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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A. 本手册本手册 

的目的的目的是概述在持续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包括在宾夕法尼亚州重新开放计划的

“黄色阶段”，家长婴儿中心的新政策和程序。该手册依赖于列出的指导和要求， 中间■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美国儿科学会，儿童发展和早期学习（OCDEL）的办

公室，全国协会为幼儿的教育（NAEYC）以及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州的卫生部门。手册中概

述的政策和程序旨在帮助减少在PIC接触和传播COVID-19的风险，并为我们的孩子，家庭

，工作人员和社区提供最安全的环境。  

 

我们认识到，新政策和程序与PIC的标准操作程序大相径庭，PIC的标准操作程序已使许多

家庭变得习惯和舒适。这些新做法的目标是 优先考虑我们社区的健康和安全，同时忠实
于PIC的使命和价值观，并 为您的孩子制定适合发展的计划。  

 

本手册中的信息概述了撰写本文时可操作的过程和协议。我们希望该手册能够成为活文档

，并且随着人们对COVID-19的了解越来越多，并发布了不同的指南或建议，我们将继续

更新和修改此的信息 手册中。 请继续访问PIC网站以获取最新版本。  

 
B. 重要提示重要的  

是要了解，当您的孩子在PIC时，他们一定会与工作人员和其他可能接触COVID-19的儿童

（以及其家人）联系。社区。没有任何数量的限制，准则或政策将消除所有暴露于

COVID-19的风险，因为这种病毒可以由无症状和/或在感染迹象之前传播。 

 

C。  家庭责任 

每个家庭发挥 关键 都应按照本手册中概述的做法和程序，在降低PIC暴露COVID-19暴露和

传播的风险中作用。 在这段时间里，家长/监护人与事先知情同意的工作人员和老师之间

进行公开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我们希望所有家庭都阅读并遵守本手册中的指示
，以帮助确保我们的孩子，员工和社区的健康与安全。  

 

2. COVID-19一般信息 
 

COVID-19是由2019年12月发现的SARS-CoV-2病毒引起的疾病。该病毒主要引起呼吸道疾病

，例如感冒或流感。它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即通过说话，打喷嚏，随地吐痰，咳嗽或吹

鼻子产生的飞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该病毒还可能从被污染的表面传播到人的手上，然

后传播到鼻子/嘴/眼，从而引起感染。这使得个人和环境清洁至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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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的典型症状包括发烧，身体疼痛，咳嗽和呼吸急促。有些患有COVID-19的人胃部

不适和腹泻；味道和/或气味的丧失；或脚趾变色。有些COVID-19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

状。少数COVID-19患者会出现呼吸困难和肺炎，需要住院治疗。严重COVID-19的风险因素

（即需要住院的肺炎）包括：年龄较大（65岁及以上），在疗养院/长期护理机构中居住

，肺部疾病/哮喘，心脏病，免疫功能低下，严重肥胖，糖尿病，需要透析的慢性肾脏疾

病和肝脏疾病。儿童经常有非常轻微的症状，例如流鼻涕和轻度咳嗽。  

防止COVID-19传播的最佳方法是：（1）远离社交（尽可能在家中，在家外时与他人保持

至少6英尺的距离）； （2）经常洗手（用肥皂/水或含至少60％酒精的洗手液）； （3）

在房屋外时（或在房屋内感觉不适时）使用布面罩； （4）清洁和消毒经常触摸的物体

（例如门把手，台面和共用电子设备）。尽管有许多正在进行的评估其他治疗方法和疫苗

的研究，但目前有一种针对COVID-19的授权治疗方法，这是一种称为瑞姆昔韦的抗病毒药

物。  

 

3。 COVID-19的监测，报告，症状和暴露 

 
A. 监测和报告 

1. 所有儿童和工作人员体温检查和 

进入PIC时均应进行记录，并迅速评估体征  

COVID-19的（发烧，身体酸痛） ，咳嗽，呼吸急促，呕吐，腹泻，丧失 

 嗅觉和/或味觉或脚趾变色。）[关于下车后进行健康检查的详细信息，请参

阅第5节。] 

