。 
 

2. 在新冠病毒体育 风险评估 工具（附录 A）中得分“非常低”或“低”。这主要取决于俱乐部在

最初的风险评估问题答案里不超过 3 个“YES” ，以及俱乐部的器材设施及采取的缓解策

略。 

 

3. 完成风险评估和缓解清单 工具（附录 B）。 
 

4. 请遵循以下重返击剑运动的五阶段策略。 
  

https://www.canada.ca/en/services/culture/sport.html
https://www.ownthepodium.org/en-CA/
https://csiontario.ca/
https://www.ontario.ca/page/ministry-heritage-sport-tourism-culture-industries
http://fencingontario.ca/
http://fencingontario.ca/
https://www.ontario.ca/page/ministry-health
https://fencingontario.us4.list-manage.com/track/click?u=794563b23f43b646646b44bde&id=e3df408052&e=177fe8b30f
https://fencingontario.us4.list-manage.com/track/click?u=794563b23f43b646646b44bde&id=e3df408052&e=177fe8b30f
https://fencingontario.us4.list-manage.com/track/click?u=794563b23f43b646646b44bde&id=e3df408052&e=177fe8b30f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Appendix-B-OTP-Club-Risk-Assessment-and-Mitigation-Checklist-Tool.xlsx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Appendix-B-OTP-Club-Risk-Assessment-and-Mitigation-Checklist-Tool.xlsx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COVID-19-Risk-Assessment-for-Sport-EN-1.xlsm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COVID-19-Risk-Assessment-for-Sport-EN-1.xlsm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Appendix-B-OTP-Club-Risk-Assessment-and-Mitigation-Checklist-Tool.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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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分类和卫生  

在这五个阶段中，始终遵循以下规则： 

 

1. 自我评估：在参加培训或比赛之前，每个运动员和教练必须完成每日健

康自我评估： 
 

在过去的 14 天内，我或我的家人是否有以下任何症状？ 

 

a) 急性呼吸道疾病的症状：咳嗽 / 喉咙痛 / 呼吸急促  

b) 发烧或畏寒超过 38 度  

c) 突然失去嗅觉或味觉  

d) 腹泻 / 腹痛  

e) 无法解释的头痛 / 身体疼痛 / 疲劳  

f) 红眼 (急性结膜炎) 

 

如果有上述任何症状：不要去训练/ 比赛，请遵照当地卫生当局的建议。 

 

如若有上述任何症状，运动员有义务必须告知教练。俱乐部应负责收集和记录此信息，并告
知与该运动员同时在场的任何 人。 
 

2. 如有以下任何状况，运动员禁止参与训练：   
 

a) 如果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病毒 COVID-19，运动员必须等到症状发作后 14 天才能继续训

练；如果在 14 天结束后仍然有症状，运动员必须等到症状完全消失后 48 小时才可继续

训练。  

 

b) 如果运动员的家庭成员被诊断出患有新冠病毒 COVID-19，则在与该家庭成员密切接触

后的 14 天内，运动员不得回到训练馆训练。如果在这 14 天之内被诊断出患有 COVID-

19 感染，则必须遵循上述 a）中的说明。 

 

3. 跟踪状态：在每次训练中，俱乐部必须记录参加培训课程的每个人的名字，姓氏，电子邮

件地址，电话号码，以及培训课程的日期/时间/持续时间 (登陆表样品)。此外，每个人都必

须声明： 

 

a) 通过＃1 中概述的自我评估，他们目前没有任何新冠病毒 COVID-19 症状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bTM435eExMW0KONkOMqEF64kfBTPbGtAapvb84qHX64/edit?usp=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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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他们已经阅读并理解”Daily COVID-19 Attestation and Agreement”文件，并

