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20

家长部分-COVID-19流行期间的儿童村规程
当我们进入沃尔夫州长在COVID-19大流行州重新开放计划的黄色阶段向儿童和家庭开放儿童村时，以下是我
们的理事机构要求或建议采取的措施。我们的这些修改旨在减轻孩子，工作人员及其家人遭受COVID-19的
风险。 请把这份文件看做《托儿协议》和《家长手册》的COVID-19流行期间程序附录。
我们将要求所有家庭在您知道重新开放日期后将您计划返回中心的情况告知我们。 我们将通过电子邮件向您
发送调查。 一些人可能想在我们的重新开放日就回来，其他人可能希望等待下一个星期，或者可能要等到
秋天。有些人可能想回到等侯名单上等待将来日期。 如果您不确定，我们能理解。 世界上有很多不确定性
，这令人恐惧。 我们希望本文档中详细介绍的程续使您有信心，我们正在考虑到儿童和工作人员的健康与
福祉的情况下计划安全重新开放。

规程的参考来源
在我们规划重新开放时，遵照了以下当局的专业知识。它们是按等级排序的。
•宾夕法尼亚州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办公室(OCDEL)
•宾夕法尼亚州卫生部
•费城卫生部
•疾控制中心(CDC)

期待更多的变化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预期接下来的规程会发生一些变化。有很多的因素需要考虑到：科学的进步，专
家们相应地改进了他们的指导，可用的资源或变多或变少。一直以来我们都致力于采取最有力的措施来确
保儿童、老师、儿童村非教室工作人员以及所有相关家庭成员的健康和安全。
例如,
•本文件中的有一些规程可能会被宾州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办公室（OCDEL）或卫生部门的指令覆盖。
•如果在COVID-19病例不断升级的情况下，费城又进入了红色阶段，儿童看护中心可能会再次关闭。
•当费城从黄色阶段进入绿色阶段时，其中一些特殊预防措施将被取消，但其他缓解传播的建议可能
仍然起作
•

用。

请注意费城卫生署网站上列出前往COVID-19飙升州的旅行限制
[https://www.phila.gov/programs/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updates/]。 从这些州返回后，旅
行者必须在家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以监测健康症状。 曾去过这些地点的儿童必须在家里隔离14
天，然后才能来儿童村。

关注COVID-19的症状
COVID-19感染者的症状有轻有重，可能在感染后2 - 14天出现。它们包括:
• 咳嗽
•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

发热

•
•
•

发冷
肌肉疼痛
咽喉痛

•

味觉或嗅觉的丧失

•

头疼

•

恶心、呕吐、腹泻

有些人可能携带了COVID-19病毒，但完全没有任何症状。
卫生部门规定，发烧或咳嗽或有两种或多种其他症状的患者应咨询其保健医生。没有家庭医生的患者应该
拨打（800）722-7112致电COVID-19热线。
费城卫生署指南建议，即使以上症状轻的人，也应该至少连续三天呆在家里以避免一切接触，直到感觉完
全好转为止。
宾夕法尼亚州儿童发展和早期学习办公室明确指出，有轻度感冒的儿童不需要被拒绝在儿童看护场所之外。
如果呼吸困难，胸部疼痛或感觉压迫，出现新的头晕，无法唤醒或无法保持清醒，或者嘴唇或脸发青，请
寻求紧急医疗护理（呼叫911），
如果感染COVID-19的人年龄在65岁及以上，患有慢性肺病，中度至重度哮喘，严重的心脏病，免疫力低下
，严重肥胖，糖尿病或患有慢性肾脏或肝脏疾病，则面临更高的重症和死亡风险。