2. 父母/监护人是还要求每天在家中至少一次检查并记录孩子的体温。  

3. PIC管理员将开发并维护所有的有效电子日志，  

儿童和工作人员以跟踪发烧趋势以及COVID-19症状和感染。每周将审查这些

数据，以帮助指导运营决策。  

4. 如果您，您的孩子或家庭成员被诊断出患有COVID-19，请与联系 

通过电子邮件执行董事Deb Green，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以 使  

我们能够在我们的机构中进行适当的联系人追踪和缓解。此信息将被保密。 

 

B中。 患病和有症状员工，儿童和家庭准则 

 
注：PIC将所有 始终对员工，儿童及其家庭的症状和COVID-19测试/诊断保密。 
 

1.如果以下情况， PIC将不允许儿童，员工，父母或监护人在现场进行以下活动
： 

A .显示“ COVID-19像疾病”的迹象（基于最新的CDC指南）。像COVID-19

这样的疾病的定义如下：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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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一种 以下症状：发烧（测得> 100.0），新咳嗽或新的呼

吸急促/呼吸困难（高于儿童基线，例如，如果他们间歇性地

出现呼吸急促）或因哮喘而咳嗽） 或 

● 至少 两次 以下 症状：畏寒，寒战，肌肉或身体疼痛，头痛，

咽痛，新的嗅觉和味觉障碍（S）（即，味觉和嗅觉丧失） 

  B. 谁已确认的一直在与人密切接触或 

 过去14天怀疑有COVID-19感染；或与人一起 

 当前正在接受可能的COVID-19感染测试的，结果正在等待中。 

 

   2. 如果工作人员在上学期间发现孩子发烧（温度> 100.0 F）或“ COVID-19样疾

病”，则该孩子将被立即带到教师资源室（南侧房间）云杉小型体育馆的外

观 建筑物），这是指定的病房区域。孩子们将在工作人员的陪伴下在那里

等他们安全地离开PIC校园。 在病房里， 年龄2岁以上的孩子将被口罩 戴上

（如果他们没有呼吸困难）和手套。然后，将它们引导到离房间中其他婴儿

床至少6英尺的婴儿床。  

● 我们会联系家人接他们的孩子，并要求他们在接到电话后60分钟内

到达。  

● 家庭到达云杉大楼外的柏油路时，应致电PIC接孩子（215-222-5480

）。管理员将引导家庭成员到病房区域的室外入口接孩子。  

 

3. 如果孩子或工作人员因发烧或其他COVID-19症状被送回家，PIC管理员将通

过Tadpoles（我们的电子通信应用程序）通知患病孩子教室中的所有家庭。  

 

如果孩子或职员被诊断出已确认COVID-19，则后续 

PIC管理员将向教室发送消息。在这种情况下，  

该教室中的所有儿童和工作人员将需要隔离  

在家中14天（第一天是COVID-19的孩子最后一次与其他孩子/职员接触）。 

 

4. 儿童或成人使用已确认COVID-19的PIC区域  

阳性测试将被关闭至少48小时，直到后才能使用 

清洁和消毒。  

 

5。 儿童或工作人员出现“ COVID-19样疾病”症状，  

包括发烧（测得> 100.0），新咳嗽，呼吸急促或  

呼吸困难（高于儿童基线，例如，如果他们  

间歇性呼吸急促或咳嗽） （来自哮喘），发冷， 严峻， 肌肉 或身体疼痛，

头痛，咽喉痛，味觉和/或气味丧失， 但尚无证明的阳性试验，， 可以返回
PIC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  

一。 最初的COVID-19测试为阴性，并且该人符合中心的  

在患病后（即至少没有发烧正常返回标准  

24小时内）；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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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临床医生已经对孩子进行了评估，并记录了另一种 