在”Declaration of Health’栏中标记草签， 以当确认 

这些文件必须保存至少 2 年。负责此事的人员应提前确定好, 以避免不清签名。这允许俱乐
部跟踪设施内的人员，并在俱乐部内部出现积极情况时加快与成员和省级医疗人员的沟通。 
负责此事的人员应提前确定好以保持记录的一致性。由于参与者或监护人需要标记草签，每次
使用后都必须对书写用具进行消毒，以减少传播。 

 

4. 运动员安全：运动员和教练必须高度重视，保护自己和周围人的安全。 

 

5. 自我隔离：如果在训练小组中爆发疫情，运动员和教练必须做出明智的决定，即需要恢复 

自我隔离。  

 

6. 俱乐部卫生行为: 

o 鼓励俱乐部所有者，教练，员工，运动员和家长往返训练时都穿戴口罩（或遮盖口与鼻的

围巾）。 

o 在训练过程中，喝水休息和使用击剑面罩之间的频繁交替是不可避免的。训练中佩戴口罩

取决于个人判断和保持物理距离 (physical distance) 的能力。 

o 必须在戴上口罩之前及之后立即进行正确的手部清洁。 

o 调整好口罩后，必须立即进行适当的手部卫生清洁，以避免交叉污染其他表面（例如，请

勿使用同一只手来调整口罩并打开卫生间门）。  

o 如果口罩变脏或弄弄湿，应更换口罩以保持适当的状态功能。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必须立即

放在可密封的容器中，以便在家清洗。 一次性口罩必须摘下以后直接丢弃到有盖的容器 

中。 

o 俱乐部应提醒会员病毒感染传播的方式是通过飞沫进他人眼，鼻和口。 

o 鼓励俱乐部张贴海报，或使用其他宣传途径以强烈提醒众在打喷嚏、 大喘气或咳嗽时捂

住口鼻.  

o 俱乐部应在培训场所张贴其当地公共卫生官员的联系电话。 

o 俱乐部至少应在训练空间内清楚划定区域用来存放个人箱包/设备,以保持距离。 

o 在可能的情况下，俱乐部还应清楚地在走廊和其他行走区域使用地板标记（胶带）以显示

适当的物理距离。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publications/diseases-conditions/covid-19-how-to-isolate-at-home.html
https://www.who.int/docs/default-source/epi-win/how-to-use-mask-v0-1-print.pdf?sfvrsn=64ba1493_2
https://www.canada.ca/en/public-health/services/video/covid-19-hand-washing.html
https://www.gannett-cdn.com/presto/2020/03/25/USAT/16db0111-6a0e-4387-91ba-0a333ba2e03b-cough.png
https://files.constantcontact.com/028b6ad2201/95644e32-6c45-4332-8424-1dbb2e19865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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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培训空间的通风将减少感染的传播；如有可能，请打开场馆的门窗，让新鲜空气吹进训练

区域。如有设备，请考虑在户外进行训练。 

o 每天在运动员到达前后都要对门把手，地板，电灯开关，卫生间门和卫生间水龙头进行消

毒。经常接触的表面应每天至少清洁两次，并在明显可见有污渍的情况下及时进行清洁。 

o 在每个出入口处都安装一个手动消毒站。所有出入俱乐部的人员都必须对其双手进行消

毒，没有例外。  

o 卫生间必须每天进行清洁和消毒。 一次只能由一个人使用，以保持物理距离。 

o 为了避免人员排队和多数人使用以造成高频率与门把手接触，请打开所有门（必须关闭的

门除外）。确保自动开门器的按钮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o 击剑设施内不得进食，减少出门在外时触摸嘴和脸的风险。  

