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学前班的孩子是否必须整天戴口罩 ? 

可以用保护罩代替口罩吗 ?  我们应该自己准备口罩吗 ? 

“学校大楼內将需要使用面罩或口罩. 例外情況将根据发展情況和年龄而定, 与卫生机构的指导是一致的, 并为员工

配备更多的个人防护装备 (PPE). 紐約市教育部门正在购买和分发适当的 PPE 供给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学校建筑物內

使用. 我们正在等待幼兒教育部门为学前班学生佩帶口罩提供更具体的指导. 我们尚未收到任何有关是否允许使用

保护罩代替口罩的信息. 

我们应該自己准备口罩嗎 ？孩子们当然可以戴上他们家庭提供的口罩, 但如果他们没有口罩,我们学校将会有足够

的供应. 

2. 是否要求特殊教育学生戴口罩 ? 我们正在等待幼兒教育部门为所有学前班学生和特殊教育学生佩帶口罩的具体

指导. 

3. 联合教师联合会 希望对每个学生进行Covid测试. 在医学领域工作, 我知道需要多长时间进行一次这些检查, 而这

几乎每天都会进行. 

您是否建议每天对我们的孩子进行这种侵袭性鼻拭子检查 ? 老师会经常接受测试吗 ? 谁将获得这些结果 ? 

学生和教职工多久接受一次测试 ? 

联合教师联合会希望进行此测试的事实并不意味着这是教育部门的要求. 如果有教育部门提出的任何要求, 我们将

进行通讯. 

A. 家庭什么时候返回学校之前需要进行Covid测试 ? 

教育部门建议教职员工和学生在返回学校之前10天进行测试. 目前尚无此要求. b. 我们还需要抗体测试吗 ?  教育部

门目前不要求学生或教职员工进行抗体测试. 

 c. 是否会向学前班家长告知Covid的任何阳性病例 ? 每当发现Covid的阳性病例时都会通知家长, 例如教室将立即转

换为远程设定, 直到清理各个教室为止. 

•我们什么时候知道孩子的确切日期/时间表, 以便我们作相应地计划 ? 我们一直在试图确认所有未答复调查的家庭

的偏好, 询问他们是否需要远程计划或混合计划. 我们希望能够在本周末（8月28日）之前将时间表发送给所有家

庭. 

 •会有提前送到吗 ? 会有放学后课程吗 ? 我们意识到提前送到和学后课程这两个计划的需要来帮助我们的工作家

庭. 我们正试图获得批准以提供我们的提前放下计划, 并且与NIA我们的社区合作伙伴负责开展课后计划进行了沟

通. 我们希望我们将能够提供这两个程序, 但是现在我们只是在尝试重新开放学校. 我们希望尽快将这些程序添加到

我们的时间表. 

 

 •清洁程序是怎様? 多久进行一次清洁 ? 整天和每一天结束时都要进行教室清洁. 我们的管理人将全天清洁经常接

触的表面. 我们的老师每天都会在教室里清洁教材. 我们故意不安排在星期三上课以便进行大范围的清洁. 卫生间将

在每天中多次清洁. 

 •一个免费的Covid测试站是在附近什么位置 ? 在第五大街和86街的Dunkin Donuts旁边有一个纽约市Covid测试站. 

每个邻里都有其他位置.您可以在nyc.gov/covidtest上搜索位置. 



 

 

 •如何提供相关服务和SEIT服务 ? 拥有IEP推荐相关服务（包括SEIT服务）的孩子, 无论是远程学习还是亲自学习, 都

将获得他们的帮助.  我们的某些学校站点内部有相关的服务提供者.  这将限制有更多的人进入我们大楼的需要. 

 

 •如果我无法回应教育部门网站的调查, 我需要做些什么吗 ? 如果您无法回应教育部门网站的调查, 我们要求您发

送电子邮件至cloccisano@schools.nyc.gov以告知我们您的偏好. 我们的网站协调员也曽尝试致电给任何未记录在案

的人. 如果我们无法联系您或无法听取您的喜好来记录您的偏好, 则会自动排列到我们的混合模型课程. 

 

 •我们应该在第一天把学校用品带到学校吗 ?  今年夏天初, 我们在Operoo上发送了一份供应清单. 在开学第一天时, 

请带上这些用品. 

 

 如果我们选择100％远程学习, 是否需要任何特殊用品 ? 您的远程老师将把远程学习所需的任何物品通知您. 

 

 两种模式的孩子都有教科书吗 ? 我们在学前班不使用教科书. 我们的课程着重于通过发现和探索以及与学生互动

的活动来学习批判性思考. 

 

 •要从混合模型切换到100％远程模型, 我们需要做什么 ? 如果您选择了我们的混合模型并希望切换到100％远程, 

则只需通知您学校的教室老师或现场协调员即可. 您可以随时执行此操作. 然后, 我们将向您发送您的孩子应遵循的

时间表. 