诊断方法，该方法不需要孩子呆在家里，而且患者在疾病发生后（即

至少24小时不发烧）符合中心的正常返回标准；  或 

C. 满足以下所有条件： 

● 自症状发作以来至少已经过去了10天；或者 并且 

● 该人在 三天内没有使用任何退烧药物（例如，对乙酰氨基酚

（Tylenol）或布洛芬（Motrin，Advil））不发烧； AND 

● 其他症状（例如咳嗽，流鼻涕）正在改善。 

请注意，无需重复进行COVID-19测试即可返回PIC 

  

6. 如果儿童或工作人员已 确诊COVID-19，请： 

 ： PIC管理员将致电费城公共卫生部 

答（PDPH）215-685-6741，以获取有关联系跟踪和关闭需求的进一步

说明。 

 B. 同一教室中的所有儿童和教职员工，或 

与测试呈阳性的个体（定义为互动距离小于6英尺且距离互动时间大

于10分钟）相隔14天的隔离对象。 在此期间出现症状的任何人都应

联系其医疗保健提供者以请求测试。 

 C. 根据PDPH的指导，COVID-19阳性个体  

应留在家里，直到满足以下所有条件为止：  

● 自症状发作以来已经过去了至少10天， 并且 

● 该个体无发烧，没有发烧，减少药物（例如对乙酰氨基酚（对苯二

酚）或布洛芬（Motrin，Advil））3天； AND 

● 其他症状（例如咳嗽，流鼻涕）正在改善。 

 注意：目前，COVID-19阳性的个体不需要重复进行  

COVID-19测试或医生的便笺即可返回中心。 

 

    7. 如果家庭成员认为他们或孩子在PIC以外接触过COVID-19（在6英尺或更短的

时间内与证实患有COVID-19的人接触超过10分钟），但自己并未生病，个人

应 通知执行主任 Deb Green（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和： 

● 自我隔离，并且在不去上班，育儿，学校或公共场所 

14天内 （在最后一天与COVID-19感染者保持密切联系之后）。 

● 自我监测COVID-19症状（发烧，咳嗽，呼吸  

急促，恶心/呕吐，腹泻，身体疼痛，嗅觉或丧失  

味觉或脚趾变色），持续14天（最后一天之后）与COVID-19感染者保

持密切联系）。  

● 收到有关此潜在暴露的信息后，PIC  

主管部门将通过Tadpoles邮件给通知任何可能的暴露情况的潜在联系

人  

家人和给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此信息  

对PIC操作的影响将视具体情况确定。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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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于COVID-19导致未来PIC停业 

PIC将与费城卫生局合作，决定是否/何时关闭中心。  

 

 

4.  返回PIC之前， 

● 所有儿童都需要拥有（1）更新的健康评估表（一岁以下儿童在六个月内，一岁及

以上儿童在一年内）和（2）更新的紧急情况联系表（6个月内），然后再返回PIC

。  必须在健康评估表中输入所有疫苗信息，并且该表需要由您的医疗提供者签名
并注明日期。没有这些更新的表格，任何孩子都不得返回。这些表格可在PIC网站

上找到。  

 

● 每个家庭都需要以电子方式返回“儿童信息表”，以便教师在返回时掌握有关每个孩

子的成长和需求的最新信息。我们知道，当孩子远离正常的几个月生活时，可能会

发生显着的增长（和消退）。我们想知道达成的新里程碑，新兴趣和任何担忧。这

些信息将极大地帮助教师重新开放。  

 

● 在这段时间里，家长/监护人与PIC之间进行公开坦诚交流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对于
健康和社区充分的安全，请您通知PIC如果你的 孩子，邻1R家族成员 IS确诊为

COVID-19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必要时进行适当接触者追踪和缓解我们的设施。这些信

息还将使我们能够跟踪影响PIC的COVID-19感染的任何潜在趋势。请通过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与Deb Green联系。 

 

5. 事先知情同意下车 
 

为了所有儿童，家庭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事先知情同意将有许多新的程序和规程，

包括上下车时，看起来与家人明显不同。习惯于。  请注意，我们希望到达筛选过程将延
长下车过程，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了这一新程序时。请安排至少30分钟的早晨送客程序。  

