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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病毒信息 

***此常见问题解答中的信息截至 2020年 3月 25日是准确的。我们知道，迅速发展的新型冠状病      

毒大流行病已促使我们的运营方式发生了许多变化，我们将在关闭这些学校期间向我们的教职人

员和家庭及时传达变化、其他步骤和新信息。 

 

+++ 

关闭 

关于关闭学校的决定，我需要知道什么？ 

2020 年 3 月 16 日，大堪萨斯城和杰克逊县协调学区 Lee’s Summit R-7 Schools经与堪萨斯城市长           

Quinton Lucas协调后，宣布从 2020年 3月 23日星期一至 2020年 4月 24日星期五关闭学校，以              

便将学生和教职人员的风险降至最低，并限制新型冠状病毒在我们当地和全球社区中的传播。在

此次学校关闭期间，学区将提供虚拟学习机会以及营养等服务。学区将遵循当地和州健康与教育

合作伙伴提供的指导，以确定是否将关闭时间延长至 4 月 24 日之后。 

关闭期间是否会开放任何建筑物或中央办公室？ 

虽然我们的大多数员工将会远程办公，但少数关键教职人员可能会向学区的中央办公室或其他学

区办公地点报告，以作为其工作职能的一部分。家庭应期望大多数员工将会以远程的方式工作，

并且最好通过电子邮件与他们联系。除非另有说明，否则学校建筑物将不向家庭和教职人员开

放。卫生员将直接与家庭合作，以协调如何将目前在建筑物中的药物提供给家庭。 

LSR7 将如何进行通信？ 

Lee’s Summit R-7 Schools领导者将继续与杰克逊县卫生局 (Jackson County Health Department)以及         

密苏里州卫生和老年人服务部 (Missouri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Senior Services)针对我们应采取        



的任何其他步骤进行定期沟通，以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学区领导者还将继续监督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指导准则的执行情况，以便与我们的家庭       

共享。学区将继续前瞻性地将更新信息直接传达给教职人员和家庭，并在其专设的新型冠状病毒

网站上发布：lsr7.org/coronavirus。 

LSR7 会继续清洁学校建筑物吗？ 

在此次学校关闭期间，学区的设施团队将对建筑物进行深度清洁和消毒。 

+++ 

虚拟教学 

LSR7 家庭何时能够访问虚拟学习？ 

学区将于 3月 23日星期一举行仅限教职人员的虚拟教学计划日活动。从 2020年 3月 24日星期二          

开始，学生将可以开始访问虚拟课程。再次说明，3 月 23日星期一已指定为针对教师的虚拟计划   

日。  

为什么学区提供虚拟教学？  

在这段史无前例的学校关闭期间，Lee’s Summit R-7 Schools 仍致力于为学生提供教学活动以及与学

习环境的连接。我们很幸运地成为一对一的学区，其中K-12年级的学生拥有学区发布的 

Chromebook，而 R-7 教职人员在 Schoology 中拥有平台，以便远程联系学生。尽管虚拟教学无法

取代课堂上的教学时间，但 Lee’s Summit R-7 Schools 认为，与我们的学生保持联系并继续尽我们

所能提供学习机会至关重要。学区的技术部门正在积极地解决如何满足学生和教职人员的连接性

和互联网可访问性需求。教师会将作业留在他们的语音信箱中，以供无法访问互联网的学生查

收。  

虚拟教学日会是什么样？  

我们知道，在我们学校以外的地方提供学习，对于我们每个学生和教职人员而言，形式和运作方

式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将为学生和教职人员每天应如何进行虚拟学习设定明确的期望，同时提供

适合我们自身情况的灵活性和自主性水平，从而为我们的学校社区提供有条理的安排和正常教学

状态。 

● 每位教师都将使用 Schoology 平台与学生共享课程、作业和资源。该平台具有视频会议工

具、家长访问门户以及组织数字内容的方式。如果孩子的设备上尚未安装该应用， 

则家长/学生应该计划下载该应用。  

● 未来几天，学校领导者和教师将与家庭联系以告知情况，包括针对我们最小的学习者的虚

拟教学的形态。 

http://lsr7.org/coronavirus


● 教师将在每个工作日的上午 9 点前发布作业和学习机会。教师将在每天办公时间指导和协

助学生。教师将通过电子邮件、Schoology 会议、Schoology 消息传递和语音信箱与学生进

行沟通，语音信箱每天都会更新内容，以供无法访问互联网的学生查收作业。 

● 我们期望学生能够访问并完成作业，按时完成任务，主动学习并在他们感到困惑时与教

师、同伴或家长沟通。上课时间从 10 分钟到 30 分钟不等，具体时长取决于年龄水平。教

师将决定是否对作业进行评分。 

 

