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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
2020年3月中旬，州长Andrew Cuomo命令将纽约州的所有学校
由于COVID-19大流行而无法进行面对面的学习。这位史无前例的执行官
该命令已延期至2020学年结束，这是为阻止该行为而做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疾病处于传播状态。从2020年3月16日到学年结束，所有
学校通过远程学习对学生进行了指导。在2020年春末，
州长和纽约州教育部（SED）要求学校制定计划
2020-21学年，有以下三种可能的情况：继续进行远程学习，
回到面对面学习，以及由远程和面对面组成的混合混合模型
学习。2020年6月，由50名成员组成的重新开放工作队在赫里克（Herricks）集结
学区将向教育和行政委员会提出建议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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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三种可能的配置中重新开放学校。
重新开放工作队审查了各种重新开放指导，研究和数据，以便
提出有关尽可能安全地重新开放学校的建议。指导
重新开放计划源自多种渠道，包括联邦
疾病控制与预防（CDC），美国儿科学会（AAP）
美国纽约州州立学校心理学家协会（NASP）
健康和纽约州教育部（SED）。该工作队的成员是
才华横溢的个人，代表了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团体。会员
包括家长，老师，行政人员和教育委员会受托人。工会领导
PTA，SEPTA和社区团体也派代表参加了该团体。工作队
包括几位在COVID-19和
学校护士。工作队负责制定计划并重新开放
建议，这些建议已被纳入此非常周到且精心制作的
计划。这不是一成不变的计划，而是为了适应日新月异的环境而改变的计划。
大流行。知道我们将准备好并准备根据需要进行适应和调整。
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赫里克斯学校所有成员的健康和安全
社区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的计划包括许多已经
放置到位。由于持续的大流行，我们将无法正常运作
这样做，我们传统上享受的许多活动将不得不改变。我们将会
实施健康措施，例如对所有员工和学生进行日常健康检查，社交
疏远和减少密度，如何教授学术课程的新方法，
大型聚会的限制，所需口罩的使用，增强的清洁规程，
在每所学校中建立COVID-19响应小组，并采取其他措施。
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随时与我们的管理团队的任何成员联系
此重新开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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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设立任务委员会
2020年6月
亨利·扎内蒂（Henry Zanetti）–董事会主席/地区
南希·费恩斯坦（Nancy Feinstein）–董事会副总裁/地区
吉姆·古纳里斯（Jim Gounaris）–受托人/地区
Fino Celano博士–总监/区
Liz Guercin –助理 支持 对于Curr。和说明/地区
Lisa Rutkoske –助理。支持 商业/地区
Dina Maggiacomo –助理。支持 人力资源/地区
马蒂·艾布拉姆斯（Marty Abrams）–设施/区总监
Rene Forti博士–家长/ HS
Christina DePaola –家长/ MS和Denton
Christine Joneleit –家长/ HS，MS和Denton
Afshan Khwaja –家长/ HS和MS
Darshani Katwaru –家长/硕士
Geraldine Sim博士–父母/登顿
吉娜·麦克劳克林（Gina McLaughlin）–家长/ MS和登顿
Helen Papaioannou博士–父母/ Searingtown和Denton
珍妮·罗尔斯顿（Jenny Rolston）–父母/中央大街
Neepa Shah Reditio –父母/西丁镇
Seema Agrawal博士–家长/ HS
蒂莫西·洪（Timothy Flood）–家长/ HS和MS
Stephanie Visconti –家长/ MS和Denton
Vaughn Denton博士–家长/ HS
Diana DeGiorgio –校长/锡灵顿
琼·基根（Joan Keegan）–主管/ HS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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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 McConaghy –主管/ MS
贝丝·罗森曼（Beth Rosenman）–助理。校长/登顿
吉娜·霍顿（Gina Horton）-助理。校长/硕士
安德鲁·弗里松（Andrew Frisone）–助理。校长/ HS
马特·哈伯德（Matt Hubbard）–助理。校长/硕士
Lois Jankeloff – PPS /地区总监
吉姆·佩特里卡（Jim Petricca）–体育/区总监
弗朗切斯科·弗拉托（Francesco Fratto）–世界语言/区总监
斯蒂芬妮·诺尔斯博士–特别教育主任/ HS
Tony Cillis –社会研究/区主任
凯伦·休斯（Karen Hughes）–科学主席/ HS
Natasha Khan –指导/地区总监
Nidya Degliomini –初级/质谱
Jean Anne Agoglia博士–心理学家/中央大街
妮可·巴巴里诺（Nicole Barbarino）–文书/质谱
艾米·哈尔平（Amy Halpin）–特别教育/中央大街
道格·克拉默（Doug Kramer）–社会研究/ HS
黛博拉·林斯科特–阅读/登顿
吉姆·马蒂略（Jim Martillo）–监禁/登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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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亚·米塔罗通达（Maria Mitarotonda）–小学/登顿
Michael Orlep –科学/ MS
朱迪·鲁贾诺（Jodie Ruggiano）–小学/西丁镇
Richard Sevilla博士–计算机老师/硕士
安德里亚·索玛（Andrea Somma）–音乐/锡林顿
艾伦·维斯佩（Ellen Vespe）–护士/庇护摇滚音乐学院
Annegret Brown博士–心理学家/ SRA
其他小组委员会成员
Anissa Arnold –音乐总监
Shakia Hall –食品服务总监
Tara Justvig –特殊教育老师
Sepideh Kobylivker –父母
Christine Lee –父母
Kathryn Marino –学校护士
Terry-Ann Montaque –拿骚BOCES健康与安全团队
Shaheda Quraishi博士–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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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家庭和社区参与
Herricks学区认为，学校之间的定期和频繁的交流，
家庭和更广泛的社区已经并将永远是有效的基本要素
家庭和社区参与。围绕着COVID传播的所有不确定性，
它对当地社区，沟通和家庭参与的影响将更加重要
今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Herricks是一个非常以社区为中心的学区，那里的学校和
社区确实是一模一样的。家庭，学校和社区一起工作时
并让彼此保持了解，学生更成功，每个人都受益。
学区与学校的利益相关者和社区成员（例如，
行政人员，教职员工，学生，学生，学生的父母/法定监护人，当地卫生
部门，当地卫生保健提供者以及工会等附属组织，
校友和/或社区团体）制定重新开放计划时。计划
重新开放应确定整个过程中参与和参与的人群
规划过程。
Herricks学区创建了一个由50名成员组成的重新开放工作队，以研究各种
重新开放指南，研究和数据，以便为重新开放
我们的学校越安全越好。Herricks重新开放工作队的成员很有才华
代表我们的利益相关者团体的不同个人。成员包括
父母，老师，行政人员和教育委员会受托人。工会领导，PTA，
SEPTA和社区团体派代表参加了该团体。工作队包括
几位具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医生治疗COVID-19和学校
护士。工作队负责制定计划并重新开放
给主管和教育委员会的建议。
学区已为学生，父母或法定监护人制定了沟通计划
学生，教职员工和访客的信息，包括适用的说明，培训，标牌和
为个人提供信息的一致方法。责任方可以
考虑开发网页，文本和电子邮件组和/或社交媒体组或帖子。
地区通信计划强调经常和多样的通信方式
学生，父母，员工和访客。沟通渠道将从中央
行政部门和每个教学楼校长。老师，学校护士和学校精神
卫生专业人员还将承担沟通责任。培训学生和
工作人员（专业发展）将在学校开业之前进行，
在开学的头几天和几周内。提醒安全规程
在整个学年中经常这样做。已购买并放置了适当的标牌
整个学区的建筑物和设施。标牌包括社交提醒
疏远，戴口罩和清洁双手。交流会采取多种形式，
包括通过Blackboard Connect分发的电子邮件，视频消息，短信，
我们最近创建的School Reopening网站页面上的网站帖子以及社交媒体帖子
在Facebook，Instagram和Twitt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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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和家庭之间将以在家中使用的语言进行交流。
在整个学校社区。地区网站具有翻译功能，
多种语言。学区将继续使用Propio和内部翻译器，以及
口译人员，以确保以家庭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
地区重新开放计划将翻译成中文和西班牙文。书面计划也将
视力和/或听觉障碍者可以使用。学区将确保所有
家庭将获得技术设备和支持，以接收学区
通讯。所有没有计算机设备的学生都将被借给Chromebook
由区。
学区将定期提供有关健康与安全，日程安排和所有其他方面的最新信息
重要事项。家长的反馈意见将通过家长对各种
主题。这些包括远程学习，运输和心理健康。
学区将确保对所有学生进行有关新课程的教学或培训
安全且正确的COVID-19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手部卫生，
适当的面部遮盖，社交疏远和呼吸系统卫生。
9月开学的第一天，老师，学校护士和行政人员将提供
有关新的COVID-19协议的培训，例如社交疏散，使用面部遮罩，
对所有学生来说，呼吸系统卫生和经常洗手的重要性。消息和
有关这些重要主题的视频将发布在学区网站上，并发送给家长和
暑假，在开学第一天之前。
学区将通过口头和口头鼓励所有学生，教职员工和访客
遵守CDC和DOH关于以下方面的指导的书面交流（例如，标牌）
当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使用PPE，特别是可接受的面罩
保持。
对教师，教职员工和学生进行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正确使用
需要的面罩。鼓励和提醒您遮脸和
其他个人防护装备将通过我们学校各处张贴的标牌，课堂课程，
专业发展，以及通过视频和书面消息进行广播和
发布在我们的网站上。所有入口处的标牌都将张贴给访客。
此外，每所学校将指定一个COVID-19响应小组和协调员，
将与COVID-19阳性病例的鉴定，接触者追踪和
随后的沟通。协调员将负责回答来自
学生，教职员工，工作人员，父母或学生的法定监护人，涉及COVID-19公共
卫生紧急情况和学校实施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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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和安全
Herricks学区主办了一个由50名成员组成的重新开放工作队委员会。的
工作队委员会由四个委员会组成：指导，精神卫生，运营
与健康和安全。行政部门代表，教师，保管人，文书人员
单位以及父母和当地卫生保健提供者参加了工作队
委员会。由14个成员组成的健康与安全委员会，其中包括管理员，
老师，医师，护士，父母，保健人员以及学区健康与安全
顾问。
•Herricks学区将在所有人之间保持六英尺的距离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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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设施和校园内的个人（学生和教职员工）。如果
不可能与社会疏远，要求个人戴上可接受的面孔
覆盖物。赫里克斯学区将要求学生和教职人员穿
任何时候都可以使用可接受的口罩，不包括零食，午餐或预定时间
面具休息，或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赫里克斯学区
预计幼儿园至五年级的学生将重返学校
九月的每一天。六年级至12年级的学生将亲自参加
每隔一天上学，另一天进行电子学习。这对于确保
社交隔离。
Herricks学区将提供：
• PPE和布面罩的可用性
• 为符合条件的学生提供安全运输
Herricks学区将继续发展和加强学区的沟通
适用于学生，学生的家长/监护人，教职员工和访客。这将包括但不限于：
o在整个区设施和地面上张贴有关COVID-19的标牌
规程和安全性，包括但不限于手部卫生，适当的面部
涵盖穿戴，社交距离和呼吸卫生。
o利用Blackboard Connect通知和更新父母/监护人
关于COVID-19的学生。
o开发一个重新开放地区的网站，其中将包括指南，教程
以及重要的COVID-19信息。
o重新开放材料将添加到“返校”邮件中
包括学区采取的健康和安全规程以及
学生和访客对学校设施的期望。
•Herricks学区，与地区护士和当地人合作
医护人员将开展培训以指导员工观察是否有疾病迹象
在学生和教职员工中，并要求将有症状的人送到学校护士那里
或其他指定人员。
这包括但不限于发布COVID-19筛选决策树（CDC
教程），全球合规网络培训和面对面培训。
•Herricks学区将要求学生的父母/监护人，学生，
和工作人员报告每日温度检查。将要求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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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并提交每日筛查问卷。这将通过
电子报告系统。将要求学生完成调查
一个星期一次。如果学生无法完成调查，则家长/监护人
学生可以代表学生提交。
•表现出COVID-19症状的学生，教职员工将受到评估。
学校护士（注册专业护士，RN）。如果没有学校护士，
生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将被送回家中，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跟进。
•学生，教职员工或员工温度高，有疾病迹象和/或
对问卷的正面回应必须直接发送给专门的
在每个地区设施中确定的隔离区域。事先将对学生进行监督
被捡起来或以其他方式送回家。将派遣教职员工
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跟进的家。
•学区强烈劝阻非必要的访客进入学校设施
开学时。如果不可避免，必不可少的访客，来宾，承包商，
供应商必须完成健康检查调查，并保持体温
接受并登录。所有其他约会必须在抵达之前进行安排。
•学区将为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的监护人提供指导
工作人员如何观察需要留在家中的孩子的病征
从学校。指南将于八月寄给每个家庭，资源将
可在学区重新开放网站上获得，整个学校都有标牌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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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和/或面对面培训。
•学区将在展馆内显示适当的标牌指导教职工。
正确的手和呼吸卫生。标牌将在学校周围放置
设施，包括在浴室位置和水槽旁。面对面和/或在线
返校后，将向教师，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培训。
•学区将展示适当的标志和培训指导人员和
学生，以确保学校建筑物中的所有人与社会的距离至少为6
脚尽可能。
•学区将为所有高学历的学生和教职工提供住宿
实施我们的504 / ADA可能会冒险或与高风险人士一起生活
住宿程序和程序。
•学区制定并与父母/监护人分享了一项调查，
包括与重返学校的住宿需求有关的问题
健康状况不佳的学生。个别学校的504队
将审查提供给他们的所有文件（医学，残疾等）以
确定支持学生所需的住宿。
•学区要求所有员工，成年访客和学生都必须穿戴
始终保持适当的面部遮盖。学区将为那些人提供口罩
7

第10页
重新开放计划•2020年7月

没有合适的面罩的人。学区将提供
整个学校设施中需要口罩的适当标牌。
•学区/学校将为戴面具的学生提供适当的机会
休息时间包括但不限于零食时间，午餐，6英尺外的户外活动。
学校可以保持距离。
•学区已经/将继续为教师购买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
忘记戴口罩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供学校卫生使用的PPE
专业人士。
•学区制定了一项计划，其中包含协议，如果有
在学校确认的COVID-19病例。
建筑级别COVID响应小组程序
成员：护士，建筑主管和/或助理主管，PPS成员（社会工作者，
心理学家或指导顾问），老师，高级打字员，助理保管人
人力资源总监
一名员工的COVID-19测试阳性：
•确定在48岁内可能与该员工联系过的员工/学生
小时（查看特定于位置的登录信息）。
•确定员工/学生是否在10分钟内没有接触（<6英尺），并且没有紧密接触。
面具。
1.响应小组组长将通知卫生部。
2.将会通知地区总监。
3.告知员工他们可能在工作场所接触到COVID-19，但要保持
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要求进行保密。
4.确定是否/何时将信件寄给家人
5.封闭病人所使用的区域。
6.对教室/办公室进行消毒
一个。打开外门窗以增加该区域的空气流通。
b。等待24小时，然后再清洁或消毒。如果24小时不可行，请等待

尽可能长。

C。清洁和消毒病人使用的所有区域，例如办公室，

浴室，公共区域，平板电脑等共用电子设备，触摸
屏幕，键盘等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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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员工白天生病：
1. 员工应立即离开学校。
2. 识别可能在48岁内与该员工联系过的员工/学生

小时（查看特定于位置的登录信息）。

一个。确定员工是否在10分钟内没有接触（<6英尺）且没有接触
面具。
3. 应将学生从教室撤出，以进行全面的教室清洁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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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
4.

应对小组组长将通知卫生部。

5.

将会通知地区总监。

6.

告知员工他们可能在工作场所接触到COVID-19，但

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要求，保持机密性。

2. 确定是否/何时将信件寄给家人。
3.对教室/办公室进行消毒：
一个。打开外门窗以增加该区域的空气流通。
b。等待24小时，然后再清洁或消毒。如果24小时不可行，请等待

尽可能长。

C。清洁和消毒病人使用的所有区域，例如办公室，

浴室，公共区域，平板电脑等共用电子设备，触摸
屏幕，键盘等

如果学生白天生病：
1. 必须将学生放在“检疫室”进行接送。
2. 确定学生/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课堂老师，教学

助手，助手。

一个。确定学生是否在没有面具的情况下保持了≥10分钟的紧密接触（<6英尺）。
3.

响应小组组长将通知卫生部。

4.

将会通知学区总监。

5.

通知员工他们可能在工作场所接触到COVID-19，但

根据《美国残疾人法案》（ADA）的要求，保持机密性。

6. 确定何时将信件寄给家人。
7. 确定并从教室中撤除学生/职员。
8. 消毒教室/办公室：

一个。打开外门窗以增加该区域的空气流通。
b。等待24小时，然后再清洁或消毒。如果24小时不可行，请等待
尽可能长。
C。清洁和消毒生病的学生使用的所有区域，例如浴室，
公共区域，平板电脑，触摸屏，键盘等共享电子设备，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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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制定了符合CDC指导的书面协议
在生病或诊断出以下疾病后返回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学校
已确认的COVID-19病例或由于与
确认病例为COVID-19。重返校园将与
当地卫生部门。
员工应采取与COVID-19症状或暴露有关的以下行动：
•如果您对COVID-19进行了阳性检测，则无论您是有症状还是有症状
无症状的情况下，您可以在与外界隔离至少10天后恢复工作
如果您仍然存在，则在首次阳性测试后出现症状或隔离10天
无症状的。
•如果您与COVID-19的人密切或近距离接触了较长时间
一段时间内，并遇到与COVID-19相关的症状，您可以返回
从症状发作开始至少隔离10天即可工作。
o纽约州卫生部认为密切联系是
距受感染者6英尺以内至少10分钟的人
从疾病发作前的48小时开始，直到患者被隔离为止。
如果两者之间的接触程度应与当地卫生部门联系
不清楚或怀疑或确认具有COVID-19的个人。
•如果您与COVID-19的人密切或近距离接触了较长时间
期
时间，并且没有遇到与COVID-19相关的症状，您可以返回
在...上工作
完成14天的自我隔离。
o 但是，如果这样的员工被认为对运营至关重要且至关重要

或工作场所的安全性，由他们书面证明
主管和人力资源（HR）代表咨询
适当的州和地方卫生部门，暴露的，无症状的
员工只要遵守以下规定，就可以恢复工作
轮班之前和期间的做法，应对其进行监控并
由雇主和雇员证明：
1.定期监控：员工必须自我监控温度
每12小时大于或等于100.0华氏度，并且
在其监督下符合COVID-19的症状
雇主的职业健康计划。
2.戴上口罩：员工在工作期间必须始终戴上口罩。
最后暴露后的14天工作场所。
3.社交距离：员工必须继续社交距离，
包括与其他人保持至少六英尺的距离。
4.清洁和消毒工作区：雇主必须继续定期
清洁和消毒所有区域，例如办公室，浴室，公共区域和
共享
电子设备。
5.保持检疫：员工必须继续进行自我检疫和
自
不在工作场所时监测温度和症状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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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曝光后的天数。

•如果您在上班后出现症状或因COVID-19症状而生病
在工作场所或与COVID-19的人密切或近距离接触时，您
将被分开并立即寄回家，并可能在完成时返回工作
从症状发作至少隔离10天或在收到阴性反应后隔离
COVID-19测试结果。
•如果您已暴露在外，经测试COVID-19为阳性，或从休假中返回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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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COVID-19而缺席，请联系主管学长Dina Maggiacomo
在您返回工作之前，请致电305-8909咨询人力资源部。
附加信息
•纽约前瞻重新开放网页： https://forward.ny.gov/
•DOH COVID-19网页： https://coronavirus.health.ny.gov/home
•CDC COVID-19网页：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ndex.html
学区有一个关于CDC之后如何清洁和消毒学校的书面协议
指导。地区行政部门正在与拿骚BOCES健康与安全合作
顾问制定有关进行要求的学校安全演习的计划，并进行修改
确保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隔离。
学区正在与JCC合作，为他们的善后计划制定计划。
JCC将在以下方面遵循地区准则：
o所有教职员工和学生必须戴口罩，
o保持六英尺的社交距离，
o学生和教职员工将有机会在整个过程中洗手
程序，
o学生将按年级坐下来限制互动，
o将为学生提供口罩休息时间。
•学区已任命学校总监Fino Celano博士为学校主管。
区的COVID-19安全协调员。责任包括持续
遵守地区重新开放计划的所有方面以及任何分阶段实施的措施
重新开放必要的活动，以便在解决操作问题之前
活动恢复到正常或“新的正常”水平。
建筑物级别的“响应小组”协助者，例如建筑物负责人或助手
校长将被指定为建筑物级别的COVID-19安全协调员。
其他健康与安全协议
•学校护士被指定为COVID-19顾问，以协助每所学校
建筑和社区。
•学区可能会在学校网站上发布《重新开放计划》的各种翻译。
•学区将限制在学校场地或学校设施中的访客人数。
鼓励教职员工在上学期间不要离开学校
天。
o大楼管理部门将在可行的情况下指定工作人员和
中学生和高中生吃午餐。
•所有建筑物将封闭供学生使用的校园，直至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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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将为父母/监护人提供在家中筛查孩子的指导教程。
多种迹象表明有疾病迹象，包括书面沟通，简短
视频和家长论坛。
•学区将要求在上学前对父母/监护人进行检查。如果
家长/监护人无法进行数字提交，学校将提供以下流程：
家长以其他格式提交。
• 受过适当培训的学校护士或学校指定人员可能会进行筛查（温度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数据）
要求，还没在家完成。学区将提供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
保护进行筛选，并确保等待的学生
监督下。
•学区要求所有学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穿布遮脸，除非另有说明
不可取的（健康，医疗需求）。护士将秘密维护和分发给

