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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布鲁克林家庭们，

最近这段时间当我们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异于往常的生活中，我们深深的感谢您的支持  。 我我
们知道，如今每个家庭都增添了许多新的忧虑和责任，并且我们知道这短时间对您来说很
艰难  。 我我们向您，您的孩子，您的家人以及所有受 COVID-19冠状病毒疫情影响的人致敬。 我
我们感谢布鲁克林公立学校的所有敬业的教职员工，并感谢所有学生和家长给予我们的美
好的祝愿和支持！

 我们正处于全球健康危机之中，未来几天和几周内感染和疾病的数量可能会加速增长。 我我
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们认识到您必须在子女的教育需求与家庭的其他需求之间取得
平衡。 我

目前，我们曾经熟悉的传统的上学方式已经被完全改变，不再像以前  一样。 我我希望您和您
的家人优先  考虑最重要的事项。 我精神，身体和情感健康至关重要。 我参与学习，追求知识的
热情，帮助他人，保持参与度，激发身体和内心的想象力，这是需要首先考虑的，而成绩，
我们的课程，SAT，AP考试和其他标准化考试则应该排在其后。 我

但是，保持正常状态的一部分是确保我们的 PK-12  学生有规律的日常活动并继续从事学习。 我持续
的学习，参与和联系是支持我们学生健康的关键部分。 我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鼓励员工为学生提供有趣且有吸引力的学习机会，并让学生保持与老
师，他们同龄人和社区的联系。 我

今天，我为家庭提供了最新的《远程学习指南》  Guidance on Remote Learning  ，其中包含有关 PSB
 在此期间如何支持学生的更多详细信息。 我这份指南是基于中小学教育部关于实施远程学习的指南

Guidance on Implementing Remote Learning  的指导，并且必须遵守学校委员会与布鲁克林教师工会
School Committee and the Brookline Educators Union  之间就停课期间的工作职责达成的协议。 我

在我们前进的过程中，我相信您会看到，随着老师与各个年级的学生建立更多联系，我们的工作
将变得更有条理，沟通更好，更有效，并且我们的特殊教育老师和其他相关教育服务提供者将继
续与他们的学生合作。 我

我们也了解所有这些措施都是新的，并不是完美的。 我我们会一起进步。 我就像在正常的学年一样，
如果您对一位老师的工作或期望有疑问，请先与该老师联系并直接与他们沟通。 我如果您没有收到
他们的来信或有其他疑问，请与学校负责人联系。 我有关孩子学习的特定问题最好在学校一级解决，
因为他们知道每个孩子，工作人员和家庭的具体情况。 我

我们的老师，教职员工和学校领导需要您的继续支持和理解。 我他们正在以他们从未想到或计划的
方式进行极其努力的工作。 我像您一样，他们也在努力管理自己的工作，教自己的孩子，照顾父母
和亲人，以及应对由于疫情的不确定性引起的压力和焦虑。 我请继续让他们知道，您感谢他们在这

1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DESE_Remote_Learning_Recommendations_3.26.20.pdf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PSB%20and%20BEU%20MOA_COVID-19%20Emergency_Signed.pdf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vRndXbUb-CtLivJbU1UrBisbmaUjUOYGD8Zsbv_xj9I/edit#bookmark=id.gjdgxs


个不确定的时期所做的一切。 我

我对这种可怕的病毒破坏我们的生活，家庭，社区和全球社区的种种方式深表关切。 我我对学生，
家庭和工作人员保持参与，学习和相互支持所需要的伙伴关系和合作深表感谢。 我我非常感谢这么

–多人的辛勤工作和不屈的承诺–我们的食品服务人员继续工作，以便需要的学生家庭用餐；有的一 我们的食品服务人员继续工作，以便需要的学生家庭用餐；有的一
年级的老师，以前从未使用过 Google课堂或 Screencastify，现在正在为她的学生录制每日朗读；
高中有些大学申请咨询师不顾禁止出门的建议出门拿电话，以便学生能及时联系，了解他们的未
来申请计划；有的校长参加了许多虚拟咨询会议，以查看初中生的情况；以及 PTO负责人，他们
继续在每周的新闻通讯中为学生们庆祝生日或者各种家庭活动提供想法。 我这些只是每天各种活动
中能代表布鲁克林公立学校的几个最好的例子。 我

