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3 月 26 日  

PSD 家庭星期四快讯  

 

尊敬的 PSD 家庭成员：  

现在社会上传播着大量讯息，可能让我们难以理出头绪。为尽可能帮助大家保持联系并了

解 PSD 动态，我们将在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为您推送学区快讯。如果您错过了 3 月 23 
日的家庭快讯，您可以点击此处进行阅读。 

PSD COVID-19 响应网页正在更新，您可通过本页面和拉里默县卫生与环境部网站了解
更多信息。 

今日快讯主题:  

• 州、县实施居家令；关键服务可继续提供 
• 远程学习：#PSD 骄傲时刻 
• 学生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PSD 可以提供帮助 
• 查看这些资源：免费电子图书馆、互联网接入 
• 卫生官员：保持身体（社交）距离从未如此重要 
• 家庭心理健康支持 
• 可以享受户外活动，但期间务必小心 
• PSD 退还本学区的春季运动会运动员报名费 
• 最新消息：各个家庭和社区可进行捐赠以支持 PSD 食物发放工作  
• 确保您已订阅 PSD 的社区通讯 GHH 
• 常见问题  

州、县实施居家令；关键服务可继续提供 

现在，您可能已经知道科罗拉多州州长 Jared Polis 签发了州级居家令，该居家令将持续
生效至 4 月 11 日。拉里默县卫生与环境部 (LCDHE) 于周三也实施了类似县级行政令，
于 3 月 26 日下午 5 时生效，持续至 4 月 17 日。该行政令的目的是强制执行保持社交距
离政策，减慢和控制病毒传播。外出本身并不具危险性，但根据卫生部的意见，近距离接

触病患（无论他们是否知道自己已患病）十分危险。有关拉里默县居家令的更多信息，包

括居家令生效期间您仍然可以做的事情，请访问 LCDHE 网站。教育属于基本服务，所以 
PSD 教育和食品发放工作都不会因行政令而中断。 

 



远程学习机会 
在新形势下，第一周我们就见证了许多 PSD 远程教学与在线学习的优秀案例。继续保
持！团队正在积极开拓创新的协作和教学协调方式，教师正在开展视频故事阅读活动，学

生也在线上参与体育课程和许多其他课程的学习。以下只是学校社交平台上展示的几个优

秀案例。虽然和线下课堂教学有所不同，但是我们会持续改善和打造这种新型教学模式。

#PSD 骄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教师已私下询问您的孩子和家庭目前的适应情况、您能够使用或无法使用哪些技
术，以及您或您的孩子有哪些问题或疑虑。学生们已经参与调查，各个家庭也已向
外界寻求所需资源。学区会继续努力满足每个家庭的需求，感谢您的耐心配合。 

• 温馨提示，为应对 COVID-19 疫情，目前许多宽带、卫星和移动服务提供商正在
提供免费或折扣网络连接服务，如果您家中还没有互联网接入，现在是办理的好时
机。如需更多信息，请访问 PSD COVID-19 响应互联网接入页面。 

• PSD 仍将致力于帮助 PSD 学生及其家中的成年人在生活中保持密切联系。教师和
职工已经开始参与工具相关培训，以通过各种途径与学生保持联系，如远程会议、
视频聊天、电话等。 

• 各校区校长正在最终确定并传达您的孩子所在校区下一阶段（即 3 月 30 日至 4 月 
17 日）的远程学习计划，请您耐心等待通知。 

• 我们知道，大家仍然会对这种全新的学习模式感到担忧。我们希望大家在适应这种
“新常态”的过程中继续携手共进、互惠互助。 
 

学生需要技术方面的支持？PSD 可以提供帮助  
PSD 技术人员将在远程学习期间为学生、家庭、教师和职工提供技术支持。针对教师和
职工在与学生一同开展远程学习时可能遇到的技术问题，PSD 已为其提供基本的故障排
除小贴士。我们正在编辑一些针对学生家长和家庭的故障排除小贴士，近期将会发布。

