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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重返学校

学生家庭指南

BONNIE BRAE
小学

在学生们重返学校之际，本指南将向学生家庭提供他们需要了解的信息。本指南包括为了帮助学
生做好返回学校的准备，学生家庭需要在家里做些什么。请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这些信息。我
们建议您和孩子谈一谈他们重返学校后，会发现学校和过去有很大的不同。问一问孩子有什么问
题，并分享我们应当怎样努力，为安全返校做好准备。让您的孩子在家里练习怎样戴口罩。讨论
洗手以及在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盖住嘴和鼻子的重要性。

新冠病毒的流行情况仍然充满很大变数。我们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费郡公立学校正在遵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CDC) 有关重开学校进行面对面教学的指导方针。
缓解战略包括，但是并不限于：
•
•
•
•
•
•

经常洗手
避免密切接触
在周围有人的时候要用口罩遮盖住嘴和鼻子
在咳嗽和打喷嚏的时候要盖住
清洁和消毒
每天监控健康状况

LS-Schools-Bonnie Brae-Return to School 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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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轨教学
随着更多年级的学生返回学校，我们将对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采用双轨教学，那就是，学生每个星期
将在学校大楼里接受两天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在家里接受两天的由教师主导的教学。目前，在好几个
学校里都在实行这种双轨教学。

双轨教学模式最大限度地进行教师主导的教学 (两天面对面，两天虚拟)，并允许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
在家里上学的时候“登录”课程。对于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来说，由教师主导的双轨教学是最好的教
学模式。

ES Concurrent Instructional Schedule
Thursday

Friday

GroupA
GroupB

10 nline

Online,

小学双轨教学日程安排: 两天在校上学，两天在家里虚拟上学-两种教学都由教师主导。
星期一：教师备课。学生自学

全天虚拟上学
选择继续全虚拟学习的学生将在家里接受四天由教师主导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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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和面对面教学时间表样本

时间表样本
时间

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

参加虚拟教学的学生

9:00-9:10

健康检查

非同步学习

9:10-9:30

早上会议

早上会议

9:30-10:00

特别指导

特别指导

10:00-10:45

科学/社会学

科学/社会学

10:45-10:55

准备吃午餐/洗手

非同步学习

10:55-11:25

午餐

午餐

11:25-11:35

收拾/洗手

非同步学习

11:35-1:00

语言艺术

语言艺术

1:00-1:10

10 分钟休息

学生休息

1:10-1:40

特别课程

特别课程

1:40-2:10

课间休息

学生休息

2:10-2:15

洗手

非同步学习

2:15-3:20

数学

数学

3:20-3:25

结束

非同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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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程序
费郡公立学校清洁人员定期在学校建筑物里清洁和消毒。清洁工每天都使用有效的清洁和消毒产品。使
用以下步骤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消毒力度。更经常地清洁和消毒洗手间，包括彻底清洗和消毒所有表
面、门、马桶和把手，并确保所有用品总是存满。增强清洗高触摸的表面/点，比如门的把手、玻璃、电
梯按钮、门、桌子、椅子和电灯开关。日间清洁工被告知，在整个一天里要持续不断地消毒和清洁所有
经常触摸点。费郡公立学校更新了学校里所有通风口的健康和安全指南。对学校通风系统进行了全面的
审查，确保所有设施都根据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美国供热、制冷和空调工程师协会的指导方针以及
制造厂商的建议来运行。

在学校里保持社交距离
应尽最大可能保持社交距离。在有限的情况下，由于学生在活动或日常生活中需要支持，学校工作人员
可能无法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或者无法照看幼儿。在所有情况下，应尽最大可能保持六英尺的社交
距离。
•
•
•
•

尽可能地保持六英尺的距离，限制学生群体中的交流。
根据健康和安全条例来保持校车上的社交距离。
书桌/椅子之间最多保持六英尺的距离，朝向相同。
学生在大厅和走廊里的走动方向要根据社交距离的要求来设定，其中包括抵达学校和放学的时候。

请和您孩子讨论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要让孩子理解，根据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普通的互
动 (拉手、拥抱、击掌，坐在一起) 是不允许的。学校官员也要尽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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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洗手间

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学生要在教室里按小组吃午
餐。费郡公立学校向所有学生提供食物。对于参加
虚拟学习的学生，他们也可以在一些学校地点和校
车沿线领取食品。

