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重开家长解说会

索兰纳太平洋小学 Solana Pacific School

7月16日星期四下午4点半
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目的和结果

目的: 在遵守维护学生和教职员工健康和安全的卫生命令
             前提之下，分享最适合学生重返学校计划的信息。

结果:

1) 提供重新开放学校计划的全面概览。

2) 提供有关2020-21学年教学模式的选择信息，以及家

长需要做出教学选择的时间表。

3) 帮助家长为子女做出教学模式的选择。



      
 议程

本次会议的章程如下: 90分钟

                             45分钟讲解，45分钟答疑

● 健康要求指引

● 教学模式选择

● 教学进度表

● 健康和安全措施

● 设施: 空间和清洁

● 儿童营养

● CDC 托儿所

● 选择教学模式时间表和下一步骤

● 提问解答



     会议程序

请在会议进行期间保持静音，以避免打扰讲员
发言和与会者的专心参与。 

请在留言区留言和提问，讲解完毕后会安排时
间答疑和回复留言。

本次会议期间的提问和答疑经过总结整理和
归纳后，会在本学区的网页上公布。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MORE!



公共卫生部门

指引

健康卫生部门指引

加州公共卫生部 (CDPH)*

圣地亚哥县卫生和公共服务局 

四大要求

                                                *”所有指南都需获得县卫生部批准并保持一致 .....” 

口罩 / 面罩
等待州政府最新指

令的更新

社交距离
(实际)  

6英尺（如可行）

清洁/消毒 
洗手、消毒、有限度
的共享、疾病政策

实践健康筛选 
主动探测体温

新冠病毒 
COVID-19行业
指南：
学校和校务项目



圣地亚哥公共

卫生政令:
 (2020年6月19日生效）

● 所有公立、特许和私立学校都可以在校园内开课或开展学校业

务，前提是该学校需遵守CDPH所颁布的《加州新冠病毒

COVID-19行业指南：学校和校务项目》中所包含的措施（包括其

中要求遮盖面部的要求）。同时，在可行的情况下还需合并遵守

“更强的伙伴关系：加州教育局（CDE）发行的关于安全重新开放

加州公立学校指南” 中所提供的指南。

● 各学校应填写并张贴一份文件，详细说明学校在考虑上述CDE
指南后为遵守CDPH行业指南措施而采取的行动。高等院校不得

在学生聚集的校园内举办班级或其他学校活动，但可在高校内

开展与科研有关的活动，并在必要时对学生进行必要的培训。圣

地亚哥县教育局（SDCOE）计划模板。 



教学授课模式 学前班和托儿所

教职员工和学生健康
和安全

清洁和消毒

儿童营养服务

2020秋季重新
开放学校计划



索兰纳海滨学

区重新开放学

校指导原则

让更多的学生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回到校
园学习。

                   最大量化“教和学”。

为学生、教职员工和各家庭提供社交情
感所需的支援。

保护好学生和教职员工们的健康和安全，始终是
我们的首要工作。



提问时间

健康和安全要求 



1. 线上教学模式   

2. 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模式
(发展的目标是让所有学生可以一周五天回校上课，但必须根据当前和不断变化的

卫生指令保持灵活机动性)

增加公共卫生部

门的指引
• 队列组合

• 实际距离的保持 
(A/B 上课时间表)

• 遮盖面部

现有的公共卫生

部门指引*
● 队列组合

• 实际距离的保持

(5天上课时间表)
• 遮盖面部

• 额外保护屏障

线上教学
(在学校和实体课堂关

闭的情况下)