老师针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进行面部遮盖。

•学区要求学校卫生人员在评估病人或

进行某些呼吸治疗。
o每所学校都为学校卫生服务人员指定了两个房间。之一
房间将为健康的学生提供药物和护理治疗。
第二个房间将隔离病人。
o学校护士将在卫生办公室使用一次性设备和用品，因为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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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地区将为保管人员和其他人员提供个人防护设备，以进行清洁和接触
尽可能地多
如果制造商要求使用试剂，则在学校进行消毒。
o学区正在与JCC合作进行护理前后计划，以
审查他们的社交距离，个人防护装备的使用，清洁和消毒要求，
以及传播COVID-19的风险。
健康检查
将向父母/监护人和工作人员提供资源，以教育他们有关
仔细观察COVID-19的症状并进行健康检查
每天早上上学。将指示父母/监护人和学校工作人员
任何发烧100°F或以上和/或可能出现症状的学生或教职员工
2019冠状病毒。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请您病假时待在家里。
https://www.cdc.gov/flu/business/stay-home-校园内不应出现感染。的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保留了以下症状的最新清单：
冠状病毒在其网站上。此列表并不包含所有内容，因为某些人可能会显示其他
症状或根本没有症状。截至2020年7月13日，以下内容被列为最常见的
COVID-19的症状：
•发烧或发冷（100°F或更高）；
• 咳嗽;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疲劳；
•肌肉或身体酸痛；
•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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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味觉或气味损失；
• 咽喉痛;
•充血或流鼻涕；
•恶心或呕吐；和/或
•腹泻。
学区将要求所有员工接受教育，以观察学生或其他员工的行为。
任何类型的疾病迹象，例如：
•脸颊凹陷；
•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无近期体力活动）；
•疲劳和/或易怒；和
•经常使用浴室。
表现出这些标志且没有其他解释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应发送至
学校卫生办公室，由学校护士进行评估。如果没有学校护士，
学校将联系家长/监护人来接生孩子或派遣工作人员
家。健康检查，包括每日温度检查和检查完成
员工，承包商，供应商和访客都需要问卷。学生必须
每天进行温度检查并定期完成筛查问卷。任何人
温度在100°F或更高或对检查有积极反应的人
问卷必须与他人隔离，并立即寄回家中。学生应该
在等待回家的时候，在偏远地区进行监督。学校应推荐此类人员
给医疗保健提供者，并提供有关COVID-19测试的资源。
学生和教职员工在出现症状或是否出现症状时必须通知学校
他们对问卷的答案会在上学期间或课外变更。学校是
建议建立一种收集此信息的方法。
在到达学校之前，工作人员将被要求完成COVID-19筛查，并且
鼓励父母/监护人在送孩子上学之前对孩子进行检查。筛选
由父母/监护人在放学前代替体温检查和
上学后进行症状筛查。筛选学生包括
每天进行温度检查，每周完成一次筛选调查表。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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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查问卷确定个人是否具有：
•过去14天与任何人有意地密切或近距离接触
通过诊断性COVID-19测试呈阳性的人或
有COVID-19症状；
•在过去的14天中通过针对COVID-19的诊断测试测试为阳性；
•经历过COVID-19的任何症状，包括温度为
在过去14天内高于100.0°F：和/或
•曾出国旅行或来自社区广泛的州
根据纽约州旅行咨询中的COVID-19传输
过去14天。
根据NYSDOH，禁止学校保留学生，教职员工和访客的记录
健康数据（例如，个人的特定温度数据），但可以保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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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已筛选个人的记录及其筛选结果（例如，通过/失败，
已清除/未清除）。
学区/学校将向员工和员工提供持续的更新和提醒
有关COVID-19安全要求的父母/监护人。这可以实现
通过：
•提供每周或每日提醒-例如自动电话
讯息，电子邮件或文字；和
•以父母/监护人的母语每周向房屋发出书面通知
已知家庭无法通过家庭访问信息
其他方法。
学区将通过以下方式收集员工和父母/监护人的筛查信息：
•在线报告；和/或应用
学校将指定一名教职人员（行政助理，出勤人员或
学校护士）审查员工和员工的筛查报告
父母/监护人，并证明他们已经完成。
需要父母/监护人报告检查结果的程序
依靠父母/监护人完成报告。如果父母/监护人有症状
屏幕评估是在学校在家中完成的，将：
•确保所有学生受到平等对待；和
•确保父母/监护人未完成筛查的学生没有
单挑。
如果家庭成员由于以下原因而无法在家中进行检查：
•家庭可能无法访问在线系统或电话应用程序；
•信息可能不是其主要语言；
•家庭环境可能不利于每天早晨进行此过程；
和/或
•家庭可能不记得要完成筛查。

放映

学校将在考试前提供检查机会，例如温度检查
进入教室。可能需要完成筛查的学生
在学校必须以保密的方式对待，并且必须
筛查尽快完成，以最大程度地减少离开课堂的时间。

温度

在某些情况下，在学生之前进行温度检查是不切实际的
到达学校。因此，学校将制定检查学生体温的计划
父母/监护人没有进行筛查的人。学校将对
计划外的访客在访客进入建筑物之前进行温度检查。
这可以由护士，管理员，保安人员或其他受过训练的员工来完成。
进行温度筛查的学校将：
•工作人员监督正在轮到他们的学生。而
等待，学生必须与社会保持距离；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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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过训练的工作人员进行温度检查；
•足够的温度以供使用，例如一次性温度计
探针 和
•进行检查的工作人员的个人防护装备（面罩和口罩）。
根据受过培训的人员和用品的可用性，以下内容
CDC建议使用传导温度的方法
放映。
依靠社会距离
•父母/监护人将被要求测量孩子的体温
到达设施之前或到达设施时。他们抵达后
员工必须距离父母/监护人和孩子至少6英尺远。
•父母/监护人将确认孩子没有发烧，短促
通过在线提交的应用或通过
学生的通讯文件夹。
•教职员工应对孩子进行目视检查，看是否有
疾病，可能包括脸红，呼吸急促或困难
呼吸（最近没有进行体育锻炼），疲劳或大惊小怪。
护士和/或训练有素的工作人员必须穿戴个人防护设备
（PPE）进行检查时。
•到达后，洗手并戴上口罩，护目镜（护目镜）
或完全覆盖面部正面和侧面的一次性面罩），以及
一双一次性手套。如果长的话可以考虑穿礼服
正在与孩子接触；
•测量孩子的体温；
•如果对多个人进行温度检查，请确保使用
为每个孩子准备一副干净的手套，并彻底清洁温度计
每次检查之间；
•如果使用了一次性或非接触式（时间或红外线）温度计，并且
没有与个人的身体接触，您不需要改变
下次检查之前要戴手套。
•如果使用非接触式温度计，请用酒精擦拭（或
每个客户之间使用棉签上的异丙醇）。您可以重复使用
如果仍然湿，则擦拭相同的纸；
•每次检查之后，请移开并丢弃手套。和
•使用酒精含量至少为60％的酒精类洗手液或洗净
用肥皂和水洗手至少20秒钟。
健康卫生习惯
双方将在学校环境中教授健康的卫生习惯并重新学习
学生和员工。学校将向学校社区提供指导
和呼吸卫生，以及提供足够的物资和时间，以便
经常洗手。此外，学校将在整个学校张贴告示，
应该定期与学校社区分享信息。标牌可用于
提醒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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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感到不适，请待在家里。
•不能覆盖鼻子和嘴巴时，要盖上可接受的面罩
与他人保持社交距离或遵守更严格的政策
由学校实施。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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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存放并在必要时丢弃PPE。
•遵守远离社会的指示。
•报告COVID-19的症状或接触。
•遵守手卫生以及清洁和消毒准则。
•遵守呼吸卫生和咳嗽礼节。
通过视频，视频，
公告，海报或标志。学校必须在醒目的地方张贴标牌
如：
•入口
•洗手间
•自助餐厅或其他就餐区
•教室
•行政办公室
•礼堂
•门卫人员区域
CDC提供了有关减少COVID-19传播的样本公告，
有关防止COVID-19传播的行为的视频，以及印刷和数字形式
CDC通讯资源主页上的资源以及NYSDOH
COVID-19标牌。
手卫生
学生和教职员工必须保持良好的手部卫生习惯，以帮助减少COVID19.学校/老师将在上课日程中安排时间，以便留空
卫生。手部卫生包括：
•传统洗手（用肥皂和温水，泡沫洗净）
最少20秒），这是首选方法；
•在肥皂和肥皂时使用酒精类洗手液（酒精含量为60％或更高）。
没有水，手也没有明显的脏污。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备忘录：
洗手建议和含酒精洗手液的使用
学校向学校提供有关使用酒精饮料的信息
洗手液；
•在整个公共区域（例如入口，自助餐厅）提供洗手液，
靠近高接触表面，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使用免接触分配器；
•标牌应放在洗手液附近，指示明显被弄脏的手
应该用肥皂和水清洗；和
•有些学生或教职员工可能无法使用酒精类洗手液
健康原因，因此必须允许他们用肥皂洗手
和水。
如之前的NYSED备忘录中所述，洗手液含有酒精并且易燃。
允许将酒精类洗手液分配器安装在房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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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FCNYS 2020第5705.5节的规定，数量有限的走廊。
CDC关于何时以及如何洗手的指南提供了有关何时洗手的信息
应该洗手，如何正确洗手以及如何正确使用酒精洗手液。
学校将提供以下内容：
•包括肥皂和水在内的足够的洗手设施和用品；
•可行的情况下使用纸巾或免触纸巾分配器（干手机
不建议使用，因为它们会雾化细菌）；
•无接触/脚踏垃圾桶；
•含酒精的洗手液，含至少60％的酒精或消毒液
湿巾
•时间表中的时间允许经常洗手；和
•提倡在饭前，休息后或身体上适当洗手
在移除个人防护装备之前和之后进行教育，以及其他适当的时候。
便携式水槽将可用于Herricks中学和Herricks高中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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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获得肥皂和水的机会。学区建议学生和教职员工
应该洗手，如下：
•进入建筑物和每个教室时；
•使用共享对象或表面（例如，电子设备，音乐设备
乐器，书写用具，工具，玩具，书桌或桌面）；
•零食和午餐前后；
•使用浴室后；
•帮助学生上厕所后；
•打喷嚏，擦拭或吹鼻子或咳嗽后；
•从户外进来时；和
•随时明显弄脏双手。
呼吸卫生
重新开放计划必须包括呼吸卫生的过程和程序。
COVID-19病毒在人间产生的飞沫中传播
咳嗽和打喷嚏。因此，重要的是让学生和教职员工掩盖他们的
咳嗽或打喷嚏时用纸巾住嘴或鼻子，并处理掉纸巾
适当地。
每个房间都将提供纸巾和无触摸/地板踏板垃圾桶
可行时。如果没有可用的组织，请使用肘部（或衬衫袖）的内部
盖住嘴或鼻子比用手更可取。总是表现好手
打喷嚏，咳嗽和处理脏纸巾或其他脏物后的卫生。
社交隔离
社会距离也称为“物理距离”是指保持六英尺的空间
在你自己和别人之间。学校将发展，实施和执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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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校设施和学校场地（包括交通）之间的距离。
通过具有相同的组/队列来确保学生分组尽可能静态
学生尽可能保持在一起。
•学区已确定可以在每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人数
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
•建筑物管理部门将错开到达和/或解散时间，以增加
公交车和教室的社交距离。
•学校在考虑使用其他入口时将遵守所有安全要求
并确保对所有入口进行监控并在使用后将其锁定。
•建筑管理部门将审核步行学生的到达时间表更改
或另一种可能性是由父母或照顾者在学校放下；
•建筑管理部门将建立指定的学生接送区。
最大程度地限制父母/监护人与建筑物的接触和进入
可能的程度。
•学校将通过使学生保持在适当的位置来减少学校的活动。
定义的区域或教室，并使用这些内容修改上课时间表或上课过渡
建议：
o K-5学生每天将与同一位老师在一起。
o特殊领域的老师（例如音乐，艺术，体育教育）将去个人学习
教室，而不是让所有学生轮流通过一个不能
每次使用时都要清洁。只要有可能，体育和音乐
课堂将在户外举行，并鼓励学生分散。
o错开洗手间的使用，必要时允许在其他时间使用。
工作人员可能会对浴室进行监控，以确保与社会保持距离，清洁，
学生使用后要洗手。
o办公桌（包括教师）将朝向同一方向，而不是面向每个方向
其他可以减少由含病毒的飞沫引起的传播（例如，
说话，咳嗽，打喷嚏）;
o窗户将打开以改善通风。如果有
健康或安全风险（例如过敏或潜在跌倒）；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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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个学生的物品分开存放。将共享耗材的使用限制为一组
学生，在学生群体之间使用干净；
•视觉辅助工具（例如，画家的胶带，贴纸，海报，视锥等）将用于说明
交通流量和适当的间距，以支持社会隔离；
•小学生将在教室内或室外（如果有天气）吃零食和午餐
允许的。
•限制使用教室和学生，教职员工聚集的其他地方
（例如，储物柜，小卧室，入口，走廊），以便个人可以社交
距离。中学和高中将不使用储物柜。
幼儿园至5年级的学生必须在自己的课桌上保持自己的用品。
•限制在狭小空间（例如，电梯，教职员工办公室）的聚会不超过一个
一次一个人，除非该空间中的所有人都穿着可接受的脸
覆盖物;
•个人之间保持各个方向十二英尺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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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活动需要投射声音（例如唱歌）或有氧运动。
•没有学生集会，体育赛事/练习，表演，全校家长
会议，过渡到在线聚会。
•将实地考察转变为虚拟机会。
•将基本访客限制在学校大楼内。考虑与父母进行在线会议
和其他人（如果可行）。
个人防护装备（PPE）
学区已审查了OSHA COVID-19指南，有关如何
根据员工的暴露风险，保护他们免受潜在的暴露
他们的暴露控制计划。OSHA指南还规定了何时需要PPE
由员工按照OSHA标准进行。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学校卫生人员使用医疗保健设施：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管理运营2020年6月29日更新指南
当作为感染控制协议的一部分为病人提供护理时：
•获得许可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必须始终采用标准的预防措施；
• 在评估怀疑患有以下疾病的人时，将使用基于传播的预防措施
具有COVID-19；
•学校将确保他们有足够的个人防护装备供学校卫生使用
评估和照顾生病的学生和工作人员的专业人员；
•这种个人防护装备包括但不限于：
•口罩（一次性手术口罩）
•护目镜或面罩
•手套
•一次性礼服
为了获得最佳保护，在佩戴时，面罩必须与口罩一起使用，并且：
•向前延伸到下巴下方；
•侧向耳朵；
•前额和防护罩的头罩之间不应有裸露的间隙；
•每个防护罩只能穿一个人；
•每次使用之间应清洁；和
•佩戴者应在取下防护罩后并戴上护罩之前洗手
上。
气雾生成程序
护士进行的呼吸治疗通常会导致雾化
呼吸道分泌物。这些气雾生成程序（AGP）可能会
医护人员和其他病原体暴露风险增加的人
感染。CDC建议在管理AGP时使用PPE。PPE包括：
•手套；
•N95或手术口罩；
•代替N95-带口罩的外科口罩；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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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眼睛;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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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服（如有必要）。
在以下情况下应使用PPE：
•抽吸；
•管理雾化器治疗；要么
•对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学生使用峰值流量计。
雾化药物治疗以及口腔或气管切开术等治疗
应当在与护理人员分开的房间中进行抽吸
穿着合适的个人防护装备。对于雾化器治疗，如果发展得当，
雾化器治疗完成后，护士可以离开房间并返回。由于
数据可用性有限，尚不确定雾化器是否产生气溶胶
治疗可能具有传染性。使用之间应打扫房间
设备的清洁和清理应遵循制造商的说明
每次使用后。在该COVID-19大流行期间呼吸道疾病CDC建议
使用带有间隔器或带阀支架的计量吸入器（MDI）的药物
尽可能在雾化器处理过程中使用真空室。根据有限的数据，
使用MDI（带有或不带有垫片或带阀的容纳腔）不被认为是
气雾生成程序。在学校应保留雾化器治疗
不能使用MDI（带或不带垫片或带阀的容纳室）的儿童。
在学校环境中使用峰值流量计包括强制呼气。
根据有限的可用数据，强行呼气不被认为是气溶胶。
与增加传播病毒的风险相关的生成过程
新冠肺炎。但是，对于某些哮喘患者，使用峰值流量。
布面罩
布面覆盖物旨在在穿戴者身患以下情况时保护他人
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染但没有症状。布面罩不是
口罩，呼吸器或其他医疗个人防护设备。所有
在学校设施和校园内的个人必须准备穿上
如果另一个人出人意料地无法与他人保持距离，则要遮脸。全体学生
工作人员必须戴布面罩：
•只要它们在某人的6英尺范围内；
•在走廊上；
•在洗手间；和
•其他集合设置，包括总线。
学校将为员工（和学生，如果他们忘记了）提供可接受的面部遮盖
自己的），并有足够的供应，以供每位执行人员更换
订单202.16。学校将允许员工佩戴自己可接受的面孔
遮盖物，但可能不需要它们提供自己的遮盖物。员工与
医疗保健提供者的文件指出他们在医学上不能容忍面部
不需要这样做。
面部覆盖物可能对学生（尤其是年幼的学生）来说很难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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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天候设置（例如学校），因此安排休息时间很重要。面罩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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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不是放在：
•2岁以下的儿童；
•此类覆盖会损害其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学生，或
这种覆盖会给您带来挑战，分心或阻碍
教育服务和指导；
•呼吸困难或失去知觉的任何人；要么
•任何人无能为力或以其他方式无法去除抹布的脸
无需协助即可覆盖。
学校将向学生，家长/监护人和教职员工，承包商和学校提供指导
供应商：
•正确的方法来戴面罩；
•戴上手罩之前和之后洗手；
•丢弃一次性面罩的正确方法
•定期清洁可重复使用的面罩的重要性；和
•面罩仅供个人使用，不应共享。
信息和资源，以帮助学校指导正确使用和
清洁口罩可以在CDC网页的布面覆盖物上找到。
学生和教职员工可以使用其他个人防护装备（例如，在或
围绕嘴巴）的指导或干预措施，需要可视化
嘴唇和/或嘴巴的运动（例如言语治疗）。这些备用覆盖物可能
也适用于某些能够从视力中受益的学生（例如，听力障碍者）
工作人员更多的面孔。
病人管理
有生病症状的学生和教职员工必须送到卫生办公室。的
学校护士（注册专业护士，RN）将可供评估
个体为慢性疾病，例如哮喘和过敏或慢性
胃肠道疾病可能表现出与COVID-19相同的症状，但
既不会传染，也不会对公共健康构成威胁。
如果没有学校护士，学校将隔离并解雇任何学生或教职员工
发烧或COVID-19的其他症状但未由医务人员解释的成员
慢性健康状况，需要与医疗保健提供者进行跟进。学区将
与学校护士合作确定是否需要额外人员
协助完成诸如以下的非护理任务：
•学生监督；
•给父母/监护人的电话，短信或电子邮件；和
•协助完成护理以外的所有必要文书工作
文档。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在学校出现COVID-19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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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将遵守《教育法》第906条，该条规定……
公立学校显示任何可报告的传染病或传染病症状
根据《公共卫生法》，在
学校，他或她应被排除在学校之外，并立即安全地送回家
和适当的运输。学校卫生服务主任应立即通知学校
当地公共卫生机构根据公共卫生法应报告的任何疾病。的
学校卫生服务主任或其他根据指示行事的卫生专业人员
该主任的推荐，可以对教师和其他学校进行这样的评估
雇员，学校建筑物和场所，由其酌情决定
必须保护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
学校工作人员必须立即将任何学生或工作人员的疾病报告给学校护士或
学校反应小组组长。此类报告必须符合FERPA，并且
教育法2-d。如果护士选择去教室对学生进行评估，
这也应该以保护学生的机密性的方式进行。如果有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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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学生在等着看学校护士，将安排学生
至少相隔6英尺。每所学校将为学校卫生人员提供两个房间-一个
为受伤或需要药物或护理治疗的健康学生提供的空间，
另一个房间用来评估和照顾生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两个房间都需要一个
监督成年人在场，并应易于进入浴室和洗手池
手卫生用品。学校护士和其他学校卫生专业人员进行评估或
为生病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照料应遵循基于传播的预防措施，
包括使用适当的PPE（请参阅PPE一节）。
怀疑有COVID-19的学生在等候
父母/监护人必须隔离在与他人分开的房间或区域中，并且
使用适当的个人防护装备监督成人礼物。多名学生怀疑
如果可以分开至少6英尺，则COVID-19可能在此隔离室内
CDC和NYSDOH建议：
•封闭病人使用的区域，直到之后才使用这些区域
进行清洁和消毒；
•打开门窗外以增加该区域的空气流通。
•等待至少24小时后再进行清洁和消毒。如果等待24
小时不可行，请耐心等待；
•清洁和消毒可疑人员使用的所有区域或
确认具有COVID-19，例如办公室，教室，
浴室和公共区域。
•对该区域进行适当的清洁和消毒后，
可以重新打开使用。
•与人没有亲密接触或接近的人
怀疑或确认具有COVID-19的人可以返回到
清洁后立即进行活动并恢复学校活动
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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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参阅DOH的“ COVID-19之后对公共和私人雇员的临时指南”
“感染或接触”以获取有关“近距离和近距离”接触的信息。如果超过七个
自怀疑或确认访问过COVID-19的人以来已经过去了几天，
使用该设施后，无需进行额外的清洁和消毒，而是进行常规清洁和
消毒应继续进行。
如果没有单独的房间，患病的学生和学生之间应保持至少6英尺的距离
其他人。如果不能将它们与其他人隔离在一个单独的房间中，建议
如果生病的人可以的话，应向学生提供口罩（例如，布或手术口罩）
可以忍受并且不会呼吸困难，以防止可能
在等待回家的过程中将病毒传播给他人。推荐
那：
•应将学生从隔离区带到家长/监护人的身边；
•指示父母或监护人给他们的医疗保健提供者打电话，或者如果不给他们打电话
拥有医疗保健提供者，以跟进当地诊所或紧急护理中心；
•有症状的学生或职员生病时会遵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 待在家中”
指导，除非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当地地方部门另有指示
健康。如果学生或工作人员有紧急警告标志，例如麻烦
呼吸，持续的疼痛或胸部压力，新的困惑，无法唤醒，
嘴唇或脸发蓝，请致电911，并通知操作员该人可能患有COVID19;
•学校工作人员应注意以下情况的多系统炎症综合症的症状：
与COVID-19相关的儿童（MIS-C），是一种严重的疾病
在儿童和青少年中使用COVID-19。学校应通知家长/监护人
他们的孩子出现以下任何症状，建议孩子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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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推荐与医疗保健提供者立即跟进：
• 发热
•腹痛
•呕吐
•腹泻
• 颈部疼痛
•皮疹
• 布满血丝的眼睛
•感到特别累
•学校必须致电以下地区的紧急运输（911）
政策，对于任何显示以下任何紧急警告信号的学生
MIS-C或其他有关呼吸困难的迹象
•胸部疼痛或压力无法消失
•新的困惑
•无法唤醒或保持清醒
•嘴唇或脸发青
•严重的腹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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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学生或教职员工报告检测到COVID-19呈阳性，
学校管理者或其指定人员应通知当地卫生部门
部门确定学校社区需要采取哪些步骤。
患病后重返学校
学校必须遵循CDC的指导，允许学生或教职员工返回
表现出COVID-19症状后上学。如果一个人没有被诊断为
医疗保健提供者（医师，执业护士或医师助理）
他们可以返回学校的COVID-19：
• 3天不发烧，不减少发烧
药物，他们已经24小时感觉良好；
• 如果他们被诊断出患有其他疾病并且有医疗保健
提供者的书面说明，表明他们很显然可以重返学校。
如果医护人员根据检查结果将某人诊断为COVID-19，
他们的症状或没有通过COVID-19测试，但有症状，他们应该
不在学校，应该待在家里直到：
• 自患者首次出现症状以来已经至少十天了；
• 自发烧至少已经三天了（没有发烧
使用退烧药）；和
• 距患者的症状改善已经至少三天了，
包括咳嗽和呼吸急促。
CDC为处于家庭隔离状态的个人提供具体指导
关于何时结束隔离。停止隔离患有
COVID-19不在医疗保健设置中。
CDC建议停止已知感染者的隔离
在某些情况下，COVID-19似乎与关于
何时终止对已知暴露于COVID-19的人员的隔离。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建议根据暴露可能需要的时间，在接触后进行14天检疫
如果被感染会患病。因此，已知感染的人可能会
由于被隔离的可能性，被隔离的人要比被隔离的人更早离开隔离
已感染。
COVID-19测试
Herricks学区将遵守CDC的指导，而不是进行
COVID-19测试或要求对学生或教职员工进行测试或抗体测试
成员。是否需要进行测试的决定应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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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医疗保健提供者或当地卫生部门确定。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临时
针对K-12学校管理员进行SARS-CoV-2测试的注意事项。
联系人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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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触者追踪是由当地公共卫生部门执行的公共卫生职能
部门追踪所有与确诊的COVID病例有联系的人
19.这使公共卫生官员可以采取隔离措施或其他措施
限制病毒的传播。学校必须配合州和地方卫生
部门联系人跟踪。
学校将协助公共卫生部门了解谁曾联系过
在学校通过以下方式确诊的情况：
•准确记录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出勤记录；
•确保学生时间表是最新的；
•记录所有访客的日志，包括日期，时间和他们在学校的位置
参观
•为进入教室/办公室的任何访客，教职员工和学生保留日志
空间; 和
•协助当地卫生部门追踪学校中该人的所有联系方式
根据纽约州提供的协议，培训和工具
联系跟踪程序。这并不意味着学校必须有工作人员
参加合同跟踪程序。问题应针对当地卫生
部门。
Herricks学区将继续按照联邦的要求保密
以及国家法律法规。学校工作人员不应试图确定谁是
因接触而被学校排除在外，没有当地的指导和指示
健康部门。
学校停课
Herricks学区将与我们拿骚县的当地卫生机构合作
部门确定参数，条件或指标（例如，增加
旷课或学校社区疾病的加剧）将作为预警
迹象表明阳性的COVID-19病例可能会增加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如果出现以下情况，地区总监可能会考虑短期关闭学校
缺勤率会影响学校的安全运营能力。区
院长或他/她的指定人将咨询他们的医疗主管和/或当地
拿骚县卫生局在做出此类决定时。
清洁和消毒
学校范围的清洁工作包括教室，洗手间，自助餐厅，图书馆，操场，
和公共汽车。
•使用肥皂和水进行常规常规清洁将减少病毒的数量
表面和物体，可降低暴露的风险；
•使用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批准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针对 COVID-19。使用消毒剂的地方，应向产品注册
EPA和纽约州环境保护局（DEC）。频繁的
消毒多人接触的表面和物体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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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EPA 批准的消毒剂，则可以使用其他消毒剂
（例如，将1/3杯的漂白剂添加到1加仑的水或70％的酒精溶液中）。不要混在一起
漂白剂或其他清洁和消毒产品。这会导致烟雾
吸入可能非常危险。请将所有消毒剂放在
孩子们
•学校必须确定每个设施和区域的清洁和消毒频率
类型; 和
•学校必须保存日志，其中包括清洁和清洁的日期，时间和范围。
设施或区域中的消毒。
清洁计划包括有关保管人员和其他人员安全的注意事项
进行清洁或消毒的人员。为了消毒区域
经常对员工进行培训。
高脂的表面应该整天经常清洁和消毒。
高接触表面的示例包括：
•桌子；
• 门把手;
•电灯开关；
•台面；
•手柄；
•书桌；
•电话；
•键盘和平板电脑；
•厕所和洗手间；和
•水龙头。
使用消毒剂时，学生不应在场，也不应参加
在清洁和/或消毒活动中。
其他建议：
•安排清洁和/或更换加热/空调系统过滤器。
•打开窗户（如果可以安全地完成），以及在户外进行其他课程
增加气流的策略；
•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电子设备的清洁和消毒。
笔记本电脑，iPad或Chromebook等设备，键盘和计算机鼠标等，
使用之间。考虑使用电子产品的可擦盖。如果制造商的
指南不可用，请考虑使用至少含酒精的湿巾或喷雾剂
每CDC指南中70％的酒精彻底擦干表面以避免积聚
液体
学校卫生室清洁
每次使用以下物品后，必须对学校卫生办公室进行清洁：
●婴儿床；
●浴室；和
●卫生办公设备（例如血压袖带，耳镜，听诊器，
等），应按照制造商的说明进行清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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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尽可能使用一次性物品，包括：
●一次性枕头保护套；要么
●一次性温度计，或一次性温度计护套或探头，以及
一次性耳镜镜。
健康体检和筛查
由于COVID-19大流行及其对医疗保健提供者的影响，
美国商务部发布了根据COVID-19进行的健康检查备忘录
大流行，在学生延误入学时为学校提供指导
获得所需的健康体检以及有关
要求的健康检查表格要求的纽约学校健康检查表格。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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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指出：
•学校应继续接受健康检查证明，无论
在2021年1月31日或之前完成考试的表格；
•父母/监护人有更多时间来提供
完成对学校的健康检查；
•即使学生运动员能够参加2020年秋季运动季，即使
如果符合某些标准，则他们没有进行当前的健康检查；
•从2021年2月1日开始，对学校进行健康检查
已在《纽约州要求的健康检查表》或电子表格上填写
健康记录等效表格。该指令可能会根据
秋天的COVID-19大流行情况；和
•2020-2021年学校将取消听力，视力和脊柱侧弯检查
由于COVID-19危机而导致的一年，除非另外认为这种筛选
根据《专员条例》部分的修正案
136.3（e）。
健康和安全附加协议：
•如果父母/监护人的温度高于摄氏温度，则将其留在家中
在过去14天中的任何时间，即使已服用退烧药，其温度仍为100.0°F
管理，学生不再发烧。（DOH建议指南）。
•使用胶带或带有箭头的标志减少双向人流，并张贴
在常用区域和区域中表示6英尺距离的标牌/距离标记
排队的地方或人们聚集的地方（例如室外空间，教室，自助餐厅，
健康检查站）。
•如果发生以下情况，建筑管理部门可以将学生从建筑地点带走
他们不戴口罩等而使老师/学生处于危险之中。
•学生接受流感疫苗接种。
•工作人员接受流感疫苗接种。
•禁止共享食品和饮料（例如自助餐，小吃），除非
个人是同一家庭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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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时间表
学校可以使用灵活的日程安排模型来重组课程，
利用面对面，远程或混合学习模型的优势，并提供同步
和/或异步指令。
模型将需要考虑是否将某些学生优先安排亲自授课
或更频繁地根据教育或其他需求（例如，初中，
残疾，英语学习者），并且必须在平等，能力和社交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距离，个人防护装备，可行性和学习注意事项。
为了最大程度地进行现场指导，学校/地区应考虑采取以下措施：
已实施以减少学校设施和校园内的密度和聚集度，
在可能的情况下，例如：
●错开时间表，并在课间留出更多时间以减少交通拥堵
走廊，人行道和建筑物；和/或
●更改课程表的设计以适应社会疏离准则，包括
同类群组（例如，可选的课堂时间表，针对年轻人的全日制面对面学习
学生，以及年龄较大的学生的兼职远程学习）。
学校计划Herricks学区计划在学校开始时实施
2020-2021学年将是小学的全人模式和混合A / B
6到12年级的中学旋转模型。
小学模式：所有K至5年级的小学学生都将亲自上学
（面对面）每天一整天，包括午餐和休息时间。每天参加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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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
在学校停课的情况下-无论是间歇性还是全日制-小学都可以
过渡到混合或完全远程学习。每日时间表将保持不变。日常
参加者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参加。指令将混合
与课堂老师（包括特殊区域）的同步和异步机会
类。
学区认为面对面服务是我们最年轻和最需要的优先事项
学生们。重新开放计划包括每天亲自将所有K-5名学生带到学校。
建筑物。他们所有IEP授权的服务和支持都将亲自提供。至
最大限度地保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和安全，学生
可以与常见的支持服务一起安排在“豆荚”中，以避免与高
白天的人数。适当时将使用推送服务。什么时候
必要的学生可能会被拉到“吊舱”内的较小群体中，这将继续
每天都缩小班级规模。
初中和高中模式：中学将以A / B四级模式运营，
日混合旋转（蓝色A，蓝色B，银色A和银色B）。 在中学和高中
学校，每座大楼的学生人数将按字母顺序分为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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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列-A和B-这样兄弟姐妹将在同一个队列中并在同一天报告。
学生将有一天在学校亲自面对面，有一天在家里偏僻，然后跟随
9个钟的时间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至少要亲自到学校报告两次
周。
学区认为面对面服务是我们最年轻和最需要的优先事项
学生们。在中学阶段，通识教育学生将亲自轮流参加
天和所有ENL学生，特殊班级的学生以及拥有广泛特殊课程的学生
教育支持，例如接受众多综合性联合教学计划课程的人，
将接受日常的现场服务和指导。相关服务和支持服务将
为参加日常面对面课程和面对面学习的人提供面对面的服务
远程为那些隔天就读的学生提供服务。
在学生上学的日子里，可以使用技术来进行面对面的学习
在课堂上，以确保学生熟悉数字工具（例如，老师可能有
学生通过翻转网格进行协作，或通过Google课堂参与活动）。
在轮训期间，学生在远离家乡的日子里，他们会跟随
相同的铃声时间表。学习可能很大程度上是异步的（在线任务可能是
独立完成（例如测试或翻转视频课程）以及项目和选择
板，但可以包括同步的（即，在校学生的实时直播，小组直播）
通过数字分组讨论室或通过Google Meet等召开教师会议等方式进行学习。
如果学校停课-无论是间歇性还是全日制-初中和高中
能够按截断的响铃时间表过渡到完全远程学习。所有6年级的学生
12人将参加远程会议。期间将在实时（面对面）指导和
异步指令。每日出勤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进行
校园。
该地区已考虑降低建筑物内密度的方法。在
小学阶段，增加了每个年级的科目数量，以减少班级规模和
桌子之间保持6'的距离。在中学阶段，学区的混合模式有助于
通过减少一半的学生人数来降低教学楼内的密度
在任何一天参加。
在K-12各个级别，校长都希望错开到达和解雇时间，并增加
整个建筑物的入口和出口点的数量，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拥堵。
学校的时间表将由管理员和建筑物的家庭共享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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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根据我们的计划，所有时间表都可能会更改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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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所有小学生每天亲自到学校报告
一类样本时间表（不包括语言沉浸式）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8：40-9：00

