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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多月后，我们终于可以返回我们的教室、操场和健身房了。我意识到我们可能会感到有点焦虑、紧
张和兴奋……也许同时感受到许多这些情绪。

但是我知道：我们已准备好了。我们的学生已准备好了。我们很高兴能够创造许多快乐学习的新时刻。

作为前任教学教师和校长，返校仪式勾起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学生们渴望分享他们的夏季冒险故事，
炫耀他们的新背包，并跑去见他们的朋友—现在已长高了一些。这个一年一度的传统总是一个激发新友
谊，并在学生和我们的教育者之间建立联系的机会——我们很珍惜这一点。

此全球大流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艰难的。我们有许多人生病了，失去了家人，或者继续犹豫不敢进
入公共场所——所有这些都是正当且真实的恐惧。然而，我们的学生—您的孩子—现在需要我们为他们
挺身而出。来教他们。去看他们。

当我们亲自返校后，我们知道冠状病毒仍然对我们的社区构成威胁。整个夏天，我们已与公共卫生专家
合作实施了一系列健康和安全措施，包括改进我们学校的通风系统。我们制定了全面的健康和安全计划
，包括加强我们应对 delta 变体兴起的准备工作。

我们为学校计划的每一层安全措施都是协同工作。我们知道，我们分层的安全措施的组合有助于更好地
确保一个健康的学习环境。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戴口罩、洗手、保持距离，并在符合
资格的情况下接种疫苗，以确保我们自己、我们同学、同事和学校社区的安全。

随着我们欢迎您的家人重返学校，我开始了担任学监的第五个年头，我想分享感激之情：感谢您相信我
们为您的学生创造引人入胜且安全的学习环境。

我期待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年，与您一起创造许多快乐的时刻。

Guadalupe Guerrero
波特兰公立学校校监

Guadalupe Guerrero校监的欢迎辞
亲爱的家人和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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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1 我们相信—在公共卫生专家的指导下—我们分层的健康
和安全措施将帮助我们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您今年在学校
进行全面亲身学习的干扰。

社区教育洗手清洁和消毒隔离和检疫定期COVID-19测试气流和通风英尺的肢体距离口罩COVID-19疫苗接种

每层健康和安全措施都与其它措施协同工作。我们认识到，没有任何一层是完美的，当多层措施协同工
作时，才能实现每一层的强度。

COVID-19疫苗接种
疫苗接种是针对COVID-19的最重要保护层之一。

我们很自豪得成为俄勒冈州第一个宣布所有PPS员工都需要接种疫苗的K-12学区。因此，所
有PPS员工、承包商和志愿者都必须在2021年10月18日之前接种COVID-19疫苗。

迄今为止，超过95%的PPS员工表示他们在开学第一天之前已接种了疫苗。

PPS将继续为学生、家庭、员工和社区合作伙伴促进、创造和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今年秋
季接种疫苗。这将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一旦他们符合条件。

了解更多: PPS.net/COVID-19Vaccination

口罩
无论疫苗接种情况如何，所有PPS学校的所有成年人和学生都必须时刻佩戴口罩。无论是在室
内、户外还是在校车上，除了在吃、喝、进行户外体育比赛或演奏吹奏乐器时，每个人都需要
戴口罩。我们将在整个秋季月份随着公共卫生指导的发展而进行调整。

至少，口罩必须是布制的并应该是多层紧密编织的透气织物，能阻挡光线穿过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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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Andy Slavitt一起隔离：工具包—儿童、学校
和Delta
拜登总统的前 COVID-19 高级顾问Andy Slavitts向儿
科医生和疫苗学家Peter Hotez和波特兰州立大学工
程与计算机科学学院院长、室内空气质量专家
Richard Corsi提出了有关送孩子返校的首要问题。他
们为您介绍Delta如何影响孩子的感染风险、配戴口罩
、吃午饭时保持安全等问题。

倾听: LemonadaMedia.com/podcast/toolkit-kids-school-and-delta

英尺的肢体距离
学生和员工将尽可能保持三(3)英尺的肢体距离。

虽然我们3,000 多个教室有绝大多数都能够使每个学生轻松得保持3英尺的肢体距离，但
是我们意识到我们有一些需要“尽量”才能保持该距离的教室，并将与每所学校的领导合作
，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距离和其它层面的健康和安全措施。

将每层安全措施视为与所有其它层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专注于加强每一层面，
并继续为每层的众多挑战寻找解决方案，但是没有完美。我们健康和安全计划的优势在于
确保每个空间中的每一层面都处于其最大能力。

