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持返校计划： 

常见问题
8 月 14 日， Fairfax County 宣布制定了一项新的支持返
校 (SRS) 计划 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和今年的虚拟返
校。SRS 将提供全天的规划，以支持儿童在 Fairfax County 公
立学校 (FCPS) 虚拟学习日期间积极参与学习，并将为儿童
提供机会探索、参与、放松和享受基于计划课程《户外运动：
穿越美洲的公路旅行》设置的活动。

以下是关于该计划的常见问题的回答：

该计划由谁提供？
该计划由 Fairfax County 政府通过儿童办公室提供，旨在通
过学龄儿童照护 (SACC) 计划为学生提供课前和课后教育照
护。儿童办公室 (OFC) 的教师将组成 SRS 计划的工作人员。

SRS 计划将位于何处？ 
SRS 计划将在 37 所 Fairfax County 公立学校提供，其中包
括 35 所小学以及 Key Center 和 Kilmer Center。报名将受
到限制，以保持物理距离并遵守健康协议。

SRS 计划的开始时间是什么？
SRS 计划从 2020 年 9 月 8 日开始。当 FCPS 更新在线和面
对面指导时，将重新评估该计划的状态。

SRS 计划的工作时间是什么？
SRS 的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7:30 至下午 6:00，以适
应非在家办公或可能需要全天服务的家长。将实施所有现
行的疾病防治中心 (CDC) 健康与安全指南，包括面罩的使
用、物理距离协议以及加强清洁和消毒实践。 

每个站点将为多少名儿童提供服务？
该计划的每个站点将可容纳大约 60 名儿童。每间教室将
有不超过 10 名的儿童每天待在一起，以及固定的工作人
员，为儿童的在线学习和面对面连接提供支持。

该计划将如何为我孩子的虚拟学习提供支持？
FCPS 正在与 SRS 合作，为 SRS 工作人员提供虚拟学习技
术方面的专业知识。SRS 工作人员将持续与家庭合作，协
调对儿童虚拟学习时间表的支持，并将提供有利于在学习
日支持儿童学习的空间。

该计划是否会提供学术指导？
SRS 的工作人员是 Fairfax County 儿童办公室的员工，而不
是 Fairfax County 公立学校的员工。SRS 的工作人员将为儿
童的虚拟学习提供支持，但无法提供学术指导。该计划并
不旨在取代或复制虚拟学习，而是通过确保学生能够访问 
FCPS 学习日，并成功获得技术支持和参与来提供支持。 

将部署哪些健康与安全协议？
SRS 计划中工作人员和学生的安全至关重要。SRS 计划将
遵循现行的 CDC 健康与安全指南，以及 Fairfax County 卫
生部的指南。此外，还部署了以下措施：
�	学生们将最多 10 人一组，每组一间教室。
�	学生们将全天与固定的工作人员作为一个整体待在一起。
�	将全天按计划清洁高频接触区域。
�	不接纳任何访客。
�	日常签到将包括测量工作人员和学生的体温，并在工

作人员和学生进入教学楼之前提问一系列健康问题。
�	儿童和工作人员需要全天佩戴面罩。
�	必须保持至少六英尺的物理距离。

如果我的指定学校不提供 SRS 计划，我的孩子还能
否报名？
可以。无论您的指定学校是哪里，您都可以选择前往离您
最近或者最方便的 SRS 站点。

是否需要满足一些要求才有资格加入该计划？
是的，SRS 计划旨在为幼儿园至六年级的儿童提供服务。
家人必须居住在 Fairfax County 或 City of Fairfax。

家人是否必须有工作，他们的孩子才能参加该计划？
不是，加入 SRS 计划的资格不包括对工作的要求。 

是否可获得财政资助？
收入符合条件的家庭可享受浮动收费标准。也可以获得额
外的财政资助。需要额外财政资助或交通服务的家庭应在
报名时表述其请求，以便登记人员能够最好地提供帮助。  

为什么报名会受到限制？
SRS 计划招生范围有限，以适应全天的规划以及物理距离
指南，并支持其他健康与安全程序。该计划旨在帮助需求
最紧迫的家庭，他们可能无法获得其他资源，并缓解在没
有面对面指导的情况下可能不断扩大的机会差距。 

该计划与 SACC 有何不同？
目前未提供 SACC 计划。SRS 的工作人员将由 OFC 的教师
组成，并为学生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SRS 是一个全
天的计划，支持学习日的虚拟学习，包括课前和课后照护
部分。如果 SRS 计划中的儿童没有参加虚拟教学日，那么
他们将有机会探索基于计划课程《户外运动：穿越美洲的
公路旅行》设置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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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否以天为单位、以周为单位或根据需要报名？
不可以，该计划仅旨在以月度为单位为儿童的虚拟学习提
供固定的照护和支持。学生必须报名参加每周五天的完整
计划。

如果我们不需要课前和课后照护部分，我的孩子能否
只报名参加教学日活动？
不可以，SRS 计划是一个全天的计划，可在学习日以及课前
和课后照护期间为儿童提供支持。如果 SRS 计划中的儿童
没有参加虚拟教学日，那么他们将有机会探索基于计划课
程《户外运动：穿越美洲的公路旅行》设置的活动。

是否提供餐食？
是的，早餐、午餐和午茶点心将与 FCPS 食品与营养服务一
同提供。 

是否提供交通服务？
县和 FCPS 的工作人员将努力确保交通不会成为家庭参与 
SRS 计划的障碍。需要交通服务的家庭应在报名时表述他
们的要求。

是否会提供笔记本电脑和互联网接入？
学生必须携带其个人或学校发放的笔记本电脑。所有 SRS 
站点都将提供无线互联网接入。

有特殊需求的儿童能否参加，或者他/她能否获得专
门指导？
是的，所有 SRS 站点都可接纳有特殊需求的儿童。此外，Key 
Center 和 Kilmer Center 站点将特别为 5-21 岁患有多种残
疾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服务。SRS 工作人员将持续与家庭
合作，协调对儿童虚拟学习时间表的支持，并将提供有利
于在学习日支持儿童学习的空间。

该计划的费用是多少？
2020-2021 学年支持返校 (SRS) 计划 
以下费用按月收取。
调整后的家庭收入 一个孩子 

$131,000 及以上 $1,472

117,900 - 130,999 $1,272

104,800 - 117,899 $1,076

91,700 - 104,799 $876 

78,600 - 91,699 $676 

65,500 - 78,599 $476 

52,400 - 65,499 $280 

52,399 及以下 $80 

折扣价适用于有两个或以上孩子报名的家庭。第二个孩子
的折扣是 10%；第三个孩子以及每个额外的孩子可获得 
20% 的折扣。
也可以获得额外的财政资助。需要额外财政资助或交通服
务的家庭应在报名时表述其请求，以便登记人员能够最好
地提供帮助。  

如何报名？
报名从 2020 年 8 月 24 日这一周开始。有关更多信息以及
如何注册，请拨打 703-449-8989 或访问 Fairfaxcounty.gov/
OFC。可提供翻译服务。

如果没有显示 TTY 号码，请使用 711/Virginia Relay。应要求提供
合理调适; 请拨打 703-449-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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