每天，家庭应评估其孩子是否患有“ COVID-19样疾病”的症状。如果出现任何症状，则该

孩子不应去PIC。如果任何家庭成员感到不适，则不应如下所述，我们要求家人通知孩子

是否有“ COVID-19样疾病”或症状，并通知PIC。  

请注意，不允许家庭成员进入教室或建筑物（小型体育馆除外）在落客及接机（详见下文  

）。A.新落客程序 

1. 在可能的范围内，只有一个家庭成员都应该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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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PIC为落客，每天回升。这是限制的互动，以尽可能少的个人为 p 

 

ossible。2. 鼓励家庭，以避免高风险的个人进行落客和皮卡为他们自己的安全。

高风险的条件应该由个人的卫生保健提供者来决定例子包括65岁以上的人

；怀孕的人;以及具有某些健康状况的人，例如免疫系统虚弱或呼吸系统疾

病。 

 

3. 所有下车或接孩子的人必须戴上覆盖鼻子和嘴的面罩或口罩。 

 

4. 在下车，接送以及在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成人之间的家人之间必须保持

至少6英尺的身体距离。 

5。 接送服务将在每天的规定时间之间进行，并会提前通知家庭。为了成功地错

开下车时间并限制曝光，请务必遵守下车时间表。请务必为新扩展的下车流

程进行计划，并预计下车可能还会花费30分钟 从您安排下车的时间起，。  

6。 不会有 提早下班的 机会，以最大程度地减少交接，最大限度地减少的日常
工作人员 

 所需，并根据教室充分分隔孩子。  

 

7.上 下车地点将出现在每个的明确指定地点  

年龄段。对于早期学习计划，接送服务将在 

小型体育馆/柏油路上（视天气而定）。对于夏令营，下车地点将在灰泥大

楼附近。  

 

8. 对于兄弟姐妹的下车，下车被指定人应到的下 

最小孩子车站。 

 

9。 家庭成员不应在下车时或任何其他时间聚集在PIC校园的任何地方。 

 

  

B. 检查过程 

1. 下车地点的到达下车地点时，我们要求家庭使用  

每张值机台上都有的洗手液。  

 

2. 工作人员将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对每个孩子进行体温检查，并记录孩子的体

温。  

● 任何在下车时或温度达到100.0或更高的孩子 

白天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家。  

● 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将戴上口罩，眼罩和手套。  

 



8 

● 酒精拭子将用于清洁每个孩子之间的温度计。 

  

3. 还将在下车时进行健康检查问卷。问题  

将包括对“ COVID-19样疾病”的评估（例如发烧，咳嗽，  

呼吸急促，喉咙痛，肌肉疼痛）以及可能接触 

COVID-19。问题将根据最新的当地和联邦准则进行更新。  工作人员将记录
是否有孩子出现症状或接触等COVID-19，如果是，则需要回家。   

 

4. 通过检查站后，孩子们将有机会向  

家人说再见，而 教室老师将陪同 孩子到教室。  PIC大楼内不得带小孩。  

 

5. 将通过上的老师以电子方式签署孩子的签名 Tadpoles （我们的电子 

通讯和教室管理工具）。家庭成员不会填写登录表。  

 

已入PIC教室和夏令营的所有儿童将不会发烧（<100.0），并且对其他COVID-19症状或潜在

的暴露情况进行筛查为阴性。  

 

6. 采棉机 在PIC 

● 接机将于集小时的每一天，家庭将通知  

提前这些时间。应将提早接送的计划告知 尽可能提前至少24小时孩子的老

师。 

● 接送人员将在指定的接送地点与孩子会面，在该地点可以进行 

 登出。将在上电子方式签收儿童  

教师以。家庭成员不会填写登出表。  

● 工作人员将需要限制与家人的直接接触  

。教师将与PIC管理员协调为家庭提供有关其孩子的电子或电话更新的方

法。  

 