我们建议在出现问题时首先尝试重启电脑，这也有利于设备的维护。请让您的孩子按照



下面的步骤重启学区发放的电脑：按住 Ctrl + Alt + Delete 键，然后按右下角的电源图
标，选择“重启”。 

如果您在初次与教师一同开展远程学习后仍有疑问，或者在使用学生所在学区发放的笔记

本电脑时需要获得额外帮助，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ovidtechhelp@psdschools.org。PSD 
技术人员在此期间需要应对大量询问，回应速度较慢，还请您耐心等待，感谢您的理解。  
家庭成员可以在 PSD 学生远程学习网页找到更多技术支持信息。 

有关 PSD 远程学习的更多信息，包括如何获取学生所在学区发放的笔记本电脑使用方面
的技术支持，请访问学生远程学习网页。 

 

查看以下家庭资源：免费或折扣互联网连接服务、趣味电子图书馆

访问和其他服务 
互联网 | 为应对 COVID-19 疫情，目前许多宽带、卫星和移动服务提供商正在提供免费
或折扣网络连接服务。请向您的服务提供商咨询具体优惠。如果您没有服务提供商，请查

看下列优惠。 

TDS - TDS 解决了日益增长的互联网接入需求，使客户的带宽与需求相匹配，并将为因 
COVID-19 疫情遭遇财务困难的个人提供不间断网络连接服务，同时免除 60 天的滞纳
金。此外，这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其网站上声明，“如果您目前没有办理 TDS 互联网
服务，但需要在家办公或上学，您可以订购 60 天的免费上网服务。” 

Comcast - Comcast 免费开放 Xfinity WiFi 网络，免费提供无限数据流量，同时为低收入
家庭提供两个月的免费上网服务，并将网速提升到 25/3 Mbps。 

请访问 PSD COVID-19 互联网接入网页查看更多公司优惠和服务。   

爱读书？当然。虽然所有实体图书馆都已关闭，但通过 Poudre River 图书馆区，您可以
免费获得超过 80 万本图书的在线阅读资源。在我们的数字世界里，您还可以待在舒适的
家中免费参观 Smithsonian 博物馆和世界各地的其他博物馆。 

有关更多资源，请访问 PSD COVID-19 学校关闭期间提供的家庭资源网页。 

请注意，这些资源属于提供的服务，不属于 Poudre 学区的规定。 

 

卫生官员：保持身体（社交）距离从未如此重要 
拉里默县卫生与环境部于 3 月 25 日签发了拉里默县居民居家令。 



各州与国家卫生官员也在强调洗手、自我隔离和保持身体（社交）距离的重要性。阅读卫

生官员提供的更多信息，了解我们所有人在这段时间可采取的措施，并获取其他最新的权

威卫生信息。 

最新消息：拉里默县卫生与环境部启动安全的社区 COVID-19 监测系统。 
目前，拉里默县的病毒检测能力有限。COVID-19 阳性检测结果将上报至卫生部门，但收
集有关症状的信息将有助于卫生官员更清楚地了解拉里默县受影响的区域。大部分 
COVID-19 确诊患者的症状轻微，不需要立即就诊，但是任何有关症状的信息将有助于公
共卫生响应小组了解和追踪 COVID-19 在拉里默县的传播路径。 
 
如需报告您的 COVID-19 症状，请填写 LCDHE COVID-19 监测控制面板上的保密表
格。 

 

成人与儿童心理健康资源 
PSD 心理健康团队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支持 

PSD 心理健康团队与心理建设辅导员和其他心理建设工作人员紧密合作，继续为您的孩
子和家庭提供支持。可以通过您孩子的学校辅导员和行政团队联系心理健康专家。 

目前全球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形势和挑战，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保证自己和家人的安全与健

