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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8 月 20 日
当前 COVID 政策摘要：
不幸的是，COVID Delta 变体仍然是一种强大且具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力，案件数量正在迅速上升。再次，联邦、州和地方

指导方针和建议每天都在变化。我们目前正在与我们的

COVID 工作组咨询医师，以确定是否需要在
PIC 政策。
同时，以下是当前实施的重要 COVID 政策的摘要。我们
随着更多与 COVID 相关的信息可用，预计会有进一步的变化。
感谢您在我们适应与

新冠肺炎。

面具

● 所有成人和儿童都需要在 PIC 场地内外佩戴口罩
2 岁及以上。这包括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个人。
● 家长/看护人应在到达和放学时间佩戴口罩。
● 口鼻必须戴口罩。
●如果您在进入 PIC 场地时没有戴口罩，请戴上一次性口罩
将提供。

●请注意：在PIC之外，建议所有接种疫苗和
未接种疫苗的成人和 2 岁以上儿童在室内，尤其是在
你不知道每个人都接种了疫苗的地方。

图片时间表

● 从 8 月 30 日星期一开始，PIC 将恢复到每天上午 8 点至下午 6 点的时间表。
● 我们仍然需要错开时间表，因为我们想避免任何拥挤
尽可能在我们的走廊里。

● 所有家庭都将继续他们过去一年的当前时间表，除非我们
听说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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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 COVID-19 健康检查
● 家庭必须完成每日筛查工具，该工具将通过电子邮件和短信发送至
他们每天早上。

● 在来 PIC 之前检查您孩子的体温并确认他们没有
发烧超过 100.0 度。
●如果您的手机没有显示绿屏，请不要输入
建筑。按铃，管理员会问你筛选问题

在让你进来之前。

如果出现类似 COVID 的症状，请让您的孩子待在家里。
● 出现以下任何一种症状的儿童需要待在家里
PIC：发烧超过 100 度，新的咳嗽，味觉或嗅觉丧失，或缺乏
呼吸。

● 出现以下任何两种症状的儿童需要待在家里：
恶心/呕吐、腹泻、疲劳、充血/流鼻涕、发冷、寒战、肌肉
疼痛、头痛或喉咙痛。

●如果您的孩子出现类似 COVID 的症状，请联系行政人员
主任 Deb Green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并抄送 Jessica
卡特在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在 PIC 期间，教师将目视检查儿童是否有疾病迹象，这可能
包括脸颊发红、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近期无身体不适）

活动）、疲劳或极度烦躁，并确认孩子没有发烧

并且没有咳嗽或呼吸急促。孩子们将被送回家

任何这些症状。

出现症状后返回图片

为了在出现上述任何症状后返回 PIC，家人必须提供
(1) COVID 检测结果为阴性（在实验室/供应商办公室进行的 PCR 检测），
(2) 儿童医生的说明，说明症状与 COVID 无关，
或 (3) 孩子必须在家隔离 10 天。
接触 COVID
如果您、您的孩子或密切接触者被诊断出患有 COVID-19 或与
有人在等待测试结果（因症状而采取）联系行政人员

主任 Deb Green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和复制 Jessica Carter
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以便我们可以进行适当的接触者追踪和
我们设施内的缓解措施。这些信息将被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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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 暴露定义如下：
● 在 24 小时内，您在 6 英尺以内的时间超过 15 分钟
确认患有 COVID-19 的人。
● 您在 COVID 感染者之前 48 小时内接触过这种情况
出现症状或在进行阳性检测前 48 小时（如果
COVID 阳性者没有症状）。
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定义为最后一次 COVID-19 注射后至少两周）
与确诊的 COVID 感染者接触过的人，不需要
如果没有任何 COVID-19 症状，则在返回 PIC 之前进行隔离。然而，
建议使用 COVID 暴露监测器完全接种疫苗的个体
暴露后 14 天内自行观察症状，并接受 COVID 检测
暴露后5天。
如果未接种疫苗的人接触了 COVID-19 感染者，
他/她/他们应该：
●通知 Deb Green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和杰西卡·卡特
( 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在家隔离——不要去上班、托儿所、学校或公共场所
名额——10 天（以前是 14 天）。
●在最后一天后的 14 天内继续自我监测 COVID-19 的症状
他们与 COVID-19 感染者有密切接触。
● 注意：如果您无法与检测呈阳性的人隔离
COVID-19（例如家庭成员），您必须隔离 10 天（而关闭
接触者从 COVID 中恢复），然后再隔离 14 天。
兄弟姐妹和 COVID 暴露
如果孩子的兄弟姐妹的 COVID 检测呈阳性，则该孩子必须待在家里并
隔离至少14天。如果孩子不能与他们的兄弟姐妹隔离，他们
必须总共待在家里 24 天（10 + 14 天同上）。
如果孩子所在的教室有老师或孩子的检测结果呈阳性，则兄弟姐妹可能会

