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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介绍 

一种。 

本手册的目的 

本手册的目的是概述父母婴儿中心的新政策以及 

正在进行的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程序，包括在“黄色阶段” 

宾夕法尼亚州的重新开放计划。该手册依赖指导和要求 

由美国科学院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概述 

全国儿童协会儿童发展和早期学习办公室（OCDEL）儿科 

幼儿教育（NAEYC）以及费城和宾夕法尼亚健康 

部门。手册中概述的政策和程序旨在为您提供帮助 

降低在PIC上接触和传播COVID-19的风险，并提供最安全的方法 

我们的孩子，家庭，员工和社区的环境。 



我们认识到，新政策和程序与PIC的重大偏离 

许多家庭已经习惯的标准操作程序， 

自在。这些新做法的目标是优先考虑我们的健康和安全 

社区，同时忠于PIC的使命和价值观并保持发展 

适合您孩子的程序。 

本手册中的信息概述了操作步骤和协议。 

撰写本文的时间。我们希望这本手册能成为活用的文档，并且有更多的学习经验 

关于COVID-19，并发布了不同的指南或建议，我们将继续 

更新和修改本手册中的信息。请继续检查PIC的网站 

以获得最新版本。 

B． 

重要的提醒 

重要的是要了解，当您的孩子参加PIC时，他们一定会在 

与有风险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孩子（以及扩展为他们的家人）联系 

在社区中接触COVID-19的比例。没有数量的限制，准则或政策 

将消除所有暴露于COVID-19的风险，因为该病毒可以由 

没有症状和/或没有感染迹象。 

C。 

家庭责任 

每个家庭中起着关键在通过降低PIC COVID-19曝光和传播的风险的作用 

遵循本手册中概述的做法和程序。开放的重要性和 

父母/监护人与事先知情同意的教职员工和老师之间不能进行诚实的沟通 

在此期间夸大了。``我们希望所有家庭都阅读并遵守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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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旨在帮助确保我们的孩子，员工和儿童的健康和安全。 

社区。 

2. COVID-19基本信息 

PIC COVID-19一般信息已更新（7/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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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主要来自 

通过呼吸道飞沫（即说话，打喷嚏， 

随地吐痰，咳嗽或blowing鼻）。该病毒也可能从 

被污染的表面，然后到鼻子/嘴/眼睛，导致感染。这使个人 

和环境清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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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有胃部不适和腹泻。味道和/或气味的丧失；要么 

他们的脚趾变色。有些患有COVID-19的人根本没有任何症状。一种 

少数患有COVID-19的人会出现呼吸困难和肺炎，这需要 



住院。严重COVID-19的危险因素（即需要住院的肺炎） 

包括：年龄较大（65岁及以上），在养老院/长期护理机构中居住，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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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子经常很轻 

流鼻涕和轻度咳嗽等症状。 

在孩子没有吃饱之后，他们分享各种“臭虫”的可能性增加 

长期暴露在细菌中。这些感染的症状（发烧，咳嗽等）可能 

看起来与COVID症状非常相似。如果孩子有这些症状，家庭必须带上笔记 

在孩子可能返回学校之前，请先从医生那里获得帮助。 

防止COVID-19扩散的最佳方法是通过（1）远离社会（在家中保持 

尽可能地，在室外时，与他人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家）; （2）经常洗手（用肥皂/水或洗手液至少60％ 

醇）; （3）在屋外时使用布面罩（或在屋内时使用 

感觉不适）; （4）清洁和消毒经常触摸的物体（例如门） 

旋钮，台面和共用电子设备）。PIC将张贴明显的迹象，以促进保护 

戴口罩，洗手，消毒和疏远社交等措施。有 

目前有一种授权的药物COVID-19的治疗方法，这是一种抗病毒药物，称为瑞姆昔韦， 

尽管有许多正在进行的评估其他疗法和疫苗的研究。 

3。 

COVID-19的监测，报告，症状和接触 

PIC COVID-19的监测，报告，症状和曝光更新（20年7月28日） 

一种。 

监测与报告 

1。 

所有儿童和工作人员在入境时都要进行体温检查 

事先知情同意，并会迅速评估其是否出现COVID-19症状（发烧，身体疼痛，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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咳嗽，呼吸急促，呕吐，腹泻，嗅觉丧失和/或 

味道或脚趾变色。）[有关健康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5节。 

下车时进行的检查。] 

2。 

还要求父母/监护人检查并记录他们的温度。 

孩子每天在家中至少一次。 

3。 

PIC管理员将开发并维护所有活动的电子日志 

儿童和工作人员，以追踪疾病趋势和COVID-19 

症状和感染。该数据将每周审核一次，以帮助指导 

操作决策。 



4。 

如果您，您的孩子或家庭成员被诊断出患有COVID-19，请与 

执行董事Deb Green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和 

复制助理总监杰西卡·卡特在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所以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厂内进行适当的联系人跟踪和缓解。 

此信息将被保密。 

B． 

患病和有症状人员，儿童和家庭准则 

注意：PIC将为工作人员，儿童和儿童保留所有症状和COVID-19测试/诊断。 

他们的家人始终保密。 

1。 

如果下列情况，PIC将不允许儿童，工作人员，父母或监护人在场： 

一种。 

显示“ COVID-19像疾病”的迹象（基于 

最新的CDC指南）。像疾病一样的COVID-19定义为： 

●至少一个的过去24小时内，出现以下症状： 

发烧（测得> 100.0），新发咳嗽或新发感冒 

呼吸/呼吸困难（如果超过 

例如他们间歇性地呼吸急促或咳嗽 

哮喘）OR 

●至少2的过去24小时内，出现以下症状： 

发冷，僵硬，肌肉或身体酸痛，头痛，喉咙痛，新 

嗅觉和味觉障碍（即味觉或嗅觉丧失） 

B． 

与确认或确认的人保持密切联系 

过去14天怀疑有COVID-19感染；或与某人 

目前正在测试可能的COVID-19感染， 

结果待定 

C。 

如果您的孩子在不在家时遇到上述症状 

学校，请联系执行主任黛比绿色通过邮件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及复印件助理署长杰西卡 

卡特在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 

2。 

如果工作人员发现孩子发烧（温度> 100.0 F），或 

在上学期间出现“像病一样的COVID-19”，孩子将立即被带走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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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教师资源室（位于小健身房南侧的房间）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mailto: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mailto: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云杉大楼），这是指定的病房区域。孩子们会等待 