气流和通风
整个夏天，我们的设施团队（感谢你们！）升级了每所PPS 学校的通风系统。通过这样做
，室内空气质量将得到很大改善，因为：

每间教室和校车都有HEPA过滤器
HEPA 代表“高效微粒空气”，该名称专门用于
描述能够捕获99.97%的 0.3 微米颗粒的过滤
器。科学家们发现，这种尺寸的颗粒比更大或
更小的颗粒更容易避开大多数空气过滤器。

我们学校的中央空气过滤器升级至MERV 13标准
MERV 13标准过滤器主动捕捉空气中最微小的
颗粒，捕捉不需要的过敏原，包括细菌和有害
病毒携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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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COVID-19测试
多亏了俄勒冈州卫生局，我们计划支持为PPS学生和员工提供免费的每周COVID-19筛查
测试。筛查测试适用于未出现症状或确定已接触COVID-19的个人。*

我们将继续为在校期间出现 COVID-19 症状的学生和员工提供诊断测试，并将立即遵循
隔离程序。

要了解更多信息并为您的学生注册，请联系您的学校。

隔离和检疫
为了尽量减少接触COVID-19的风险，在每天送您的孩子上学之前，请筛查COVID-19的
症状（请参见第 7 页的检查清单）。如果您的孩子出现 COVID-19 的主要症状，请呆在
家里，联系您的学校并咨询您的初级保健提供者。

如果我们的一所学校发现了COVID-19病例，我们将遵循当地公共卫生（Multnomah县卫
生局和MESD学校卫生服务）关于对个人进行隔离和检疫的指导和要求。如果您的学校出
现COVID-19病例，我们将遵循MESD和Multnomah县卫生局的接触者追踪程序。任何受
到检疫和隔离要求影响的员工和家庭都将收到通知。

学校将如何限制公共卫生定义的 COVID-19“接触”？

座位表将有助于识别那些密切接触者

所有学生和员工都必须时刻佩戴口罩

床柜肢体距离（尽可能保持3英尺）

至少在开学的前六周，早餐和午餐将在

外面吃，学生保持 3 英尺的距离

开学前几个月有限的室内集会、实地考

察或室内大型聚会

每个病例都是独一无二的，每次接触都

将由Multnomah县公共卫生部门确定  

* 俄勒冈州卫生局将提供筛查测试选项的详细信息。一旦俄勒冈州卫生局能够提供此测试
PPS便已准备好提供筛查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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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洁和消毒
多亏了我们学校340多名保管人员的工作，我们将在全天定期清洁频繁接触的表面。此外
，我们将确保每所学校都有随时可用的清洁湿巾。

如果Multnomah县卫生局确定教室中有COVID-19的阳性病例，我们将按照当地和CDC指
导的全面消毒协议。

 
洗手
在PPS的每间教室和每所学校，每位学生和员工都能随时获得肥皂、水和酒精含量至少为 
60%的洗手液。 

社区教育
我们喜欢我们的学校作为整个社区的学习中心。我们将与公共卫生部门合作，教育和推广 
COVID-19 疫苗和其它健康和安全措施，以预防COVID-19。随着指导的发展，我们将向
您和您的家人提供最新信息。



今年秋天的一个典型上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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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中度过的一天看起来和感觉起来将与我们关闭学校之前非常相似，但是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额外的
预防措施，以确保学生可以安全舒适地学习和玩耍。

我的学校提供哪些支持和资源来支持我学生的学习经历？ PPSfamilysupports.com

交通
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乘坐校车往返学校。我们所有的校车都配备了HEPA过滤器，并将定期清洁和消毒。
需要帮助？请致电503-916-6901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transportation@pps.net

课间休息/操场
学生将能够在课间休息时使用操场设备并享受户外活动。无论疫苗接种状态如何，无论在室内还是在室
外活动，学生都必须始终佩戴口罩。我们预期将在学年期间更新此要求。  
 
早餐和午餐
所有PPS学生都可以享用免费的早餐和午餐。

你是否知道？9-12年级的PPS学生可以使用他们的学生证来作为TriMet服务通行证（在整个学年有效）。

你是否知道？每所学校都会为学生提供户外座椅用品（毯子、靠垫等）。
在波特兰，由于各种原因，户外用餐并不总是一种可行性选择，
因此每所学校都会制定一项“膳食服务安全计划”，在无法在户外用餐时使用。
访问  PPS.net/BacktoSchool2021 来查看您学校独特的膳食服务安全计划。