CDC预防疾病的常规做法
其中四项是儿童看护场所已有的标准做法：
•

频繁并正确地洗手，肥皂揉擦20秒钟。

•

避免触摸脸部。

•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纸巾或者肘部遮挡。

•

经常消毒用过的物品和经常接触的表面。

另外，在COVID-19疫情期间：
•
•

出门在外时，请戴布口罩，尤其是离其他人距离不到6英尺时。
儿童村的所有成年人将戴布口罩。

•

从7/8/20开始要求2岁以上的儿童戴口罩。

•

要求父母给2岁以上的儿童戴上口罩送入学校。口罩不使用时，将提供标有孩子名字的纸袋用于存放口
罩。

•

儿童在用餐，睡觉或剧烈运动时不应戴口罩。

儿童村的对COVID-19暴露的排除和监测
工作人员和儿童如果生病或最近与COVID-19的确诊人员有密切接触，则不应到学校。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
议家长每天在送孩子上学之前，先在家测孩子的体温。体温在100.4及以上的任何人都应该留在家里。咳嗽
或呼吸短促的儿童应该留在家里。
我们需要跟踪可疑和已确认的COVID-19病例。 根据法律，我们必须上报给卫生署，并遵守他们的所有建议
。请告知家庭服务部的工作人员Beth Baker，牛颖童女士，罗沁榆女士，刘敏女士或王瑞吉先生- 以便我们
可以及时准确地记录儿童村中任何疑似或确诊的COVID-19情况。
如果孩子在学校期间生病，将通知父母或紧急联系人马上接孩子。请确保我们的记录上有你和你的孩子的
紧急联系人的最新联系信息，并且计划在我们不得不给你打电话时迅速到达。
个人出现COVID-19症状或被确诊为COVID-19， 必须在家隔离并咨询其保健医生。
他们可以返回儿童村， 当（1）他们的症状明显好转，并且（2）自症状首次出现以来已经过了至少10天时
，
并且，（3）他们在没有服用退烧药的情况下，已经72个小时没有发烧。或者，如果他们提供了保健医生允
许其停止隔离的文件，他们可以返回（这是一项医学鉴定，涉及CDC批准的检测，表明个体对该病毒呈阴性
）

如果您的孩子与被报告感染了COVID-19的人有密切接触，我们将通知您。 宾州卫生部门要求将与COVID-19
病例有密切接触者在家中进行14天的自我隔离。 如果您的孩子因为在儿童村外与COVID-19有密切接触而被
自我隔离，请告知我们。
这意味着，如果您孩子的班里有人被发现感染了COVID-19，并且这个被感染的人在出现症状之前的48小时之
内与您的孩子在一个教室，那么整个班级必须在家自我 隔离14天。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请准备备用计划.
受COVID-19影响的人员（本身带有症状或由于接触而自我隔离）的姓名仅与需要了解此信息以进行工作的人
员共享。 儿童村如果有感染COVID-19的人必须通知卫生署，他们可能想知道谁接触了该感染者。
如果孩子，工作人员或其家庭成员感染COVID-19，我们将以谨慎和同情的态度作出回应，并会采取行动保护
他人。 指责任何人如何感染或不经意地传播病毒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伤害性的。 不得对中心的任何人或
团体表现出偏见或指责的行为或文字。

在黄色阶段减少紧密接触

卫生部门建议在黄色阶段只有教师和儿童进入学校大楼。 父母和家人不得进入大楼。 不允许外面访客。 当
您送孩子时以及您接孩子回去时，儿童村的工作人员将在大楼后方与您会面。 工作人员将把孩子带入和带
出教室。
一天中的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合并的教室。 不会有早到的教室，也不会有延迟的教室。 从到达之时起，孩子
们必须与自己的老师和教室呆在一起。 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办公室(OCDEL)特别指出，宾州重新开放计划的
黄色阶段不会减少班级人数。
为了确保每个教室全天都有工作人员，在黄色阶段，儿童村的营业时间将更改为8:00 -6:00 。 我们将请您遵
守预计的接送时间，以便我们为儿童护送提供相应的服务。
黄色阶段将暂停书面通讯。 准备好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此类信件。 目前请至少每天查看一次您的电子邮件。
受伤事故报告，紧急情况报告，托儿协议以及学前资助计划的确定都将通过电子邮件处理。
学费帐单将通过美国邮政发送。 如果可能，请安排通过银行自动付款或将支票或汇票投到邮件中来汇款。
如果您必须使用信封付款，星期一上午和星期五下午，会记人员将被派到大楼后面并带一个临时投递箱。
在此期间内不会发出现场收据。 这些也都是为减少紧密的身体接触，减少疾病传播的风险。

加强清洁和消毒
儿童村的清洁和消毒标准很高，当我们重新开放时，我们将更加努力。 我们关门期间，夜间清洁人员一直在
对中心进行清洁和消毒。 在孩子们返回学校之前，老师将对教室的表面，玩具和材料进行彻底的清洁和消
毒。 每天将清洁和消毒儿童接触的玩物和区域。
在黄色阶段，我们建议尽量减少从家中带来的物品。 幼儿和学龄前儿童应该在每个星期一带来他们洗过的毯
子，并且孩子们应该在自己的橱柜中保持足够，整洁的换洗衣服。 目前不允许带毛绒动物。 禁止从家中带
玩具和书来。任何时候都禁止从家中带水瓶来.
若中心出现新型冠状病毒的情况下，该儿童或成人使用过的区域将空置24小时，然后彻底清洁和消毒，该
空间才再开放被使用。