两种教学模式  

*合理、实际和预防性的指导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教学进度表指

导原则 教学进度表指导原则

✔ 关注学年中各年级应达到的教学标准 

✔ 为进一步学习提供反馈并监督学习进度 

✔ 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

✔ 学生之间有意义地进行交流互动

✔ 师生之间有意义地进行交流互动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

点击此处了解更多具体详细关于在线教学模式的
选项信息

● 强大的在线学习计划，将与2020年春季远程教学模式有所不

同

● 遵从所有索兰纳海滨学区学校相同的学年进度表，会如同线

下实体教学模式一样涵盖该年级所应该涵盖的教学内容

● 由整个索兰纳海滨学区的学生组成

● 索兰纳海滨学区提供具备专业认证资格的教师和支援教职员

工为线上教学模式提供支援

● 要求每日的出勤

● 包括每日实时 (同步) 教学, 预录 (非同步) 教学,以及独立自主

的学习，所有的学习架构都是包含在每日的学习进度表内。 

● 提供学生学业进度的更新

● 要求对整个学年做出承诺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进度表

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线上教学模式

完整的学年将涵盖该年级应有的课程内容

(180天教学) 
完整的学年将涵盖该年级应有的课程内容

(180天教学) 

教学进度表，将以最大限度来提高教学效果：

● 社交情感学习

● 教学内容说明 (每日实体教学指导，小组
和独立自主学习)

● 学生与学生之间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保持身体距离 )

● 对学习的评估和反馈 
● 探索实验课程*
● 洗手/进行卫生清洁

● 休息 (课间/午饭)

有组织的时间表，最大限度地提高教学效果：

● 社交情感学习

● 教学内容说明 (每日实体和预录教学指
导，小组和独立自主学习)

● 学生与学生之间和老师与学生之间的互
动 (线上环境交流)

● 对学习的评估和和反馈

● 探索实验课程*
● 休息 (肢体活动/午饭)

*部分资助来源于索兰纳海滨学区基金会

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进度表

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线上教学模式

头几个星期学习新的程序和建立新的常规
例如：

● 注意健康和安全规程：洗手/保持卫生清
洁，保持社交距离和遮盖脸面

● 熟悉数码教学平台

头几个星期学习新的程序和建立新的常规
例如：

● 熟悉数码教学平台

● 熟悉线上学习环境，进行学生之间和师
生之间的互动

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

● 持续的沟通

● 根据相应的年级，对学童每日的作息、指
定功课、成绩和家庭作业等方面进行监
督和支持

● 为学童建立一个可以在家持续学习的空
间 

● 参与秋季和春季的教师/家长会，一起探
讨学童的学业进展。如有需要，通过预约
可以增加会议次数。

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合作

● 持续的沟通

● 根据相应的年级，对学童每日的作息、指
定功课、成绩和家庭作业等方面进行监
督和支持

● 为学童建立一个在家可以使用学区提供
的电子设备和材料参与教学时间的空间

● 参与秋季和春季虚拟的教师/家长会，一
起探讨学童的学业进展。如有需要，通过
预约可以增加会议次数。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提问时间

    教学模式



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健康和安全

学生、教职员工和家长的培训工作 症状的排查
深度清洁

实施健康和卫生操作 实施实质性的社交距离操作



疾病应对计划

新冠病毒COVID-19 确诊后的通报机制和应变措施

部分或全面关闭学校的程序和措施



线下实体教学

模式其他时间

安排计划

CDPH 新冠病毒COVID19 行业指南第8页和第11页
加州教育局《更强的伙伴关系》指南的第3页和第4页

圣地亚哥县教育局为幼儿园至12年级安全重开校园计划第22项

交错性的到校和放学时间安排

● 减少学生、教师、家长和社区成员之间，在每个上学日到
校和放学期间的接触。

● 按指定路线进出校园，尽可能使用多处不同的入口。

● 对所有学生进行目测健康状况和使用无接触性的体温探
测器测量体温。

● 查询过往24小时之内有否新冠病毒COVID-19的病征，以
及家人当中是否有人出现新冠病毒COVID-19的病征或
被确诊。 

● 监控学生和教职员之间的各种疾病和病征，以便尽快帮
助他们进行及时隔离。



线下实体教学

模式其他时间

安排计划

交错性的课间休息时间安排

●考虑每个班级在指定的单独区域举行课间活动。

交错性的午饭时间安排

●在教室或户外吃午饭，取代在午餐区或集体午餐房内用

餐。

清洁时间表 (课前、课间和课后)

