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s document has been translated using Google Translate. Please forgive any errors and reach out if you
need any clarification. Email Deb Green at 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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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 月 5 日
你好PIC家庭，
正如所承诺的，我写信是为了通知我们的社区我们正在实施的一些 COVID 政策变更
地方。我们将使用以下信息和最新版本更新我们的 COVID 手册
将于1 月 10 日星期一在我们的网站parentinfantcenter.org上提供。
我提醒大家，费城公共卫生部 (PDPH) 指导所有隔离和
隔离决定并确定费城托儿中心的教室是否以及何时需要
因与 COVID 相关的原因而关闭。每个 COVID 检测呈阳性的儿童或工作人员都需要
向 PDPH 报告，我们等待他们关于隔离时间表和关闭的指导。
PDPH 昨晚更新了他们的指南。我知道很多家庭都希望我们适应最新的
疾病控制中心 (CDC) 为缩短测试人员的隔离时间而制定的指导方针
对 COVID 和那些接触过检测呈阳性的人的人呈阳性。PDPH 明确指出
他们更新的隔离指南表明学校不应遵循新的 CDC 指南和
儿童保育计划。托儿计划需要有单独的指导方针的最大原因是
由于 a) 发育年龄，幼儿不能全天始终戴着面具，
b) 每天在吃饭和午睡时摘下口罩，以及 c) 缺乏与年轻人保持身体距离的能力
孩子们。
我还想指出，以下概述的政策变化是截至 2022 年 1 月的政策变化，并且是
随着我们继续了解更多信息，可能会发生变化。
以下所有指南均假设以下内容：
● 所有暴露者将继续监测 14 天的症状，如果出现任何症状，他们将
待在家里并寻求测试。
● 所有情况的测试结果都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 Deb Green，地址为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和
杰西卡·卡特在jcarter@parentinfantcenter.org。
I. 接触受检者的儿童或工作人员的指南
对 COVID 的积极影响：
对于非家庭暴露（即，COVID 检测呈阳性的人与
PIC 孩子或工作人员。）这包括所有课堂接触。
1. 如果接触者未完全接种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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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待在家中 10 天不进行检测或
湾 在家待 7 天，并可以在第 8 天返回 PIC，并且 COVID PCR 检测结果呈阴性
在第 5-7 天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接受 PCR 测试。）
请注意，此指南已更新为包括在第 8 天出现阴性 COVID 时返回 PIC 的选项

获得PCR测试。
1.如果接触者完全接种了疫苗
一个。无需隔离，可来PIC
湾 必须在第 5 天到第 7 天之间进行 PCR 测试（同样，在此仅接受 PCR 测试
设想。）
***对于家庭暴露（即，COVID 检测呈阳性的人与 PIC 儿童住在一起，或
工作人员。）：
1. 如果接触者未完全接种疫苗
一个。在家待 10 天或
湾 在家待 7 天，并可以在第 8 天返回 PIC，并且 COVID PCR 检测结果呈阴性
在 5-7 天之间完成。
C。请注意，本指南与非家庭接触者相同。
2. 如果接触者完全接种了疫苗
一个。在家待 5 天 AND
湾 在第 5-7 天之间进行 COVID PCR 测试。
C。如果 PCR 检测结果为阴性，他们可以在收到阴性检测结果后返回。
*** PDPH 指南说“家庭接触者可能需要由 PDPH 或学校进行进一步调查
官员，以确定隔离日期。” 已经表明，当一名家庭成员患有 COVID，
即使接种了疫苗，该家庭中的其他人也更有可能感染 COVID。因此，
针对家庭暴露制定了单独的指导方针。
二. 检测呈阳性的员工、家庭成员或儿童的指南
新冠肺炎
对于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人
1. 如果检测呈阳性的人没有 COVID 症状：
一个。在 COVID 测试日期后 10 天返回 PIC
2. 如果检测呈阳性的人有COVID 症状：
一个。症状首次出现 10 天后返回 PIC 并且
湾 24小时不发烧不退烧药
三、Buddy Classrooms Quarantine （这是新信息）：
自 2020 年 7 月以来，我们一直保持我们的伙伴课堂系统。这个系统只允许我们
曾经有两到三组儿童彼此互动。这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传播
COVID 传播给更多的教室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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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将继续保持我们的伙伴课堂系统，但我们将不再需要
如果伙伴教室里有人的 COVID 检测呈阳性，并且教室里只有
由于在这种情况下传播的风险非常低，因此在外面彼此互动。
注意：有时伙伴教室可能会在室内短时间聚集在一起。在里面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并且任何一个好友房间中有一个孩子或老师进行了测试
积极的，我们需要考虑两个教室里的孩子“暴露”，然后需要关闭
两个房间都进行隔离。
四、疫苗：（这是新信息）
现在所有 5 岁以上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 疫苗，我们强烈鼓励所有家庭
与符合条件的儿童一起接种疫苗。
现在对接种疫苗的儿童和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有不同的检疫指南，允许
接种疫苗的儿童在非家庭接触后留在 PIC。
我们现在需要追踪接种过 COVID 疫苗的儿童以确定隔离
时间。如果您的孩子接种了 COVID 疫苗，请拍下疫苗卡的照片并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通过dgreen@parentinfantcenter.org 联系Deb Green 。我们只接受以下儿童的疫苗卡

接种疫苗时年满 5 岁（因为 5 岁以下的儿童目前没有资格接种
疫苗。）
请注意，如果我们因学前班教室的暴露而需要隔离儿童
级别（3 到 5 岁的孩子），现在只有教室里未接种疫苗的孩子需要
隔离。完全接种疫苗的儿童和课堂教师可以来 PIC（只要他们
继续没有症状）并且教室将像往常一样运作（但儿童人数较少
因为我们所有的学龄前教室里都有很多孩子还没有接种疫苗）。
教师将与尚未接种疫苗或符合条件的学龄前儿童的家庭进行沟通
但对虚拟学习机会未接种疫苗。
五、家庭（自我）测试
我们知道现在获得 PCR 检测以及获得家庭试剂盒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
我们了解个人在等待 PCR 测试的同时在家进行测试，并且了解
结果可能具有挑战性。以下是我们最近面临的一些挑战以及我们采用的协议
将跟随。
● 对于有症状且家庭检测结果呈阳性的个人（在等待 PCR 检测期间）：
我们假设这是一次真正的阳性测试，并遵循针对测试呈阳性的个人的所有指导方针
对于 COVID。
● 对于有症状但在家检测结果为阴性的个人：
需要进行 PCR 测试以排除 COVID 感染。
● 对于没有症状但在家检测呈阳性结果后呈阴性的个人
PCR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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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至少间隔 24 小时收集两次阴性 PCR 测试，以确定
家庭测试是假阳性。如果记录了两次阴性 PCR 测试，则个人可能
遵循阴性测试结果的指导方针。
六、测试保持选项
我们收到了许多关于允许未接种疫苗的儿童进行“留校测试”选项的问题
如果他们有课堂接触并且每隔一天测试为阴性，请继续来 PIC
基础。目前这对 PIC 来说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因为这个选择要求我们提供持续的现场服务
测试。
这是要处理的大量信息。请知道，我们在这里继续通过个人工作
情况并帮助理清这些细节。
我们需要所有家庭提供的最重要支持是，如果孩子出现 COVID 症状，请让他们留在家中
并遵守有关暴露的指南。继续戴口罩和洗手。
并在可能的情况下继续接种疫苗并加强免疫。
比以往更…。我们荣辱与共！
黛布格林
执行董事

Deb Green
Executive Direct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