交错的学生到达

9：00-10：00

埃拉

11:00-11:40

可能的活动：独立阅读；小组工作；读书俱乐部；同行
会议；师生大会
聚乙烯

图书馆

电脑

艺术

数学

12：45-1：45

2：15-2：45

音乐
午餐/休息时间

11：45-12：45

1：45-2：15

星期五

零食，包括洗手/伸展运动/休息

10：00-10：30
10:30 -11：00

星期四

SS

SS

科学

科学

科学/ SS

可能是课堂SEL活动（即响应式课堂）

2：45-3：05

交错解雇

*该示例旨在说明可能的基础课程表。它不代表

每堂课。基本时间表将由在每个建筑物上创建的主时间表确定。
每个老师和年级。初级班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ELA，一小时的
每天数学，每天科学或社会研究½小时，每天40分钟特殊课程以及一个
每天一小时的午餐（包括休息时间）。教师将与学生和家人分享他们的日程安排。
为了减少学校活动，学校将尽可能将学生保持在
确定的区域或教室，以保持“豆荚”（一群学生）的完整性。但是，学生
残疾学生将有最大的机会向残疾学生提供指导
可能-与他们的IEP保持一致。在提供亲自指导时，学校将确保健康
和安全要求不会导致残疾学生不必要地与
他们的非残障同伴。
特殊区域课程的老师将前往教室。学生将在户外参加体育和/或音乐
只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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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等级的语言浸入课程的示例时间表
居室A *

居室B *

交错的学生到达

8：40-9：00

交错的学生到达

英语素养

9：00-10：00

通过西班牙语识字
内容数学/科学

零食，包括手
洗涤/拉伸/运动中断

10：00-10：30

零食，包括手
洗涤/拉伸/运动中断

10:30 -11：00可能的活动：独立阅读；
小组工作；读书俱乐部；同行
会议；师生大会
11:00-11:40

特别地区类别：
体育，图书馆，音乐，计算机或艺术

可能的活动：独立阅读；
小组工作；读书俱乐部；同行
会议；师生大会
特别地区类别：
体育，图书馆，音乐，计算机或艺术

午餐/休息时间

11：45-12：45

午餐/休息时间

通过西班牙语识字
内容数学/科学

12：45-1：45

英语素养

社会研究/历史

1：45-2：15

社会研究/历史

2：15-2：45可能的活动：独立阅读；
小组工作；读书俱乐部；同行
会议；学生与老师会议；
课堂SEL活动（即响应式
课堂）

可能的活动：独立阅读；
小组工作；读书俱乐部；同行
会议；学生与老师会议；
课堂SEL活动（即响应式
课堂）

交错解雇

2：45-3：05

交错解雇

语言沉浸式课程的学生每天都会向自己的教室汇报。为了保存
该计划的完整性，学生将同时接触到英语读写能力和西班牙语
每日数学/科学。语言沉浸式老师将在中午之间在教室之间旅行，以提供
学生用西班牙语或英语授课。此外，会有一小部分学生
（2-3年级和4-5年级），他们将在6天之内轮流从教室抽出
整天骑自行车参加语言丰富/文化活动。
该示例旨在说明可能的基本语言沉浸式课程表。它不是
每个语言沉浸式课程的代表。基本时间表将由船长决定
在每个建筑物为每个老师和年级创建的时间表。老师将分享他们的时间表
与他们的学生和家人。
特殊区域课程的老师将前往教室。学生将在户外参加体育和/或音乐
只要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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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混合中学（Alt天）
第一天
6-12年级

同类群组A

第二天

蓝色A
在学校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第三天

蓝B
放学

第四天

银A
在学校

银B
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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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个工作日

远程学习
● 核心课程
● 蓝色情人节

9个工作日

远程学习
● 核心课程
● 银色日

特价商品

组别B

放学
远程学习
● 核心课程
● 蓝色情人节

在学校
9个工作日

特价商品
放学
远程学习
● 核心课程
● 银色日

特价商品

注意事项
混合/混合
学习：

6-12年级
● 每天上2课的班级

普通铃
时间表

周期
● 远程学习ALT

周期
● ALT DAY CLASS 1X PER

天
●按字母顺序拆分

在学校
9个工作日

特价商品

教学人员
● 每天亲自授课
● 教相同的课程并
准备相同的远程课程：
○第1天和第2天
○第3天和第4天
● REMOTE DAY可能包括
小组，测试，扩展活动，
录制的课程，同步和
学生的异步体验

中学将以A / B四天混合循环（蓝色A，蓝色B，银色A和
银B）。 在中学和高中，每座大楼的学生人数将分为
按字母顺序分为两个半数（A和B），以便兄弟姐妹处于同一队列中并报告
在同一天。学生将有一天在学校亲自面对面，有一天在家偏远
并遵循9个钟的时间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至少要亲自到学校报告两次
周。
学区认为面对面服务是我们年龄最小和需求最大的学生的优先考虑。上
中学阶段，通识教育学生将隔天和所有ENL亲自参加
学生，特殊班级的学生以及具有广泛特殊教育支持的学生，例如那些
接受众多综合性联合教学计划课程，每天将接受面对面的服务，以及
指令。对于每天参加以下活动的人员，将亲自提供相关服务和支持服务：
个人课程，以及面对面参加远程学习的学生的面对面和远程相结合的课程
隔天。
在学生上学的日子里，可以在学习期间使用技术来进行面对面学习
上课，以确保学生熟悉数字工具（例如，老师可能会让学生
通过翻转网格进行协作，或通过Google课堂参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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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轮岗期间学生在家中远程工作的日子里，他们将遵循相同的步骤
响铃时间表。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异步的（可以独立完成的在线任务，
例如测试或翻转的视频课程），以及项目和选择板，但可能包括
同步（即，在校学生的实时直播，通过数字分组直播小组中的同伴）
会议室或通过Google Meet等召开的教师会议）学习。
关于医疗弱势/高风险人群（NYSED指南第30-31页），该地区为
准备为社交疏远，附加的PPE提供附加或替代的规定，和/或提供
远程指令。学区将审查所有由于学生或学生的住宿要求。
家庭成员在医疗上易受伤害或因COVID-19引起的并发症处于高风险。确保
在医学上脆弱或处于高风险人群中的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过渡回学校后，学区将与学校卫生服务人员进行计划和协调，
NYSED要求的特殊教育人员，学生人事服务和行政部门
指导。如果父母/监护人选择不让孩子重返校园，则该地区已做好准备
远程提供指令。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特殊教育部分。
不论实施哪种教学模式，公平和获取将是所有人的优先事项
学生包括但不限于残疾学生，英语学习者和
无家可归的学生。
该地区已制定了时间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可以无缝过渡到完全远程
学校停课。平等和获得机会将是所有学生（包括残疾学生，
英语学习者和无家可归的学生。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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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远程（如果学校停课）
在小学进行完全远程授课时，每位老师的日程可能会有所不同
从样本中，但是，所有基本类都将与一些实时教学和
异步完成一些独立的工作。学生每天将至少有一个小时的ELA，
每天一小时的数学，每天½小时的科学或社会研究，½个小组
每周至少上课1次，每天上课40分钟。
老师每天还将举行至少½小时的办公时间，其中可能包括小团体
与特定的学生一起工作。
在完全远程模式中，语言沉浸式课程的学生将向他们的报告
每天都有“家庭房”。为了保持计划的完整性，学生将同时接触到
每日英语素养和西班牙语数学/科学。语言沉浸式老师
会在中午切换小组，以西班牙语或英语为学生提供指导。此外，
会有一小部分学生（2-3年级和4-5年级）被退学
以6天为周期轮流使用“家庭房”以参加一整天的语言学习
丰富/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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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基本远程学习时间表
语言沉浸
突出显示学生将要学习的时间
接受现场指导（约3个小时）
突出显示的时间表明学生可以
接受现场指导
8：30-9：00

可能的办公时间（如果未在
下午）

样本基本远程学习时间表
突出显示学生将要学习的时间
接受现场指导（约3个小时）
突出显示的时间表明学生可以
接受现场指导

8：30-9：00

可能的办公时间（如果未在
下午）

9：00-10：00英语读写能力或西班牙语
通过内容数学/科学进行扫盲

9：00-10：00 ELA

10：00-10：30伸展/运动休息/零食

10：00-10：30伸展/运动休息/零食

10：30-11：00

可能的活动：独立
读; 小组工作；书
俱乐部；同行会议；学生教师会议；SEL教室
活动（即响应式教室）

11：00-11：40艺术，音乐，计算机，图书馆和体育：
每周进行一次40分钟的在线课程。

10：30-11：00学生不一定在线
整个½小时。他们可能会工作
独立或有10分钟
预定的会议，例如
他们的老师或虚拟的同伴
分组讨论室。
老师可以拉小组
11：00-11：40艺术，音乐，计算机，图书馆和体育：
每周进行一次40分钟的在线课程。

11：35-12：35
午餐/休息时间

11：35-12：35
午餐/休息时间

12：45-1：45英语素养或西班牙语
通过内容数学/科学进行扫盲

12：45-1：45数学

1：45-2：15社会研究/历史

1：45-2：15社会研究/科学

2：15-2：45

可能的活动：独立
读; 小组工作；书
俱乐部；同行会议；学生教师会议；SEL教室
活动（即响应式教室）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2：15-2：45

小组/全班SEL
活动/办公时间
*可能会看到小的人群
一周内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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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3：15

可能的办公时间（如果未在
早上）

2：45-3：15

可能的办公时间（如果未在
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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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中学完全远程学习时间表
在学校停课的情况下-无论是间歇性还是全日制-初中和高中都能
在截断的响铃时间表上过渡到完全远程学习。所有6至12年级的学生都将参加
远程地。周期将在实时（面对面）指令和异步指令之间交替。
学生将每天与他们的老师进行一些接触。“弹性”期将是
学生参加小组工作，办公时间，指导会议和年级会议，
例如，在老师的指导下。每日出勤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进行
校园。
学生：11年级

蓝色奇数

蓝夜

银奇

银夜

8：15-8：50

第一期
人类系统

第一期
人类系统

第一期
人类系统

第一期
人类系统

8：55-9：30

第二期
英格朗

第二期
英格朗

第二期
英格朗

第二期
英格朗

9：35-10：10

第三期
阿米尔。历史

第三期
阿米尔。历史

第三期
阿米尔。历史

第三期
阿米尔。历史

10：15-10：50

断裂/弯曲

断裂/弯曲

断裂/弯曲

断裂/弯曲

10：55-11：30

第四期
AP物理1

第四期
AP物理1

11：35-12：10

第五期
物理教育

第五期
物理教育

12：15-12：50

第六期
午餐

第六期
午餐

第四期
AP物理1

第四期
AP物理1

第五期
AP物理1实验室

第五期
AP物理1实验室

第六期
午餐

第六期
午餐

12：55-1：30

第七期
虚拟实体。

第七期
虚拟实体。

第七期
虚拟实体。

1：35-2：10

第八期
国际化
商业

第八期
国际化
商业

第八期
国际化
商业

2：15-2：50

第九期
预计算

第九期
预计算

第八期
国际化
商业
第九期
预计算

俱乐部/额外帮助

3：00-3：30
5:00
作业到期

第九期
预计算

第七期
虚拟实体。

截止到下午5:00的所有作业
埃拉
健康/体育

数学
音乐

科学
相关艺术

SS
世界语

4天周期：每天上课（2场直播，独立1场）1.5课（3场直播，独立1场）Alt Day课（1场直播，
1个独立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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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勤和长期旷课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南》第81页）