费郡公立学校清洁人员将更经常地清洗和消毒卫生
间。他们的清洁程序包括更经常地清洁和消毒所有
表面、门、马桶和把手，并确保所有用品总是存
满。

课间休息
目前还不允许学生使用游戏场设施 (大型运动器
材、秋千、攀登架等等)。在允许使用这些器材的
时候，我们将提供最新信息。学校工作人员将鼓励
学生从事身体接触最少的游戏和活动，除非得到费
郡公立学校工作人员的指示，否则学生应当保持社
交距离。每个学生群体/班级应当有自己的课间休
息器材。我们鼓励学生使用独自可以使用的器材
(呼啦圈、跳绳、篮球等等)，或者两个人玩只用脚
玩的器材 (比如足球、游戏球)。在使用之间和使用
完后，必须给器材消毒。即使在户外，如果不能维
持社交距离，每个人都必须戴口罩。为了减少风
险，如果预计学生偶尔会有密切接触，那么建议学
生戴口罩。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可以暂时摘掉口罩，
条件是在学校工作人员的监督之下，而且在所有情
况下都可以保持 10 英尺的距离。在返回教室之
前，学生必须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钟。

卅
图书馆
学校图书管理员将在保持社交距离和安全指南的前
提下通过虚拟方式、在教室里或者在图书馆里向学
生提供图书服务。图书馆工作人员将帮助幼稚园前
到 2 年级的学生借书。3-12 年级的学生将使用借
书台以减少接触。对于不到校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
生，学校可以提供路边借书。送回到图书馆的书籍
将有 7 天的隔离期，然后才能再借给学生。学校工
作人员将告诉参加虚拟学习的学生如何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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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医务室
学校医务人员将继续向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学校隔
离室里将安排费郡公立学校工作人员。有个人医疗
和行动计划，需要特别照顾、服药和紧急照料的学
生将在医务室里接受服务。在开学之前或开学第一
天，家长应当把学生需要的药物送到学校。

影响到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也会影响到参加全
天虚拟学习的学生。
此外，在本学年剩下的时间里，校车不允许规定乘
客以外的学生乘坐，即使学生有双方家长的便条。

面谝
抵达学校和放学

健康检查承诺表格
在学生分阶段返回学校参加面对面教学之前，选择
让学生参加校内面对面教学的学生的家长/监护人
将被要求填写健康检查承诺表格。这将表明家长/
监护人同意并承诺在送学生上学前完成每天的健康
检查，并将患病学生留在家中。这些健康检查将以
个人荣誉担保的方式进行，不需要每天都提交给学
校。

校车运输
为了保持社交距离，将减少校车乘客人数。在乘坐
校车的时候，都要戴口罩。我们将要求学生坐在校
车里安排好的座位上。家长可以在学校里或者在
ParentVUE 账户上得到校车站信息。此外，“校
车来了”应用程序也将提供校车抵达信息。对上学
时间表进行调整是必需的，因为保持社交距离的要
求限制了校车上的乘客人数。上学时间表的改变将

步行上学的学生和乘坐校车的学生使用一号门进入
学校。由家长开车送去学校的学生使用建筑物侧面
的 kiss and ride 车道进入。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
进入学校大楼的访客，学校不允许家长陪伴孩子进
入学校。

学习用品和课堂共用物品
学校要求学生在个人所需学习用品上贴上标签并妥
善保存，将其放在背包中，并每天带它们往返学
校。除非经过清洁和消毒，否则学校不允许学生共
用电子装置、玩具、书籍、游戏器材或辅助学习用
具。学生应自带水瓶，在学校里使用。在可行的情
况下，学生可以使用学校里的饮水机往水瓶里装
水，但是学生和学校工作人员不得直接从饮水器饮
水，而应当使用自己的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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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两岁及以上的学生在学校场地上（包括在费郡公立学校设施内，
费郡公立学校提供的交通工具和学校赞助的活动中）必须佩戴口罩
（布制或一次性）。学校将向没有口罩的学生提供口罩。任何学生因
身体状况要求豁免佩戴面罩，都要提供医生的书面说明，确认不佩戴
口罩是出于医疗上的需要。
右面的图画显示我们建议学生使用哪些口罩，不建议学生使用哪些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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擤鼻子、咳嗽或打喷嚏之后，吃饭以前以及进入教室后，
学生必须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 20 秒钟。上学日期间，学校将向学生提供洗手时间。在学校各
个入口，学校装置了自动洗手液分发器；在所有教室里都放置了装有 1 加仑洗手液的泵容
器。
wea,aga,te「 w,tht,,olay七『s,o,foe,ttomake
沁., 巴心

学生笔记本电脑
返回学校参加面对面教学的学生应当每天都把费郡公立学校分配给他们的笔记本电脑带到学校，放学后
带回家里。这样做是为了支持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活动，并提醒学生需要保持社交距离。每天早上上学
之前，学生必须给电脑充足电，确保学生进入教室后就可以使用。这样做可以减少学生共用表面。家长
不应当直接把消毒液喷到电子装置上，也不能直接在装置上使用洗手液，因为这样做会损坏电子装置。
必要时，家长可以使用含有酒精的拭纸或消毒拭纸轻轻地擦拭电脑和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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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nnie Brae 小学的来访者
学校要求所有来访者在进入学校大楼之前填写一份
健康检查问答卷。学校要求所有来访者在学校场地
上或在费郡公立学校设施内戴遮面物 (布制或一次
性)。没有戴口罩的来访者进入大楼的时候将得到
一个由学校提供的口罩。来访者只能参加学生的基
本活动。