直到他们可以安全地离开PIC校园为止。 

病房，2岁以上的孩子会戴上口罩（如果他们不呼吸的话）。 

然后，将它们引导到离婴儿床中其他婴儿床至少6英尺的婴儿床。 

房间。 

●将与家人联系以接送孩子并被要求到达 

他们接到电话后的60分钟内。 

●家人到达郊外的柏油路上时应致电PIC 

在云杉大厦接孩子（215-222-5480）。一个 

管理员将引导家庭成员到室外入口 

病房区域接孩子。 

3。 

PIC管理员将通过电子邮件或电子邮件通知患病孩子教室中的所有家庭 

如果有孩子或职员，则通过Ta（我们的电子通讯应用程序） 

该成员因发烧或其他COVID-19症状而被送回家。 

如果孩子或工作人员被诊断出COVID-19确诊，则应进行随访 

消息将从PIC管理员发送到教室。在这个情况下， 

该教室中的所有儿童和工作人员都需要在 

回家14天（第一天是孩子最后一次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 

COVID-19与其他孩子/员工接触。 

4。 

已确认COVID-19的儿童或成人使用的PIC区域 

阳性测试将关闭至少48小时，并且直到以后才使用 

清洁和消毒。 

5， 

出现“ COVID-19像疾病”症状的儿童或工作人员 

包括发烧（测得> 100.0），新咳嗽，呼吸急促或 

呼吸困难（例如高于儿童的基线） 

间歇性地出现呼吸困难或因哮喘而咳嗽），发冷，僵硬， 

肌肉或身体疼痛，头痛，咽痛，味觉和/或嗅觉丧失，但 

没有记载积极的测试，可以返回到PIC如果： 

一种。 

最初的COVID-19测试为阴性，并且个人符合中心的要求 

患病后返回的正常标准（即至少不发烧） 

24小时）;或 

B． 

临床医生已经评估了孩子或工作人员并记录了 

不需要孩子留在家里的替代诊断 

个人在完成一项活动后符合中心的正常返回标准 

疾病（即，无发热至少24小时）;或 

C。 



以下所有条件都是正确的： 

●自症状发作以来已经过了至少10天；AND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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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不发烧，不使用任何药物 

减少发烧的药物（例如对乙酰氨基酚（泰诺）或 

布洛芬（Motrin，Advil））24小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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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孩子或工作人员有COVID-19的确诊： 

PIC COVID-19确认诊断已更新（8/28/20） 

一种。 

PIC将向OCDEL报告确诊病例。 

B． 

同一教室或密室中的所有儿童和员工 

与测试阳性的人接触（定义为大于 

互动时间少于6英尺（10分钟），将在家里隔离 

自上次接触之日起14天。任何发展的人 

在这段时间内出现症状应联系其医疗保健提供者以 

要求测试。 

C。 

根据PDPH指南，COVID-19阳性个体 

除非满足以下所有条件，否则请留在家里： 

自出现症状●至少10天过去了AND 

●该个体不发烧，没有使用任何减少发烧的方法 

药物（例如，对乙酰氨基酚（Tylenol）或布洛芬（Motrin，Advil）） 

24小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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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返回中心，请进行COVID-19测试或医生记录。 

7 

如果家庭成员认为他们本人或孩子接触过 

PIC以外的COVID-19（在6英尺以内或少于10分钟的时间内， 

已确认患有COVID-19的人），但自己并未生病， 

应通知执行主任黛比绿色（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和： 

●自我隔离，不得去工作场所，托儿所，学校或公共场所 

14天（在最后一天之后，他们与COVID-19保持密切联系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感染者）。 

●自我监测COVID-19症状（发烧，咳嗽，气短） 

呼吸，恶心/呕吐，腹泻，身体疼痛，嗅觉丧失或 

味道或脚趾变色）持续14天（最后一天之后） 

与COVID-19感染者保持密切联系）。 

●收到有关此潜在风险的信息后，PIC 

主管部门将这种可能的暴露情况通知任何潜在的联系人 

通过a给家人的信息和给工作人员的电子邮件 

教室。此信息对PIC操作的影响将是 

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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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由于COVID-19而导致的未来PIC关闭 

PIC将与费城卫生署合作，决定是否/何时关闭 

中心是适当的或必需的。 

4。 

来PIC之前 

●所有儿童都需要填写（1）更新的健康评估表（6个月内） 

一岁以下的儿童和一岁及以上的儿童在一年内） 

（2）返回PIC之前（6个月内）更新的紧急联系表。 全部 

必须在健康评估表中输入疫苗信息，并且该表需要 

由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签名并注明日期。没有孩子就不能来PIC 

这些更新的表格。这些表格可在PIC网站上找到。 

●每个家庭都需要完成简短的调查，以确认您已收到 

并阅读我们的COVID-19家庭手册，并同意遵守相关政策并 

程序概述。 

●父母/监护人与孩子之间公开坦诚沟通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PIC不能被夸大。为了我们所有人的健康和安全 

社区，如果您的孩子被诊断患有以下疾病，我们要求您通知PIC 

COVID-19，以便我们可以对设备进行适当的联系人跟踪和缓解 

如有必要。这些信息还将使我们能够跟踪任何潜在的趋势 

影响PIC的COVID-19感染。请通过以下方式联系Deb Green：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或杰西卡·卡特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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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IC的接送服务 

PIC的PIC COVID-19落客和取货已更新（7/24/20） 

为了所有儿童，家庭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PIC将有许多新的 

程序和协议到位，包括接送服务 

与家庭习惯明显不同。请注意，我们正在 

秋季变化，到达筛选过程可能会延长落客过程， 

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了这个新例程之后。请安排至少30分钟 

早上下车过程。 

每天，家庭应评估自己的孩子是否有“像病一样的COVID-19”症状。如果 

如果出现任何症状，则不应让孩子去PIC。如果有家庭成员 

感觉不适，他们不应该陪同孩子去PIC。如下所述，我们要求 

如果孩子有“像病一样的COVID-19”或症状，家人会通知PIC。 

请注意，不允许家庭成员进入教室或建筑物 

在接送期间。``此外，不允许家庭进入自然游乐场， 

TotLot或PAS字段来接孩子。事先知情同意工作人员将把每个孩子带到 

接送人。 

在COVID-19后的PIC文化中，最困难的变化之一就是必须进行更改 

老师每天与家人互动的方式。我们的目标是限制家长老师 

上下车时与家人的对话，并依靠电子通讯 

我们进行中的互动方式。我们要求您不要与老师进行对话 

在下车和上车时。 

一种。 

新落客程序 

1。 

在可能的情况下，只有一位家庭成员可以带他们的 

每天去PIC接送孩子。这是为了将交互限制为 

尽可能少的人。 

2。 

鼓励家庭避免让高风险的人下车 

为了自己的安全起见。高风险条件应由 

个人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例如65岁以下的人和 

年长的 怀孕的人；和某些健康状况良好的人 

例如免疫系统减弱或呼吸系统疾病。 

3。 

所有下车或接孩子的人都必须戴上口罩或口罩 

遮住他们的鼻子和嘴巴。 

4。 

在进入PIC的理由，孩子们必须戴口罩，如果他们是在2岁 

办理登机手续。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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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人之间必须保持至少6英尺的身体距离 

