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 PSB 家庭，

如您所知，我们的学区将于 10 月 20 日（星期二）明天开始过渡到混合学习模式(hybrid model 

of learning)。我和我的员工非常高兴地欢迎更多的学生回到我们的教室，在此感谢您的耐心配合
和谅解。 正如我们为这次回报计划的那样。 请您花点时间查看以下学区有哪些更新，并记得及
时查看您的收件箱以获取学校团队发给您最新的信息。

*重要提示：有关混合学习模式的所有信息仅针对 RemotePlus 模型中的学生。 当前注册 K-8 远
程学习学院的学生的时间表不会更改。

混合学习模式的时间表
根据混合模式时间表，RemotePlus 中当前的 1-12 年级学生将轮换着按照时间表每周有 2.5 天
在其在学校接受面对面的教学，每周剩余 2 天获得远程教学服务。 您可以在最新的学区日历
（updated district calendar  .）中查看所有的更改。 请注意，除非学校的校长亲自告知，否则所有
学生（包括那些属于“最先返校”的学生）都将过渡到混合学习计划。

周一，周二，周四， 周五 周三（早放学，无中饭）

BEEP 早上 8:00. - 中午 12:15. (没有变化)

K      到      8      年级  早上 8:00. - 下午 2:30. 早上 8:00. - 12:00 中午. 

高中      9-12      年级  早上 8:20 a.m. - 下午 3:00 早上 8:20  - 中午 12:15 

混合模式将继续使用同步和非同步的教学。 在学生进行远程学习期间，班级的老师和其他老师将
会有与学生远程交流的时间，能够检查个人的作业以及提供给学生与其同伴一起建立集体团队的
机会。 整个学区对课程也进行了调整和优先排序，以确保在今年充满挑战的大环境下保证学生掌
握最基本的技能和学生学业内容。 单击此处，查看本学年的学习目标，以及从现在到 12 月底之
间的教学大纲。

从 10 月 20 日明天开始，所有 1 至 8 年级的 RemotePlus 学生将按照其学校提供的新时间表进
行学习。 返校上学的日期在下表中列出：

混合上学模式开始日期

年级 日期

1-2 年级 2020 年 10 月 20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4&ModuleInstanceID=651&ViewID=6446EE88-D30C-497E-9316-3F8874B3E108&RenderLoc=0&FlexDataID=8998&PageID=1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site/default.aspx?PageType=3&DomainID=4&ModuleInstanceID=651&ViewID=6446EE88-D30C-497E-9316-3F8874B3E108&RenderLoc=0&FlexDataID=8998&PageID=1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4/2020-2021%20District%20Calendar_Revised_10.15.20.pdf
https://sites.google.com/psbma.org/psb-student-learning/curriculum?authuser=0


日 

3-9 年级 2020 年 10 月 26
日

10-12 年级 2020 年 11 月 9 日

在过去的几天里，您应该从学校领导那里获得关于返校上课的更多详细信息，以确保您和孩子能
舒适的适应并做好返校的准备。 如果您尚未收到孩子的时间表，或者对返校过程有疑问，请与孩
子的老师和/或学校负责人联系。

第一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2:00中午放学)

星期四 星期五

A组学生 在学校 在学校 在学校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B组学生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在学校 在学校

第二周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2:00中午放学)

星期四 星期五

A组学生 在学校 在学校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B组学生 远程在线 远程在线 在学校 在学校 在学校

招募义工
随着我们将更多的学生带回学校大楼，我们还要求家长志愿者帮助监督上课期间的午餐和课间休
息时间。 志愿者将需要填写CORI 表格并参加在线安全培训。 如果您愿意提供志愿服务，请与您
学校的校长联系！

学校卫生服务更新
我们的学生，员工和社区的健康与安全仍然是我们的重中之重。 我很高兴地宣布，布鲁克林

区将开放一个 COVID-19测试站点，所有 PSB 学生和工作人员均可使用。 该站点将从
10 月到 12 月（每周五天）每天运行八小时。 当我们从区里获得更多信息时，PSB 将及时通知
您。