我们非常想念您的学生，我们将竭尽所能在学校关闭期间及以后与他们保持紧密联系。 我祝您在未
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幸福。 我

诚挚的

Ben Lummis
代理教育局局长

布鲁克林公里学校远程教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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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B远程学习-范式转变
学习至关重要，但是学习新知识有多种方式。 我布鲁克林公立学校的远程学习并不是要取代
以往平时的学校学习，因此，父母和老师都不应承受相应的压力。 我

 最近，一位教育局局长在教育周刊上分享了一篇很棒的文章，作者：凯特·埃伦费尔德·加多基
（Kate Ehrenfeld Gardoqui “）， 记住，在线学习不是远程学习的唯一方法”。 我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
“ ”这次停课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使我们可以设想与教室不同的学习方式。 我 现在是尝试
新想法和新思维方式的最佳时机。 我

我们还认识到，远程学习的教学水平不会与传统课堂教学一摸一样。 我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加敏感地对待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并认识到父母和监护人通常会负责孩子的学习。 我远程学习与
平时上学相比，学生在课程安排结构，得到的支持和学习时间上更少。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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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学习 - 指导原则
在前进的过程中，远程学习内容是基于中小学教育部关于实施远程学习的指南      Guidance on   
Implementing Remote Learning  的指导，并且必须遵守学校委员会与布鲁克林教师工会      School   
Committee and the Brookline Educators Union  之间就停课期间的工作职责达成的协议。 我

随着 PSB继续定义我们的远程学习的方法，我们有一些  总体原则。 我以下是指导的要点：

● 我们正在经历历史性的，灾难性的大流行性健康危机-  身体安全和情绪健康至关重要。 我我
们必须意识到，我们的孩子，家庭，员工和社区成员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经历这场危机，
而我们更脆弱的社区成员正承受着不成比例的负面影响。 我

● 和社区保持交流至关重要-老师将利用各种方法，使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同龄人和学习小
组保持联系。 我

● 将由教师指导和学生自我指导两种途径来学习–教师指导的学习包括由教师组织和提供的
 课程和学习。 我学生的自主学习包括自发性的学习主题，项目，在线和离线学习，这可以由

老师建议，但选择权留给学生。 我

● 新知识的学习将继续进行-  如果我们缺课几个月，老师将提供新的内容。 我尽管这不会涉及
“ ”传统的 成绩 ，但这确实意味着教师将为学生提供有意义的学习机会和反馈。 我

● PSB的远程学习方法并没有在复制传统的学习环境，上学时间或常规课程-没有任何屏幕时
“ ”间或 虚拟教学 可以取代老师在课堂上带来的课堂经验和相互支持的关系

● 进行不用电脑的学习很重要-  我们认为限制学生的屏幕学习时间很重要。 我追求新的兴趣，
帮助他人，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激发想象力以及与家人和朋友保持联系都需要继续。 我点击
这里了解一些没有屏幕的情况下的示例。 我

● 不同年龄的学生有不同的需求 - 幼儿园的一天和在课堂上的经历与六年级或十一年级的非
  常不同。 我他们的老师的经历也大不相同。 我 K-5  教师按教室和艺术和音乐等特殊课程划分；

 六年级以上的所有学科领域都有专门的内容老师。 我因此，我们知道，学生（及其家人）在
远程参与方面会经历不同年级的差异。 我

● 对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差异化帮助很具有挑战- 例如，IEP上的学生或英语学习者需
要从未在线提供过支持和服务，我们致力于与其他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专家，父母合作，
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我

● 我们每天的情况都在变化 -  我们知道，我们地区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负面新闻。 我我们必
须建立合作的期望和能力，以灵活，正确的方式进行协作，并同情共进。 我

● 教师，年级和学校之间会有所不同-正常情况下，布鲁克林（Brookline）重视教师和学校之
 间的自主权和创造力。 我我们的社区文化和 PSB / BEU工作协议均支持这种自主权，因此教