***重要链接 

有关您浏览虚拟教学所需的所有链接和资源，请点击此处。 

如需了解有关使用 Schoology 的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 

寻找有关互联网访问信息的家庭，请访问此链接，以便获取更多信息。  

 

学区需要弥补学校关闭期间在课堂之外度过的天数吗？ 

我们会与密苏里州初等和中等教育部 (DESE) 密切联系，讨论有关 LSR7 和其他学区是否将需要弥补

失去的教学时间的信息。我们预期将会发布更多信息和指导。  

还有哪些其他资源可用于在家学习？ 

Schoology 平台将为学生提供多种资源，以便通过链接和其他连接机会来支持学习和参与。 

与教师或学校领导者联系的最佳方式是什么？ 

在这段时间内与您孩子的教师或学校领导者联系的最佳方式是给他们发送电子邮件或给他们的语

音信箱留言。此外，学生将有机会通过 Schoology 通信工具与教师联系。  

如果我在家里没有互联网，我可以选择哪种方式进行虚拟学习？ 

我们很幸运地成为一对一的学区，并且我们的K-12年级的所有学生都拥有学区发布的 Chromebook

。在大流行病出现之前以及作为其标准协议的一部分，LSR7 向有需要的高中生发布了热点，并允

许中学生在图书馆查找热点。面对日后的形势，LSR7 正在为在家中有互联网可访问性和/或连接性

问题的学生和教职人员开拓更多服务。上周，学区对学生和教职人员进行了一项调查，以确定这

些需求。学区正直接与学生和教职人员合作，以便向为了远程学习或执行其工作而有需要的家庭

和教职人员分配其他热点和 Chromebook，以及/或向他们提供其他解决方案。教师会将作业留在

他们的语音信箱中，以供有其他互联网访问困难的学生查收。学校领导者和教师将直接与那些表
示自己在家中没有互联网或互联网使用有限的学生进行联系。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IU8YKlTR8YBtx6hIMKg4kWWlv7fdwgheYrmrtRICFak/
http://tinyurl.com/y45aargt
http://tech.lsr7.org/2203/internet-options-updates-due-to-novel-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dese.mo.gov/communications/coronavirus-covid-19-information


请在此处阅读有关互联网选项的更多信息。 

● 有关如何为您的 Chromebook 正确充电的提示，请点击此处。注意—充电不足或充电不当

会导致设备停止运行，并且可能会造成无法远程修复的问题。了解正确的设备充电方式非

常重要。 

技术部门将在 3 月 24 日星期二之前为家庭提供更多指导。 

+++ 

营养/社会情感服务 

在学校关闭期间，学区将如何支持那些依靠学区提供食物的人员？ 

营养服务部将在我们的学校关闭期间向家庭提供早餐和午餐包。任何 18岁及以下的学生均可在周  

一至周五享用早餐和午餐。第二天的早餐和当天的午餐将在以下位置提供。 

巴士将送餐至： 

● Ashbrooke Apartments、Sage Crossing Apartments、Knollbrook Road、NE Ridgeview Drive &        

NE Swann Rd 以及位于市中心的 Lee’s Summit Apartments 的十字路口，时间为上午        

11:00-11:30 

● Westvale 十字路口、Oxford Place，时间为上午 11:45-12:15 

家长和孩子应留意巴士。志愿者将在巴士上准备分发餐点。 

● 从上午 11:45 至下午 12:30，巴士驶过的地点将包括 Lee’s Summit North High School、        

Trailridge Elementary和 Prairie View Elementary停车场。家长可以开车赶到各地点，索要他      

们所需的餐食量。 

餐食仅供学生享用；而非成年人。如有关于餐食计划的疑问，请拨打 (816) 986-2206 或发送电子   

邮件至 lori.danella@lsr7.net 联系 Lori Danella。 

我的孩子在这段时间内可以获取哪些特殊教育服务？ 

● 参与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 的学生将以与普通教育学生相同的方式获得材料，并且可以通