如果孩子的教室或孩子所在的学校出现感染的情况，学校领导和护士会通知您（点击这里查看通
知流程）。 我希望您查看我们的卫生服务团队开发的信息，以了解在此过渡期间我们必为您提供
支持的资源和材料。 提醒一下，所有学校建筑，包括操场，在学校上课时间都为学生预留。 这
有助于间隔距离的要求，并在需要进行联系人跟踪时，帮助学校护士团队找到需要通知的人员。

 如果您还没有，请填写健康证明表格，并确认您孩子的疫苗接种正确无误。 请注意，您的孩子
需要符合目前各种疫苗的要求。

自疫情开始以来，我们每个人都在努力遵守COVID-19准则和程序，以确保彼此之间的安全。 
我们必须继续主动遵循这些措施保并保持警惕。 您可以在此处或在学生健康服务网站上查看所有
健康更新，包括推荐的家庭用品，减轻感染风险的方法和通知程序。

其他提醒
上周，入学注册和登记办公室开始向该地区的所有家庭发送居住证明表格。 我们要求您填写一份
简短的电子居住证，以确认您和您的家人在 2020-21 学年住在布鲁克林区。 请在 10 月 27 日星
期二之前填写此表格。您可以通过访问www.brookline.k12.ma.us/verifyresidency来访问此
表格。www.brookline.k12.ma.us/verifyresidency.

11 月 2 日星期一，家庭可以决定将孩子的学习模式从 Hybrid / RemotePlus切换到我们的远程
学习学院（RLA），反之亦可。 与我们最初的计划相一致，我们要求家庭在决定转换之前至少要
选择一个模型中的一个学期。 做出更改的所有学生都将保持以前的选择，直到从 11 月 16 日星
期一开始变成最新的选择安排。 因为学校需要时间来计划和准备入学变更，因此无法马上进行改
变。 学生可以一直通过他们的学习管理系统获取教师提供给所有学生的材料，但是如果从现在到
11 月 16 日之间您的孩子没有参加目前的学习模式的课程，则会被标记为缺席。

有关此选择的更多信息，将在 10 月 26 日这一周分享。您可能还会在我们重新开学的中心上继续
获取更新和其他信息。

即将到来的重要日期

● 10 月 20 日，星期二-所有混合模式下的 RemotePlus 1 至 2 年级的学生都将开始返回学
校进行面对面的教学。

● 10 月 26 日，星期一-根据混合模式时间表，所有 3 至 9 年级的 RemotePlus 学生将开始
返回学校大楼进行亲自服务。

● 10 月 27 日，星期二-居住证明表格提交的最后一天（Affidavits of Residency）
● 11 月 2 日星期一至 11 月 6 日星期五-所有学生都可以选择是否改成其他学习模式

（Hybrid / RemotePlus或RLA）
● 11 月 9 日，星期一-根据混合模式时间表，所有 10 至 12 年级的 RemotePlus 学生将开

http://www.brookline.k12.ma.us/reopen
http://www.brookline.k12.ma.us/verifyresidency
http://www.brookline.k12.ma.us/nurses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4/10.13%20Health%20Letter%20Hybrid%20Reminder.pdf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4/immunizations%202020%20updated%208.25.2020-converted.pdf
http://www.brookline.k12.ma.us/attendance
http://www.brookline.k12.ma.us/nurses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COVID-19%20Return%20To%20School%20Procedures%20FINAL.pdf


始返回学校大楼进行面对面的教学。

在我们为使学生重返校园做最后准备时，我想花一点时间来感谢我们的学校领导和教育工作者在
过去几周中所做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的工作。 这个转变对他们的需求是巨大的，每位教职员工
的工作都比以往更加努力，同时确保我们学生的需求始终处于我们计划工作的最前沿。 我们生活
在不寻常的时代，混合学习模式的独特功能将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在过渡过程中会经历越
来越多的痛苦和挫折。 但是，我有信心在我们为成功的一年的教学而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将共同
克服它们。

诚挚的,

Ji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