家庭在下车，接送期间以及在事先知情同意的情况下。 

6。 

接送服务将在每天的规定时间之间进行，并将通知家庭 

这些时间提前。为了成功地错开落差和限制 

曝光，请务必遵守您的下车时间表。一定要计划 

新扩展的下车流程，并预计下车可能需要 

从您计划下车的时间开始，再增加30分钟。 

7 

将有没有早期落客，以尽量减少切换，对日常工作人员减少 

要求，并根据教室充分分隔孩子。 

8。 

所有送孩子参加早期学习计划的家庭都将进入 

通过在第42和蝗虫街道黑色栅极。在南侧栅极 

柏油路不应该用作入口。 

9。 

婴儿，幼儿和两人 

儿童及其家人将接受体温检查 

放下。您还必须显示电话屏幕以指示 

成功清除了我们的COVID-19筛查问题。我们鼓励所有人 

有同一个家庭成员的家庭带他们的孩子下车接孩子 

时间，如果可能的话，让我们知道是否有其他家庭成员来接 

儿童。 

大黄蜂，毛毛虫，野生生物，彩虹和阳光将进入 

穿过云杉大厦的后入口（横跨Penn Alexander 

学校）。Rainbows和Sunshines家庭将沿着第一个楼梯走到 

云杉大楼的二楼，并继续按照箭头指示前往 

楼梯出口导致小孩子们退出。 

Moonbeams和Doodlebugs将通过Sweet的正门进入 

建造。我们将允许每个教室一个家庭一次进出。 

婴儿，幼儿和两人的老师将来到教室 

门欢迎孩子们。有些孩子会自己走路，有些则会走路 

将被交到老师的怀里。我们最小年龄段的家庭 

将会很快收到其他信息，其中包括有关下车的详细信息以及 

取货过程。 

父母不得进入任何教室。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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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学前班 

学龄前家庭将在我们的柏油路上继续办理入住手续 

今年夏天一直在使用。将基于以下内容进行三行签入 

您孩子的教室。 

蝴蝶，蜂鸟和萤火虫将按照粉红色的线条进行入住。 

蓝鸟，花栗鼠和跳蛙将按照黄线办理入住手续。 

蝗虫和走行者将沿着橙色线在 

甜蜜的建筑。 

下车后，儿童将检查体温。您还必须 

显示您的电话屏幕，表明您已经成功清除了我们的COVID-19 

筛选问题。 

所有孩子在和老师一起检查后将在指定的区域等待。 

一旦您的孩子与老师取得联系，您就可以离开。如果 

他们的老师不在现场，请在指定的等候区域等候。 

11。 

对于同胞接送，接送指定人应前往接送 

最小的孩子站。 

12 

家人在下车前不应聚集在PIC校园的任何地方 

或任何其他时间。 

B． 

下车时的筛选过程 

1。 

到达下车地点时，我们请家人使用 

每个签到表都提供的洗手液。 

2。 

一名工作人员将使用以下工具对每个孩子进行体温检查： 

非接触式温度计并会记录孩子的体温。 

●下车或下车时温度在100.0或更高的任何儿童 

白天任何时候都需要回家。 

●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会戴上口罩，眼睛 

覆盖物和手套。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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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使用酒精棉签清洁每个孩子之间的温度计。 



3。 

健康检查问卷调查将通过文本分别发送给每个家庭 

早上。问题将包括对“ COVID-19类疾病”的评估（例如 

如发烧，咳嗽，呼吸急促，喉咙痛，肌肉酸痛），并可能 

暴露于COVID-19。问题将根据最新情况进行更新 

当地和联邦准则。 

家庭需要显示“绿屏”才能继续拥有 

他们孩子的体温。没有绿屏，孩子将需要 

回家。 

4。 

对于经过筛选的早期学习计划中的孩子 

车站，父母会和孩子一起在大院里等孩子的老师 

用胶带将柏油路上的等待区域录音。老师到达后，孩子们将 

有机会向家人和教室说再见 

老师将把孩子护送到教室。儿童的家庭会不会 

允许在PIC建筑物内使用。 

5， 

儿童将通过teachers上的老师以电子方式签名（我们的电子版 

交流和教室管理工具）。家庭成员将无法填补 

签出工作表。 

所有进入PIC教室和夏令营的孩子都不会发烧 

（<100.0），并且会针对其他COVID-19症状或潜在暴露进行筛查阴性。 

C。 

新型采棉机程序 

●接载将在每天的规定时间之间进行，家庭将 

提前通知这些时间。提早计划应 

至少提前24小时与孩子的老师沟通 

可能。 

●接送家庭成员将在指定的接送地点与孩子会面 

退出的地方。儿童将在Ta上电子签名 

由老师。家庭成员不会填写登出表。 

●在自然游乐场，TotLot或PAS上不允许携带家人 

领域来接孩子。事先知情同意工作人员将把每个孩子带到接送处 

人（或他们的孩子在被监督的情况下将步行/奔向接送人） 

由老师）。 

●为了尽可能减少混合接触，我们要求 

在柏油路上接孩子的家庭沿着周边等候（靠近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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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游乐场栅栏），将孩子带到他们身边（或奔跑到 

他们！） 

●工作人员需要限制与家人的直接接触 

尽可能。教师将协调向家庭提供电子或 

与PIC管理员联系有关孩子的电话更新。 

7 

家居用品 

●婴儿推车和汽车座椅不能在室内或室外存放在 

PIC校园。 

●自行车和踏板车不得驶过柏油路区域旁边的大门。 

●自行车可能会沿着主车道停在柏油路上的外面。 

入口走道。 

●儿童不应该把从家里的玩具。如果孩子需要过渡 

从家到PIC的物品，我们建议将全家福或带标签的书放在 

孩子的背包。儿童在下车过程中可能会携带柔软的过渡物体， 

但是当他们进入PIC时必须放在背包里，并且只能取出 

在午睡时间。 

●请随身携带背包或拉绳袋（最好可水洗） 

儿童。手提袋应装有以下物品（有关详情，请参见学龄前儿童附录） 

营员应携带的单独物品清单）： 

○婴儿床床单 

○盖毯休息 

○外面有零食时坐着的毛巾 

○PIC会保留几件衣服 

○幼儿杯或学龄前/学龄前水壶 

○儿童奶瓶袋 

○如果年龄大于2岁：两个口罩 

●某些物品每天都会寄回家，包括： 

○瓶袋 

○脏衣服 

○幼儿杯 

○每天将瓶装水送回家清洗，每瓶应归还 

天 

●午睡物品将每周（星期五）寄回家清洗。 

8。 

PIC的课堂生活 

一种。 

团体人数 

我们的婴幼儿室最多可容纳9个孩子，我们的婴儿室最多可容纳12个孩子 

2岁的房间，我们的学前班教室有16个孩子，我们的有20个孩子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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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龄群体。教室将在伙伴系统中配对在一起，以共享 