家长怎样同我们联系
出勤专线：703-321-3939，网上出勤表格:
https://bonniebraees.fcps.edu/absence-or-latearrival-form
主办公室：703-321-3900
传真号码：703-321-3997
医务室：703-321-3910
Bonnie Brae 小学网站:
https://bonniebraees.fcps.edu/

精神健康资源
危机联络 (CrisisLink) 地区热线: 703-527-4077
危机短信 (CrisisText): 发短信 NEEDHELP 到
85511
Dominion 医院紧急电话: 703-538-2872
Inova 紧急电话: 703-289-7560
Mobile 危机小组: 703-573-5679
全国自杀预防生命线：
1-800-273-TALK 和 1-800-SUICIDE
Merrifield 中心紧急电话: 703-573-5679, TTY 拨打
711
Bonnie Brae 小学精神健康和身心健康团队:
https://bonniebraees.fcps.edu/studentservices/mental-health-wellnessteam?utm_content=&utm_medium=email&utm_
name=&utm_source=govdelivery&utm_term=

Bonnie Brae 小学家长教师组织:
https://www.bonniebraept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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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在学校生病
在学校期间生病
出现发烧高于或等于 100.4 华氏度，新发冷颤，新咳嗽，新喉咙痛，新肌肉疼痛，味觉或嗅觉丧失，恶
心或腹泻的学生将被家长接回家。学校期待家长/监护人在收到学校通知一小时内前来学校接孩子。家长
要到主办公室签到。如果学校在上课期间在学校生病，费郡公立学校将遵循费郡卫生局的规定程序。每
种情况都将根据费郡卫生局建立的传染病和接触者追踪程序进行单独处理。费郡公立学校将根据卫生局
制定的指导方针向家长/监护人提供信息。如果您希望得到更多信息，请登录 www.vdh.virginia.gov。

学生在家里生病
如果学生在家里生病，学生应当留在家里，不去学校上学。家长需要和学校联系，报告学生缺勤的原
因。家长就学生生病和学校联系的时候，需要遵循业已制定的程序。在学生返回学校之前，学校将要求
家长/监护人填写并交还允许学校返回学校/儿童照顾表格。表格将由医疗照料提供者完成，并向学校显示
学生什么时候可以安全地返校。

生病后返回学校
对于学生什么时候能够返校参加面对面教学，家长将从学校的健康团队获得指南。该团队包括费郡卫生
局公共健康护士 (PHNs) 和学校健康助理 (SHAs)。
显示出类似新冠病毒疾病的学生不得返回学校，直到：

•
•
•

学生的新冠病毒测试为阴性，或者
一位健康照料提供者给学生看过病，并记录了新冠疾病以外的原因，或者
以下所有都是真实的：
1. 症状出现在至少 10 天以前，以及
2. 在不使用退烧药的情况下已经退烧 24 个小时，以及
3. 症状正在改善

被诊断患有新冠疾病的学生不得返回学校，直到：

•
•
•

症状出现在至少 10 天以前，以及
学生在 24 小时内没有发烧或者使用退烧药 (比如：Tylenol, Ibuprofen)。
学生的症状正在改善。

接触到新冠病毒的学生：

•

如果学生家庭中有人被诊断患有新冠疾病，或者学生接触过新冠病毒，那么学生必须在同那位家
庭成员进行最后接触的 14 天之内留下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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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学生在学校生病 (续)
对班级中出现的新冠病例做出反应
如果出现确诊新冠病例，那么在出现病例后的 14 天里，整个班级都要过渡到 100%的虚拟学习。作为学
校的健康团队，费郡卫生局公共健康护士 (PHNs) 和学校健康助理 (SHAs)在这个过程中将支持学校的接
触者追踪。由费郡卫生局公共健康护士确定的同这一组学生有关系的学校工作人员、学生和更多的工作
人员，比如校车工作人员以及相关服务提供者，将过渡到远程学习或远程工作。根据费郡卫生局的指
示，这些人将收到通知。社区也将得到在一个学生班级中发现新冠病例并且已经开始接触者追踪过程的
通知。在接触者追踪、清洁和消毒过程结束后，这一批学生和工作人员将收到什么时候可以返回学校的
通知。根据费郡卫生局的调查和追踪情况，这一过程可能少于 14 天。社区也将收到有关完成了接触者追
踪的通知以及进一步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