因此，对于学校而言，使用多种创新方法来接触学生和学生至关重要。
没有参加远程学习的家庭。
重新开放强制性要求
•学校负责建立一种每天收集和报告的机制
老师/学生的参与度或出勤率，与教学设置无关。
出勤注意事项
某些混合模式可能不会适合与每个人联系的每个内容老师
学生每天都上课。在部门设置中尤其如此。
学校不妨指定每位房主任或顾问老师作为学校的日常工作。
联系以参加会议；
•在远程模型中监控出勤时应考虑灵活性。父母
日程安排，技术可用性或其他障碍可能会使学生无法参加
在特定时间与老师联系；
•在混合式面对面/远程学习模型的远程模式下，学区应
在最大程度上记录学生参加法定英语授课单元的情况
新语言和双语教育。
该学区将通过Google Meet和/或Infinite Campus收集并报告每日的出勤情况
无论设置如何。学区将协调为学生提供每日联系点
出勤目的。
无限校园是学区的学生管理系统（SMS）。IC混合学习
该工具将帮助学区维持我们的学校时间表，分配学生，保持成绩，以及
报告亲自和远程学习的出席情况。
Herricks学区建立了一种收集和报告日常教师的机制
通过地区学生信息系统Infinite吸引学生参与或出勤
校园。出勤数据将在学生信息报告系统或SIRS中报告
由我们的首席数据办公室根据纽约州法规和指南进行。
区议会政策5160学校出勤提供与学业相关的指导
失去教学时间的后果和在学生落后之前解决地址缺失的后果
学校。Herricks学区有多种方法可以联系到学生及其
没有从事远程学习的家庭（电话，电子邮件，短信和
字母）。
义务年龄的居民学生将不会在Herricks学校上学
2020年的学区，特许学校，非公立学校或获批准的家庭教育计划
将报告2021学年。学区将继续报告，直到学生超过
义务教育年龄，他们不再居住在学区中，或者已经提供学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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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已进入另一所教育课程并升入高中的文件
文凭。
技术与连接

（《纽约州教育与培训指南》第85-86页）

无论使用的是面对面，远程还是混合模式，学校都应寻求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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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范围内为学生和教师提供在其居住地使用的通道
在可行的情况下：
•计算设备，例如笔记本电脑，台式机，Chromebook，iPad或全尺寸平板电脑，用于
它们的专用；和
•足够程度的一致，可靠的高速互联网访问，以充分参与
在远程/在线学习中（例如，热点）。
重新开放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 了解所有学生和学生使用设备和高速宽带的程度
老师住在他们的住所；

该地区对家庭和教师进行了调查，以确定他们使用设备的程度
和他们居住地的高速宽带。此外，调查旨在
确定每个家庭需要多少个地区发行的设备，并确定是否
有足够的宽带供所有在家工作的学生和家长使用
一次上网。
• 在切实可行的范围内，解决提供设备和互联网访问的需求
当前没有足够访问权限的学生和教师；和
目前，学区准备为需要设备的所有学生和老师提供服务
使用地区发行的Chromebook。该地区正在研究提供所有服务的方式
6到12年级的学生使用1：1的设备。该地区还在探索如何提供
没有足够访问权限的家庭的热点。
• 为学生提供多种参与学习和示范的方式
掌握远程或混合模型中的学习标准，尤其是在所有情况下
学生还没有足够的设备和/或高速互联网访问权限。
通过混合学习策略，包括铅笔和纸，教科书，
操作员（根据需要）以及数字操作，教师将提供多种方式
学生从事学习并展示其掌握的内容。以及
系主任正在寻找方法，以在与学生相关的方面为学生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在线学习活动，功课和评估。考虑因素包括
各部门的作业提交数量惊人，而且截止日期还可以给学生更多
有时间完成他们的工作。这可能会减轻一些潜在的访问和
一些家庭可能正在遇到的连通性问题。
重新开放计划的注意事项
在学校制定重新开放计划时，应考虑以下建议：
对父母和监护人进行调查，以确定对计算设备和高级别访问权限的访问级别
快速的互联网，学生可以在其居住地访问。
确保调查旨在收集有用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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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访问”家用设备的指示不会
确保学生能够在特定时间和/或在一定时间内访问设备
在远程或联机设置中成功所需的时间。在许多家庭中，“获取”
可能意味着多个孩子共享一个设备，有时会与一个或多个成人共享
他们自己正在尝试远程工作。
•许多学生处于多个家庭成员连接到
通过数据计划有限的预付费手机上网，否则学生必须开车
距免费提供WIFI的停车场十五英里。
该地区正在为父母，学生和学生设计职业发展机会。
教师的主题，以帮助支持远程学习和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
各种在线工具。
基于春季远程学习经验和反馈的自我评估
从家长和老师那里，学区简化了我们将要使用的各种工具。
该地区还寻求使在线学习更加有效的工具。
教学与学习

（《纽约证券交易所指南》第89-103页）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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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 所有学校都必须确保其20202021学年。这样的计划必须准备面对面，远程和混合模型
教学。
学校计划该学区计划在2020年初实施如我们的重新开放计划所述，2021学年将是全人面模式
小学和六年级的中学混合A / B轮换模型
到12。
亲自

小学模式：所有K至5年级的小学学生都将在

每天（面对面）一人，包括午餐和休息日。日常
参加者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参加。
基本时间表将由在每个建筑物中创建的主时间表确定
每个老师和年级。初级班将至少有一个小时的ELA
每天，每天一小时的数学，每天½小时的科学或社会研究，40每天一分钟的特殊课程，以及每天在教室里一个小时的午餐（包括休息时间）。
教师将与学生和家人分享他们的日程安排。
学区认为面对面的服务是我们最小的年轻人
需要学生。重新开放计划包括每天亲自接待所有K-5名学生
到建筑物。他们在IEP中规定的所有服务和支持将在以下位置提供：
人。最大限度地维护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和安全
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将学生安排在具有共同支持服务的“豆荚”中，
避免在白天与大量人接触。推送服务将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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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的时候使用。必要时，可以将学生拉小些
“ pod”中的小组将全天不断缩小班级规模，因为
好。
语言沉浸式课程的学生每天将向他们的“教室”报告。至
保持计划的完整性，学生将同时接触英语
日常读写能力和西班牙语数学/科学。语言沉浸式老师将
在小组中午之间切换，以西班牙语或英语为学生提供指导。
此外，还会有一小部分学生（2-3年级和4-5年级）
每隔6天轮流从“家庭房”中退出，参加
全天的语言丰富/文化活动。
特殊区域课程的老师将前往教室。学生将参加体育课和/或
尽可能在户外播放音乐。

初中和高中模式：所有学生每天都会定期向学校报告
时间表。

关于医疗弱势/高风险人群（NYSED指南第30-31页），
地区准备为社会疏远和/或提供额外或替代的规定
远程提供指令。学区将审核所有住宿要求
由于学生或家庭成员的医疗脆弱性或高风险
COVID-19的并发症。确保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身体脆弱或处于高风险人群中，他们将过渡回学校，
学区将与学校卫生服务人员，特殊教育进行计划和协调
人员，学生人事服务和行政管理。
指导。如果父母/监护人选择不让孩子重返校园，
区准备远程提供指导。另请参阅特殊部分
教育更多细节。
杂种

基本模式：如果学校停课（无论是间歇性的还是全部的），
小学能够过渡到混合或完全远程学习。日常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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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安排与面对面保持一致。指令将是同步的
以及与课堂老师（包括特殊区域课程）的异步机会。
日常出勤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进行。

初中和高中模式：中学将在A / B上运营

四天混合旋转（蓝色A，蓝色B，银色A和银色B）。在初中
和高中时，每座大楼的学生人数将分为两半
按字母顺序分为两个队列-A和B-这样兄弟姐妹将在同一个队列中
将在同一天报告。学生将有一天在校轮候
并有一天在家遥不可及，并遵循9周期的响铃时间表。在这种模式下，学生
每周至少两次亲自上学。
学区认为面对面的服务是我们最小的年轻人
需要学生。在中学阶段，通识教育学生将亲自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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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隔日和所有ENL学生，特殊班级学生以及
广泛的特殊教育支持，例如获得众多综合合作社支持的人
授课计划课程，将每天接受面对面的服务和指导。有关
服务和支持服务将亲自为每天参加以下活动的人员提供：
人课程，并为那些参加课程的学生提供面对面和远程的组合
隔天亲自面谈。
在学生上学的日子里，可以使用
课堂上的技术，以确保学生熟悉数字工具（即
老师可以让学生通过翻转网格进行协作，或参加一项活动
通过Google课堂）。
在轮岗期间学生在家中远程工作的日子里，他们会
遵循相同的响铃时间表。学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异步的（在线任务
可以独立完成（例如测试或翻转视频课程），以及
项目和选择委员会，但可能包括同步的（即
学校同修，通过数字分组讨论室或老师会议生活的小组同伴
通过Google Meet等）学习。
关于医疗弱势/高风险人群（NYSED指南第30-31页），
地区准备为社会隔离提供更多或替代的规定，
附加的PPE，和/或远程提供指令。学区将审核所有请求
因学生或家庭成员在医疗上脆弱而住宿
因COVID-19引起的并发症高危。确保健康和安全
在医学上脆弱或处于高风险人群中的学生将过渡
到学校时，学区将与学校卫生服务人员进行计划和协调，
特殊教育人员，学生人员服务和管理
NYSED指南。如果父母/监护人选择不将孩子送回
学校，学区准备远程提供指导。另请参阅
有关特殊信息，请参见特殊教育。
完全远程

基本模型：在完全远程教学中，所有基本类都将使用

结合了学习策略和一些现场指导，并完成了一些独立的工作
异步地。学生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ELA，一个小时的
每天数学，每天科学或社会研究½小时，小组授课½
每周至少1x，每天40分钟的特殊课程。
老师每天还将举行至少½小时的办公时间，其中可能包括
小组工作或与特定学生一起工作。
在完全远程模式中，语言沉浸式课程的学生将向他们的报告
每天都有“家庭房”。为了保持计划的完整性，学生将被告知
每天都具备英语读写能力和西班牙语数学/科学能力。语言
浸入式老师将在中午改班，以向学生提供两种授课方式
西班牙语或英语。此外，还会有一小部分学生（2-3年级和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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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年级），将在6天之内轮流撤离“居室”
参加全天的语言丰富/文化活动。

初中和高中模式：如果学校停课，是否

间歇性的还是完全的-初中和高中能够过渡到完全偏远
按截断的铃铛时间表学习。所有6至12年级的学生都将远程参加。
周期将在实时（面对面）指令和异步指令之间交替
指令。学生将每天与他们的老师进行一些接触。的
“弹性”期将是学生参加小组工作，办公时间，
指导会议和年级会议，例如，在老师的指导下。
日常出勤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进行。
学校的时间表将由管理员和建筑物的家庭共享
教师。
• 教学必须与纽约州学习的成果保持一致
标准。
每年都要审查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和课程，以
确保它们严格，相关且与纽约州学习法保持一致
标准。K至12年级的所有级别的教学均与纽约保持一致
州学习标准。
• 公平必须是所有学校教学决定的核心。所有指示
应该进行开发，以便无论是亲自，远程还是通过
由于地方或公立学校停课，混合模式存在明显的机会
所有学生都可以使用的说明。此类机会必须保持一致
符合国家标准，并包括学生安排的例行互动时间
并寻求老师的反馈和支持。
所有指令，无论是面对面，远程还是通过混合模型，都将被混合*
一些现场指导和一些独立的工作。小学学生
每天至少有1个小时的ELA，每天有1个小时的数学，有½个小时的
每天进行科学或社会研究，每周至少进行1次½小组教学，并进行40每天分钟特别班。老师每天还将至少有½小时的办公时间，
其中可能包括小组工作或与特定学生一起工作。
所有6-12年级的学生都将与老师定期互动，无论
模型。学生将按钟表安排。课程将融合在一起，以便学生
每天与老师进行一些同步和异步互动。
日常出勤将通过Google Meet或Infinite Campus进行。
• 与学术课程保持一致的教学内容必须包括常规内容和实质内容
与授课方式无关的与适当认证的老师互动
（例如，亲自，远程或混合）。

41

第44页
重新开放计划•2020年7月

无论是面对面的，远程的，
或混合动力。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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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必须遵守在线学习协议，才能与之进行实质性互动
远程和/或混合学习期间的教师（请参阅链接）：Herricks在线学校
家庭礼节。
• 学校必须为学生及其学习方式制定清晰的沟通计划
家庭/照顾者可以联系学校和老师，询问有关他们的问题
教学和/或技术。这些信息需要所有人都可以访问，
可根据地区或特许学校的需要提供多种语言，广泛
传播，并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清晰和多种方式
与学校和老师联系（例如，电子邮件，在线平台和/或通过电话）。
每个教学楼都有一份沟通计划，其中概述了
如有疑问或疑虑，如何联系适当的学校要点人员。
重新开放计划的注意事项
•发展包容性，文化响应性的教学经验，考虑
所有学生的需求，并遵守所有已建立的州法规和准则（请
有关更多特定信息，请参见特殊教育和英语学习者部分
指导）。
独特性对所有学习者的需求敏感。教学将在文化上
响应迅速，考虑所有学生的需求，并坚持所有已建立的状态
规定和准则（请参阅特殊教育和英语
学习者部分提供了更具体的指导）。
•制定计划，为因2019-2020年学校关闭而支持学生的计划，
需要更多的社会，情感或学术支持，以确保在2020年获得成功
2021学年。学生及其家人应参与任何活动的计划
在可行的情况下进行补救或支持。
与PPS和州长协调的地区社会情感委员会
指导正在制定一项计划，以支持由于2019-2020年学校的学生
关闭，需要其他社会，情感或学术支持，以确保成功
2020-2021学年。该地区的目的是让学生和家长参与
与个别学生及其补救或支持有关的任何决策
需要。
•保持对2020年学校停课期间学生学习损失的积极心态。
给学生足够的时间以使其重新适应学校的环境。在学生之前
评估，花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并营造安全，舒适和
常规。
尽管我们了解到，我们有可能不可避免地会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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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流行，该地区打算利用任何面对面的时间与
今年秋天，学生们为我们提供了建立社区和安全文化的机会
学生们。我们正在采取多方面的方法，其中包括学术支持，例如
就像心理健康支持一样。
•使用本地确定的形成或诊断评估来确定个体
学生需求并寻求额外帮助，以确保学术和社会情感需求
已解决。
我们正在采取多方面的方法，其中包括尽可能多的学术支持
心理健康支持。该地区将使用当地评估以及诊断
评估，例如NWEA，拨款和TC运行记录，以确定和
满足学生的需求。
•为员工提供机会，让他们在开学前见面，讨论个人
学生的需求，并与以下人员的面对面，远程或混合模型分享最佳实践
学习。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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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将在开学前三天从事专业
开发，分享最佳实践，进行一些课程编写并进行讨论
个别学生的需求。
•确定管理员，教师和其他任何其他专业发展需求
下学年的助教，尤其是与
远程教学和技术使用。
师生将在开学前三天参与
专业发展并分享与远程教学，行为有关的最佳实践
一些课程写作，并讨论个别学生的需求。
•为学生和家庭/护理人员提供培训和支持，以确保舒适和放松
教学程序以及用于交付的任何技术平台和设备
指令。
除了资源和培训外，该地区还可以利用我们的员工，该地区
还订阅了拿骚BOCES家长教育，为家长提供免费课程，让他们
确保教学程序的简便性。
该地区正在为父母，学生和学生设计职业发展机会。
教师的主题，以帮助支持远程学习和了解如何有效地使用
各种在线工具。
基于春季远程学习经验和反馈的自我评估
从家长和老师那里，学区简化了我们将要使用的各种工具。
该地区还寻求使在线学习更加有效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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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学习

重新开放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 实行幼儿园计划的地区和学校必须包括
幼儿园前的教学和活动中概述的强制性要求
在上面学习。
该地区未运行Pre-K程序。
• 所有具有直接合同或备忘录的学前班计划
与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谅解备忘录（MoU）必须向纽约市办公室提交重新开放计划
早期学习。有关格式和提交要求的其他信息
即将面世。
该地区未运行Pre-K程序。
• 与包括CBO在内的合格机构签约以提供服务的地区
幼儿园前的计划必须证明其已采取措施以确保
与他们签约的合格机构将遵循健康和安全准则
本指南中概述了纽约州国务院的要求
健康。学区还必须确保其合格的机构具有连续性。
针对个人，远程和混合教学模型的学习计划。
UPK计划是由CBO的Harbour Child Care承包的。港口儿童保育
已确认他们将遵守
NYSED指南，并由纽约州卫生部要求。代理商
还向学区保证，他们正在制定一项学习连续性计划，
解决了面对面的，远程的和混合的教学模型。

幼儿园/幼儿园的筛选注意事项和灵活性

•应尽快进行幼儿园和幼儿园的筛查，
遵循纽约州卫生部的指导。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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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NYCRR 117.3（b），各地区必须在2020年12月1日之前完成对
新学生。被学区筛选为学前班学生的学生，
根据规定，不必在幼儿园进行放映。
•为了提供灵活性，如果学校因COVID-19而关闭，任何学生
初次进入纽约州公立学校或正在重新入学的人
在2020年12月1日之后没有事先筛选记录的约克州公立学校应
尽快进行筛选。
该地区将在考虑后尽快进行幼儿园检查
首次进入学校系统时学生的舒适度水平。放映
将于12月1日完成。员工将使用适当的健康和安全规程
进行检查。
K-6年级
•根据专员的规定，所有学生应接受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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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他们达到国家学习标准。
•对于具有以下条件的任何科目，没有K-6年级的科目特定时间要求：
体育课除外（请参阅体育课的另一部分）。
•学校必须为完全远程学习的可能应变计划。
•。。。学校应努力确保教师在某些情况下每天与学生接触
格式，以支持他们的学术需求和社会情感幸福感。
•学校负责建立报告机制以跟踪老师/学生
不论教学设置如何，都可以联系。（请参阅本指南的出勤部分）
7-12年级–学习单元
•根据局长的规定100.4和100.5，应向所有学生提供
旨在使他们达到国家学习标准的指导。
•研究定义单位（每周180分钟或同等水平）提供了
这些年级的学生的教学权利框架。意向
是为了提供学校必须达到的法定最低教学量（联系时间）
提供以使学生有机会掌握特定内容
学科。
•重要的是要确保所有学生都能公平获得高质量的严格课程
教学机会和经验，由高素质，认证的人员提供
教学专业人员，胜任该课程的内容或学科。
•地区在开发或采用新的技术时应考虑的关键问题
教学方式如下：教学经验是什么时候
被视为一个整体，其严格性，范围和大小可与传统
交付（180分钟/周）学习单元？
教学经验不仅仅定义为学生在老师或老师面前度过的时间
在屏幕前，但有时间在指导和指导下进行基于标准的学习
老师的指导。这些经验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在线完成
模块或任务；观看教学视频；回应职位或讲师的问题；
与其他班级参与者进行在线或电话讨论；进行研究;
做项目；或通过在线平台或通过电话与讲师面对面开会。
学校必须确保学习得到支持，学生可以从学校获得帮助。
合格的老师在需要的时候。
根据专员规章的科学实验室要求，这些课程最终导致
摄政科学考试必须包括1200分钟的实验室经验。因为
由于COVID-19（1200通过动手实验室经验，虚拟实验室可以满足分钟的实验室要求
经验，或虚拟和动手实验室经验的结合，以及
2020-21学年的实验室报告令人满意。该实验室要求是对
课程要求，使学生有资格参加最高的摄政考试。
科学实验室的要求将通过实验室经验的混合模型来满足。而在
在学校，计划动手实验室的经验。还将分配虚拟实验室活动，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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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几个不同的平台。老师们正在暑期工作坊进行修改
当前将要进行的实验室实验。正在评估几个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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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但不限于哈佛大学的Flinn Scientific和LabX。小发明将
用于6-8年级。所有实验报告都将记录在纸上或指定的Google中
教室文件夹。
另请参阅所有与日程安排和教学有关的先前部分。

特殊地区

在小学阶段，所有特殊课程都将在常规教室中进行。特别区域
教师将在教室之间转移，以提供艺术，音乐，体育，
计算机和图书馆的指示。
在中学阶段，学生将参加他们的特殊/选修课。班级人数已
人数减少或教室搬迁以确保社会距离至少为6'。
体育和音乐将在可行的情况下在室外进行。在某些情况下，体育专业的学生和
音乐课需要保持12'的距离
特殊地区的老师将限制学生之间的物资共享。

艺术类

由于艺术教学具有亲身实践的性质，因此应同时考虑两者
艺术教学空间的管理以及教学方法的开发
通过远程或混合模型教授艺术。
面对面教学模型
该地区将把以下考虑因素付诸实践
•考虑学生在设计明年的课程时已经学到了什么。
在以前的远程学习中，学生们专注于哪些艺术过程？什么
在2020-2021学年可能需要强调吗？
•预先准备可能的远程课程，以增强和适应教室
指导为将来可能关闭学校做准备。
o维持学习计划和课程设置，以确保公平，
由以下人员为所有学生提供的高质量，连续，基于标准的指导
高素质的音乐教育者。
o继续完全访问所有型号的初学者乐器音乐。（在
人，混合和远程）
o优先考虑整个孩子的成长。强调
通过艺术进行社会情感学习。
o按照社会疏远规则和所有安全法规，我们的
面对面的艺术任务，活动和项目将修订为
个人，而不是任何小组或协作工作。
o艺术节目将尽可能展示
学生在工作
亲自或远程工作（作为部门。年份）
端区艺术展）。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和有价值的组成部分
我们地区的艺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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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教室，水槽，服装，乐器，镜子，道具和其他共享材料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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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应遵照CDC州和地方有关指南进行清洁。
这包括晾衣架，更衣室，画架，舞台/舞蹈工作室地板和音乐
站立。
•和大声说话一样，唱歌可以传播病毒。考虑多吃点
预防措施，例如在外面合唱和增加学生之间的距离。
•考虑要求学生维护“高接触”用品的个别套件，例如
剪刀，记号笔，铅笔，橡皮擦等，以限制学生之间的物资共享。
如果学校或学生返回，这些用品也可以带回家使用。
远程学习。
•请勿在学生或教职员工之间共享乐器。
•负责方应确保各个方向的距离为十二英尺
保持恢复，重建和更新：纽约学校的精神
有关本指南的问题，请直接联系reopeningguidance@nysed.gov 100
参加活动时个人之间的沟通需要投射声音（例如，
唱歌），吹奏乐器。
音乐老师将在适当时使用放大系统。哪里
为了维护健康和安全，将安排大型演出
小团体。音乐将把课程重点转移到独奏和小型合奏
工作。音乐部门也将从音乐会形式转变为
独奏/虚拟格式。该地区将保持小型的同类团体
可能的话，用于课程/部分教学的乐器和声音。
•考虑限制通常难以清洁的用品的使用或替代品
如粘土回收。
•在地板上创建视觉效果和标记，以加强社交距离并管理
教室里学生的流向。
•手部卫生用品应靠近共用的材料和表面。
•增加过渡时间以考虑清洁所需的时间。
在处理乐器方面，我们将遵循美国国家音乐协会
教育（NAfME）COVID-19仪器清洁指南和NYSSMA
委员会弦乐指南。
远程教学模型
•通过计划可以连接和关联的个性化项目来为远程学习做准备
加强面对面的课堂学习。
•预先考虑可能建议学生使用的材料
在家中或创建可以在家中轻松找到的物品来完成的任务。
•制定计划，以分配学生的作业，反馈并跟踪他们的进度。
•考虑结合同步和异步学习机会以保持
社区和教师访问。
•继续提供数字和非数字选项，以分享学生的创意作品
和课堂社区内以及整个学校的表演
社区。
混合教学模型
•组织必修课，具体取决于必须亲自完成的课程
可以远程完成以支持现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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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锚定标准，创建和演示更适合亲自使用
说明，而“响应和连接”是可能能够成为
在远程教学模型中解决。
•确定与学生联系并支持学生边学习的方法
在家里。
•在面对面的指导中，让学生掌握他们将要掌握的技能和知识
远程工作时的需求（例如，在线平台，工具，可用资源等）。
•使用数字平台和其他方法，使学生能够在以下方面进行协作
即使在家也可以进行小组项目。
•专注于个性化学习。
•利用资源，例如数字实地考察和在线艺术收藏。资源如
这些可以在连续学习网站上找到。
•继续提供数字和非数字选项，以分享学生的创意作品
和课堂社区内以及整个学校的表演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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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