来 PIC，前提是他们或他们的兄弟姐妹没有症状。如果兄弟姐妹或
孩子有症状，那么有症状的孩子需要待在家里

接受 COVID 检测。
如果孩子有类似 COVID 的症状并正在等待检测，则其兄弟姐妹必须待在家里
直到收到阴性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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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接送/接送时间表
● 每个家庭都安排了接送服务，以帮助避开拥挤的走廊
并鼓励保持社交距离。

●请遵守您预定的接送时间。
● 时间为：8am-5pm | 上午 8:30-下午 5:30 | 上午 9 点至下午 6 点，并将通知给
你来自招生办公室。

● 拥有 Pre-K Counts 资助的家庭将有与 Pre-K 一致的时间
计数程序要求。

● 担任重要工作岗位的家庭可能会要求更长的工作时间。
建筑入口

所有早教家庭都可以使用钥匙链进入 Spruce 和 Sweet 大楼
用于下车和上车。传感器位于门外，您可以在那里挥动您的遥控器。

我们要求学龄家庭继续在入口处接送

到学龄建筑（灰泥和鸟舍）。

内部下车/取货
●只有一名接送家长/监护人可以进入大楼。
●家庭不得进入教室。直接去你的
孩子的教室。

●向老师展示您的日常健康检查“绿屏”
教室门口。

●按照地板上的方向箭头和台阶上的交通流量。
● 在教室门口快速打招呼/再见将减少建筑物中的拥挤。
○请留意教室门口或走廊是否拥挤
并等到拥堵消失后再走向门口。

在外面下车/取车
● Nature Playground : 家庭将孩子送到自然游乐场
在门口遇见了一位老师。不要进入操场。

●沙盒：家庭将能够走在登山者身后和周围
自然游乐场周边到达沙箱门。Ø NLY你的孩子
将进入沙盒区域。

● TotLot云杉家庭下车：请先进入大楼下车
挂钩上挂着儿童包。老师将在他们进入教室的途中收集它们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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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孩子接送/接送（澄清）
我们下车/上车的目标是一次限制建筑物内的人数
然而：

●如果您有多个孩子，他们必须始终陪伴在您身边。
● PIC 校园内不允许无人看管的儿童。
●此时，我们要求家庭不要“闯入”Big Gym。
PIC 以外的聚会
●我们遵循以下 CDC 建议：
○ 未接种疫苗的个人，包括所有 PIC 儿童，需要佩戴
在与一个以上家庭的室内聚会时戴口罩

未接种疫苗的人。

○ 避免室内或室外的大型活动和聚会。
○ 避免与不同的人频繁聚会（即使是小型聚会）
未接种疫苗的家庭。

●请记住，COVID-19 继续广泛传播，并且
在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的情况下，所有人都可以更安全地聚集在户外

任何时候，并经常洗手。

旅游

● 乘坐飞机、火车或公共汽车旅行需要以下条件（除非通勤
工作或上学）与未接种疫苗的成人或儿童。

○ 旅行后隔离 10 天（之前为 14 天），或
○ 在旅行和隔离后 3-5 天接受 COVID PCR 检测
7 天。
● 未与未接种疫苗的儿童（飞机、火车和
包括巴士旅行）不需要隔离。

但是，在您旅行之前，您应该查看有关旅行的任何当地指南

目的地限制：

● 某些州/城市可能需要在旅行或隔离之前进行测试
您抵达时的目的地。

● CDC 仍然不鼓励非必要的旅行，因为旅行会增加您的
获得和传播 COVID-19 的机会。
● 所有进入美国的旅客，包括美国公民，
需要有阴性的 COVID-19 测试结果或恢复文件
在登上飞往美国的航班之前感染了 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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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飞机、公交车、火车等公共场所需佩戴口罩
进出美国和在美国境内的交通工具

机场、车站等交通枢纽。

● 我们要求尽可能避免大型聚会，以及在公共场合
空间请继续戴口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课堂教学

教室保持在“伙伴教室”队列中，以限制重大的社区传播。
只有在伙伴教室（通常位于彼此相邻）中的孩子才能玩耍

一起在外面和/或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