对于有残障的学生，我们通过个性化教育计划 (IEP) 在最低限制的环境中提供连续的特殊教育服务，并与州和联邦
的规定保持一致。
今年，为了解决 COVID-19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每个拥有IEP的家庭都将参与一个与教育者进行的返校对话，以确
定您的孩子可能需要的额外支持，以加快学习和整体进展。您将收到一封信，解释有关这方面的更多细节。由于与
COVID-19相关的持续健康相关风险，每次 IEP会议都将让我们有机会审查并做出适当的健康和安全调整。

特殊教育服务

我们优先考虑我们的学生在户外用餐。公共卫生部门同意，
在不戴口罩的情况下，户外是最安全的选择。
 
学生在不戴口罩和吃东西时将保持3英尺的距离

学生在前往户外之前将从食堂取餐。
这将有助于管理过敏原安全协议并确保安全的食品处理。

我们鼓励和规范在户外时坐在地面上吃饭。如果您的学生不能坐在地面上，
请联系您的学校来寻找其它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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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此大流行、当地社区的暴力和针对有色人种社区和LGBTQIA+ 社区的持续身体和语言暴力会影响我们每个
人的心理健康和安康。 PPS聘请了许多学校辅导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护士和其他专业支持人员，包括我们
基于社区的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合作伙伴。

此支持团队能够共同帮助您、您的家人或您的学生识别并提供心理健康和/或药物滥用支持或其它重要的家庭资源
。 请联系您的学校辅导员来寻求支持。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PPS.net/StudentHealth

心理健康支持

特定文化的基于社区的学校支持
我们与特定文化和多种族社区组织合作，为黑人、美洲原住民和有色人种学生提供学术和情感支持、富
集和辅导。要了解更多信息: PPS.net/RESJPartners
 
SUN社区学校
我们的SUN社区学校是青年人、家长、企业、信仰社区、图书馆和社区组织的共同努力，旨在为学生和
我们的家庭提供支持来帮助您的孩子取得成功。要查找您当地的SUN社区学校以及食品和能源协助等服
务: multco.us/sun/sun-community-schools
 
体育和表演艺术
我们很兴奋能在我们的所有学校恢复正常的体育日程和表演艺术。
PIL时间表: PILathletics.com | 表演艺术活动: PPSArts.com

每日疾病自我筛查清单
为了尽量减少接触COVID-19的风险，在每天送孩子上学之前，请筛查COVID-19的症状:

100.4°F

发烧（体温为100.4°F或更高）或发冷 未经医疗保健提供者确诊或排除的新咳嗽 不明原因的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

新的味觉或嗅觉丧失 呕吐或腹泻 未确诊的皮疹或溃疡

如果您的孩子生病了或表现出 COVID-19 的任何迹象或症状，
请不要送您的孩子上学并联系您的学校。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时开始出现症状，请立即联系学校，
以便我们确定是否需要额外的隔离/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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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公共卫生为指导
我们将继续遵循俄勒冈州卫生局、俄勒冈州职业安全与健康部 (OSHA)、
Multnomah县卫生局和俄勒冈州发布的最新COVID-19公共卫生指南的指导。我们
将继续与我们的健康咨询小组中的独立公共卫生和儿科健康专家一起审查我们的安
全计划以及有关 COVID 的最新研究和信息。

强健的安全协议
所有学校都制定了强健的安全协议，包括佩戴口罩、学校工作人员接种疫苗、定期
清洁和消毒、洗手等要求。

升级的空气过滤系统  
我们已将所有空气过滤系统升级到MERV-13标准，并将在每间教室和校车上安装
HEPA过滤器。

卫生
洗手间和教室的洗手池都备有肥皂和纸巾。每个教室和整个校舍都将提供洗手液。

COVID-19测试  
我们与俄勒冈州卫生局和Multnomah县卫生局密切合作，制定了COVID-19测试和
接触者追踪计划。

疫苗接种
12 岁及以上的学生及其家人有资格在我们学校的学生健康中心接种COVID-19疫苗
。您不需要就读于该中心所在的学校 
multco.us/health/student-health-centers.

我们已针对 COVID-19 制定了一套分层的健康和安全措施，
我们相信这将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不间断的亲身学习体验。

我们对健康和安全的承诺

PPS将继续为学生、家庭、员工和社区合作伙伴促进、创造和提供机会，
让他们在今年秋季接种疫苗。这将包括12岁以下的儿童，一旦他们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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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最新信息和对更常见问题的解答
PPS.net/BacktoSchool2021

我们很高兴在开学第一天见到我们的学生和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