户外空间。一次只能在一起的人数不超过25人。 

B． 

口罩戴 

PIC COVID-19口罩佩戴更新（7/24/20） 

越来越多的医学文献表明戴口罩可以 

大大降低了暴露于COVID-19病毒的风险。总督获释 

要求所有两岁以上的孩子在公共场所中戴口罩的命令。 

戴口罩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规范。考虑到这一点，PIC将对口罩进行治疗 

在我们学龄前的教室（3-5岁）中像发展技能一样穿着 

以与我们上厕所学习相同的方式。我们将练习戴上口罩， 

在PIC时将它们取走。有了任何新技能，我们练习的越多，它将越容易 

成为。我们已经发现戴面具的孩子比戴面具的孩子做得更好。 

我们曾经期望过。 

●所有成年人必须戴口罩牛逼帽子PIC理由时捂鼻子和嘴。 

●两个孩子岁及以上的应带上两个面具与他们每天到学校。 

到达办理登机手续时，应戴上一个口罩，而另一只可以放置在 

他们的背包。 

●需要面具由适龄儿童佩戴鼓励内部和时 

在外面的时候。 

●请每天清洗布口罩或每天丢弃一次性口罩。这是一个非常 

戴口罩的重要一步。 

●戴口罩是一个学习过程，需要一些时间。我们鼓励家人 

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会独立戴上和脱下口罩。它可能会有所帮助 

手表埃尔莫和Gupta博士谈戴口罩与您的孩子。 

B． 

洗手和个人消毒 

●工作人员将洗手经常用肥皂和水冲洗至少20秒。 

●至少，儿童和工作人员应在到达PIC之前洗手。 

在进餐或吃零食前后，在户外时间之后进入教室， 

去洗手间，鼻子吹打喷嚏或咳嗽后，以及 

才回家。 

●如果没有肥皂和水，请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至少要使用60％的酒精。不得使用含酒精的洗手液 

以及2岁及以下的儿童。 

●如果有分泌物（例如流口水/粘液），老师将为孩子换衣服 

孩子的衣服。 

●被污染的衣服将放在塑料袋中，然后送回家洗。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parentinfantcenter.us20.list-manage.com/track/click%3Fu%3D21ba69ddd78283b8ad842cf5c%26id%3Dac62fe605b%26e%3Dd69988e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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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手头上应多换衣服。 

●将使用奶瓶，奶瓶盖，奶嘴和其他用于奶瓶喂养的设备。 

每次使用后都要用洗碗机清洗或彻底清洗 

与 

牙刷，肥皂和水。 

C。 

物理距离指导 

我们知道，不可能防止幼儿靠近 

彼此和他们的老师联系。相反，目标是限制 

人们密切接触以降低传播的风险。每个教室 

被视为家庭单位，将遵循以下准则： 

●我们将减少大多数教室的人数，以增加身体素质 

孩子之间的距离。我们的婴幼儿教室将会有 

每间客房最多9个孩子，我们两岁的房间最多可容纳12个孩子，并且 

我们的学前班将容纳14至16个孩子。我们的学龄 

每个小组中有15至20个孩子。 

●老师每天都会与同一个孩子在一起。 

●白天，各组将与其他组保持分开 

在户外，这时最多可合并两个教室（“伙伴 

教室”）。 

●尽可能安排教室空间，以鼓励孩子们 

散布在整个房间。 

●减少零食和午餐时间的身体距离 

每个桌子上坐着的孩子数量。 

●教室将变成家庭单元。6英尺的距离限制不会 

适用于个别教室，休息时间除外。婴儿床将 

从头到脚并尽可能地隔开。 

●不必要的访客和志愿者将受到限制。 

D． 

情感需求+与儿童和家庭的沟通 

1 。 

我们了解到，经过大量的学习，孩子们将返回PIC 

时间和重新调整时间会因每个孩子而异。感性的 

安全与人身安全同样重要，我们希望向家人保证 

您的孩子的情感需求将是我们在考虑护理时最重要的 

会提供。 

2。 



我们完全希望在PIC返回后的头几天（可能是几周） 

如此长的时间对于许多孩子及其家庭来说将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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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藏一张全家福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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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孩子的背包的口袋里可以有很大的不同。一如既往 

最好给您的孩子一个警告，说您将要离开然后迅速离开 

那个时候到了。请放心，我们的老师愿意帮助您 

返回PIC时将遇到的所有新例程的孩子。 

3。 

教师将能够紧握，抚摸和抚慰孩子并与孩子保持亲密关系 

靠近他们。大多数孩子需要拥抱，我们的老师会在那里 

为他们。 

4。 

我们完全希望年幼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保持密切联系。 

班级和“伙伴教室”中的孩子，并且会彼此碰触。他们 

是年幼的孩子，我们不会停止完全发展的事情 

适当的行为。 

5， 

老师将与年龄较大的孩子（4岁及以下）进行对话。 

（向上）有关物理距离及其重要性的信息。我们有资源 

提供与发展有关的故事和有关 

物理距离。我们将就如何表达情感和提供指导 

互不相让的好意。但是，我们完全希望触摸 

发生，因为这是孩子的天性。 

6。 

教师将开发和协调为家庭提供电子方式的方法 

有关孩子的通讯和/或电话更新。 

E． 

玩具共享和玩具清洁 

●共享玩具和其他教室用品是另一种适合发展的方式 

所有幼儿的行动。我们减少了玩具和活动的数量 

在每个教室里，经常旋转玩具。玩具已从 

不能消毒且容易清洗的教室。 

●在整个过程中，将定期对玩具进行清洁，消毒和消毒。 

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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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的垃圾箱中。 

水槽进行清洁和消毒。一小组使用过的玩具 



的孩子在使用后将被转出流通并进行清洁。 

F。 

清洁，消毒和杀菌 

●我们的清洁公司已收到指示，以提高每日的水平 

清洁并特别注意清洁经常接触的表面，例如 

门把手，电灯开关，水槽把手和浴室。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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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消毒解决方案均在由以下机构分发的批准清单上 

CDC。 

●每个教室都张贴了清洁和消毒图表，以指导工作人员 

其他日常清洁方案中的成员。 

G。 

用餐时间 

●我们将继续与Smart Lunchs签约以准备和交付午餐 

星期一至星期四，并将继续进行比萨节 

Pasqually在星期五。孩子们要等到更久以后才会吃“家庭风格” 

注意。为了减少细菌的传播，老师会在每个孩子的食物上放些食物。 

盘子。 

●班级可以选择在户外享用小吃或午餐。这样做时，手 

两岁之前的老师和儿童将使用消毒剂。 

吃。 

H。 

婴儿床/午睡 

●婴儿床和婴儿床将尽可能移开，儿童 

将婴儿床从头到脚打na，以免长时间通过深层接触细菌 

呼吸。 

●午睡婴儿床将每天进行清洁，消毒和消毒。 

一世。 

户外游戏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儿童每天都会外出。对于早期学习 

教室，我们已经制定了使用沙箱“自然”的时间表 

游乐场，柏油路和TotLot，以便儿童在 

每组不超过20个。 

●每次使用后，将用消毒剂擦拭户外攀岩设备。 

小组离开操场。 

●孩子们可以在TotLot和 

每次使用后，自行车将用消毒剂擦拭。头盔将继续 

可以在骑自行车时使用，并且每次使用后都要消毒。 



●今年夏天我们将不使用浅水池，而将使用洒水器 

经历并冷静下来。在过去的夏天，洒水装置提供了 

给孩子们很好玩。请给您的孩子穿泳衣和水鞋 

他们的背包，我们将在PIC存放几天，以便使用 

外面的喷头。 

●孩子们在出门前和回到家后要洗手 

课堂。 

J. 