黄色阶段到达和离开学校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指南要求我们每天您到达时确认您当天早上已经测量了孩子的体温，并且体
温没有超过100.4，您当天没有给孩子服用任何退烧药，您的孩子没有咳嗽，您的孩子没有呼吸困难。在我
们实践此预防措施时，为了我们每个人-您的孩子，您的孩子的同学和您的孩子的老师的健康和安全，请耐
心对待。

我们将询问您计划几点送和接孩子。尽您所能，请尽量在这时间接送。我们将在大楼后面（停车场内或停
车场附近）与您会面。比预计时间晚或早接送？请致电前台。我们会解决的。
我们将尽力而为，但请允许一些等待时间。
在等待期间，请遵守与他人之间的社交距离准则。戴上口罩，并且你及家庭成员和其他人之间保持至少六
英尺的距离。不要将您的孩子在被带到教室前，留给另一个也正在等待的家庭中然后离开。这会增加您的
孩子的紧密接触圈子，从而增加所有相关人员的病毒暴露风险。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要求我们建议父母选择一个固定，且不属于上述任何风险类别（不超过65岁
或以上，没有潜在的健康状况）的接送人员。
如果儿童村工作人员无法识别接送孩子的人，我们将要求接送人员在6英尺距离下将面具拉高，以便我们看
到他们的脸。如果我们不能确定，我们将照常要求提供照片身份证明，以确保该人在您允许的接送人列表
中。我们非常感谢您配合我们严格的安全标准，并同时尊重社交距离准则。

保持远程虚拟联系！
尽管当前存在社交距离规定，但对于老师们和家庭们来说，保持沟通是很重要。每个教学团队都有自己的
计划，以使您了解孩子在中心学习中的参与情况。
您可以随时致电或发送电子邮件！我们保证会保持电话和电子邮件联系。相信我，我们不喜欢将父母和家
人排除在教室之外。早期教育和课后班通常每天早上和下午与父母和家人见面两次，因此，我们都视这些
见面的机会为理所当然。我们正在倒数我们可以恢复这种宝贵做法的时间。

不容忍偏见和责备
这是一个紧张的时刻。 我们都害怕和想自我保护。 让我们在应对COVID-19大流行的风险管理方式方面为孩
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
•

有投诉吗？ 请致电或写信给管理团队成员以表达您的关注。 我们将进行调查并与您联系。 我们可
能需要更改，或者我们将向您解释为什么实行这种做法。

•

担心别人的行为吗？ 与管理团队成员接触。 如果这是关于另一个孩子或家庭的事，我们将跟进他
们。

•

有改进程序的想法吗？ 请告诉我们。 我们总有改进的空间并且我们重视与您的合作。

•

您，您的孩子或家庭任何成员遭受到偏见或责备吗？ 请告诉我们。 如果这发生在我们的学校中，
我们真的很想干预。

儿童村管理团队
玛丽葛兰姆, 执行主任, maryg@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 -0197
艾琳·弗兰纳丽, 学龄教育/人员配备主任, eileenf@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1099

本.卡迪, 幼教统筹, benc@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71
玛丽马克丝, 幼教统筹, mariem@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22-0597
妮克哥瑟牟, 幼教统筹, nikkig@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85
白芙贝克, 家庭服务部主任,, bethb@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92

儿童村家庭服务部团队
白芙贝克, 家庭服务部主任,, bethb@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92
牛颖童, 家长老师统筹, sophian@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72
罗沁榆, 家庭伙伴统筹, siml@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22-1860 (215) 880-4303 (cell)
刘敏,家庭伙伴统筹 , mink@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63, (215) 880-0458 (手机)
王瑞吉, 家庭伙伴统筹, ruijiw@childrensvillagephila.org (215) 931-0165, (215) 880-2389 (手机)

衷心的感谢！
当我们在宾州COVID-19大流行红色阶段被关闭时，我们非常感谢儿童村的其他工作人员，他们加强了与非
英语家长的沟通。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将无法维持对家长和老师之间定期，持续，互动的承诺：
陈焕新, 行政助理
陈怡, 办公室经理
赖丽萍, 203 班班主任
雷小莲, 教育助理
伍小红, 数据文员
温如玉, 103 班助理老师
艾蕊安娜, 代课老师
徐凌, 英语老师, 特殊需要统筹
徐燕玲, 家庭服务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