o 俱乐部内运动员不得共享护面， 手套， 金属衣，保护服，武器或其他任何装备。不鼓励

使用公用装备。解除限制前，俱乐部可以选择将其装备分配给特定的运动员以供其专属使 

用。每个运动员都应携带自己的装备。  

o 俱乐部不应允许人员使用公共饮水器。封闭公共饮水器时，应使用清晰的标志和警告胶

带，直至另行通知才可重新开启。如有选择，传感器激活的饮水器为更好的选择。 

o 俱乐部应鼓励每位人员每次使用运动器材以后进行清洁和消毒，例如运动垫，健身球，瑜

伽球和其他器材。  

o 教练和运动员在出汗后不应将其装备留在剑馆中干燥。每次使用后，应将装备带回家清

洗。装备包括护面，手套，保护服， 金属衣，剑裤，袜子，T 恤，短裤等。不能机洗的装

备，例如剑和护面，应在每次使用后用 Lysol 湿巾或类似替代品消毒。  

o 使用轮椅的运动员应该在在训练前后对轮椅进行消毒 

7. 个人卫生行为: 
 

o 强烈建议每人在进出训练时戴上口罩，以减少呼吸时飞沫传播的风险。有关口罩的使用

指南，请参见第 6 节。 

o 咳嗽，打喷嚏时请用肘部遮掩口鼻！请确记，飞沫是新冠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这意味

着在谈话时打喷嚏，咳嗽或吐痰都有可能传播病毒。 

o 每个运动员和教练都应带上自己的毛巾，以防止用手擦汗。毛巾应该每天清洗。 

o 每个运动员都应携带自己的水瓶。禁止共享水瓶。每次击剑练习后都应清洁水瓶。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isinfectants/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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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每个运动员都应携带自己的消毒洗手液。 

o 来剑馆之前，先在家中穿上运动服。尽可能带一套干净衣服在离开俱乐部前更换。 

o 即使某人在 2 米外，也不要在他旁边剧烈呼吸。  

o 轻松活动时，各个方向的人员之间至少要保持 2 米的距离。 

o 剧烈运动时，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至少要保持 5 米。 

o 跑步时，请与以前，以后的运动员至少保持 5 米距离。 

o 在回家之前，请对剑包和手柄进行消毒。  

o 经常对手机进行消毒。在训练时，请考虑将手机放在密封袋中，以保持手机的清洁。 

o 经常用肥皂和洗手液洗手,或用含酒精的消毒剂定期消毒。 

o 时刻把装备放在靠近剑包处。只带您训练或比赛需要的装备进入场地。将其他物品留在

家中，或放在车中。 

o 将剑包/装备存放在指定的区域以保持物理距离。 

o 训练后不要将装备留在剑馆内晾干。每次使用后，应将装备带回家清洗。装备包括手

套， 金属衣，保护服，剑裤，袜子，T 恤，短裤。不能机洗的装备，例如剑和面罩，应

在每次使用后用 Lysol 湿巾或类似替代品消毒。 

8. 击剑卫生行为: 
 

o 每场实战后，应用 Lysol 湿巾或类似替代品对大线的最后 一部分和拖线盘夹进行消毒

（**仅在第 3-5 阶段允许进行实战）。 

o 裁判时选择使用个人得分保持设备（例如电话 app）代替遥控器。 如果使用了遥控

器，则应在裁判每次更换之前和之后将其擦拭干净（**仅在第 3-5 阶段允许进行实

战）。 

o 在触碰裁判器时应戴手套。 

o 每次使用后，机洗手套和击剑装备。 

o 比赛和训练结束后，请勿与对手或裁判握手。改用敬礼。  

o 如果训练时感到不适，则应立即停止训练, 告知您的教练,并马上离开场馆。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isinfectants/covid-19.html
https://www.canada.ca/en/health-canada/services/drugs-health-products/disinfectants/covid-1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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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长卫生行为:  
 

o 提醒孩子注意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o 鼓励并提醒孩子在每次训练后都要清洁和消毒击剑装备。可以使用消毒湿巾或喷雾擦拭

护面和剑等装备。  

o 给孩子一个干净，可重复使用的水壶，以避免使用公共饮水器 。 

o 如果可能，请接送孩子训练, 以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o 除非必需，或者除非孩子是未成年人或需要特殊帮助，请勿进入场馆。请始终保持 2 