师，不同年级和学校所采用的远程学习方法之间会有差异。 我

4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PSB%20and%20BEU%20MOA_COVID-19%20Emergency_Signed.pdf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PSB%20and%20BEU%20MOA_COVID-19%20Emergency_Signed.pdf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DESE_Remote_Learning_Recommendations_3.26.20.pdf
https://www.brookline.k12.ma.us/cms/lib/MA01907509/Centricity/Domain/25/DESE_Remote_Learning_Recommendations_3.26.20.pdf
https://www.weareteachers.com/things-to-do-during-covid/?utm_content=1584460940&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
https://www.weareteachers.com/things-to-do-during-covid/?utm_content=1584460940&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facebook


远程学习指南
考虑到这些广泛的原则，我们与教职员工分享了以下建议，以帮助指导他们的工作以提供远程学
习机会。 我

1. 提供正常上学时间一半的学习机会 –正如教育委员最近向所有学校和地区发布的指导
意见一样，所有年级都应提供至少半天的教师指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对于 PSB
来说，每天是三个小时。 我

● 教师指导的工作  包括由教师通过说明，作业，资源，材料，录制的课程，截屏
视频，视频，视频会议等组织和提供的课程和学习。 我

● 学生的自我指导   工作包括根据老师或团队的建议进行选择或学习的机会；学生
 自定主题；阅读书籍，进行他们感兴  趣的项目；长期的  任务或项目；或者更多

其他项目

2. 合作支持学生
PSB强烈建议教师在计划，组织工作，共享资料和支持学生方面与同学们共同努力。 我

● 如果因个人疾病，家庭疾病或家庭需要而导致教师缺勤，团队可帮助确保学生
继续学习。 我

● 团队结构有助于确保每所学校每个年级的的学生都可以访问相似的内容，惯例
和期望，这有助于学生及其家人都知道该做什么和如何做。 我

● 团队结构允许团队分配工作量并利用其成员的优势

3. 提供每周学习计划
为学生和家庭提供每周的学习计划，有助于他们了解一周的期望并制定相应的计划。 我
每周学习计划对家庭有极大的帮助，建议老师团队在每周计划前向学生和家庭提供此
类计划。 我

4. 与学生及家长进行沟通
例行的持续沟通可以帮助学生和家长保持联系和了解。 我老师和教职员工可以通过让家
长  知道与学生建立联系的方式和时间来为其提供支持。 我 PSB / BEU工作协议提供了每周
至少两次与他们所教学生联系的指南

5. 监控学生参与度
布鲁克林老师将密切注意学生的参与度  。 我虽然教师希望学生参与学术活动，但与学生
联系的主要目的是确保学生能与他人  保持联系。 我如果发现学生缺乏参与，老师应主动
与家人保持联系，并与辅导员，学校管理员和其他相关服务人员联系。 我

6. 提供新的学习内容
了解到我们的学校将关闭很长时间，随着关闭的进行，预计老师  会引入新的内容。 我在
介绍新内容时，教育工作者应注意确保学生能够获取信息和学习的机会，确保材料与
众不同，确保学生在学习新内容时使用既定技能，并且不会对新课程的掌握程度进行
评估。 我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所有学生都充分得到学习所需的材料或方式学习所有新内容。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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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供反馈来替代评分
由于没有人能保证学生有平等的机会完成作业，因此教师目前所提供的学习机会在 6-8

 年级中将不会被评分。 我为了促进学生的专注力与成长，老师会在合适的作业下提供反
馈。 我

BHS将与 BHS老师和家人交流有关反馈和评分的信息，但将采用通过/失败，有学分/没
有学分的方法。 我

8. 有效实践-远程学习
 
除了我们向老师提供的所有其他指导之外，PSB还编写了有效的远程学习实践的简短
摘要 short  summary

特殊教育支持
特殊教育老师可以与学生建立特别紧密的联系；因此，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期，与家人的交流以
及与学校的持续联系对我们而言至关重要。 我我们的许多特殊教育老师已经与父母和他们的学生保
持联系。 我如果还没有，特殊的教育老师下周将与他们的家人和看护者取得联系，并讨论继续学习
的方式以及如何提供其他服务。 我他们将与相关教育服务人员，教育人员以及其他支持您学生的机
构共同合作，以确保学习活动适当且容易获得。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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