 

 如果要从远程模型切换到混合模型, 该怎么办 ? 如果您当前处于远程模型中, 并希望切换到我们的混合模型, 则必

须等待机会进行此更改. 教育部门将宣布该切换机会今年已打开三次. 你不能在其他时间改变. 

 

 我可以在开学第一天之前更改自己的喜好吗 ? 在开学第一天之前, 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更改就是从混合模型更改为

远程模型. 

 

 如果我们不让孩子在上学的第一天入学, 我们可以晚些时候给他报名吗 ? 如果您选择第一天不上学, 我们只能在9

月23日之前为您保留座位.  在此日期之后, 我们不能保证您会在您要求的中心有座位.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时候如

果有空位您将可以在那时报名. 

 那将是什么程序 ? 您需要通知站点协调员此时您将不参加.  当您确实要注册时, 您需要在那时提供所有注册文件. 

 

 •远程班是否涵盖与学校相同的内容 ? 我们的仅远程程序与混合程序中的内容保持一致. 实际上, 我们的远程程序

为我们的孩子提供了极其强大的体验. 孩子们不仅要参加整个小组的教学, 而且每周至少有3次的小组见面会让孩子

们参加围绕课程的特定主题进行的重点活动. 

 

 •我们上学之前应该准备什么 ? 在孩子上学之前, 有一些准备工作会有所帮助. 孩子应该每天晚上都睡个好觉. 他们

应该知道如何使用卫生间设施（尽管我们会在那里帮助他们）. 孩子们应该知道他们将与其他孩子在一起, 不仅因

为Covid而且为了房间中所有孩子和工作人员的整体我们必须遵守安全规程. 



 

 

 •如何分配混合组？ 我们的混合小组由尚未选择100％远程教学的学生组成; 不在独立教育课程中的学生; 对于那

些没有表明他们对我们的偏爱的家庭, 它是默认选择.  这些孩子将被任意分为A组和B组.  

 

 可以更改组以适应我们的日程安排吗 ? 您当然可以要求更改, 我们将尽力为我们的家人提供这些需求.  

 

•混合模型中的孩子是否可以与其他学校的年长兄弟姐妹在同一天程序 ? 目前, 仅在20学区, 我们就有39所学校. 每

所学校都制定了自己的时间表认为对他们的学生最有利. 在整个学区中没有一个模型可供选择.  因此, 由于存在所

有不同的模型, 对于我们的学前班学生来说安排与他们的年长的兄弟姊妹相似的时间表非常困难. 我们将尝试与家

人单独合作以尽其所能地支持他们. 

 

 •学校在什么时候开学 ? 学校计划于9月10日星期四开学. 这是我们掌握的最新信息. 如果有变化, 我们确保将其告

知我们的家人. 

 

 •雙语课程会如何？ 我们仍将在隔天安排我们的双语班学习目标语言和英语. 我们将不得不对该程序进行某些调整

以适应那些要求100％远程教学的家庭. 我们正在等待双语教学办公室的其他指导, 以便我们可以在这种情况下遵循

他们的要求. 

  

 •每个班有多少个特殊教育孩子 ? 我们的特殊教育儿童也被允许要求100％远程教学. 无论是通识教育还是特殊教

育, 我们都不会超过任何教室允许的数量. 

 

 •午餐是教学时间吗 ? 我们的午餐时间不会被视为教学时间, 因为它是针对小学生, 初中或高中学生的. 我们将继续

在教室里用餐, 如Grab N Go餐, 每位孩子都预先包装了食物, 以避免任何其他污染.  孩子们和教室工作人员将在此用

餐时间与孩子们交谈. 在此期间, 我们不会明确地讲授特定主题. 

 

 •对于远程授课除了早上30分钟, 孩子们每天还会做些什么 ? 除了每天早上的开会时间外, 还将邀请孩子参加至少

每周3次不超过6个孩子的小组指导. 他们将在这里参加针对当天主题的活动. 

 

 远程教学在什么时候举行30分钟的上午会议 ? 全组课程将于在上午9点, 9:30分和10 点开始. 老师会通知父母他们

的孩子预定什么时间. 

 

 •何时会发布远程时间表 ?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分发这些远程和混合时间表. 为了获得他们的偏好, 我们必须尝试与

所有未回复调查的家庭联系以便我们可以做出相应的计划. 我们衷心希望在本周末之前提供这些时间表. 

 

 •是否规定儿童有需要洗手的时间 ?  多常 ? 儿童进入教室时必须洗手; 每当他们使用卫生间设施时; 饭前饭后 ; 在

进行某些课堂活动之前和之后. 例如使用感官桌子或使用橡皮泥或颜料. 他们在日间会进行多次洗手.  

 

  



 

 

 •如果您选择混合教学, 孩子是否也必须参加教学的远程部分 ? 我们的孩子从中学到东西. 小组活动鼓励他们进行

更多探索. 尽管我们不能强迫任何孩子参加, 但我们强烈建议并鼓励他们参加这些小组会议. 他们每周至少举行三

次. 如果孩子不能参加所有课程, 则欢迎他们尽可能多参加课程.  