艺术课程将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数字演示
一边工作
亲自或远程工作（与部门一样）。
地区艺术展）。这是我们地区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组成部分
艺术课程。
职业和技术教育（CTE）

CTE课程作业必须继续由经过适当认证的CTE老师教授。讲师
需要针对特定内容区域（例如，健康）持有NYS专业执照的人
科学，理发，外观改善）必须保持此类许可不变。所有
CTE实验室/临床指导和监督必须由适当的人员提供
认证的CTE老师。允许其他员工灵活（在CTE的指导下
老师）在非实验室/临床环境中监督学生团体，以更好地坚持社交
疏远准则。CTE内容和交付的注意事项包括：
● 修改学习方式以实现社交距离和/或远程学习
为了与社会隔离的规则和所有安全法规保持一致，我们本人
CTE /艺术任务，活动和项目将被修改为个人而不是个人
任何小组或合作的工作。
● 保持学生远程参与
尽可能地，CTE /艺术课程将展示学生的数字演示文稿
在亲自或远程工作时工作（与部门一样）
端区艺术展）。这是我们地区非常重要和宝贵的组成部分
CTE /艺术课程。
基于工作的学习
学区和BOCES将需要与所有商业和行业合作伙伴合作以
确定并确保安全健康的基于工作的学习机会。学生应该
提供了亲身或远程参与基于工作的学习的机会
可能的程度。在实施2020-2021学年的基于工作的学习时，请考虑
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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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理
•所有注册的基于工作的学习计划都必须得到适当的监督
经过认证的基于工作的学习协调员。
•请参阅基于工作的学习手册，以获取有关认证以及如何进行认证的指南
经常应该对学生进行监督。
该计划由具有证书资格的协调员适当监督，该协调员必须遵守
基于工作的学习指南。
工作地点安置
•根据地区或行业的不同，业务伙伴可能会减少
赞助学生获得基于工作的学习经验的能力。优先体验
应该给那些需要基于工作时间学习的学生
毕业或CDOS退出证书要求。基于工作的学习协调员
应尽可能积极地满足工商业的需求
变化迅速。
计划要求的灵活性
•注册的实习计划（CEIP，合作社，GEWEP和WECEP）：实习时间
在可行的情况下，注册程序的注册可能会以完全远程的格式完成。的
基于工作的学习协调员和其他感兴趣的学校工作人员应确定
与企业和行业合作伙伴的协作，其中远程和/或混合（某些
根据学生的培训计划，可以在现场进行一些远程体验。
•非注册的基于工作的学习经验：何时何地可行
在学校工作人员的监督下，未注册的基于工作的学习经历可能是
以远程或混合格式进行。
•对于那些需要最少基于工作学习时间的计划，
学校应努力提供全面和彻底的基于工作的学习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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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学生需求的体验（可以通过远程或混合方式，
如果可行）。但是，如果学生不符合要求，学校可以行使酌处权。
为所需程序和/或证书设置的最低小时数要求。
•卫生科学专业的学生必须在
卫生署制定的规定。部门的所有规定
规划和监督临床经验时必须遵循健康原则。
•必须在外观改善计划中为学生提供受监督的临床经验
符合国务院规定的所有准则。
•校本企业必须遵守纽约州卫生部的所有准则，
清洁和社会疏远。考虑其他交易方式（例如直接交易
送货，电子商务等）。
如果由于Covid而无法将学生安排为亲自亲身实习
根据安全法规，远程WBL程序仍然可以非常成功。学生将
能够创建自己的职业简历，从事职业研究项目以及
学习重要的面试技巧和技巧，以及参加远程模拟
面试 当地的公司和组织也将能够给学生带来问题
解决与业务相关的项目，他们可以远程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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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障学生注意事项：
PPS部门与特殊教育高中主席合作，
过渡协调员，建筑和区域管理员共同设计基于工作的
与学生的个性化教育计划目标及其学习目标相符的学习经历
中学后的个人目标。在学校停课期间以及
重新开放，考虑最符合这些标准并保持适当条件的网站
在适当的时候以及在父母和潜在企业的时候，将继续探索个人防护装备
同意。在老师和工作教练的支持下，高中PAES实验室可以
更大程度地利用培训学生必要的职业技能，为他们做准备
高中毕业后的生活 在学区和建筑物中，展示位置将用于
今年也是如此。学生和教职员工将参加广泛的个人防护装备培训，
支持。
学术干预服务
3-8年级的学生，包括残疾学生和英语学习者
处于未达到英国语言艺术，数学，
社会研究和/或科学有权获得以下方面的学术干预服务：
符合专员条例第100.2（ee）条的规定。作为纽约州
在2019-20学年未进行3-8年级的评估，各学区应使用
地区制定的程序将在每个年级统一应用，以确定哪个
学生有权获得此类服务。地区可能会考虑多个学生的分数
学生成绩的衡量标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一项或多项
以下措施：
•发展阅读评估
•基准和课程嵌入式评估
•共同的形成性评估
•单元和课程评估
•心理教育评估的结果
•对视力，听力和身体残疾进行诊断性筛查，并对
专员条例第117部分规定的可能残障
对于所有K至12年级的学生，学区使用其他当地标准
以及州分数，以识别AIS的学生。
MS老师使用数据提出建议，以帮助MS辅导员提高HS
时间表。对于8年级到9年级，工作人员可以使用NWEA数据，年级和
老师的建议。状态评估只是一项数据。每
HS的部门也有自己的程序来为
支持服务，包括传统成绩，当前和/或当前的学生表现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42/81

7/31/2020

•2020年7月

之前的课程和老师的建议。另外，还有协议
由AIS中学协调员建立，以推荐学生
Excel和学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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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中阶段，一直依靠摄政考试成绩作为一种方法
退出AIS。但是，我们在识别具有AIS的学生方面做得很好
需要。
等级
确定分级政策仍然是每个本地学校或地区的权限。
由于受到地方控制，这些政策在全州范围内差异很大。鉴于灵活的教学
模式，学校应制定适用于每种模式的清晰且清晰的分级政策
对学生，父母和看护人透明。此类政策应与
课程的成果和国家的学习标准。
该地区将遵循批准的地区分级政策。
评估
以下是一些地区或特许学校可能希望考虑的标准
制定2020-2021学年的评估计划：
•专注于预评估和嵌入式形成性评估，以指导教学
•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时间和机会，以进行合作并为创建
预评估
该地区已经并将继续为教育工作者提供合作的机会
创建评估，包括预评估，形成性评估，基于项目
评估和总结性评估。
https://www.edutopia.org/article/summative-assessmentment-distance-learning
•在计划方法时考虑一些学生的考试适应需求
进行评估。
所有老师都与PPS和特殊教育人员合作，以达到最佳效果
在计划，准备和准备时，了解残障学生的独特需求
执行评估。.他们在理解和遵守第408章的前提下
IEP的实施以及第504节住宿计划。
•确定一套可用于各种教学模型的评估工具，
远程，混合和面对面
学区正在购买Q Interactive iPad测试系统，以更好地确保安全
管理和处理测试材料。地区提供者参加网络研讨会和
就可以远程管理的适当措施进行培训。
•制定策略，确定需要学术干预的学生
服务部（AIS）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指导和计划提供以下服务：
人，远程或混合模型。
对于所有K至12年级的学生，学区使用其他当地标准
以及州分数以识别学生参加AIS，包括但不限于
内部教师建议，学生表现，课程成绩，NWEA
评估以及其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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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放计划的强制性要求

特殊教育

•学校重新开放计划，无论是亲自，远程和/或提供服务
通过混合模型，必须解决与FAPE需求相一致的规定
保护残疾学生和提供特殊服务的学生的健康和安全
教育和服务。
学区将为每位残疾学生提供FAPE服务，同时保护他们
残疾学生以及特殊服务提供者的健康和安全
教育支持和服务。在任何时候都将保持健康和安全预防措施
根据NYSED，NYSDOH，NCDOH和CDC的建议。IEP的任务将是
无论是面对面，远程还是通过混合方式提供，都将尽可能地提供
模型。
•学校的重开计划必须解决家长对家长的有意义的参与。
有关向以下人员提供服务的首选语言或沟通方式
他/她的孩子符合IDEA的要求。
学区的重新开放计划包括与家长/监护人就以下事项进行沟通
通过电子方式发送的信件和文件，通过
邮件，并通过学区网站。学生人事服务部维护
与地区SEPTA进行持续沟通，并收到有关
在关闭和重新开放过程中学生和家庭的需求。
计划在下一学年为家长提供培训/支持课程，以解决这些问题并
其他预期需求。Propio语言服务用于解释为以下目的
父母偏爱的语言以及Google Translate用于文档的使用。父母
无论是通过电子邮件还是通过电话交谈收到的问题，都会在
持续及时地进行。家长调查和结果的后续分析有助于
提供有关提供特殊教育支持和服务的明智决定
在关闭期间以及在计划秋季重新开放期间。
•学校的重新开放计划必须解决各委员会之间的合作。
学前特殊教育（CPSE）和特殊教育委员会（CSE）以及
计划提供者，代表为学生提供服务的各种设置，以确保
对提供符合以下条件的服务的理解：
关于个性化教育计划（IEP）的建议，监督计划和
交流学生的进步，并致力于共享资源。
特殊教育委员会和学前特殊教育委员会沟通所有
期望，NYSED和DOH / CDC对所有特殊服务提供商的建议和要求
教育支持和服务，包括地区员工，外部供应商和代理商，以及
超出州政府批准的日间住宿计划。提供的方向是
服务，文档和进度监视。
•学校的重新开放计划必须确保获得必要的住宿，
修改，补充援助和服务以及技术（包括辅助技术）
技术），以满足学生与残疾相关的独特需求。
所有特殊教育支持和服务提供者均遵守该法规的第408章。
向所有人提供专业发展机会，文章，信息和资源
工作人员和提供者关于住宿，改建，补充的实施
辅助技术和服务，包括辅助技术，以满足单个学生的独特需求
在IEP实施的所有模式和方式下。可以更好地访问和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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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造性和创新性方法正在通过人类和
在各种学习环境中适应教学要求的环境资源，包括
面对面，远程和/或混合实施模型。区增加了
利用专业和顾问的支持进行在线和亲自指导
由老师提供。支持地区员工和外部顾问注意
鼓励每位残疾学生的独特和个性化需求，并鼓励他们
建议修改以供CSE和/或CPSE考虑，以最好地支持学生的
需要。
•学校重新开放计划必须解决如何记录计划和服务的情况
提供给残障学生，以及与父母的交流，
以他们首选的语言或沟通方式。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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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学区通过Frontline IEP利用有关计划和服务的电子文档
以及相关的服务日志，医疗日志和IEP的在线电子进度监控
目标和目的。此信息通过以下方式以其首选语言与父母共享：
口译服务，包括Propio语言服务和Google翻译。区
网站也可以翻译成父母/监护人的首选语言。所有特殊教育
提供者和老师将保留详细的记录，包括提供的服务，日期，频率，
比率和持续时间。在2020年春季关闭期间，进行了所有年度审核，
实际上，在父母/监护人的帮助下，提出了适当的建议，并且
以学生需求的最大利益记录下来。所有IEP和PWN已发送到
家庭通过安全的加密电子邮件和/或邮件中的纸质副本。父母进步
报告的发布时间和频率与报告卡相同。
重新开放计划的注意事项
•学校重新开放计划鼓励CPSE / CSE制定应急计划，以
在未来可能出现间歇性问题时解决学生的远程学习需求
延长学校停课时间。
该区正在计划三种方案：面对面，远程和混合提供
IEP的指导和实施。在2020年夏季实施
在ESY程序中，所有3个模型都被使用。逐步进行了面对面编程，以进行监控
利用预防措施，继续与家人进行持续沟通，并确保
学生和员工。同样，9月的计划将纳入IEP的最佳做法
与家人和员工进行持续沟通以实现专业发展
以及家长的教育和支持，以提高远程教育的效率和个性化
向所有学生，尤其是对我们的残疾学生学习。因此，我们将
如果情况需要，可以随时准备切换到远程学习
部分或全部学生人口。
•学校重新开放计划将面对面服务视为高需求学生的优先事项
以及学前残疾学生。
学区认为面对面服务是我们最年轻和最需要的优先事项
学生们。重新开放计划包括每天亲自将所有K-5名学生带到学校。
建筑物。他们所有IEP授权的服务和支持都将亲自提供。至
最大限度地保持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和安全，学生
可以与常见的支持服务一起安排在“豆荚”中，以避免与高
白天的人数。适当时将使用推送服务。什么时候
必要的学生可能会被拉到“吊舱”内的较小群体中，这将继续
每天都缩小班级规模。在中学阶段，通识教育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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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隔天亲自出席，但所有ENL学生，特殊班级的学生以及
具有广泛特殊教育支持的学生，例如接受众多综合教育的学生
联合教学课程将接受日常的现场服务和指导。有关
服务和支持服务将亲自为每天亲自参加的人提供
课程，以及面对面和远程就读的学生的组合
隔天。CPSE建议包括正在进行亲自服务的计划
只要有可能，并应父母的要求。详细计划远程和/或混合提供
如果有必要的话，将在适当位置提供指令以确保顺利过渡到远程指令
时间。
IEP实施文件
•学校必须确定他们将如何处理和维护其他文件
关于由于远程教学和返校而导致的学生需求变化的问题
传统的课堂环境经过长时间的面对面教学之后。
特殊教育的老师和提供者将在返回学校之前尽早评估需求的任何变化。
通过获取有关所有IEP目标的基准数据来确定教室和/或学习环境。CSE
可以考虑考虑任何其他目标或需求变化。如果适当的话，目标可以
通过修正协议进行修正，不开会。
•学校必须确定如何在指导书上保存文档，并
提供给每个学生的服务，以便可以将其传达给
在进行任何个性化确定时应考虑使用CPSE / CSE
随后的学生需求，包括过渡服务。
在召开任何CSE或CPSE会议之前，有关提供以下内容的文档
在学校关闭期间提供的服务将收集到供审核和考虑。
会议。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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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必须考虑如何对学生进行形成性评估和持续监控
将记录和维护进度，以及如何记录该文档
CPSE / CSE和家长可以使用他们喜欢的语言或方式
通讯。
老师和提供者将保持关于学生收集的所有数据的准确记录
绩效和进度监控，将与所有CSE和CPSE分享
在会议上审议。此类信息将与所有委员会成员共享，
（包括父母），并翻译成他们喜欢的语言。
•学校必须保留与家长合作的文件，以开发任何
可能在学校关闭期间实施的应急远程学习计划。
在开发应急预案时，将征求，审查和考虑家长的意见
适用于所有学生的学习计划，包括有特殊需求的学生。输入将通过以下方式接收
调查，会议，电子邮件和电话交谈。信息共享会议，讨论
家长培训课程将与学区的SEPTA和
地区重新开放工作队。解决学生独特需求的策略和支持将是
与父母合作开发，可以远程实施。
●学校必须记录持续向个人提供补偿服务的情况
重新开放的学生。然后，文档将提供给父母，
CPSE / CSE和其他相关方，以其首选的语言或方式
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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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P和/或CSE计划审核会议IEP的修订将记录以下内容：
提供给学生的所有补偿服务，将被翻译成父母的
适当的首选语言。
转介
•在介绍学生接受特殊教育之前，学区应考虑到
考虑所有可能影响学生在学校学习过程的因素
因COVID-19而关闭。如果学区怀疑学生有残障，
它必须转介学生进行初步的特殊教育评估并取得父母
同意进行评估。但是，如果出于以下原因，则不推荐转介
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学校停课和提供的教育有所变化。
所有家长转介和学校工作人员转介的请求均应视为平常
按照《专员条例》第200.4（a）条的程序进行。
建筑物IST和PPT将定期开会，以监控有风险的学生。数据将
收集，进行评估和干预措施，并监控进度
通过MTSS解决学术和情感问题。所有推荐给CSE的都是
按照《专员条例》第200.4（a）条的程序视为正常情况。
初步评估和重新评估
•重新开放计划必须确保对特殊教育进行评估（即初次评估和
重新评估），可以在要求的时间范围内亲自进行或远程进行。
所有评估将在时间表内进行，无论是远程还是亲自进行，除非
家长/监护人已撤销评估许可。记录评论将是
在适当的情况下，用于不进行亲身或远程评估的情况下进行重新评估
可能或适当的。
•应考虑使用技术以满足评估和评估的时间表。
重新评估，必须远程进行。CPSE / CSE应该将记录审核到
确定哪些学生应进行初步评估或重新评估并制定计划
解决任何积压的评估。
在2020年夏季，将通过Frontline IEP创建所有清单
不完全的评估，即将进行的评估和针对20-21学校的重新评估
年。外部供应商将签约执行无法完成的评估
按照时间表安排地区员工。
•学校应继续遵循OSE的2020年3月27日和2020年4月27日的指导
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评估和重新评估，以满足
特殊教育时间表。
每次评估和重新评估均应在以下方面适当考虑：
亲自和/或远程进行。地区心理学家参与了服务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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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远程评估管理的培训。地区正在购买Pearson Q
互动式支持各种标准化措施的安全管理。
住宿和修改
•学校必须审查其教学实践，以计划必要的
残障学生的住宿和改造，以使其在
通识教育课程。适应是任务和/或方式的改变
介绍了作业。修改是对学生期望的变化