户外漫步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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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将可以继续户外活动。 

教室。 

●我们最小的孩子将乘坐我们的PIC婴儿车旅行，这些婴儿车将在消毒后进行消毒 

每次使用。 

●年龄较大的孩子可以在教室里走路，并且可以牵着手 

（再次，只有与孩子在一起，他们整天都在一起）。他们会洗手 

散步之前和之后。 

9。 

帮助您的孩子准备重返PIC 

●鼓励家庭尽量减少电视和在线观看 

为减少焦虑而对COVID-19进行编程。 

●与您的孩子一起查看您可能拥有的任何照片或视频 

孩子的老师和朋友。 

●谈论您知道您的孩子喜欢PIC的事情，并提醒您的孩子 

他们将再次能够做那些事情。 

●提醒您的孩子，老师会戴口罩，以及为什么要戴口罩。 

●提前与您的孩子畅谈早上的例行经历 

喜欢。练习与孩子一起回到早上的例行活动。 

●确保您的孩子有背包或书包，可携带物品往返于PIC 

天。 

10 。旅行和聚会限制政策 

PIC COVID-19旅行和聚会政策已更新（11/06/20） 

任何人在家庭中的PIC的入学孩子谁行进到状态上目前上市PA的旅行 

咨询清单应自我隔离了14天的期限。检疫期自日期 

回到费城或周边地区。无论是否你或你的孩子这是真的 

接受COVID-19测试。 

我们知道，许多人可能不打算在宾夕法尼亚州以外旅行，但可能打算庆祝 

与家人以外的人一起度过的假期。CDC发布了有关托管和托管的新指南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r20.rs6.net/tn.jsp%3Ff%3D001C60BcRvu9gosDLlfbjRY1iOX6bezkVIBOmu8a3o1XOa9ubL9cyKTKgvIcKg2nqHUiAKtRooI1LiX7NisAwlpFAECQL79XxmEhjnT-dQXc1u3kyhN9zj1EgsFZuXtJHNj3lsYwkcN8FNBNLk1GuN5LT3cRV9tcKddbed3qh85IcqNL5iGdCf1UZYb3mxaY-ZWwjqE4nePe4qHtboVn9Ug_6M6yoxZi6ZhvLUXJrGj5t2s4uZY90pcFA%3D%3D%26c%3DrX9vTUPJ_p-lfsk8n4DyhYWFTrFcx-7x76NpnK4LjqDzt8KHRdPRZQ%3D%3D%26ch%3DZdabWLTYW-dKvTdOnaRZGxzKbJF9Fejnh1yHDd8ZDUwpoEoO1tXzDQ%3D%3D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r20.rs6.net/tn.jsp%3Ff%3D001C60BcRvu9gosDLlfbjRY1iOX6bezkVIBOmu8a3o1XOa9ubL9cyKTKgvIcKg2nqHUiAKtRooI1LiX7NisAwlpFAECQL79XxmEhjnT-dQXc1u3kyhN9zj1EgsFZuXtJHNj3lsYwkcN8FNBNLk1GuN5LT3cRV9tcKddbed3qh85IcqNL5iGdCf1UZYb3mxaY-ZWwjqE4nePe4qHtboVn9Ug_6M6yoxZi6ZhvLUXJrGj5t2s4uZY90pcFA%3D%3D%26c%3DrX9vTUPJ_p-lfsk8n4DyhYWFTrFcx-7x76NpnK4LjqDzt8KHRdPRZQ%3D%3D%26ch%3DZdabWLTYW-dKvTdOnaRZGxzKbJF9Fejnh1yHDd8ZDUwpoEoO1tXzDQ%3D%3D


参加节日庆祝活动。最好的建议是今年限节日聚会 

直系亲属/家庭成员。我们要求您在假期前后查看CDC指南 

在COVID-19期间的庆祝活动，并在此期间考虑PIC社区。CDC指南是 

在这里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large-events/considerations-for-events- 

collections.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holidays.htm l 

要求所有家庭和工作人员将假期聚会限制为“最低风险”或“较高风险”的聚会。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指导方针。参加任何被定义为“高风险”聚会的家庭或员工 

或“最高风险”应从采集之日起隔离14天。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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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执行主任黛比绿色（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或助理署长 

杰西卡·卡特（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告知我们您需要留在家里从PIC的 

这两种情况之一。 

11。 

自检期间付款 

PIC COVID-19自助添加隔离期间付款（7/24/20） 

我们知道有些家庭已经被他们的家庭命令隔离 

医生。我们也知道，我们可能会遇到COVID-19测试呈阳性的情况 

报告来自儿童或老师的结果。如果检测结果为阳性，则 

在教室里，该房间的老师和家人将被要求进行自我检疫。 

从这种大流行开始，我们就一直在努力支持老师。 

通过联邦PPP贷款的支持和PIC家庭的慷慨捐赠 

和朋友们，我们能够继续支付老师的薪水和福利 

通过我们的关闭。现在，我们有60名工作人员返回了PIC。我们是 

非常感谢实现这一目标的个人支持。 

我们必须继续确保教室里的老师 

由于在事先知情同意下暴露于COVID-19，他们必须进行自我检疫， 

在隔离期间付款。 

为了支付我们的老师，我们需要在任何时候继续向家庭收费 

短期关闭和/或由于某种原因而要求家人自检 

在PIC之外。 

我们的财务委员会和董事会已更新了我们的学费政策，以解决 

潜在的长期关闭。现在，我们的2020-21年家庭概述了这项政策 

协议。 

11。 

家庭资源 

我们为家庭PIC的网站提供了丰富的优秀资源。链接到 

我们网站的资源页面为： 
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covid-19-supports-for-families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large-events/considerations-for-events-gatherings.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community/large-events/considerations-for-events-gatherings.html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aily-life-coping/holidays.html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mailto: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covid-19-supports-for-families


我们继续全部在此一并！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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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 