 

 •20学區学前班网站的地址是什么 ? 我们的网站地址是www.District20PreK.org 

 

 •每天早晨都会进行强制温度检查吗 ? 根据教育部门的指导, 必须由家庭在家中和学校职员进行日常健康检查, 包

括体温检查. 教育部门将开展强有力的教育运动, 向父母和员工明确这些日常健康检查对保持学校社区健康和安全

的重要性. 教育部门还致力于为可能需要温度计的家庭购买家用温度计.  但是, 每天早上在进入学校之前. 特定的工

作人员将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对学生和校内工作人员进行随机温度采样.  有关随机温度筛选的其他指南即将发布. 

 

 •当我们早上将孩子送到学前班和在放学接孩子时, 是否可以携带孩子的兄弟姐妹 ? 未上学的兄弟姐妹可以陪伴父

母接送. 请记住, 所有2岁以上的儿童都必须戴上口罩才可接送. 这意味着任何学生的兄弟姊妹在建筑物內时都必须

戴上口罩. 如果該学生的兄弟姐妹是婴儿, 则父母必须抱着他们. 如果兄弟姐妹可以独自行走, 则父母必须抓住他们

并且不能让他们在教室里漫游. 我们正在竭尽全力保持教室整洁, 并整天为所有在场的人消毒. 

 

 •我们对两种选择都做出了回应. 我们现在干什么 ? 请发送电子邮件给我们的家长协调员Camille Loccisano

（cloccisano@schools.nyc.gov） 并告知她. 另外, 请务必提及您注册的中心.  

 

 •如何进行预备课程 ?（艺术, 体育馆）由于采用了新的健康规程, 所有学生都将留在教室里上课, 除非是在操场上

或邻里散步时.  

 

 •孩子们仍然会在外面玩吗 ? 如果天气允许, 孩子们仍然可以在附近散步和有时间在我们的游乐场玩耍. 

 

 •如何设置与社交隔离的课程 ? 父母可以看到一个模特吗 ? 我们将在教室和建筑物中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保持孩

子与社交的距离. 每个教室的入学人数将大大少于平时. 孩子们可以玩几个中心. 而不是每天开放所有中心, 以便我

们确保每天正确清洁这些资源. 一些教室中心将为孩子们提供他们自己的单独资源箱, 以便我们限制任何杂项供应. 

孩子们将被摆在餐桌旁吃饭. 我们将在整个建筑物内和教室内设置标牌, 以提醒儿童与社交保持距离. 

 

 •请说明独用的特殊教育课程的4天时间表.  对于那些为特殊教育学生选择混合教学的家庭, 这些孩子将在周一, 周

二, 周四和周五的上午8:30至下午2:00全天接受亲自指导. 他们将在这几天亲自接受相关服务. 星期三将是为这些孩

子们分组进行的远程指导的一天. 如果家庭在特殊教育教室中为孩子选择了100％远程教学, 则时间表将类似于我们

在夏季的延年课程中的时间表.  这些孩子将远程获得他们的相关服务.  

 

 •我如何为孩子获得学习装置设备 ? 为了获得教育部门的学习装置设备, 家庭不迟于8月31日完成由我们的家长协

调员发出的调查. 调查的链接是https://coronavirus.schools.nyc/RemoteLearningDevices如果您不答复此调查, 那么教

育部门将无法为您提供学习装置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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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必须参加远程指导吗 ? 祖父母可以代替他们吗 ? 祖父母或照顾者可以代替父母参加远程指导课程. 

 

 •开学前几天的时间表是怎样的？ 在过去的几年中, 您为学生和家长制定了特殊的时间表. 我们计划像往常一样与

父母一起亲自参加面谈. 但是, 我们还必须遵守安全规程, 以认可每个教室中允许的个人人数. 我们将尽快发送时间

表.  

 

 •将为我们的孩子提供混合学习的交通工具吗 ?  仅在自给自足的特殊教育课程中, 我们的学生才能乘坐交通工具. 

我们的站点协调员正在为这些班级的学生编排以提供巴士服务.  

 

 •同一位老师是否会亲自授课和远程教学以进行混合学习 ? 混合教室中的孩子很有可能会配备两名老师 : 一位用于

面对面学习, 另一位用于远程学习. 请理解, 每天这些老师团队都会在一天的开始, 预留时间来协作完成当天需要完

成的工作以便每个人都在同一页上. 这些班的孩子将与老师团队见面, 并有机会亲自和在线认识他们. 

 

 •小组指导中有多少学生 ? 我们将竭尽所能, 将小团体保持6个孩子. 

 

 •是否所有班级都将提供PPE - 个人防护设备 ?  每班级都配有个人防护装备-口罩, 手套, 肥皂, 纸巾和消毒剂. 

 

 •什広是实际上课时间 ? 预计儿童将在上午8:30到达学校, 并将在每天的2:00放学. 

 

 •教育部门是否为可能受Covid感染但没有健康保险的父母或子女提供援助计划 ? 请访问以下网站以获取有关家庭

可用资源的其他信息：nyc.gov/nycwe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