●教职员工应每天对校内和校车，经常接触的表面地方进

行消毒，并在可行的情况下，由训练有素的学校保洁人

员全天经常性地对校园环境进行消毒。

CDPH 新冠病毒COVID19 行业指南的第6页和第9页
加州教育局《更强的伙伴关系》指南的第7、8、9、44和52页

圣地亚哥县教育局为幼儿园至12年级安全重开校园计划第15、16和17项



  线下实体教学   
  模式实体社交 
  距离的执行

教室的空间

●学生应该留在固定的位置并以极小数作为小组组合，同时

保持一致性的分组组合。

●在彼此的座位和桌椅之间保持最远的距离间隔。 

●老师和其他教职员工与学生的桌椅保持最少6英尺的距离。

●为了确保学生之间的间距有效执行，例如，课桌之间的间隔

为6英尺，课桌之间有隔板，教室地板上会有标记，以便督促

保持彼此之间的距离。

CDPH 新冠病毒COVID19 行业指南的第8页和第9页
加州教育局《更强的伙伴关系》指南的第7页和第8页

圣地亚哥县教育局为幼儿园至12年级安全重开校园计划第18项



我们承诺继续采用我们的“速成”烹饪方法，对营养、质量、口
味和本地采购的最高标准来提供膳食服务

我们知道：
● 包装午餐将包含所有午餐所需求的成分（蛋白质、水果、谷类蔬

菜、牛奶和果汁（如果需要的话））
● 现场领取午餐:

○ 派发到教室或自行领取（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 路边无需停车“领取后即走”（线上教学模式）

午餐服务的形式将取决于教学模式而定

午餐服务的执行

健康、安全和消毒:
-职员们的每日健康排查 -遵从消毒规程
-勤于洗手 -限制并只允许特定人员进出厨房
-教职员配戴手套和面罩        
-保持社交距离



清洁和消毒规程
● 新的常规和例行流程
● 新冠病毒 COVID-19 确诊

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卫生
● 搓手液供应装置

个人保护装备(PPE)
● 学生
● 教职员工

   卫生和清洁



索兰纳海滨学区儿
童发展中心托儿所 

卫生部门的监管
●不同的公共卫生部门文件
●加州社区托儿所执照

2020暑期现场测试
●小组队列形式 (室内/室外活动)
●交错式接送学童
●主动进行症状排查
●限制家长进入校园范围
●保持社交距离

2020-21 学年
● 将会利用暑期现场测试信息和最新的卫生部门指南进

行规划

新冠病毒 
COVID-19更新
指南：托儿服务和

提供者

2020年6月5日
covid19.ca.gov



选择教学模式

时间表*
● 7月17日- 电子版的选单

● 2020年7月24日止 - 家长必须在以下两个选项中挑选其一:

○ 线上教学模式

○ 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 7月27日至8月7日 - 学区会指派学生参与所选的教学模式，并最终
确定每个教学模式的任教老师。

● 8月21日星期五 - 简短的开放日(具体形式有待日后公布)

● 8月25日星期二 - 学校正式开学

要求转换教学模式
● 在特殊的情况下，如果有意转换教学模式，学校会根据是否有足

够的空置名额做出考虑，最后将会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进行处

理。

*上述时间表将会配合最新的健康指令做出更改

2020-21学年线上教学模式

2020-21学年线下实体教学模式



        

下一步

❏ 本次会议内容的录像将会公布在本学区的网页上

❏ 答疑问题 (FAQs) 经过整理归纳后会公布在本学区的网页上

❏ 办公时间 - 欢迎以电邮形式与我们联系 
             Elisa Fregoso 校长 - elisafregoso@sbsd.net
             Angela Tremble 副校长 - angelatremble@sbsd.net

           7月21日 周二 上午 9点至10点 和 下午 4点半至5点半

           7月23日 周四 上午 9点至10点 和 下午 1点半至2点半



TOGETHER 
WE CAN 
ACHIEVE 
MORE!



    

 答疑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