COVID-19早期学习计划的相关常见问题解答 

九月的营业时间是几点？ 

PIC将开放上午8:30 5时30分开始每日上周三，9月2日每个家庭 

将被指定设置下车和上车时间。我们正在努力恢复正常水平8 

上午-上午6点营业。 

教室里有几个孩子？ 

我们将在每个婴幼儿教室中最多容纳9名儿童，并有3名老师 

在每个房间。我们将在每个两岁的房间中最多容纳12名儿童，其中3名儿童 

每个房间的老师。我们将在我们每个人中招募14至16名学龄前儿童 

学龄前房间，每个房间有2位老师。 

九月份我将在哪里下车？ 

学龄前儿童将被送下车并在柏油路上接送。每个教室将 

有一个单独的位置。 

婴幼儿，学步儿童和两岁的父母将进入大楼并进入 

他们孩子的教室。走廊将被标记为单向通道。老师会 

在教室门口与父母打招呼，孩子们将走进教室或被送到 

老师的怀抱。 

解释交错的下车和接送时间表。 

每个家庭都有特定的接送时间。这些时间让我们拥有 

每个教室中适当的孩子：员工比例，直到当天所有的老师到达并且所有 

老师在一天结束时离开。我们正在努力让每个家庭拥有8个 

每天的护理时间。因此，如果您安排了较早的下车时间（即上午8:30）， 

也将安排在较早的接机时间（即4:30 pm），反之亦然。这是非常重要的 

尽您所能，坚持您的接送时间表。如果你早到 

超过您的下车时间，我们没有足够的老师将您的孩子添加到小组中 

老师被分配给了。 

如果您到达PIC，而我们的晨筛人员不再在外面，请致电我们 

总号码（215-222-5480），管理员将出来带您孩子的 

温度，并尽快将它们带到教室。 

一些家庭在PIC的早期学习部门生了一个孩子，该孩子将从上午8:30开始，然后 

另一个将在上午8点开始上学的孩子，我们要求孩子们到达 

上课时间是上午8:30，所以先放弃学龄前儿童，然后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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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放下你的小孩子。我们可以尽量安排您的“早期学习”下线时间 

到早上8:30。 

老师无法在上午8:30之前在黑顶上接孩子，父母也要下车 

幼儿进入早期学习教室将无法进入大楼 

上午8:30之前。 

如果我想在指定的接送时间之前接送孩子怎么办？ 

如果您事先知道，请在下车时与老师沟通。如果没有计划， 

请致电PIC告知我们，以便有人可以抚养您的孩子。 

我的孩子早上可以骑自行车或踏板车去PIC吗？ 

当然可以，但是孩子们在进入黑色顶部区域之前必须从自行车或踏板车上下来。没有 

柏油路上的区域允许骑自行车或踏板车。 

白天我可以把孩子的自行车或踏板车放在哪里？ 

如果您想保留孩子的自行车/踏板车，可以将它们放在栅栏之外， 

在您进入PIC柏油路之前，它位于车道（第42和蝗虫街）下。我们 

鼓励您将任何物品锁在随附的自行车架上。 

我的孩子的婴儿推车或汽车安全座椅可以放在哪里？ 

目前，手推车和/或careasteast不允许存放在建筑物内。他们 

需要每天带回家。 

PIC目前关于戴口罩的儿童的准则是什么？ 

人们强调了儿童戴口罩的重要性，特别是在室内时， 

减轻传输速率的最佳方法之一。总督发布了 

请所有2岁以上的孩子在公共场所中戴口罩。 

●在PIC地面上，所有成人都必须戴口罩遮住鼻子和嘴巴。 

●两岁以上的孩子每天应带两个口罩上学。一 

登机办理登机手续时应戴上口罩，另一个可以放在背包中。 

●两岁以上的孩子会在教室里佩戴口罩，因为他们在教室里 

除了在婴儿床上吃饭或午睡/休息时。戴口罩是一个学习过程 

这将需要一些时间。我们鼓励家庭帮助他们的孩子学习独立放置 

上并取下口罩。 

●请每天清洗布口罩或每天丢弃一次性口罩。这很重要 

戴上口罩。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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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孩子应该戴哪种口罩？ 

儿童可能戴着一次性口罩或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最重要的是 

口罩可舒适地贴在孩子的鼻子和嘴巴上。基于当前的安全性 

建议不要将可重复使用的口罩缝在前面。小孩儿 

如果他们带着通风口罩上学，将获得一次性口罩。 



我的孩子会流鼻涕，充血或打喷嚏吗？ 

是。所有儿童都可能“感冒”或表现出类似感冒的症状。流鼻涕或打喷嚏 

不在我们早上筛查的COVID-19症状中。请参阅下一个问题。 

什么会阻止我的孩子被允许去PIC？ 

在以下情况下，儿童不得上学： 

●他们在过去24小时内或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发烧100.0或更高。 

●最近24小时内出现新的咳嗽或呼吸急促。 

●在过去的24小时内给他们服用了减少发烧的药物来治疗发烧。 

●您或您的孩子与经过测试的人有密切联系 

在过去的14天中，COVID-19的症状或对该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您的家人正在等待任何COVID-19测试结果。 

●您的孩子有以下两种情况：头痛，喉咙痛，发冷，身体酸痛或失去 

闻起来的味道。 

我应该将旅行计划通知PIC吗？ 

前往COVID-19病例增加的州的家庭和职员应 

自检隔离期为14天。检疫期从退货日期开始 

费城或周边地区。为了我们整个社区的健康和安全，我们要求 

您在以下时间通知Deb Green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或杰西卡·卡特 

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你的旅行计划，使我们可以计划根据人员编制 

入学人数。 

如果父母回家时需要隔离的州旅行（但孩子 

（不旅行）孩子是否需要在隔离时间内待在家里？ 

是的，如果孩子和旅行的家庭成员在同一个家庭中。 

老师在课堂上采取什么措施来确保孩子的安全？ 

教师始终戴口罩，并经常对教室，玩具和其他材料进行消毒 

一整天。儿童在洗手时要受到严格的监督，并保持一定距离 

彼此尽可能地。只有四个孩子坐在一张桌子旁参加活动， 

午餐和小吃。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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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孩子的老师交流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电子邮件是您每天与老师保持联系的最佳方式。您也可以使用 

家长Ta应用程序可以在孩子上学之前或晚上7点之后向老师发送笔记 

每天。我们了解，由于安全原因，与老师面对面的时间变得有限 

我们制定的协议可以使每个人保持健康。谢谢你的理解。 

那食物呢 

周一至周四，我们将继续提供温暖的午餐，每天由我们提供 

食品供应商智能午餐。我们已经验证了智能午餐正在关注所有健康状况， 

午餐准备和交付中的安全规程。 

mailto: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mailto: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在星期五，我们将继续进行PIC最喜欢的披萨节。 