康。员工援助服务 (EAS) 和 PSD 心理健康团队正在密切合作，为您提供有用建议，帮助
您平稳度过这段需要保持身体（社交）距离和居家办公/学习的特殊时期。除了关注每日
医疗贴士、保持身体健康之外，您和您家人以及所爱之人的心理健康也不容忽视。   

以下是一些普惠性建议： 

• 制订一份日程表，对每天的活动作出安排，并保持您的日常活动。我们都习惯于按
部就班地生活，它能带来舒适感、常态感和熟悉感。该日程表可涵盖工作（或学龄

儿童的家庭作业）、锻炼、家庭时间、独处时间、安静时间、一日三餐和家务等。  

• “保持社交距离”实际上是指“保持身体距离”。我们可以在不与世隔绝的状态下
保持身体距离。在疫情期间，请通过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视频聊天（即 
FaceTime 等）的方式与家人、朋友和同事保持联系。您的主动联系会让一些感到
孤独的人受到安慰。 

• 少关注社交媒体和新闻。用其他活动取代刷手机，例如业余爱好、美术、音乐、棋
牌游戏、休闲阅读、烹调新菜品等。  

• 每天都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坚持锻炼。运动能帮助我们的身体在感到压力之后进行重
新调节。享受春天带来的自然界的变化。在上述外出活动期间，记得保持身体距离。 



• 进行每日的自我保健活动。具体的活动因人而异，可包括拉伸、腹式呼吸、正念练
习、积极自我对话、为能给自己带来愉悦的事物留出时间等。 

• 经证实，拥有一颗感恩的心有助于促进人际关系、心理健康、睡眠和身体健康。每
天都对身边的人和物保持一颗感恩的心，这能帮助我们建立积极心态。 

• 通过写日记，我们可以用文字表达给自己带来压力的想法和感受，并让我们潜在的
未曾说出的感受“跃然纸上”。写作能帮助我们通过文字抒发情感，有机会“说出

心里话”，并让我们的头脑保持冷静、清醒。 

• 日行一善，同时多听听他人的善行义举。  

• 对别人和自己都宽容一点。在这种非常时期，人人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同情心和相
互理解能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 如果您身处困境，务必寻求帮助，请记住您不是在孤军奋战。 

 

许多机构都制作了可向我们提供宝贵建议的有用文章或视频。以下是一些额外资源： 

• 美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 - 和孩子们谈谈 COVID-19 

• 儿童心理研究所 - 和孩子们谈谈新冠病毒 

o 西班牙语版：Cómo hablar con los niños sobre el coronavirus  

• 美国国立儿童创伤应激网络 - 家长/看护者指南  

• 《如何帮助孩子们在全球危机期间保持冷静》- 和孩子们和青少年谈谈 COVID-19 
和其他全球性创伤 

• 《今日心理学》- COVID-19 疫情期间的育儿建议 

 

如果您担心某位亲人的心理健康安全，请联系：   

• SummitStone Crisis Services，其地址位于 Fort Collins 的 Riverside 大道 1217 
号，该机构持续提供行为健康紧急救护、移动响应和危机维稳单位服务。  

• 如果处于危机中的社区成员出现症状或患病，欢迎使用我们当地的危机求助热线 
970-494-4200（转拨 4 号分机），或发送“TALK”至 38255，以获得心理健康危
机支持。  

• 虽然 SummitStone 仍开放接诊，但最好能够先电话咨询。如有必要，您仍可在不
事先电话咨询的情况下带家人前来。请做好在进入门诊之前先接受筛查的准备。   



可以享受户外活动，但期间务必小心 
• 在此次疫情期间，适度锻炼和享受户外时光是儿童和成年人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关
键。  

• 可以考虑在自己的社区里散步，或前往拉里默县的某个公园、露天场所或越野步道。 
• 拉里默县自然资源署在其网站上向公众提供关于在 COVID-19 疫情期间进行安全
娱乐的有用信息。  

o 本县的公园和越野步道将人满为患。我们敦促游客遵守卫生指南，由此停止 
COVID-19 的传播：保持 6 英尺的社交距离；将聚集人数保持在 10 人以
下；切勿聚集在瞭望台/步道起点；勤洗手；如有不适，请居家隔离。 