55

第58页
重新开放计划•2020年7月

学习。调适和修改都确保公平和与一般人接触
考虑到学生独特的残障相关需求的教育课程。
教师和提供者将参与专业发展以改善他们的
了解如何在IEP中将学生的独特需求与特定学习相匹配
无论是面对面还是远程的环境，以便学生能够最好地访问和进步
通识教育课程。
技术
•学校应意识到需要辅助技术的残疾学生
用于增加，维护或改善其功能的软件。考虑
需要确保学生能够使用他们的工作技术以及任何
附带程序。详细说明辅助技术可用性的协议
服务是直接协助学生选择，获取或使用的必要工具
辅助技术设备。学校应考虑为家长和家庭提供
可以回答问题的个人列表，包括他们的联系信息
以及对孩子的辅助技术设备和/或服务的担忧。
老师，提供者和/或案例经理将分发技术和相关联系人
向家庭提供信息，以交流任何疑问或疑虑。教师，提供者
顾问应进行审查以讨论和考虑当前推荐的辅助方法
技术和服务可以适当满足学生的需求，并考虑任何
应该进行更改以增加可访问性以及支持水平和
或培训学生，老师和父母可能需要有效利用该技术。
CSE可以满足考虑需求的任何变化。如果适当的话，目标可以是
通过修正协议进行修正，不开会。辅助技术评估
并将针对以前不建议使用的学生进行审判
辅助技术，怀疑对谁的技术使用会有所改善
功能能力。
双语教育与世界语言
要求使用亲自或混合指导重新开放的合格学校
所有学年开始的30个教学日内的ELL识别流程
在2019-20年度COVID-19停课期间就读的学生以及
在2020年夏季和2020-21学年的前20个教学日内报名。
在这20天的弹性期之后，必须重新确定所有内地学生的ELL。
根据专员规章部分的要求，需要10个学习日的首次入学时间
154。
•初级：ENL教师将继续参加8月/ 9月初
幼儿园筛选过程。团队将遵循CR中概述的过程。铂 154
并确定可能的ELL，以便进一步与NYSITELL进行筛选。
•基础ENL教师还将审查新注册的1至5年级的HLQ
学生，以确定可能需要通过NYSITELL进行测试的学生。
•中学：ENL老师将审查新注册学生的HLQ，并筛选
这些学生。教师将在为期三天的测试窗口中邀请可能的ELL参加
管理NYSIT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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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应注意，在Covid-19期间进入的那些可能的ELL
检疫且未经测试，将给予NYSITELL。这些学生是
根据NYSED指南提供ENL服务。
•进一步遵守CR。铂 154，新近家庭的虚拟或面对面会议
确定的ELL将被告知父母权利，并向他们提供
计划/服务概述。可以提供口译服务以确保父母
了解在会议上共享的内容。
必须根据所有ELL的要求为所有ELL提供所需的教学单元
面对面或混合使用过程中最近测得的英语水平
指令。
•将使用2019年NYSESLAT的水平来继续提供所需的
教学单元。
•对于在2019年管理后进入学区的学生
NYSESLAT，我们将使用他们的NYSITELL水平来提供服务。
•NYSITELL将被管理给任何新进入者；虚拟或面对面的ENL
将提供服务。
•指挥ELL将继续被安排在共同授课的班级，并有权
任何测试修改和支持。
与ELL的父母/监护人和其他家庭成员保持定期沟通
确保他们在重新开放过程中参与子女的教育
以其首选的语言和方式为ELL的父母/监护人提供所有通信
沟通。
•学区将继续使用Propio以及内部翻译和口译员来确保
以家庭可以理解的语言进行交流。
•此外，下面的链接提供了在初始阶段创建的信息图
Covid-19对ELL父母的隔离，以提醒他们可用的支持
给他们和他们的孩子。 https://www.herricks.org/Page/13573
•地区重新开放计划一旦获得批准，将翻译成中文，西班牙文和
根据我们学生管理中对首选语言的评论得出的任何其他语言
系统。
•如前所述，将继续与ENL家庭举行强制性会议
全年以虚拟方式或亲自方式确保提供ELL家庭
以他们能理解的语言提供信息。
确保所有教师和管理人员都能获得与使用相关的专业知识
与ELL相关的主题中的技术以及混合或远程学习策略。通过政策
符合《英语学习者/多语言蓝图》中概述的准则
学习者在交付远程和混合学习中取得成功。
•导演和ENL老师将创建一个视频，要求观众观看
教师和行政人员。内容将重点介绍ELL成功的蓝图，
CR。铂 154，最佳做法，支持ELL的技术工具以及其他支持
放学后，ELL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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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纪念在Covid-19隔离区期间收到的ELL支持，
收集有关提供给ELL的支持，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是否
ELL是残疾学生。该表格将在秋季继续进行监控
服务并使用数据来满足专业发展需求。表格：
https://forms.gle/8DTdu6QdYP2MYqXq6
•聘请了一名指导老师与ELL的K-12老师一起工作，以下内容
目标和活动：
o为所有ELL教师提供需求评估，以确定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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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化的需求和目标
o提供在线资源文件夹以供团队访问和协作，包括
一个在线资源链接列表，以满足特定教学领域的需求。
o与ELLs教师团队合作开发所需的课程
基于反射的资源或材料。
o提供专业发展和指导，包括但不限于
制定人际关系成长战略，计划提高识字率，
课堂连续性，利用SIOP模型，客观驱动虚拟
学习中心，家庭联系和保持互动
建构主义的学习环境。
建立协议以促进英语作为一种新语言（ENL）和
内容区域教师，用于提供远程和混合学习。与采用或发展
进度监控工具，可提供识别学生学习英语方面差距的数据
英语和学生家庭的语言能力和对内容领域的熟练程度
语言。
•学区将使用以下评估/工具来帮助评估和监控
ELL的熟练程度及其对内容的理解：
o该地区一定会审核NYSED OBEWL检查表，以了解
开发或选择英语水平（ELP）进度
监测（中期）评估，并选择符合以下要求的工具
地区的需求。
o ENL教师将复制NYSESLAT类型的写作和口语
提示创建本地评估以在9月进行管理，并
一月。NYSESLAT专栏将用于评估。评估
可以在线或亲自交付。
o学区将继续使用由以下人员创建的K-12 ENL进度报告
ES BOCES，但已被学区修改以向父母报告
他们孩子的进步。
o Propio（通过电话口译服务）将用于确保
父母/监护人知道孩子的语言发展
他们明白。
o教师将继续审查内容特定的评估，从
和总结性的，以监控语言和内容的增长。
o该地区正在从高处扩展内容区域专家
中学到中学。ENL和内容区域专家是
由负责监控ELL的教师团队组成
进展。该小组负责向ELL的老师进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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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课堂进度；课堂老师也鼓励
如有疑问，请联系团队成员。可以做到
虚拟或亲自面对面。
o使用K-8 NWEA阅读和数学成绩来监测增长情况-这是
重要的是要注意，评估将不会用于新兴和
过渡学生。NWEA可以远程管理
学校关闭。
o使用许多RAZ-Kids程序来支持和跟踪ELL的进度，
特别是在监视他们的阅读水平时。
o必要时，使用基本技能的智慧诊断评估来
西班牙语的ELL来确定语言优势和等级
性能。
恢复并创建程序来满足学生的特定需求
正规教育中断/不一致，患有IEP的ELL和其他弱势群体
重新开放过程中的人口数量。
•从历史上看，该地区没有SIFE学生，但我们会在屏幕上显示
NYSED多语言识字筛查程序，用于识别可能的SIFE并提供服务
按要求。
o必要时，使用基本技能的智慧诊断评估来
西班牙语的ELL来确定语言优势和等级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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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
将2019-2020年未能完成要求的12年级学生放在优先位置
继续努力争取在2020年至2021年获得纽约州的双语印章。
•不适用-该地区已成立委员会，以探索纽约
下学年。
在面对面和混合形式教学ELL时继续使用教育技术
模型，以增强学生对这些工具的熟悉程度。
•冠名基金为每位K-12 ENL老师购买了一台ChromeBook，供小组使用
指令
•购买了用于HS ELL的ChromeBook购物车。
•当前的ELL熟悉本地区可用的技术工具。
•ENL教师将与任何新的ELL合作，以确保他们熟悉
地区使用的工具。老师已经为ELL创建了视频教程，以逐步引导他们
使用Google课堂时的步骤
•为了纪念在Covid-19隔离区期间收到的ELL支持，
收集有关提供给ELL的支持，使用的技术工具以及是否
ELL是残疾学生。该表格将在秋季继续进行监控
服务并使用数据来告知专业发展需求，尤其是在该领域
技术。表格：https：//forms.gle/8DTdu6QdYP2MYqXq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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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入学前幼儿园计划的新兴多语言学习者提供指导
在远程和混合学习中以他们的母语学习。
•不适用-港湾儿童保育中心管理面向社区的幼儿园前课程
成员以及该地区边界之外的成员。该区提供信息并
在需要时支持港湾儿童保育。
定期定期与学生互动，以评估他们对社交情感健康的需求
支持解决ELL独特体验的支持，并提供或解释为
远程或混合学习中学生的母语。
•学区将更新学区网站上的SEL页面，以包含以下信息：
中文，西班牙文，北印度文，古吉拉特文以及我们认为必要的任何其他语言
ELL所说的语言。
•此外，下面的链接提供了在初始阶段创建的信息图
Covid-19对ELL父母的隔离，以提醒他们可用的支持
给他们和他们的孩子。SEL包含在信息图中
https://www.herricks.org/Page/13573
各学区将尽最大可能确保所有ELL和其他弱势学生
可以访问远程学习所需的技术和wi-fi，因此它们不会进一步下降
由于COVID-19关闭和远程/混合学习而落后。
•学区对家庭进行了家庭内部技术使用/可用性的调查。
•ENL老师将继续与家庭进行联系，以确保他们的孩子
有必要的工具进行虚拟连接。还应该指出的是
在Covid-19期间向家人提供ChromeBook的服务
隔离。
•在总监给社区的信息中，他问
如果社区无法使用Wi-Fi，请与社区联系以寻求帮助。区
致力于确保所有家庭都能使用。我们的区域技术支持团队是
可为所有家庭提供帮助。Propio将用于确保技术之间的通信
支持和我们的ELL家庭。
如果学校认为有必要，可以根据需要灵活地提供额外的学习单元
学生需求。这种灵活性可以采取其他ENL编程的形式来解决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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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发展，写作和阅读技巧以及学术词汇发展，以
提供更多的内容访问权限。
•学区将建立一个下午和/或周末的ELL支持学院，
确保他们可以虚拟或亲自降落以寻求认证老师的支持
实现语言和内容目标。
•如本文档中所述，ENL辅导和内容专家团队将
放学后也继续支持ELL。
实施文化响应性维持教育中描述的做法
混合或远程学习期间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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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赋予学生权力，并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分享他们的想法
意见，想法和疑虑。
•ELL的老师使用学生的目标文化和材料来确保背景
知识被激发，评估并用于前进。
•建筑物和教室的图书馆不断更新，以确保文学作品
反映了Herricks公立学校中存在的多样性。
•建立了专门的文化俱乐部K-12，以支持我们内部的多样性
社区。
在可行的范围内，任何新入学的学生必须临时安置
在等待NYSITELL结果的过程中参加双语教育计划，因为这是
符合第154-2.3（d）条规定的入学门槛的地区的默认设置
•根据NYSED指南和CR。铂 154，这种做法将继续在以下地区进行：
宽。
鼓励学区和学校对入学的学生的能力进行评估
在2020-21年度熟练水平达到前ELL的第三年（
取得了对纽约证交所2018年行政管理的指挥权并提供了这些
认为合适的前ELL补充学生。
•审查了指挥官的需求，并将提供支持服务
放学期间和放学后的ENL辅导课程。计划指挥ELL
与ENL老师和年级/内容领域老师共同上课。
由于各区设计了重新开放的专业学习机会，因此必须特别考虑
被给予促进对双语教育的理解，家庭语言的使用以及
ELL的语言多样化需求。为了确保所有纽约州教育工作者都了解并
能够满足ELL的需求，所有教师和管理人员都必须接受专业学习
与《专员条例》第154部分要求的服务ELL有关。地区必须
遵守第154-2.3（k）节中规定的专业学习要求
除非该地区符合资格且纽约市经济发展局已批准豁免，否则该比例为15％
教师的专业学习时间，以及所有双语专业学习时间的50％
教育和ENL教师必须针对ELL的特定需求。
•如本文档所述，学区已为新员工聘请了指导教练。
一个学年与ELL的老师合作，以确保提供针对性的PD
在SIOP上。
•重新开放计划将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尤其是ELL家庭共享。它
将以他们理解的语言提供，并将其发布在
区网站。
•ENL主任和ENL教师将继续向教师和教师提供PD。
管理员通过Google Meet和预先录制的视频。教师会议将
加强本文档中与ELL有关的内容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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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体育/课外活动
体育
学校的重新开放计划应确保无论是面对面，远程还是混合模式
学生应在指导和监督下参加体育活动
在可行的范围内认证体育老师。了解混合动力
日程安排可以与经认证的体育教练一起面对面授课，例如
应该尽其所能计划学习活动菜单，供学生参与
在他们的课堂老师，其他员工的指导下或独立进行。
根据《纽约州卫生部指南》，各地区和学校应确保
参加比赛时，各个人之间保持各个方向十二英尺的距离
需要有氧运动并导致呼吸困难的活动（例如，参加体育馆）
类）。

亲自学习

•Herricks UFSD体育老师将确保十二英尺的距离
在参加活动期间，各个人之间保持所有方向
体育课。
•将根据教学空间精心计划课程。
•体育老师在授课时将使用麦克风和扬声器
对学生的指导。这将有助于在戴着眼镜时传达口头指示
遮脸。
•学生将从事不需要身体接触且不需要的活动
学生要在身体上彼此靠近。重点将放在个人
技能（例如瑜伽，健身，正念，舞蹈，投掷/踢踢活动）。
•学生将协助老师决定活动的选择。

远程学习

•学生将有足够的机会相互联系进行协作，
通过Google Meet平台共享想法等。
•老师将仔细计划活动，以确保学生可以在课堂上完成活动/任务。
以安全的方式在家中。
•教师将审查当前的课程和教室程序，并进行远程修订
（在家）活动。
•体育老师将使用视频（自制视频和其他视频）演示
活动或技能。
•特殊活动（“家庭娱乐之夜，野外活动日”等）将远程举行。

混合模型

•体育老师将指导/分配任务和技能以在家完成学习
然后让学生运用在学校环境中获得的知识（即
学生在家中练习一项技能，然后在课堂活动中加以运用）。
•学生首先在家学习一个主题/技能，然后准备学习更多
关于它在课堂上。这是通过让学生（在家）观看视频来完成的
关于特定的活动/主题，以及在学校时，老师会提供更深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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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翻转教室）。
•教师记录课程，以提供给可能无法实时访问的学生。
•将为学生提供直接和经常与老师互动的机会。
样本活动–安全距离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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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号
运动概念
运动技能
非运动技能
创意舞蹈
调整个人空间节奏/否
团体
掌握技巧
每个学生的设备
健身健美操
简单的瑜伽姿势
3-5
创意舞蹈
节奏舞
瑜珈
健行
每位一名学生的健身站
站
压力管理-冥想
正念
6-8
物理距离跳线
瑜珈
定向越野
跑道事件
压力管理-冥想，正念
9-12
山地骑行
瑜珈
普拉提
跆拳道
独舞
飞盘高尔夫
定向越野
压力管理-冥想
正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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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课外活动
校际运动和课外活动是学生生活的重要方面，
学校社区。在COVID学校关闭期间，学生无法参与这些活动
作为常规学校计划一部分的社交活动。
学校间运动计划将遵循由运动员制定的规则和程序
纽约州公立高中体育协会（NYPHSAA）和州长Cuomo。
大流行的影响可能会改变运动时间表和季节日期。
由于社交疏远和其他与健康相关的协议的重要性，因此，面对面的俱乐部
除非另行通知，否则将不会进行其他课外活动。只要有可能，
俱乐部和活动将以虚拟方式提供给学生。我们鼓励学生参加
这些远程课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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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情感幸福
自从COVID-19大流行开始以及随后的教学设计发生变化以来，
Herricks公立学校对持续的医疗心理健康和
其社区的经济需求。该地区认识到压力源和创伤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根植于健康危机中的挑战异常艰巨，
家庭和工作人员。

建立咨询委员会，共同决策，学校气候小组或其他
由家庭，学生，董事会成员组成的协作工作组
教育，学校建设和/或地区/宪章负责人，基于社区的服务提供商，
教师，经认证的学校顾问和其他学生人事服务提供商，包括
学校社会工作者和/或学校心理学家，以告知综合发展
学校辅导计划计划。
中央行政管理学院Herricks公立学校教育委员会的代表，
房屋管理局，精神卫生小组和父母共同合作开发
以下策略和计划：1）识别有风险的学生/员工，2）提供多层次的心理健康
干预，3）提供资源/推荐给家庭/职员，以及4）提供专业
发展到员工。

确保在地区范围内和在建筑级别上进行全面的发展性学校咨询
在认证的学校辅导员的指导下制定的计划计划将得到审核并
更新以满足当前需求。
需求评估
为了确定可能遇险的学生，家庭和工作人员，该学区拥有
开发了需求评估，这是确定如何解决
与我们所服务社区的社会情感幸福相关的担忧。在过去的
几个月来，无论是直接疾病，都给个人带来巨大压力，
他人的疾病，亲人的损失，经济和经济损失或困难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环境，许多人不准备应对。我们很多人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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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茫然和不确定感，这会导致极大的压力和焦虑。焦点
需求评估的目的是确定在学习中挣扎的学生，家庭和员工。
情况。一旦确定，该地区将实施适当的干预措施，以提供
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支持，资源和专业发展。这个需求评估是
Herricks公立学校不断致力于提供优质教育和
培养一个包容性的社区环境，不仅关注卓越的学术
学生的表现，但他们的社会情感发展的总体福祉。
为了确保我们的学生和家庭得到适当的调整，我们还必须支持我们的教职员工
在他们的幸福中。
Herricks公立学区已经开发出几种方法来识别那些
由于大流行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动摇了。春季，学校搬家时
对于远程学习，精神卫生支持人员和建筑管理部门要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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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困难的学生。教师
将有需要的学生确定为在现场面对面课程中没有在场的学生，并且
建立学生人事团队会议跟踪了所有关心的学生。通过
电话，虚拟会议和学生人事团队会议，正在参加的学生
麻烦暴露出来了，精神卫生支持人员（学校心理学家，
工人和学校辅导员）伸出援手，为学校提供支持，咨询和资源
学生和家庭。在学年末，行政和支持人员
相互表达以传达对过渡学生的担忧。这使工作人员
确定即将到来的新学年的担忧。
在这种大流行的夏季，学生，家庭和
可能会为身体和社会情感健康而斗争的员工。该区已创建
针对家庭，学生和教职员工的调查问卷，将于7月31日发送，返回日期为
8月7日，询问COVID对个人或家庭的影响。这样
问题包括个人，直系或大家庭成员是否
受COVID病毒影响的家庭，如果因疾病或在这段期间没有血缘关系而失去亲人
这次，是否因大流行而造成财务或经济困境，以及
在这段时间内，家庭看到了孩子行为的变化。学生和员工调查
也将在8月14日发布，周转日期为8月21日，
问题。目的是向家人发送提醒，并鼓励他们完成
调查以提供最准确的结果。根据从
调查显示，要指出的人（建筑负责人或学校心理学家）将与家庭接触
或表示希望别人联系的员工。我们的精神健康支持人员将
根据调查结果确定确定学生所需的干预级别
个人调查。此外，收集的数据将有助于确定专业人士的类型。
教职员工所需的发展，以及建筑物如何引导学生适应
准备重新进入。作为夏季初次调查的后续措施，一旦学校
正在进行中，将对整个地区进行全面筛查，以进一步确定
有需要的学生和家庭。一旦学生，家庭和教职员工通过初步确认
夏季调查中，学区将提供各种资源，这些资源将被分发
整个地区以及位于Herricks地区的网站上。Herricks已结伴
与Northwell Health合作，为心理健康和行为支持提供外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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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家庭调查
从该调查收集的信息将用于帮助学区识别学生和
需要社会/情感支持的家庭。从本次调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将
保持匿名和保密。
每所学校的心理健康小组将审查数据并跟进要求
根据此信息与家人联系。请花几分钟完成此调查
帮助我们最好地支持您和您的家人。请在8月7日之前完成调查。
如果您想用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查看此表单，请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打开表格。表单打开后，右键单击浏览器窗口，
点击“翻译为”，选择右上角的三个垂直点，然后选择
所需的语言。
*必填
1.您的孩子在秋季将上哪所学校？单击所有适用项。*
中心街
登顿大道
锡灵敦
初中
庇护岩学院
中学
2.您家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3.您的大家庭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4.您是否因COVID-19在直系亲属中遭受损失？*
是
没有
5.在大流行期间，您是否失去了与COVID-19无关的家庭成员？
是
没有
6.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正在经历大病或持续的健康问题？
COVID-19的结果？*
是
没有
7.家庭成员是否因COVID-19而失业？*
是
没有
8.您或您的大家庭成员是否遭受过任何经济/家庭困难
由于COVID-19危机？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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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9.您的孩子在大流行期间是否经历了以下任何行为？请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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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所有适用。*
嗜睡-低能量
焦虑-不愿独自一人或与家人分开，增加忧虑
疲劳-多睡或难以入睡
食欲不振
对娱乐活动的兴趣减少
躯体不适-抱怨不适
无法解释的爆发（无法解释的哭泣，易怒，愤怒，情绪反应，高度
敏感）
活动水平提高
悲伤
10.您是否担心您的孩子可能难以适应学校的重新调整？*
是
没有
11.您的孩子是否有特殊的挑战，会阻止他/她穿着
面具？*
是
没有
12.您希望以下任何学校工作人员与您或您的学校联系吗？
小孩儿？*
心理健康小组成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指导顾问）
校长（校长，副校长）
不适用
13.如果您希望特定的心理健康小组成员或管理员与您联系，
请在下面注明该人的姓名或职务。
你的答案
如果您要求联系，请向我们提供您的联系信息。记住
此信息是机密信息，仅与适用的心理健康共享
团队成员和建筑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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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员工调查
从该调查收集的信息将用于帮助地区识别
每个建筑物的社会/情感需求。从本次调查中获得的所有信息将保留
匿名和保密。
每所学校的心理健康小组将审查数据并根据需要提供支持
基于此信息。请花几分钟完成此调查，以帮助我们进行计划。
请在8月21日之前完成调查。
*必填
1.秋天你会回到哪座建筑？单击所有适用项。*
中心街
登顿大道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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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灵敦
初中
庇护岩学院
中学
2.您家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3.您的大家庭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4.您是否因COVID-19在直系亲属中遭受损失？*
是
没有
5.您是否失去了与COVID-19没有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
大流行？
是
没有
6.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正在经历大病或持续的健康问题？
COVID-19的结果？*
是
没有
7.您或您的大家庭成员是否遭受过任何经济/家庭困难
由于COVID-19危机？
是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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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是否一直在与以下直接相关的行为挣扎？
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请检查所有适用的内容。*
嗜睡-低能量
焦虑-不愿独自一人或与家人分开，增加忧虑
疲劳-多睡或难以入睡
食欲不振
对娱乐活动的兴趣减少
躯体不适-抱怨不适
无法解释的爆发（无法解释的哭泣，易怒，愤怒，情绪反应，高度
敏感）
活动水平提高
悲伤
9.您是否担心自己可能难以重新调整工作？*
是
没有
10.如果您需要与这些问题有关的其他资源或支持，请
与我们的任何心理健康小组成员联系。一如既往，与我们的所有互动
支持人员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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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学生调查
从该调查收集的信息将用于帮助学区识别学生
可能需要社会/情感支持的人。这是匿名和保密的需求
学生评估调查。
每所学校的心理健康小组将审查数据并跟进要求
根据此信息与学生联系。请花几分钟完成此操作
调查以帮助我们为您提供最佳支持。请在8月21日之前完成调查。
*必填
1.您将在秋季参加哪座建筑？*
初中
庇护岩学院
中学
2.您家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3.您的大家庭中是否有人签过COVID-19？*
是
没有
4.您是否因COVID-19在直系亲属中遭受损失？*
是
没有
5.是否有任何家庭成员正在经历大病或持续的健康问题？
COVID-19的结果？*
是
没有
6.家庭成员是否因以下原因失业或遭受经济困难？
新冠肺炎？*
是
没有
7.在此大流行期间，您是否经历过以下任何行为？请检查
所有适用的条件。*
嗜睡-低能量
焦虑-不愿独自一人或与家人分开，增加忧虑
疲劳-多睡或难以入睡
食欲不振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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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娱乐活动的兴趣减少
躯体不适-抱怨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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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解释的爆发（无法解释的哭泣，易怒，愤怒，情绪反应，高度
敏感）
活动水平提高
其他：

8.您是否担心自己可能难以适应学校的重新调整？*
是
没有
9.您希望以下任何精神卫生小组成员与您联系吗？
指导顾问
学校社工
学校心理学家
10.如果您希望特定的心理健康小组成员或管理员与您联系，
请在下面指出该工作人员的姓名或职务。
你的答案
11.如果您要求联系，请向我们提供您的姓名和最佳联系方式
联系你。请注意，此信息是机密信息，只会与以下用户共享
精神卫生小组成员。
你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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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明
当Herricks社区的学生，家庭和教职工开始2020-21学年时，
他们将面临修改后的例行程序，有限的人际互动，各种教学方法和
新的安全协议。这些变化，加上压力和创伤经历
流行病，将加剧本已加剧的担忧，恐惧和孤立感
大多数人都感到。在计划重新开放学校时，Herricks公立学校将优先事项
学生和员工的社会情感和身体健康。解决
社区的担忧和担忧，Herricks政府和教职员工
与家长和学生保持高水平的沟通。随着
与学区应对健康危机有关的信息和资源，这些
沟通使人放心和联系。
如上所述，除了学区在沟通和联系方面的各种努力之外
与社区一起进行调查，以更好地了解压力源
学生，家庭和工作人员的经验丰富（调查将以多种语言提供）。
这些调查将指导学区在满足特定心理健康需求方面的努力。
个人和/或团体。更具体地说，学区学生工作人员的成员
（PPS），包括学校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学校辅导员，将提供
针对个人和/或学生群体的针对性干预措施，基于数据和推荐
来自学生人事团队。同样，专业开发时间将专门用于
培养员工的身心健康，并解决教学问题
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
为了最好地满足学生的社会情感需求，Herricks公立学校将利用
多层支持系统（MTSS）。这份全面的学校咨询计划包括
普遍性和针对性更强的干预措施。在1级水平下，通用
干预措施将着重于创造让学生感到安全，受到尊重的教室环境
和支持，他们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并寻求帮助，而无需
判断。为了减轻学生的入学负担，PPS的成员将向家长提供
和拥有支持学生社会情感发展的资源的员工
能力和协议，用于识别经历社交，情感和/或学习经历的学生
行为挑战。在学年开始时，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标准化的
将向学生，家长和老师提供通用的筛查工具，以帮助他们
确定需要精神健康支持的学生。老师们与
PPS的成员，将使用这些数据来选择基于证据的社会情感学习策略
并采取干预措施以满足学生的各种需求。PPS的老师和成员将
利用各种资源，包括《纽约州教育与心理教育部（NYSED）的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素养》，
基于证据的计划，例如“第二步社会情感学习”和“狮子会”，以及
老师开设的课程，以解决学生对健康危机及其担忧的担忧
过渡到学校（无论是面对面和/或远程学习）。这些干预措施的目的是
支持学生的社会情感幸福感，并将包括关于发展和/或
提高应对能力，应变能力和自我护理能力。课程和资源将在
在发展和文化上敏感的方式。PPS的老师和成员将
定期观察，监测和筛选学生对干预的反应，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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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其他支持/服务。鼓励父母也要监视他们的
儿童的需求，如有疑问，请与学校工作人员联系。
当学生继续表现出社会情感行为挑战时，尽管
方法1下提供的普遍干预措施是更具个性化和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保证（等级2）。家长，老师和学生人事人员可以推荐参加活动的学生
考虑加强精神卫生支持的挑战。PPS的成员将
联系家长以了解学生的需求，并会要求允许他们筛查
学生。为了收集更多信息，学校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可能会观察并
采访学生。可以使用其他标准化的筛查工具
父母同意。建议被确定为需要学校辅导的学生
短期小组辅导（5：1至10：1），通常每两周或每月一次。学校
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将利用基于研究的策略，例如认知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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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创伤知情的治疗和正念策略可满足学生的需求
并将与父母和老师保持持续的沟通。此外，引荐
对于精神卫生资源，将向父母提供代理和临床医生。
第3层为表现更为重要的学生提供心理健康支持服务
社会情感行为挑战。将遵循第2层中列出的相同程序
识别和筛选学生。在以下情况下，老师和家长的参与通常会更大
学生表现出高需求/高风险行为。建议学生短期学习
个人或团体基于学校的咨询（不超过5：1），通常会满足更多
比二级服务更频繁。通常考虑对学生进行专门护理和
支持服务，例如功能行为评估和行为干预计划。
学校的心理学家或社会工作者不断监测和评估儿童的临床水平
关心。努力将干预策略与外界心理健康进行协调
临床医生，医师和机构。