我可以在孩子的生日时带杯形蛋糕吗？ 

家庭只能携带预先包装好的未打开的生日“小礼物”。家 

这段时间内不应带入烘焙食品。 

我的孩子可以将玩具从家里带到PIC吗？ 

我们不鼓励儿童从家里带玩具。如果孩子需要过渡 

从家庭到PIC的物品，我们鼓励在孩子的家中放置一张全家福或贴有标签的书 

背包。书籍可以在教室里共享。儿童可能会携带柔软的过渡物体 

在下车时，但当他们进入PIC时必须将其放入背包中，并且只能取出 

在午睡时间。 

我的孩子白天多久出门一次？ 

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孩子们每天都会外出。对于所有教室，我们都创建了 

沙盒，自然游乐场，柏油路和TotLot的使用时间表，以便 

孩子们以不超过20个的组的形式使用这些空间。 

教室会去附近散步吗？ 

孩子们将能够继续在教室里进行户外游览。所有的孩子 

两岁以上的人在离开PIC财产时会戴口罩。 

●我们最小的孩子将乘坐我们的PIC婴儿车旅行，每次使用后均应进行消毒。 

●年龄较大的孩子可以在教室里走路，并且可以牵手（同样，只有 

他们整日与孩子在一起）。他们会在散步之前和之后洗手。 

孩子们可以使用Penn Alexander学校的新操场吗？ 

目前不行。我们仍然限制我们的孩子只能使用PIC拥有的游戏设备。 

我们保证，每天早晨以及每节课后全天使用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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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者已彻底消毒。我们没有任何设备的监督 

超越我们的财产。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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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天的支持计划信息 
学校天的支持计划是在为2020-21学年创建响应由请求 

他们的孩子就读于即将开放的学区时向家庭提供学时协助 

仅限远程学习。PIC提供了安全和支持性的学习环境， 

在每个孩子浏览在线体验时，对其进行“实时”关注。每天，孩子们都会 

尽可能多的时间参与适合发展的动手游戏和学习 

内部和外部的门。 

基础知识： 



●计划的日期是什么？ 

该计划将于2020年9月8日星期二开始。 

该计划将在孩子们返回学校亲自上课时结束。如果 

如果学校采用混合模式，PIC将考虑扩展该计划。 

●计划的时间是什么？ 

我们的时间是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8点至下午6点。目前，我们被告知学校将 

希望孩子们通过上午8:30到在线，所以我们希望孩子们及时赶到来获得 

在他们的房间安顿下来，并准备在上午8:30之前学习。 

●该程序需要几岁？ 

目前，我们正在招收幼儿园，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我们很清楚 

使所有基本年龄的儿童都将从该计划中受益，但是我们认为我们需要 

此时将重点放在年龄最小的学龄儿童上。 

●将招募多少个孩子。他们会在哪里？ 

我们每天最多有30名幼儿园儿童在两个小组中工作。 

PIC校园内的灰泥大楼，鸟舍每天有20个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 

位于第43和云杉街的拐角处。 

●学杂费 

这些都为利率学校天的支持计划 

5天：每月$ 1350 

3天-：每月$ 850 

2天：每月540美元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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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要收取额外费用？ 

虽然需要为您支付额外的健康和安全费以及额外的设施费。 

早期学习计划，这些费用已包含在上学日的每月学费中 

支持计划。 

●如果我们负担不起全部学费怎么办？ 

为了遵循PIC扩大社会经济多样性的使命，我们将确保 

所有收入水平的家庭都有入学的机会。我们正在做以下事情来确保 

这个： 

○ PIC接受儿童保育工作（CCW）国家补贴。查看更多信息并检查 

您的家庭在此链接上的资格。 

https://www.dhs.pa.gov/Services/Children/Pages/Child-Care-Works-Program.aspx 

○家庭，谁不符合CCW补贴，可以申请财政支持，通过 

PIC的学费援助基金。家庭有2天的选项，3天，5天 

招生。招生少天是显著降低成本。 

●每个想报名的人都有空间吗？ 

不幸的是，我们已经知道，我们没有能力为每个想要 

注册。我们受到空间容量和人员配备的约束。已经优先考虑家庭 

在PIC和需要在家庭以外工作的家庭中注册。 

●我想注册三天，但是我的时间表可能每周更改一次。我可以切换吗 

我孩子每周的日子？ 

很不幸的是，不行。尽管我们在注册时间表方面一直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www.dhs.pa.gov/Services/Children/Pages/Child-Care-Works-Program.aspx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sites/default/files/attachments/2020-08/tuition%2520assistance%2520application_2020-21%2520%25285%2529.pdf


安全计划的一部分是每天将相同的孩子留在这些空间中。因此，两天的孩子 

仅安排在星期二和星期四，而3天的孩子只安排在 

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 

●当前是否有可用空间？ 

目前，我们在幼儿园一级仍有一些可用空间。一开始我们很饱 

和二年级，但很高兴将您孩子的名字列入我们的候补名单。请联系 

我们的招生经理格雷斯皮亚纳在gpiana @ gpiana@parentinfantcenter.org或 

215-222-5480了解更多信息。 

健康与安全协议： 

我们的首要目标是保持大家的健康和安全。为了限制任何可能性PIC绝 

关闭部分或完全因为爆发，我们必须共同努力，严格遵守所有 

协议。家庭必须每天如实地回答筛查问题，甚至让孩子回家 

有什么可能似乎是轻微的症状。社区将保持健康，并且只有打开 

大家一起工作。 

●健康和安全检查包括什么？ 

早上检查的最重要部分是每个人都认真对待它的承诺。 

9月，我们将推出一种电子健康检查工具，供家庭使用之前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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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PIC。每天早晨，将向家人发送有关相同问题的文本 

我们整个夏天一直在询问的症状和情况。您会立即知道您是否 

通过查看“绿屏”通过了筛选，如果筛选失败，您将 

看到“红色屏幕”，并且不允许进入PIC。 

●什么会阻止我的孩子来PIC？ 

在以下情况下，儿童不得上学： 

○他们在过去24小时内或在办理登机手续时发烧100.0或更高。 

○最近24小时内出现新的咳嗽或呼吸急促。 

○在过去的24小时内给他们服用了退烧药以治疗发烧。 

○您或您的孩子与接受过测试的人有密切联系 

在过去的14天中，COVID-19的症状或对该病毒的检测结果呈阳性。 

○您的家人正在等待任何COVID-19测试结果。 

○您的孩子有以下两种情况：头痛，喉咙痛，发冷，身体酸痛或失去 

闻起来的味道。 

●我的孩子会出现流鼻涕，充血或流鼻涕等感冒症状吗？ 

打喷嚏？ 

是。所有儿童都可能“感冒”或表现出类似感冒的症状。流鼻涕或打喷嚏 

不在我们早上筛查的COVID-19症状中。 

●解释交错的下车和接送时间表。 

为了减少同时到达的孩子和父母的数量 

和接客，每个家庭将获得一个交错的时间段。我们希望所有孩子都需要 

为上学日上午8:30做好准备，因此，我们的早上出发时间是 

在上午8点至8:30之间以10分钟为增量。 

我们要求您在计划每天结束时接孩子时告知我们，我们 

将尝试相应地安排我们的接送时间表。可能会要求一些家庭搬家 

mailto:gpiana@parentinfantcenter.org


将时间安排在较早或较晚的时间，以避免太多父母同时到达 

拾起。重要的是要坚持你的时间段尽可能地为我们安排是非常重要的我们 

相应地配备人员。 

●9月我将在哪里下车？ 

幼儿园的孩子们将来到灰泥大楼南侧的坡道（在 

教堂）。每个父母和孩子都会走上坡道，在他们的父母身上显示“绿屏” 