7. 物品 在家中的  
● 婴儿推车和汽车座椅将无法存放 在PIC园区内的室内或室外。  

● 儿童不应该带 家中的毛绒动物或玩具。如果孩子需要将过渡物品从家中带
到PIC，我们建议您在孩子的背包中放一张全家福或贴有标签的书。  

●  请和孩子一起带上背包或拉绳袋（最好是可洗的）。袋子中应以下物品 

（露营者应携带的物品清单，请参阅夏令营附录）： 

○ 装有一张 婴儿床或婴儿床 

○ 床单轻毛毯，以供休息时间 

○ PIC可以存放的几样衣服 

○ 泳衣和鞋子可以拿到湿的 

 



9 

○ 学步杯或学龄前/学龄前水壶  

○ 供使用奶瓶的儿童使用的奶瓶袋 

○ 如果年龄大于5岁：两个口罩 

●  某些物品每天都会送回家，包括：  

○ 奶瓶袋， 

○ 脏衣服， 

○ 学步杯 

○ 水瓶每天都会送回家清洗，每天都应归还 

●  午睡物品将每周（星期五）寄回家清洗。  

 

8. PIC课堂生活 

A的 口罩 

○ 所有成年人在下车，领取和在PIC场地/校园时，都必须戴上覆盖鼻子和嘴巴

的口罩或面罩。  

○ 所有的老师和行政人员都将戴上口罩或口罩，全天覆盖鼻子和嘴巴。  

○ 早教教室中的儿童（0-5岁）不需要戴口罩。 如果家人选择带口罩，孩子们
可能会戴着口罩上学。  

○ 参加夏令营计划的5岁以上儿童（如果可以）必须在PIC大楼内戴口罩。当孩

子们在PIC的校园里时，外面不需要面具。当夏令营的孩子离开PIC的校园时

，他们将戴上口罩。请家庭为参加夏令营计划的孩子提供口罩。 [有关口罩

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夏令营附录。]  

○ 老师对白天儿童的口罩使用情况不承担任何责任。戴口罩的孩子应独立戴上

和戴上口罩。  

B. 洗手和个人消毒 

● 员工将 经常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钟。  

● 儿童和工作人员至少应在到达PIC之前，  

进入教室之前，进餐或吃零食之前，之后，在户外时间  

之后，去洗手间之后，在吹鼻子或打喷嚏/咳嗽之后以及 

离开之前洗手。回家。 

● 如果不容易获得肥皂和水，则将使用酒精含量至少为60％的酒精型洗手
液。 2岁及以下的儿童请勿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 如果孩子的衣服上有分泌物（例如流口水/粘液），则老师会换孩子的衣

服。  

● 被污染的衣服将放在塑料袋中，然后送回家洗。  

● 婴幼儿手头上应有多种衣服。 

● ，奶瓶，奶瓶盖，奶嘴和其他用于奶瓶喂养的设备均应以 

每次使用后通过洗碗机清洗或用清洗，彻底清洁 

牙刷，肥皂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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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物理距离指导准则 

我们知道，不可能防止幼儿密切 

彼此之间及其与老师的联系。相反，目标是限制的人数，  

紧密接触以降低传播的风险。每个教室都将被  

视为一个家庭单元，并将遵循以下准则： 

● 我们的大多数教室团体规模将大大缩小，以使孩子之间的身体距离更大。 

我们的婴幼儿和两岁大的房间最多可容纳9个孩子，我们的学前班最多可容

纳12个孩子，我们的夏令营每组最多可容纳18个孩子。  

● 老师们每天都会和同一个孩子在一起。 

● 除白天外，各组别与其他组别分开，在户外时，最多将合并两个教室（“伙

伴教室”）。 

● 将尽可能安排教室空间，以鼓励孩子们在 

整个教室内散布。  

● 零食和午餐时间的身体疏散将通过减少来实现  

每张桌子上的儿童座位数量。  

● 教室将变得像一个家庭单元。除休息时间外，6英尺的距离限制不适用于单

个教室。婴儿床应从头到脚放置，并尽可能隔开。  

● 不必要的访客和志愿者将受到限制。  

 