米距离。 

10.  一般卫生行为: 
 

o 60 岁以上的教练，家长，家庭成员，或有慢性健康问题（包括但不限于免疫抑制性疾

病，肺病，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的人，应考虑待暂时留在家里，直到政府卫生官

员进 一步指示。 
o 不要拥抱，握手，击掌或触摸周围的人。切记始终保持 2 米的物理距离。 

11. 典型击剑训练:  
 

o 由于无法保持物理距离（2 米），因此不建议在阶段 1 和阶段 2 进行实战。重返比赛的

前两个阶段，最好进行步伐训练，力量和体能训练，以及搭档训练。 （有关更多详细

信息，请参见下面的计划） 

o 在大运动量训练过程中，每个运动员（包括轮椅击剑运动员）之间应保持 5-6 米的距

离。呼吸急促时需要增加物理距离。 

 

往返训练的交通  

鼓励运动员和教练步行，骑自行车或开车去训练。尽可能减少在过度拥挤的情况下（如公共交通

工具）长时间暴露。需要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员应尽量避免高峰时段，以免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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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阶段恢复训练策略 

击剑训练的恢复策略分五个阶段。只有符合当地公共卫生当局的建议，才能进行到下一个新阶

段。  

下表的单页版本可以在此处下载：: PDF; JPG 

对于阶段 1-4: 

OFA 提醒所有俱乐部和会员，各位必须始终遵守《检疫法》 (Quarantine Act) （加拿大），紧急管

理和民防法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Civil Protection Act) （安省），以及当地市政法规和针

对 COVID-19 疏远和公共或私人聚会的规定。 不遵守这些联邦，省或市的要求可能会导致政府提

起法律诉讼。 

集会人员要求: 

根据 2020 年 6 月 12 日的 Stage 2 Partial Reopening 公告，俱乐部任何时间最多可容纳十（10）

个人。换句话说，每堂课或一次培训课程 ，一次最多可以有 10 个人，包括运动员，教练，员工

和家长。 

除了最多人数限制外，还要考虑每人约 300 平方英尺（或每 人 30 平方米）。换句话说，每个正

规大小的剑道上约有 1 个人。对于较小的培训空间，这可能意味着在任何给定时间，设施内的最 

大人员数小于 10。 

 

每个阶段的最多课数有所不同（请参阅下表）。安排课程时必须注意， 课间要留足够的时间对高

接触面和设备进行适当的清洁和消毒，以及给第一堂课的指定培训小组足够的时间离开，避免与

下堂课的指定培训小组重叠。 

 

如果在任何时候将一个或多个新人引入现有的指定培训小组（运动员或教练），整个小组必须全

部回到第一阶段(phase 1)，以便一起经过最初 14 天的潜伏期（即使是其他成员与现有小组成员共

有同一教练）。 这种情况很可能因为省政府修改/增加聚会限制而发生。根据情况，在最初的 14

天之后，有可能加快第 2 阶段以后的进度。 

指定培训小组: 

俱乐部该为所有运动员和教练设立指定培训小组，并且每位运动员（若可以，和每位教练）只能

分配到一个指定培训小组。 
• 每个指定培训小组应包括九（9）名运动员和一（1）名教练  

• 来自不同培训小组的运动员不应在 1-4 阶段混合，以免交叉感染。这包括小课。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R2P_Phases_V2_CN.pdf
https://fencingontario.ca/cms/wp-content/uploads/R2P_Phases_V2_CN.jpg
https://www.ontario.ca/page/framework-reopening-our-province-stage-2
https://www.news.ontario.ca/opo/en/2020/06/ontario-permits-more-businesses-and-services-to-reopen-in-the-coming-days.html
https://www.news.ontario.ca/opo/en/2020/06/ontario-permits-more-businesses-and-services-to-reopen-in-the-coming-d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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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员和教练只应与一个俱乐部有联系，以避免俱乐部之间的交叉污染。 

 

如果将一名教练指定为多个培训 小组，则应制定课程表时减少这位教练在第 1 和第 2 阶段里一天

上多门课的情况，以最小化指定训练小组之间的交流。 

正面案例: 