表示已通过健康和安全检查的电话。孩子的体温 

在进入建筑物之前将在坡道的顶部拍摄。作为一种方法来降低风险 

暴露，父母不得进入任何事先知情同意的建筑物。 

一年级和2年级的孩子将通过以下位置从鸟舍的东向门廊入口进入 

第43和云杉街。家长将被要求在该入口处显示“绿屏”， 

每个孩子在进入大楼前都要进行体温测量。父母又是 

在任何PIC建筑物中均不允许使用。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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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怎么样？ 

成人将始终戴着口罩，儿童将在建筑物内戴着口罩，并且 

鼓励在外面戴口罩。儿童每天到达时必须戴口罩，并且 

在背包/背包中额外带一个口罩。孩子不戴口罩 

吃。口罩应每天带回家清洗。我们将有一次性口罩 

如果有人忘记了它们，则可用。 

●我的孩子应该戴哪种口罩？ 

儿童可能戴着一次性口罩或可重复使用的布口罩。最重要的是 

口罩可舒适地贴在孩子的鼻子和嘴巴上。基于当前的安全性 

建议，我们不是不允许有缝入前通风口可重复使用的口罩。 

如果孩子们带着通风口罩上学，他们将获得一次性口罩。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如何确保安全？ 

○我们将遵守所有在我们列出的各项政策和协议COVID-19系列手册。 

COVID-19家庭手册正在更新。最新版本将可用 

不久。 

○家庭将在每天早晨完成一次电子筛查调查，所有孩子将 

在进入之前先进行温度测量。 

○老师会一直戴着口罩，并经常对房间进行消毒， 

经常接触的表面和其他材料。 

○儿童在洗手时受到严格的监督，并且与儿童保持一定距离 

另一个尽可能。只有四个孩子坐在一张共用的桌子上上学， 

活动，午餐和小吃。 

○与典型的学龄计划相比，我们的团体人数要小得多。 

学校日： 

●会有几位老师？ 

幼儿园计划将有四名老师，第一和第二名将有三名老师 

年级计划。我们很高兴我们学龄中的大多数优秀老师 

节目将与孩子一起上学。都有丰富的经验 

与学龄儿童一起工作。 

https://translate.google.com/translate?hl=en&prev=_t&sl=en&tl=zh-CN&u=https://parentinfantcenter.org/news/covid-19-family-updates-handbook


●我的孩子需要带什么去PIC？ 

希望孩子们每天带自己拥有的笔记本电脑或在家中带笔记本电脑 

一个由学区分发的。他们还应该带上学校的任何东西 

区老师说他们需要。 

孩子们还应该每天带一个水瓶（每天晚上带它回家 

洗）。换衣服也有帮助，因为在雨天在户外玩是我们的一部分 

做！有些孩子在进门前可以更方便地换衣服。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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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电脑呢？如果它破裂或迷路了怎么办？ 

PIC对笔记本电脑或非我们提供的其他设备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我们不是 

对孩子在PIC上班期间损坏或丢失的财产负责。 

●请解释课程表？ 

PIC的学龄教师不会创建课程，但会尽其所能 

支持孩子需要遵循的课程。 

在上学期间，我们将为学生安排日程安排和虚拟课程 

费城学区（SDP）学校的儿童。据我们目前了解 

SDP教室的老师每天早上都会上课。 

PIC的每位学龄教师都致力于提供适合发展的离线服务 

每天为每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进行的活动和激发他们的户外活动时间。PIC 

教师将根据需要为儿童提供技术支持，并提供照顾 

培育我们知道他们将需要。无论技术如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核心 

正在推动我们的工作超出我们的期望，这是我们知道的社会情感支持 

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多。 

放学一天结束后，该计划将非常类似于我们的典型课余计划。 

将会有很多娱乐俱乐部和户外活动的机会。 

●我的孩子早上可以骑自行车或踏板车去PIC吗？有没有地方可以放自行车或 

白天的踏板车？ 

您的孩子肯定可以骑车或踩踏板车去PIC，但目前我们没有存放地点 

在白天离开车辆。 

●我的孩子可以将玩具从家里带到PIC吗？ 

我们不鼓励儿童从家里带玩具。如果孩子需要过渡 

从家庭到PIC的物品，我们鼓励在孩子的家中放置一张全家福或贴有标签的书 

背包。书籍可以在教室里共享。儿童可能会携带柔软的过渡物体 

在下车时，但当他们进入PIC时必须将其放入背包中，并且只能取出 

在午睡时间。 

●零食和午餐呢？ 

我们每天都会提供早，午点心和午餐。PIC的星期五是披萨 

天！对于来自早期学习计划的孩子，这将是一个很好的延续。 

钟爱的传统 

●我可以在孩子的生日时带杯形蛋糕吗？ 

家庭只能携带预先包装好的未打开的生日“小礼物”。家庭烤 

在这段时间内不可以带物品。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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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可以使用Penn Alexander学校的新操场吗？ 

目前不行。我们仍然限制我们的孩子只能使用PIC拥有的游戏设备。 

我们保证，每天早晨以及每节课后全天使用 

登山者已彻底消毒。我们没有任何设备的监督 

超越我们的财产。 

●与孩子的老师交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电子邮件是您每天与老师保持联系的最佳方式。我们了解 

由于我们制定了安全协议，与老师面对面的时间变得有限 

保持所有人的健康。感谢您的理解。 

●我应该将旅行计划通知PIC吗？ 

到COVID-19病例增加的州旅行的家庭和员工应自行隔离 

持续14天。检疫期始于返回费城或 

周围区域。为了我们整个社区的健康和安全，请您通知Deb 

格林在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或杰西卡·卡特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的 

您的旅行计划，以便我们可以根据注册人数来计划人员。 

●如果父母在返回家乡时需要隔离的状态（但孩子 

（不旅行）孩子是否需要在隔离时间内待在家里？ 

是的，如果孩子和旅行的家庭成员在同一个家庭中。 

●还有什么我们应该知道的吗？ 

在学区决定今年秋天完全虚拟化之后，我们已经努力 

难以快速响应家庭和儿童的需求。虽然我们目前无法 

服务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一定程度的社交 

在以后的机会。 

PIC一直以来都是关于社区的，我们希望该计划在服务方面走得更远 

我们的社区。我们知道我们都会一起学习！ 

更新时间：11/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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