• 与 PSD 的学校和相关设施一样，PSD 的游乐场也已关闭。为此，本学区未对相关
设备进行消毒。  

o 如果学区内家庭在停课期间仍选择使用游乐场，我们要求每位人员遵守上述
相同的县级卫生指南：保持 6 英尺的身体距离，切勿聚集，勤洗手。  

o 本县卫生官员鼓励我们的社区成员出门享受户外活动。尽管有数据表明新冠
病毒可在物体表面存活，但主要的传播途径还是人际接触。 

 

PSD 退还本学区的春季运动会运动员报名费 
根据科罗拉多州高中活动协会 (CHSAA) 的指示，PSD 与全国其他学区一起怀着沉重的
心情将春季运动会至少推迟至 4 月 18 日。不管是 CHSAA 还是 PSD 都没有最终决定运
动会在 4 月 18 日之后的计划安排。上述决定仍在继续评估当中，一旦我们掌握进一步的
信息，将立即向学区内家庭和学生运动员传达。 

我们明白这一消息对学区内家庭和春季运动会学生运动员来说有多么令人失望；我们亦是

如此。本学区已决定退还春季运动会的已缴报名费。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包括退款流程），请访问 PSD 活动、田径和赛事状态的 COVID-19 
页面。  

 

最新消息：现接受通过 SchoolPay 进行膳食捐赠  
现接受通过 SchoolPay 进行膳食捐赠 

在 PSD 学区停课期间，确保孩子们的膳食营养是首要任务。由于许多社区成员都想知道可
如何提供帮助，因此 PSD 创建了一个通过在线支付中心 SchoolPay 进行捐赠的新通道。 

请考虑尽自己所能向我们提供捐赠，以便我们继续向学区内的学生提供健康营养的膳食。

请点击此处进行捐赠。捐赠免收手续费。 



此外，拥有 SchoolPay 账户的 PSD 学区内家庭可转让其学生账户内的现有余额。如需捐
赠您的账户余额，请向 Marei Wallace 发送电子邮件，邮箱地址：
mwallace@psdschools.org。 

社区成员还可向拉里默县食物银行进行捐赠。  

PSD 以及社区合作伙伴在停学期间向学生提供膳食 

请点击此处获得有关食物发放、就餐地点和供应时间的信息。 

 

确保您已订阅 PSD 的社区通讯 GHH 
周四的学区内家庭最新动态通过社区通讯 Great Happens Here (GHH) 内的电子邮件发送。 

如果您最近收到某一期的 GHH，包括我们最新发布的 3 月 23 日 COVID-19 动态，就一
定知道下面这个好消息：您不用采取任何行动！  

如果您已订阅但未收到邮件，请查看您的“垃圾邮件”或“垃圾信件”文件夹，并将我们

的电子邮件地址移至安全发件人列表。 

如果您之前已取消订阅，但现在希望重新订阅，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info@psdschools.org。 

 

面向学区内家庭的常见问答指南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我们正在努力回答大家日常提出的众多问题。为了尽可能

广泛地分享信息，我们创建了常见问答指南。您可在该指南内找到与大学先修课程考试、

毕业等方面相关的解答。 

其中一个常见问题是，“PSD 是否会将学校内现有的手套或其他物资捐给本地医院和急
救人员？”PSD 正在与拉里默县应急管理办公室（或 LCOEM）进行接洽。我们被要求
保留自有物资，且仅在 LCOEM 要求时进行发放。该机关将在需要物资时联系 PSD，并
将与 PSD 进行协调，以便无缝且尽快地将物质运至所需地点。 

请查看此指南，如发现遗漏问题/回答，请通知我们，以便我们及时添加，另请务必分享
此资源。 

 

感谢您的配合，也请明白我们心系学区内的所有家庭。 

 

Poudre 学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