如果在任何时候，培训组中的某个人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新冠病毒，则： 

• 通知整个小组 

• 与适当的当局联系，以便他们可以开始追踪联系（俱乐部应在培训场所张贴其当地公共卫 

生官员的联系电话，以便利此过程）。 
• 整个小组必须进入自我隔离状态 14 天。 

 

如果该小组中的一名教练也被指定在另 一个培训小组里，则必须告知这些其他培训小组中的每个

成员，并进行 14 天的自我隔离。 

在同一家庭中一起生活的教练被视为一个单元。 这意味着，如果一位教练或一组运动员被感染，

那么两位教练共同工作的所有运动员都必须恢复自我隔离。 

为了保护个人健康信息，剑馆与整个指定团体的通信仅应表明已发生事件，请每位自我隔离 14

天。 如果自我隔壁 14 天里遇到任何异常症状，请立刻与卫生部门联系。那些在 14 天内没有症状

的人，可以在其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授权下重新接受训练。 

 

即使本文档中概述了很多注意事项，重返击剑运动并不是没有爆发的风险。限制指定训练组的大 

小可以减少必须隔离的人数，并允许俱乐部遵循所有卫生指导原则后，其余俱乐部成员继续接受

培训。这就是禁止不同训练组的运动员混在一起的基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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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长 前提条件 基本训练 具体训练内容 

第一阶段 至少 2-3 周 限制一天两（2）节课，

每节课只限制一个指定

训练小组 

大课:  体能准备: 技术准备： 

    -无实战 -力量训练 -个人技能 

    -无实战小课 -协调性训练 -目标训练 

    -集体步伐训练 -健身训练 -步伐训练 

        -拉伸 -个人游戏 

第二阶段 至少 4-6 周 限制一天两（2）节课，

每节课只限制一个指定

训练小组 

大课:  体能准备: 技术准备： 

    -无实战 -力量训练 -个人技能 

    -允许实战小课 -协调性训练 -目标训练 

    -集体步伐训练 -健身训练 -步伐训练 

        -拉伸 -个人游戏 

第三阶段 至少 4-6 周 限制一天三（3）节课，

每节课只限制一个指定

训练小组 

大课:  体能准备: 技术准备： 

    -允许实战 -力量训练 -个人技能 

    -允许实战小课 -协调性训练 -目标训练 

    -集体步伐训练 -健身训练 -步伐训练 

        -拉伸 -团体游戏 

第四阶段 至少 4-6 周 限制一天四（4）节课，

每节课只限制一个指定

训练小组 

大课:  体能准备: 技术准备：  
  -允许实战 -力量训练 -个人技能 

    -允许实战小课 -协调性训练 -目标训练 

    -集体步伐训练 -健身训练 -步伐训练 

        -拉伸 -团体游戏 

第五阶段 至少 4-6 周 待定 大课:  体能准备: 技术准备： 

      -允许实战 -力量训练 -个人技能 

      -允许实战小课 -协调性训练 -目标训练 

      -集体步伐训练 -健身训练 -步伐训练 

      -比赛待定 -拉伸 -团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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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和责任  

每个运动员，教练，家长和俱乐部管理员都应承担起在实施这一策略中的作用，并确保所有参与

者的健康和安全。 

  
每个俱乐部还负责任命每个培训课程的负责人（通常是教练或团队经理）。他们将负责填写在场

运动员的名单，监督课程并进 一步遵守每个阶段的特殊限制。 

沟通交流  

尽管 OFA 正在将这种“重返比赛”的策略传达给其会员和俱乐部，每个俱乐部都必须考虑自己的责

任，以确保安全地重返比赛。这个策略是最低限度的建议。如果您发现需要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请不要犹豫！会员的健康和安全是俱乐部的责任。此外，每个俱乐部负责与所有成员进行交流，

并确保本俱乐部活动中“重返比赛”策略的良好理解和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