说明学校/地区将如何提供资源和推荐以解决心理健康问题，
行为和情感支持服务和计划。
通讯技术
我们已经确定，为了优先考虑社会情感幸福感，
学习时，我们必须建立清晰的家庭之间持续沟通的方法，
教师/教职员工和教育委员会。这对于父母，老师，
教练，心理健康团队和管理人员要经常就以下方面进行沟通
学生的需求以最好地支持他们。学生的声音应该是
那些适合年龄的人群。
通讯方法将在下面简要介绍，在
交流建议员工和家庭图。
●父母/职员资源将在网站，社交媒体，
黑板等。这些资源将以地区准备的数据包的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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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们的指导，社会工作和心理学组成的专业团队
部门。
●制作“欢迎回来”视频演示文稿之前，
开学。这些视频将在区域和建筑物级别上。他们会
本质上是重新定位视频，重点介绍了健康和安全程序的变化，
以及与这些预防措施有关的学校环境的重组。
目标是在健康与安全，卫生，社会安全方面提供保证
距离等
●与学生和家长的Google Meet会议，尤其是过渡期
（幼儿园，以及进入六年级和九年级的孩子），应建立并
安排在学年开始之前。该论坛将为
学生和家长都可以提出有关他们对过渡的担忧的问题
年份。
●有关如何与学生就COVID-19的健康危机进行对话的信息，
在发展和文化上敏感的方式，将提供给所有工作人员
包括但不限于教学人员，文书人员，保安人员，监视器，助手，公共汽车
司机和保管人员。
●确定哪些学生和家庭接受了工作人员的个人推广
可能阻止与他人联系的障碍。对于员工，我们必须规划
现有关系以识别连接中的差距。
（https://mcc.gse.harvard.edu/resources-for-educators/relationship-mapping-strategy）
●建立由员工，家庭或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多元化团队，以加大宣传力度，并
与学校未完全参与的学生和家庭保持联系。
确定这些家庭的需求，并建立干预和避免未来的方式
脱离接触（互联网访问或计算机/设备访问存在差距）。
●准备各种创意策略，包括Google Meet，虚拟会议/活动，
社交媒体平台和社区团体，例如PTA / SEPTA，童军，女童军，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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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让学生和家庭成为合作伙伴，共同参与重新开放的计划（任务组
委员会）。计划在技术获取，语言（翻译服务）方面的差异
和其他需求。
●建立社区联络员的角色，负责与人际关系的培养
多元文化，多信仰的组织，可以最好地满足社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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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教职员工的专业发展机会，以了解如何与之交谈和
在正在进行的COVID-19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和之后为学生提供支持，以及
为培养学生，教职员工和员工的应对和适应能力提供支持。
专业发展
根据我们从教师/教职员工和家庭调查中获得的信息，我们将使用
数据驱动的决策方法，以便将我们获得的信息用于
帮助指导我们的员工/教师/行政人员的持续培训和继续教育
一年四季。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将确定专业人士的需求
从医学，社会，心理或教学的角度进行干预，进而
需要在确定的这些领域提供培训。
通过专业学习，我们将详细阐述SEL，心理健康，福祉和创伤快速响应和恢复性做法。我们计划与员工合作利用数据，
学生和家庭，巩固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制定实施计划
一年四季。赫里克斯公立学校将协调一系列专业
开发课程以解决重入问题，其中将包括指导（包括
人员和远程学习），健康和安全协议，运营管理以及社交学生，家庭和员工的情感幸福感。为了为学生提供进一步的服务，
家庭和工作人员，该地区已与诺斯韦尔健康心理健康危机合作
中心作为服务，教育和培训的资源。整个夏天，专业
通过虚拟平台Nassau BOCES向员工提供了开发。许多
这些主题将解决前面提到的问题。地区提供的专业人员
开发将始于总监的会议日，以及整个
学年。各种演讲者，他们的专家将提供专业发展
领域，以及通过我们的心理健康人员制定的课程。
在夏季，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将开会以发展教室，
基础和社区资源。有关如何与学生谈论健康的信息
COVID-19危机将以发展和文化敏感的方式提供给
所有工作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教学人员，文书人员，保安人员，
监控人员，助手，公交车司机和保管人员。心理健康小组将提供SEL
支持一级干预措施的课程，以应对诸如技能，
复原力，建设社区，个人卫生等。循证干预措施清单
以及老师/临床医生开发的活动。另外，资源包
将创建包括与孩子交谈有关COVID-19的信息，以及
有关学校重返学校，建立应对和适应能力以及提供
资源/推荐给家庭。
最后，Herricks公立学区致力于提供最大的关注和
关心我们的学生，家庭和教职员工，以确保安全，健康和平衡地重返学校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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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人力资源
教师和主要评估系统（教育法）
§3012-D/ APPR）
根据研究和最佳实践，美国商务部认为设计合理且
实施教师和校长评估（“年度专业绩效
评论”; “ APPR”）是帮助支持教育者成长与发展的重要工具。
考虑到这一目标，作为年度评估一部分的措施应
向地区行政人员和正在接受教育的教育者提供有用的信息
评估有助于支持教育工作者并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反过来，这有助于确保
所有学生平等获得有效教育者的机会，从而使学生掌握以下技能：
成功。
在前所未有的停课时期，LEA面临着新的挑战。
评估和支持他们的专业员工。尽管LEA不应惩罚
COVID-19危机给学习者带来的挑战，
他们仍必须确保以切实可行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教学。
因此，为此提供教师和学校领导者所需的支持至关重要
时间。
通过评估过程向教育工作者提供反馈和支持
在他们调整实践以适应远程学习以及指导重点领域时为其配备
一旦学生和老师回到他们的体育教室，为将来的发展。
以下部分包含有关强制性要求的信息，以及
LEA为2020-2021学年做准备时的推荐做法。
根据《 3012-d教育法》，Herricks学区将全面实施
其当前在每个学年批准的APPR计划。
认证，偶然性教学和替代性教学
以下部分提供有关预期和未来认证的信息
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以及参与学校人员配备的人员，
地区和/或BOCES级别。
Herricks学区将执行《教育法》 3001，受雇于
Herricks学区必须持有有效的纽约州证书。赫里克斯学校
学区将继续审查可从以下网站获得的SIRS 329人员认证报告：
Cognos，以确保所有老师都为其教学持有适当的证书
作业。
学校的学监可以指派获认证的老师来教授未涵盖的科目
根据他们的证书（偶然的教学），持续时间不超过10个教室小时
2020-2021学年的一周，没有可用的合格或合格老师
经过大量有据可查的招聘之后。BOCES将审核并批准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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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附带教学。
学区将继续聘请具有有效教学证书的代课教师，
可能以任何身份工作任何天数。受聘的代课老师
在一个学年中，Herricks学区在一次作业中超过40天
必须在经认证的区域内雇用。

•代课老师但没有有效证书，但正在努力取得证书（参加
大学课程），每年不低于六个学期，可以在任何
可在Herricks学区容纳任意天数。如果他们被雇用更多
在一个学年内由Herricks学区工作40天以上，他们将在该地区受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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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正在寻求认证。
•学区将不雇用没有有效教学证书并且在学校任职的替代教师。
不争取认证。

学生教学
•Herricks学区鼓励其老师欢迎学生老师
在2020年至2021年间，无论是亲自还是远程进入他们的教室
年。
•将鼓励学生教师在弥合差距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与远程/在线教学有关，并支持记录老师和
学生，尤其是在这些充满挑战的时期。
•学生老师将支持课堂教学，同时确保学生
教师有机会发展关键的知识和技能。

• 将要求学生老师注意所有教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协议。
设备
当学生，教职员工返回自己的教学楼进行亲自指导时，
它们所占用的物理空间将通过以下方式进行配置和维护：
最大限度地防止传播冠状病毒。区将保持健康
有关社会疏远和其他安全措施的指南，以减缓COVID-19的传播。
为了满足所提供指导的要求，学区已重新安排和/或重新分配了用途
每栋建筑物内的物理空间，现有空间的变更以及程序和操作的变更
在必要时。区的计划仔细平衡消防安全，建筑物安全需求和
其他与设施有关的问题，并努力防止COVID-19的传播。
学区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各项：
-彻底清洁所有学区的屋顶单元和管道系统。
-彻底清洁每个体育馆和管道系统中的所有空气处理机组。
-将教室单人房和屋顶单元的空气滤清器更换为更高等级的MERV 13
过滤器。
-检查所有教室的学生，以确保其最佳操作和增加的数量
将新鲜空气引入教室。
-在每个设施的支柱上设有消毒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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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教室均配有消毒剂分配器。
-用于厕所和小便池的自动冲水器，可在洗手间进行非接触式操作。
-洗手间无接触操作的自动水龙头。
-安装了光占用传感器，用于光开关的非接触式操作。
-在洗手间的洗手池之间安装了屏障屏幕。
-在洗手间小便池之间安装了屏障屏幕。
-卫生屏风安装在办公桌上。
-卫生屏风将安装在每个主要办公室的前台柜台上。
-整个区域的标牌，用于社会疏散，洗手和CDC指南。
-静电喷雾器，用于区域范围内的表面消毒。
-公共汽车用静电喷雾器，对公共汽车的表面和消毒液进行消毒。
-维护个人防护装备用品：一次性口罩，一次性面罩，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礼服，眼罩。
-大厅中用于纸张保护门把手护罩的分配器。
-额外的非接触式红外线额头温度计。
-喷泉上的锁定装置。
-用于教室的额外消毒湿巾。
总体健康和安全保证
学区将遵守与健康和安全有关的所有指导。这将包括开会六次
足部社交疏散要求并定期清洁经常接触的空间以防止
传播感染。这些要求将在本文档的其他部分中详细介绍。
计划。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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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法规合规
学区已经审查了需要设施审核的设施的任何变更或增补。
设施规划办公室（OFP）与学区的建筑师合作，因为所有空间都应
公立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必须满足2020年纽约的要求
州统一防火和建筑规范（BC）和州节能
码。学区将继续监视任何变化，并确保将来
进行更改后，学区会将提议的更改提交给OFP进行审核，并
批准，就像其他任何项目一样。
1.门口
许多楼梯和走廊的门都有自动关门功能的闭门器。这些门是
通常保持在打开位置，并由火灾报警系统自动释放。的
这些门的功能，位置和操作将保持不变。幸运的是，他们需要
正常使用时请勿触摸。
2.紧急演习
学区将尽其所能进行标准的操作和程序
而不偏离当前要求。消防（疏散）演习和锁定演习
必须遵守《教育法》和《消防法》的规定，并且必须毫无例外地进行。火
守则第404条规定学校必须维持消防安全，疏散和封锁计划
这些计划包括如何进行锁定和疏散演习。方法
疏散演习期间促进和提供社会疏散将由

80

第83部分
重新开放计划•2020年7月

每个建筑级别的安全团队，并与拿骚BOCES健康与安全合作
球队。任何更改将包括在消防安全计划中。
3.检查
法规未作更改，以延长提交日期。
建筑条件调查或外观检查。这些截止日期必须得到满足。
4.预计在2020年进行铅测试
目前，法定要求铅测试要在2020年进行。纽约州卫生部
DOH条例67-4，水中铅测试要求进行水中铅测试
当建筑物被“正常占用”时。当
由于关闭了COVID-19，导致建筑物空置或长时间空置。
并非为了进行铅中水测试而模拟“正常工作”
允许的。纽约州卫生部已建议学校在一定程度上遵循建议的程序
重新打开时可以提供干净安全的饮用水。
A.重新开放计划的注意事项
在制定该计划时考虑了以下内容，以减少传播
感染：
1.时间管理：如果可能，学区将管理时间和时间表，以确保
减少学生对走廊的使用，以促进社会距离。
2.保持门敞开：为了减少病毒通过触摸门把手和旋钮而传播的危险，
门可以固定在打开位置。仅在没有门的门上允许
不防火的闭门器和门。
3. 塑料隔板：建议在某些地方使用透光塑料
无法遵守或不容易调节社交距离或口罩要求的地方
—例如，将各个盥洗盆彼此分开。透光性
塑料必须符合2020 BCNYS第2606条的规定，以减轻
学校的生活和安全功能。
4. 洗手液分配器：学区将提供足够的洗手液
设备。立柱上的消毒站将遍布每个设施，并且
所有教室均配有消毒剂分配器。酒精基手胶机
允许按照以下规定在房间和走廊中限量安装
FCNYS 2020第5705条。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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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适当监督下的总办公室和护士办公室。
5. 门和其他会聚点：学区将在
排队线和其他区域可能人满为患，以控制群体。
B.所需的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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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将确保在教室和其他地方与其他人的六英尺社交距离。的
建筑法规本身并没有规定每人在哪个地区的最低建筑面积
必须将学生和教职员工人数设在建筑物中。守则为个别房间设定标准
并因房间功能而异。该地区已经并将继续咨询该地区的建筑师
和OFP有关房间使用的任何变化的问题。
C.设施改造和购置
为了缓解社会距离，学区可能会更改每栋建筑物中空间的使用方式。所有
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工将占用的空间将满足2020年新课程的要求
约克州统一消防和建筑法规和州节能法规。
D.空间利用和/或变更的变更
允许各区利用自助餐厅，体育馆，礼堂和图书馆中的可用空间（或
部分）作为教室空间。较小的改动和使用空格分隔符可能会
在现有教室中使用。通过更改以下内容可能会增加对社会疏远的需求
大堂或走廊和/或室内空间/房间。
如果学区对物理空间或建筑物进行了空间更改，则学区将
确保考虑并执行以下项目：
▪改变现有教室或空间的配置或引入
临时和/或活动隔断；更改必须提交给本地的OFP
市政府和/或法规执行官员进行审查。
▪出口设施，火灾报警系统，通风和照明设备可能会受到影响，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在所有提交的计划中指出。
▪咨询区建筑师，并将平面图提交给OFP批准。
▪将COVID-19项目提交给COVID-19项目后，将显示为“ COVID-19重新开放”。
OFP。标为“ COVID-19重新开放”的项目将由NYSED加快处理。
租赁设施，模块化建筑物，帐篷，增建和改建要求提供
意图（LOI）和典型项目提交要求；无需预检。
▪安装活动隔断（健身房，自助餐厅，图书馆教室隔板）和
排队路障必须要求提交与FP-AU表格一致的缩写
要求批准使用设施。
▪自助餐厅，图书馆，礼堂和体育馆的使用：整个房间的平面图
展示带有出口通道的家具布局的，应提交OFP批准。
必须指出照明，通风，出口和火警覆盖范围。
E.空间扩展
如果学区需要扩大平方英尺以改善社会距离
（例如，建筑物的增加，租赁空间，可移动的教室单元或诸如帐篷之类的空间），然后
对学区工作人员和学生要占用的所有空间的以下要求将：
被认为：
▪代码审查：根据法规，纽约州经济与发展局的设施规划办公室必须进行审查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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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类型的项目，以确保建议的空间符合防火规范。
▪场外租赁要求：对于场外设施，学区或其他适用学校
必须与NYSED设备规划办公室（OFP）的项目经理联系，并
提交临时宿舍（TQ）项目提交。
为了确保这些站点满足所有要求，TQ提交要求提交以下内容：
▪OFP表格FP_AU-批准使用设施的请求；
▪建筑质量平面图；
▪场地平面图；
▪AHERA计划；
▪消防安全报告；
▪确认符合《美国残疾人法》；
▪当地法规颁发机构的占用证书；和
▪批准使用空间。
▪请注意：如果适用《现行建筑法规》中的“入住变更”（例如办公室）
或B占用至E占用），代码要求（例如救援窗口，可访问性，
消防系统，如洒水喷头或紧急语音警报通讯
系统或通风可能使其不可行。
▪地区或其他适用的学校应将COVID-19项目标识为“ COVID-19”
将所需材料提交给OFP进行审核时，“重新打开”。
▪与OFP协商，对正在考虑的所有设施进行初步评估
租赁。所有租赁的设施必须提交给OFP进行审查和批准。
学区咨询了记录的建筑师/工程师。最后，如上所述，学区
如果需要的材料（如有），会将COVID-19项目标识为“ COVID-19重新开放”
提交给OFP进行审查。
F.额外空间的帐篷
临时和永久帐篷均受法规监管，必须提交给建筑物
许可证。如果将帐篷用作备用空间，则将满足以下要求：
▪临时结构和帐篷是指搭建时间不超过180天的建筑物。建筑规范
第3103.1节指出：“帐篷和膜结构竖起的时间少于
180天应符合《纽约州消防法》。
▪《消防法规》（FC）第31章包含对帐篷和其他物品的广泛要求。
膜结构。FC第3103.2条指出临时许可和批准
帐篷是必需的。FC第3103条包含对临时帐篷的要求，
3104有永久性帐篷的要求。其中包括施工要求
文件，通道，位置，座位计划，出口方式，照明，出口标志，
建设和使用。
▪永久性帐篷被视为膜结构，并受《建筑规范》的约束
第3102条和其他适用部分。
▪地区必须咨询其设计专家以准备提交图纸。
由OFP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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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图纸上显示以下信息：尺寸，最小
与其他建筑物的分离距离，帐篷侧面（是）（否），使用时间，类型
使用/活动，停泊处，出口数量，每个出口的宽度，桌子/椅子/内容，
布局，灭火器位置，人员负荷，加热或烹饪设备，
实用程序，出口标志，NFPA 701测试/标签/证书。
▪如果使用帐篷进行电子居住，则学区必须咨询当地市政当局。
和/或代码执行者为机械加热和通风提供符合代码的设计；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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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必须咨询其建筑师并提交OFP批准。地区必须
灯光; 应急照明；功率; 火警; 水暖 等等。
提供建筑质量的平面图，清楚地表明现有和建议的
使用空间展示带有出口过道的家具布局。照明，通风，手段
必须指出出口和火灾警报的范围。
G.水暖设施和固定装置
厕所和水槽装置
确定了建筑物中必须可用的最少数量的卫生间固定装置
在建筑规范中。通常的最低要求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降低
可能相关：（1）建筑物的厕所装置总数已超过
建筑法规要求的最低数量，或（2）使用
部分远程学习或简化。
由于经常洗手是避免COVID-19，水槽和肥皂扩散的关键因素
随时可供建筑居民使用。

强制性要求

▪马桶和水槽固定装置的数量必须符合纽约的最低标准
州建筑法规。为了确保合规性，将咨询设计专家
在对布局或固定装置进行任何修改之前。
▪所有临时设施必须通过设施计划办公室的批准。