D. 情感需要+与儿童和家庭的沟通 

1。 我们了解到，孩子们在经过大量后将返回PIC  

时间，并且每个孩子的重新调整时间会有所不同。情绪  

安全与人身安全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向家人保证，，  

在我们考虑的护理时您孩子的情绪需求将是最重要的 

将提供。  

 

2. 我们完全希望，在后返回PIC的头几天（也许是几周） 

对于这么多的孩子及其家人来说，这么长的时间将会很困难。  

由于家庭不会带孩子去我们的教室，他们可能会在下车地点让孩子流泪。通

常，将全家福塞进孩子的背包的口袋里可以带来很大的不同。与往常一样，

最好给您的孩子一个警告，说您将要离开，然后在该时间到时迅速离开。请

放心，我们的老师准备帮助孩子们回到PIC时遇到的所有新例程。  

 

3. 老师将能够紧握，抚摸和抚慰儿童，并使其紧密  

与他们接触。大多数孩子将需要拥抱，我们的老师将在那里 

为他们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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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们完全希望年幼的孩子与他们班上和“伙伴教室”中的其他孩子保持密切联

系，并会彼此接触。他们是年幼的孩子，我们将不会停止完全适合发育的行

为。  

 

5. 老师将与进行 对话 年龄较大的孩子（4岁及4岁以上，  

）讨论身体上的距离及其重要性。我们有可用的资源，这些资源是有关物理

距离的适合发展的故事和解释。我们将提供有关如何表达感情和友善而不互

相影响的指南。但是，我们完全希望触摸会发生，因为这是孩子的天性。  

 

6. 教师将开发和协调方法，以向家庭提供有关其孩子的电子通讯和/或电话更

新。 

 

E. 共享玩具和清洁玩具 

● 共享玩具和其他教室用品是发展上的另一项适当的  

所有幼儿在行为。在欢迎孩子们回到PIC之前，我们将减少每个教室的玩具

和活动量，并更旋转玩具 

频繁地。我们还将从教室中取出无法玩具  

消毒和容易清洗的。  

● 玩具将全天定期清洁，消毒和消毒。不能轻易清洁和消毒的玩具将不被使

用。  

● 放在儿童口中的玩具将立即放入水槽附近的垃圾箱中进行清洁和消毒。一小

部分儿童使用的玩具将在使用后转出流通并进行清洁。  

 

F. 清洁，消毒和消毒 

我们的清洁公司已收到有关提高日常清洁水平的指示，并特别注意清洁经常触摸的

表面，例如门把手，电灯开关，水槽把手和浴室。 

 

G. 用餐时间 

● 我们将继续与Smart Lunchs签约，以准备并在提供午餐  

周一至周四，并将在周五的Pasqually's继续举办披萨节。 除非另行通知，否

则孩子们不会吃“家庭式”的东西。为了减少细菌传播，老师将把食物放在每

个孩子的盘子上。  

● 班级可以选择在户外享用小吃或午餐。这样做时，两岁以上的老师和儿童在

用餐前将使用洗手液。  

 

H. 婴儿床和婴儿床/小睡时间婴儿 

婴儿床和婴儿床应尽可能移开，孩子们将在床上小睡，从头到脚， 以免长时间呼
吸深层接触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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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户外游戏玩 

●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孩子们每天都会出去。对于早期学习教室，我们创建

了使用沙箱，自然游乐场，柏油路和TotLot的时间表，以使孩子们以不超过

小组使用这些空间 20个的。  

● 户外 每组离开操场后，将用消毒剂擦拭攀爬设备。  

● 孩子们将能够在TotLot上使用户外三轮车和自行车，并且每次使用后都要用

消毒剂擦拭自行车。骑自行车时将继续使用头盔，并且每次使用后都会进行

消毒。  

● 今年夏天，我们将不使用浅水池，而将使用洒水器使之凉爽。在过去的夏天

，洒水为孩子们提供了很多乐趣。  请把您的孩子带泳装和泳池鞋放在他们

的背包里 ，我们将在户外存放这些天，以便在PIC存放几天。  

● 孩子们出门之前和返回教室后会洗手。  

 

J. Outdoor Walks 

●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continue to go on outdoor excursions with the 

classrooms.  

● Our youngest children will travel in our PIC strollers that will be disinfected after 

each use.  

● Older children will walk with their classroom and will be able to hold hands 

(again, only with the children they are with all day). They will wash their hands 

before and after going on walks.  

 

9. Helping Your Child Prepare to Return to PIC 
● Families are encouraged to minimize exposure to television and online 

programming about COVID-19 in order to reduce anxiety.  

● Together with your child, look at any photos or videos you may have of your 

child's teachers and friends. 

● Talk about the things you know your child loved about PIC and remind your child 

that they will again be able to do those things. 

● Remind your child that the teachers will be wearing masks and why.  

● Talk well in advance with your child about what the morning routine will look 

like. Practice getting back to a morning routine with your child.  

● Ensure that your child has a backpack or bag to carry items to and from PIC each 

day. 

 

10. Resources For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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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have a wealth of excellent resources for families PIC's website. The link to the 

resources page of our website is: 

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covid-19-supports-for-families 

 

 

 We cannot wait to welcome your child(ren) back to PIC! 

  

 

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covid-19-supports-for-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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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ndum: PIC Summer Camp-Specific Information 
Although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utlined in this handbook apply to both PIC's Early 

Learning Program as well as Summer Camp, there are a few differences:  

 

Drop-off 

● Drop-off for Summer Camp will begin at 8:30 am each day. Drop-off times will be 

staggered between 8:30 and 9:00 am Families will be contacted with the designated 

drop-off time in advance. We ask that families please adhere to the schedule. 

● A family member must accompany their child to the designated drop-off area for check 

in. Campers may not arrive or check in independently. 

● Specific drop-off and check-in location for Summer Camp will be communicated to 

families prior to the start of camp.  

 

Pick-up 

● Pick-up times will be staggered between 3 and 3:30 pm Families will be contacted with 

the designated pick-up time in advance. We ask that families please adhere to the 

schedule.  

● Late fees will be charged pursuant to our normal policy if a child is picked up after 3:30 

pm  

● Children may not leave the campus to walk home alone and must leave with the 

individual designated to pick up the child.  

 

What to Bring Each Day 

● Two cloth face masks 

● Change of socks/shoes for water play, muddy play, rainy day 

● Sunscreen 

● Towel for sitting on the lawn. The used towel needs to be taken home daily. 

● Clean reusable water bottles that must be taken home daily for washing/rinsing. 

 

Masks 

● All adults must wear a mask or face covering that covers the nose and mouth at 

drop-off, pick-up and whenever they are on PIC grounds.  

● Summer Camp staff will wear masks at all times. 

● Children are required to wear masks when inside the buildings, if able to do so. Families 

are asked to provide masks for their child(ren) enrolled in the Summer Camp program.  

● Teachers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monitoring mask usage for children during the day. 

Children who do wear masks are expected to independently put them on and take them 

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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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will continue to assess the feasibility of children wearing masks while inside and will 

report to families if any changes are made.  

● Masks are not required to be worn when outside on PIC's campus.  

● Masks will be worn by children when they travel away from PIC's campus for 

neighborhood walks.  

 

Lunch and Snacks 

● PIC will provide a daily cold lunch for the children and will serve a morning and 

afternoon snack. Campers may bring their own lunch if they choose and if so, the lunch 

should be brought in a labeled lunch bag. 

 

Outdoor Activities  

● As weather permits, the children in our Summer Camp spend a good part of the day 

outdoors. The children will use the fields and large spaces around the Penn Alexander 

School so that children can be outside in groups of no more than 20 at any time.  

● When the campers leave the campus for neighborhood walks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wear masks.  

● PIC Campers will not enter parks or playgrounds where other children or families are 

gathered in a group and will not use playground equipment at any neighborhood p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