饮用水设施
饮水机是代码必需的卫生设备。每100个喷泉需要一个喷泉
乘员。如果需要停用饮水机，将采取以下措施：
被认为为该建筑物的所有居民提供饮用水：
▪饮水机可以用带灌装机的设备代替。
▪按规定为学生提供瓶装饮用水或一次性杯子装的水
位置是可以接受的替代来源。
H.通风
根据行业最佳实践，将MERV 13过滤器添加到我们的HVAC中
系统和空气处理装置已经过调整，以增加引入的新鲜空气量
进入教室。还将鼓励教师和工作人员打开窗户
允许新鲜空气流通到教室和其他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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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营养
成功的营养计划是成功的教育环境的关键组成部分。
饥饿的儿童不能专注于学习。学校用餐促进学习和学习
表明学生营养良好时在学业上表现最好。区的
重新开放计划为所有需要食物援助且有
考虑了将食品服务运营过渡到现场所需的资源和灵活性
或供远程学习者使用的餐食分配系统，或同时操作两者。这包括
利用州或全国范围的豁免权并更新学校政策，标准操作程序
并进行培训以确保符合儿童营养计划的要求。
区的计划：
▪为每个参加SFA的学生提供每个学校每天的校餐。这个
包括在校学生和远程学习的学生。
▪解决所有适用的健康和安全准则。
▪包括在户外空间提供餐点时保护学生免受食物过敏的措施
食堂。
▪包括协议和程序，说明学生在操作前后如何进行手部清洁
饮食，如何促进适当的手部卫生以及如何共享食物和
不鼓励使用饮料。
▪包括在下一组之前需要清洁和消毒的规程和程序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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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如果在同一公共区域用餐）。
▪确保符合儿童营养计划的要求。
▪在协议中包括描述通过多种方式与家庭沟通的协议
家庭使用的语言。
在制定重新开放计划时考虑了以下注意事项。
▪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许多学生可以享受膳食福利，他们可能
通常无法获得免费餐点。返校后，学区将与
家庭可能无法免费为所有儿童提供所有膳食。
▪如前所述，学区将通过各种沟通方式通知家庭
方法（例如网站，社交媒体，电子邮件，自动通话，新闻通讯）。必要
通讯将被翻译成学区家庭使用的语言。
清晰，易于访问且用户友好的格式。
▪食品服务主管将被指定为要接收和联系的特定联系人。
回应家人的来信。联系人的信息将包含在所有信息中
提供给家庭和学校工作人员的书面材料。
▪开发特定于计划的信息，详细说明影响家庭的计划活动，例如
如：
o膳食供应
o付款方式
点菜销售
o带进大楼的外部食物，以及
o用餐服务期间对访客的限制。
▪由于以下原因，现在有更多的家庭有资格享受公共福利之前的公共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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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化。开学前，学区将提醒家庭他们可以
立即以及在此期间的任何时间提交免费或减价餐点的新申请
学年，并将继续为家庭提供更多的机会来完成用餐
福利申请。
▪可以在线和在每个学校站点的前台获得应用程序，并通过电话和
将提供亲自支持以帮助家庭申请。
在制定重新开放计划时，学区已经考虑了以下内容。
安全卫生
√更新学校厨房，自助餐厅，食品卫生的标准操作程序
仓库和中央生产厨房。
√确定其他任何设备或用品，例如温度计，酒精湿巾或其他
保持食物，学生和教职员工安全所需的设备。
√考虑严重残疾学生的特殊饮食需求，他们的安全性和
进餐时间的卫生需求可能与同龄人不同。
√在销售点/取货点安装障碍物（请参阅设施指南部分）。
√在食品服务区提供足够的口罩，肥皂，洗手液和纸巾
（请参阅“健康与安全”部分）。
√定期清洁和消毒高接触表面，包括桌子，椅子，推车中使用的
运输和服务点触摸板。
√使用计时器清洁提醒。
√处理或运送所有食品时，请戴一次性手套。
√处理或运送食物时，请穿着一次性围裙。
√仅允许计划人员，保管人员和经批准的志愿者进入计划区域。
餐饮服务人员
√评估人员配备并进行必要的调整。
√确保对员工进行有关地区健康和安全政策和协议的培训。
√根据需要对员工进行餐饮服务标准操作程序的审查和再培训。
√考虑交叉培训计划人员在关键事件中执行基本活动
缺席或紧急情况。
供应商和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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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供应商和供应商以确认某些服务/产品的可用性以及
在开始操作之前说明所有更改。
√与食品服务供应商合作，确定最安全的送货方式。
√备有用于当面和即取即送餐的用品。
美国农业部豁免了国家学校午餐计划的批准
√将SFA计划使用以下任何一种方法通知NYSED儿童营养办公室
豁免必要的操作：
o非集体饲养
o用餐时间的灵活性
o大餐需要同时取消集体用餐和用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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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父母/监护人送餐
膳食模式的灵活性
o高中“提供与服务”的灵活性
餐饮服务
√修订地区，章程和现场食品安全计划，以包括标准操作程序
教室中的用餐服务，自助餐厅中的其他用餐服务程序，社交
备餐和分娩以及接收和储存期间的距离和PPE。
√确保膳食符合膳食模式要求。
√每餐必须完成生产记录。
√为自助餐厅以外的餐点制定餐点计数程序。程序
将取决于资格确定–自由/减少/付费状态。
√考虑如何处理通常在自助餐厅排队发生的交易-如何
付款将被收取，收据已签发并有保证金。
√对有特殊饮食需求（例如食物过敏）的儿童的书面要求必须是
容纳。
√强烈鼓励使用在线学校付款系统。
√考虑现金或支票，而不是每个孩子在自助餐厅行提交的付款
课堂老师收集并发送到自助餐厅的款项。
现场就餐
√评估将在哪里用餐（教室，自助餐厅等）。
√取消或暂停使用共用桌子，沙拉柜和其他自助式冰箱
以及自助餐和调味品。
√鼓励学生之间分享食物。
√与托管人协调以建立卫生程序。
√清洁和消毒桌子之间的桌子，椅子和其他经常接触的坚硬表面
一群学生。
√考虑增加提供餐饮服务的接入点。
√在食品服务领域提供物理疏导指南，例如：
o地板上的胶带
o标牌
o增加表间距，删除表，将表标记为已关闭或提供物理
表之间的障碍
√使用收银员和服务器放在每个托盘上的预先分配的调味品。
√将餐点放在柜台或托盘线上以便快速取餐。
√在走廊或体育馆考虑“抢走”信息亭。
√考虑老师是否可以在教室里点餐，并将订单发送给
通过电子邮件，Google文档，SharePoint等进行厨房操作
√考虑在建筑物入口或安全检查站取学生餐。
√与学校人员进行协调，以满足学生的进食安全需求
残疾。
√学生在教室吃饭时：
o对老师和午餐监视器进行有关食物过敏的培训，包括过敏症状
对食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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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对所有非餐饮服务人员进行与餐饮服务相关的活动的培训
负责。
o获取或开发海报或其他辅助手段，以协助非食品服务人员实施
餐饮服务。
异地消费的餐食（选择豁免）
√评估服务方法（抓走，路边取货等）。
√确定是否有学生无法访问学校餐点分发站点，并且
确定解决这些差距的方法。
√散装餐盒或容器包装，用于多日取/送餐
一次。
√在混合情况下，学生亲自或远程参加，创建一个区域
带有锥体或标志的地方，家庭可以轻松地从那里接收食物
学生将进入。
√将可取下的饭菜放在桌子上或放在汽车后备箱中。
儿童营养-学校午餐

总览

确保在满足所有新安全要求的同时满足我们所有学生的需求
程序和准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学区已经仔细考虑了许多因素
在制定儿童重开计划中涉及安全，卫生和餐饮服务
营养，包括但不限于：
√在二级销售点/取货点设置障碍。
√在餐饮服务中要有足够的口罩，肥皂，洗手液和纸巾
区域（请参阅“健康与安全”部分）。
√定期清洁和消毒桌子，椅子，绝缘的高接触表面
运输袋，用于运输的推车和服务点触摸板。
√处理或运送所有食品时，请戴一次性手套。
√处理或运送食物时，请穿着一次性围裙。
√强烈鼓励使用在线学校付款系统。
√鼓励学生之间分享食物。
√清洁和消毒桌子之间的桌子，椅子和其他经常接触的坚硬表面
一群学生。
√在食品服务领域提供物理疏导指南，例如：
o在地板上贴胶带。
o标牌。
o增加表间距，删除表，将表标记为已关闭或提供物理
表之间的障碍。
o 在任何时候，学区都会要求学生与社会保持距离（6'距离），而
除非在使用物理障碍的情况下在学校进餐。

√使用预先分配的调味品。

2020-2021学年的送餐服务重点
•在小学和中学仅提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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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学生每天带午餐。
•父母或其他第三方提供的午餐不予送达
允许的。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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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在上课期间不得离开校园
午餐时间。
•午餐将在所有小学生的教室里的桌子和桌子上提供。
自助餐厅以及中学的其他公共区域。小学生
书桌和房间设置必须符合社交疏导准则。
•将提供一个新的在线菜单和订购系统（Meals Plus / Linq解决方案）
实施以消除手工订购表格，提供更多营养信息
用于多种语言的每个菜单项，并包括有关过敏的信息
通过食物过敏帮助保护学生。
•餐食选择将在前一天的晚上10点之前在线发布。
•所有款项将通过在线支付门户MySchoolBucks收取，
家长可以从新的在线订购系统访问。这两个系统是链接的。到期
到COVID-19，并鼓励使用在线支付，学区已与
MySchoolBucks免收2020年9月和2020年10月的在线用户费用。
•将提供简单，简单的饭菜。将有一种热餐选择，一种熟食
三明治，日光浴和果冻选项。请参阅下面的示例菜单。
•点菜将在中学阶段而不是初级阶段提供。
•除色拉酱外，所有调味品都将预先包装，装在
侧面有封闭杯。
•将在午餐时间开始之前洗手。
•不鼓励学生之间共享食物。
•用餐后将清洁教室的桌子并丢弃垃圾。
•本着健康与安全的精神，在上学期间访客将被限制在
出于健康，安全和指导目的需要准入的人。
将张贴有关安全规程和程序的必要标牌，即学生将如何
饮食前后进行手部卫生，排队时保持社交距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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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区将使用多种沟通方式（例如，网站，社交
媒体，电子邮件，自动通话，新闻通讯）。必要的沟通将被翻译成
区中家庭使用的语言，格式清晰，易于访问且易于使用。
如有任何疑问，意见或疑虑，请与食品服务总监联系。
或者，您可以联系您孩子的校长或商务主管助理。
在线系统–菜单，订购，付款
父母可以使用新的在线订购系统Meals Plus / Linq Solutions，
老师和职员。数字菜单将使父母不仅可以查看每月菜单，还可以查看
还可以多种语言检查所有营养价值和过敏原。鼓励父母
在服务开始前一天晚上10点在线下达午餐订单。午餐订单可以通过
家长，老师和工作人员提前一天到网上提前一周。如果学生
没有下订单，也没有带午餐去学校，
早上可让老师下达最新订单。
小学课堂午餐程序
每日餐饮服务如下：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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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鼓励父母在服务前一天晚上10点在线下达午餐订单。
父母，老师和员工可以在前一天和一周之内下达午餐订单
提前在线。
2.早上，老师们将能够登录Meals Plus / Linq Solutions以确保订购
被安排给需要午餐的学生。最后一分钟的订单可以在那
时间。
3.午餐将被放置在密闭的，有每个学生名字的一次性盒子中，并放入
一个隔热袋，可运送到每个教室。
4.分配给班级的每个午餐班长将获取午餐和班级名册
在保温袋中安排的午餐时间。
ø例：Searingtown具有3幼儿园和4个 1 第一级部分（教室）。
ØK和1 日档次午餐时间是上午11:20
o 7个贴有标签的保温袋将准备就绪，供监控人员在自助餐厅取走
上午11:15
5.班长将分发所订餐点并核对名册上的每个学生
谁吃饭 名册应放在厨房管理员的书包中。
6.学生不要离开课桌。午餐监控员将餐直接分配给
学生们。
7.午餐后，学生休息时，设施将处理垃圾，
清洁和消毒每个教室。
8.所有保温袋均应放置在每个教室门的外面，以供餐饮服务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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捡起。
菜单
每天将提供一种热餐，一个熟食三明治和一个日光浴和果冻选项。所有
根据儿童营养计划，膳食将与牛奶和水果一起使用
要求，并将简单的简单食物食用。请参阅下面的示例3周周期菜单。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星期四
鸡滑块
甘薯
薯条
绿豆

鸡
掘金
面包棒
绿豆

脆皮鸡
三明治上
Bun头
甘薯
薯条
绿豆

通心粉和
起司
三豆
沙拉

奶酪
棍棒
意大利西红柿酱
烤玉米

塔可星期二
烤瓢
黑豆

法式吐司
土耳其香肠
肉饼
土豆煎饼
烤玉米

爆米花
鸡
甘薯
薯条
烤
西兰花

披萨广场
胡萝卜棒

披萨饼干
意大利西红柿酱
烤玉米

烤箱炸
鸡
炸薯条
烤
西兰花

披萨百吉饼
胡萝卜棒

汉堡包
炸薯条
鹰嘴豆沙拉

鸡肉条
炸薯条
烤
西兰花

星期五
披萨百吉饼
胡萝卜棒

免费和减少资格
由于以下原因，现在可能有更多家庭有资格获得福利，而不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之前。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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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变化。此外，在公共卫生紧急情况下，膳食补助是
适用于许多通常无法免费用餐的学生。当学校回来时，所有
可能并非免费为所有儿童提供餐点。家庭可以提交新的申请
立即或在学年中的任何时间免费或减价用餐。申请将
可在每个学校站点的在线和在线办公室获得。电话和面对面的支持可以
根据要求提供给家庭。
异地消费的餐食（选择豁免）
在混合环境中，例如在中学阶段，学生亲自上课，
在偏远地区，每天都会在学校后面的高中提供外带餐点。
运送/装载码头，用于路边取货。鼓励学生预订。或者，
免费和减价的合格学生可以在上学的任何一天预订两天的餐点
在会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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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
出于大流行学校重新开放计划的目的，校车被认为是
教室。因此，许多适用于学校建筑的建议，例如
远离社交场所和经常打扫卫生，将应用于校车以及教室。
但是，学生运输面临某些独特的挑战，特别是在
无家可归的学生，寄养学生，非公立和特许学生的交通
学校和残疾学生。
预计学区将履行有关安全有效运输的现有规定。
寄养，残疾和上学的无家可归学生（麦金尼·文托）
非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尽管履行这些义务必将带来
挑战，这些期望继续存在。因此，学区必须计划
相应地。
A.重新开放强制性要求

校车

▪有能力的学生将被要求戴口罩，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社会保持距离
将受到鼓励。
▪必须清洁区域和合同承运人每天使用的所有公交车，
每天消毒一次。AM和PM运行后必须擦拭高接触点
根据消毒时间表。例如，某些公交车可能在
AM和PM运行，而PM运行后可能会清洁/消毒其他总线。
▪校车由于其易燃成分而不能配备洗手液。
对承运人或地区的潜在责任。校车司机，班长和乘务员必须
不要在校车上随身携带洗手液瓶。
▪轮椅校车必须配置轮椅位置，以确保与社会的距离
6英尺。

校车人员

▪校车司机，监督员，服务员和机械师应进行自我健康评估
在上班之前检查COVID-19的症状。如果人员遇到任何
如果出现COVID-19的症状，则应通知其雇主并就医。
▪校车司机，显示器，服务人员和机械师必须戴面罩以及
可选的面罩。
▪将对运输人员（驾驶员，监控人员，服务员，技工和清洁工）进行培训并
提供有关定期正确使用个人防护设备，标志和
COVID-19的症状，并适当使用社交距离。
▪运输部门/承运人将需要提供个人防护设备，例如
用作司机，监视器和乘务员的口罩和手套，以及洗手液
所有运输地点的员工，例如调度办公室，员工午餐/休息室
和/或巴士车库。
▪必须与孩子进行直接身体接触的驾驶员，监视器和服务员必须穿戴
手套。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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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学生

▪如本指南“健康与安全”部分所述，所有父母和监护人
将被要求确保他们的孩子没有任何症状和体征
COVID-19，登机前没有发烧100度以上
到学校的交通。
▪如果学生身体健康，必须在校车上戴口罩。不能的学生
在医学上容忍面部遮盖物，包括遮盖力受损的学生
他们的身体健康或心理健康，不需要使用面罩。
▪没有口罩的学生不能被拒绝运输。
▪学区必须为没有面具的学生提供一个。
▪残疾学生将被禁止戴口罩，因此不会被强迫
这样做或被拒绝运输。

学生运输路线

▪如果学区在远程或其他地方开会，则必须提供学生运输
非公立，私立，私立，特许学校或接受个性化教育的学生
计划已将他们赶出所在学校所在地区的面对面会议，时间/
如果该区不在。
▪在法律要求的范围内，所有学生均有权按学区交通。
在制定学区计划时考虑了以下最佳实践，以减少
感染的传播：

校车

▪当温度高于45度时，校车应使用屋顶运输乘客
舱门或窗户稍微打开以提供空气流通。

校车人员

▪如果愿意，驾驶员，显示器和乘务员可以戴手套，但不是必须的。
除非他们必须与学生进行身体接触。
▪可能鼓励运输人员在之前和之后用肥皂和水洗手。
在AM和PM运行以保持健康并防止感染从一个人传播到
下一个。当您执行以下操作时，细菌可能会从其他人或表面传播：
o用未洗的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o触摸受污染的表面或物体。
o nose鼻，咳嗽或打喷嚏，然后触摸他人的手或
共同的对象。

交通学生

▪鼓励同胞的兄弟姐妹或孩子坐在一起。
▪驾驶员/监视器/服务员可能会为没有面罩的学生提供口罩。学生们
不能以医学方式容忍面部遮盖物的人，包括那些遮盖面部的学生
会损害他们的身体健康或心理健康，无需使用面部
覆盖。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重新安排座位，这样学生就不会
面具与其他学生在社交上隔离。
▪将提醒学生注意公交车规则，例如不要在校车上吃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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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他们取下口罩。
▪当学生上车和下车时，他们应该遵循社交疏远协议。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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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增加在站点上加载和卸载总线所需的时间。以下是
学生下车后建议的方案：
o错开到达和离开时间，以确保与社会保持距离。
o重新配置由以下人员运输的学生的装卸位置
公共汽车，汽车还是行人。
o鼓励学生进入建筑物或教室后使用洗手液
校车上不允许使用洗手液。

学生运输路线

▪在合同运输中使用添加和删除子句以配置其路由需求
取决于学校的日程安排，惊人的开始时间和虚拟学习天数。地区
需要增加路线时，应向学生运输单位提交补遗
学生运输合同中增加的成本。
▪学区应尽一切可能为学生提供交通
人口采用创造性的区域路由，市政合同，piggy带方式
合同或公共交通。
预算和财政事项
A.经济概况
国民经济和纽约州的经济都受到了
自3月以来发生的COVID-19危机和各种缓解措施
2020年。仍然未知的是，影响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善或恶化，持续多长时间
它会持续下去，而国有经济的哪些部门将受到最严重的影响。
了解纽约州教育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对于
为重新开放学校制定最负责任和最灵活的预算计划。经济
州内各学区的人口统计学差异很大，一些最富有的学区
在该国最贫困的人群中。各种国家援助公式可以补充这一点
现实，最富裕的地区获得的国家援助较少，而地方财政较少的地区
容量得到更多。
纽约州政府的运营资金来自多种收入来源，
包括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公司税，使用费以及联邦赠款，以及
权利。这些因素均受到经济变化的不同影响。
由于COVID-19而处于该状态。
B.学区的财政准备
学区财政前景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未指定学校的可用性
储备金，各区为财政困难时期留出的资金。个别地区
情况差异很大。放宽针对某些目的驱动的提款规则
储备金将为各地区在未来几年的预算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
增加国家援助的前景减弱，但这种变化将需要颁布
立法。当地区考虑在此期间应动用多少储备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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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学年或任何危机，他们都应该记住，这种情况有可能
持久的。
C.2020-21年颁布的国家预算
州长Cuomo于2020年1月提出的执行预算提案最初要求在全州范围内
2020-21学年的学校资助增加了8.25亿美元，即3％。作为COVID-19危机
在最终预算颁布之前出现，计划的增长并未实现，
导致对学校的援助分配，使各地区可以不受限制地分配资金并得以维持
法定偿还额。国家资助的援助减少部分被
增加紧急联邦资金。
D.大流行调整和CARES法案资金
在2020-21学年，国家援助减少了11.3亿美元，
调整”，这减少了学区援助拨款的底线，与
联邦冠状病毒援助，救济与经济安全（CARES法案）各提供的资金数量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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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预计将收到。然后为各区分配了一定数量的联邦资金
通过《 CARES法》中小学紧急救济的结合
基金（ESSERF）和州长紧急教育救济基金（GEERF）。结果是，
学区的州补助金将会减少，但有资格申请
这些联邦拨款中的金额。但是，应注意，《 CARES法》要求
用于向非公立学校提供公平服务的部分资金。
E.可能进一步减少援助
2020-21年颁布的预算还包括允许预算署署长，
有待立法机关修改，以减少任何及所有计划领域的拨款
如果实际收入低于假定的水平，则为国家预算的
在执行预算中。截至2020年4月，该项目的预计总缺口为133亿美元。
2020-21州财政年度。上述行动使这一缺口减少了近12亿美元。
结合其他预算行动，预计剩余缺口为82亿美元。缺席
预算司表示，联邦政府提供了额外的支持，进一步削减了学校援助，
可能需要医疗补助，社会服务和交通运输来消除预计的预算
间隙。
F.用于国家援助目的的180天日历和出勤报告
学区通过以下方式报告某些入学，出勤和学校日历信息：
国家援助管理系统（SAMS）。尽管此数据提交过程与其他流程不同
程序，所提供的基础数据应与所有其他出勤报告保持一致
和要求。
最低年度教学时数要求和180天的课程要求也是
两者均通过SAMS报告。在2019-20和2020-21学年，学区将
根据为平均水平提供的时间表，要求继续提供相同的信息
学生，而不是为每个学生报告。根据法规变更，
摄政委员会于2020年7月13日发布紧急规则，学区可能有资格申请
豁免2019-20和2020-21的最低教学时数要求
在一定程度上，“学区因以下原因无法满足此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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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COVID宣布的紧急状态发出的总督行政命令19危机，或根据2020年法律第107章修订的《教育法》第3604（8）条，
或因COVID-19危机而实施的重新开放程序”。成功申请
的豁免将使学区避免因未能达到最低要求而减少援助
教学时数要求。但是，180天的会议要求已在法规中规定，
2020-21学年，目前尚无法律规定允许一所学校
在整个学年中，学区提供少于180天的教学。
G.出勤率低下对国家援助的影响
学区对学生选择留在家中的影响表示担忧
大流行期间将对其状态援助进行计算。国家援助公式使用多个
出勤率在计算学区的援助分配时很重要。全州范围内
70％（主要是基金会援助）基于平均每日会员资格或地区注册，
这是对学区学生注册的一种衡量，没有考虑出勤率。
这些援助公式不应受到出勤率的影响。一些公式使用平均每日
参加报销率的计算，《教育法》第3602（1）（d）（2）条规定
让专员从该计算中排除“上学的日期
由于流行病而受到不利影响。...” NYSED计划将拟议的COVID9月对此类法规进行了具体更改，以供董事会审议。
H.非纽约市教育与发展管理局管辖的活动的灵活性
尽管预算和财务事项几乎影响所有运营和教学
计划领域，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很大程度上超出了
国家教育部。以下是一些建议的领域
NYSED员工应得到州决策者的进一步考虑：
▪储备金：考虑在立即使用中提供暂时的灵活性
指定或限制准备金，以及在规定的期限内偿还资金的要求
时间。
▪运输问题：如本指南运输部分所述，提供
https://translate.googleusercontent.com/translate_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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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供应商签订合同时的灵活性以及追求简化的公交车司机
机动车部的许可程序，以减轻新公共汽车的租用负担
司机。
▪个人防护装备（PPE）和技术购买：为以下目的提供更多途径
共享服务协议，减轻BOCES在该领域扩展服务的负担。
I.预算转拨的灵活性
预计2020-21年可能会有各地区未在预算中进行的成本
正确的帐户代码。特别地，上面已经指出了对附加设备的需求。
仅在需要其他设备的情况下，2020-21学年的预算转移灵活性
（主要与建筑物的重新开放和维护有关）将有助于学区
在那个位置。从历史上看，学区曾被告知不能转移资金
进入设备帐户代码，因为设备被视为非或有费用
（通常），并且禁止转移到非或有订单项中。另外，学区
鼓励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状态辅助硬件，以确保所有必要的
设备正在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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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税收
依赖银行或其他外部实体（例如城镇）收取学费的学区
可能会面对面收集的能力问题。已建议各地区审查其
征税流程，以尝试预期可能会遇到的任何问题或问题
居民亲自纳税的能力，而不会受到惩罚。
K.其他注意事项
必须维持所有现有的国家援助报告要求和期限；数据内容
提交内容将基本上与过去的做法保持一致，除非法律修改了，
法规或行政命令。
个人防护装备，运输，餐饮服务和其他缓解需求的额外费用可能会增加
必要。建议各地区不要承担额外的州或联邦支持。
超出2020-21学年预算的可用资源，并应计划
这些需求相应地。
L.特许学校
地方学校应继续按学生要求处理每个学生的特许学校发票
《教育法》第2856条和《专员条例》第11.1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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