过电子邮件、电话呼叫或视频通话获得教学支持。我们将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做出修改

和调整。  

● 我们将酌情提供特定的材料和/或视频会议，以便在IEP目标上取得进展。由于服务的性质

，将需要在返校后对一些学生弥补服务。如果州免除了任何缺勤天数，则在弥补服务时也

将排除该天数。 

http://tech.lsr7.org/2203/internet-options-updates-due-to-novel-coronavirus-pandemic/
http://bit.ly/CBcharging


● 相关服务提供商将在可能的情况下提供材料，但是由于服务的性质，将需要在返校后对一

些学生弥补服务。 

 

+++ 

活动 

对诸如毕业舞会、毕业典礼、体育运动和学生活动等事件有什么影响？ 

在截至 4月 24日星期五的学校建筑物关闭期间，所有课外活动、体育运动和学校相关的活动以及    

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旅行以及课前和课后服务均被取消。这些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 3月 23日周一 —密苏里创新校园的“会见校监，了解债券” (Meet the superintendent, Learn          

about the bond) 

● 3 月 26 日周四 - 所有小学的幼儿园聚拢 

● 3月 28日周五 - Lee’s Summit高中名人堂入会仪式推迟至 2020年 6月 14日。此处提供更             

多信息。 

此外，关于暑期学习机构课程和招生的信息已暂停。 

楼宇主管将与其所在的各个学校社区处理关于毕业舞会的问题。我们正在寻求其他指导，了解疾

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和政府指导方针以及保持社交距离指令会如何影响我们的毕业典礼，并  

将努力尽快向家人传达其他信息。 

新型冠状病毒对 2020 年 4 月 7 日的选举有什么影响？ 

3 月 18 日，周三，州长 Mike Parson 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将之前定于 2020 年 4 月 7 日举行的所

有密苏里州市政选举改至 2020 年 6 月 2 日。只允许截至 4 月 7 日年满 18 岁的选民投票。 

州长办公室 (Governor's Office) 还分享了以下信息： 

● 本次选举的登记投票截止日期仍为 3 月 11 日。 

● 作为补名公职候选人提交文件的截止日期为 3 月 27 日下午 5 点。 

● 申请缺席投票（RSMo 第 115.279 章节）的截止日期将为 5 月 20 日。 

● 投票设备的公开测试应不迟于 6 月 1 日完成。 

● 现场缺席投票可于 6 月 1 日下午 5 点前投出。 

http://www3.lsr7.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LSHS-Hall-of-Fame-Postponement-2020.pdf?fbclid=IwAR2FGCV3RJ2AgDdAioFK63wLd8zWNqih4jXsLnb8lc9L-0akEpLEBAWAVGU
http://www3.lsr7.org/wp-content/uploads/2020/03/LSHS-Hall-of-Fame-Postponement-2020.pdf?fbclid=IwAR2FGCV3RJ2AgDdAioFK63wLd8zWNqih4jXsLnb8lc9L-0akEpLEBAWAVGU


● 选举机关必须收到缺席投票的截止日期（RSMo 第 115.279 章节）将为 6 月 2 日下午 7 

点。 

● 军人和海外选民必须在 5 月 29 日下午 5 点前向选举机关申请投票，地方选举机关向此

类选民提供选票的截止日期为 4 月 18 日。选举机关必须在 6 月 5 日前收到军人和海外

选票。 

● 地方选举机关也被要求在其网站上发布信息、使用社交媒体（如果可用）、发布新闻

稿、公开露面，并直接联系候选人等利益相关者。 

AP、MAP、ACT 和其他原定测试会怎样？  

我们将继续与密苏里州初等和中等教育部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针对任何重新      

安排 AP、MAP 和 IB 考试的计划进行沟通。四月的 ACT测试已被取消，学区正在寻找重新安排的      

机会。 

 

+++ 

采取行动 

我应该怎样和孩子谈论冠状病毒？ 

● 保持冷静和安心。孩子将回应并遵循您的语言和非语言反应。 

● 不加以谈论会增加孩子的焦虑。孩子往往会想象比现实更糟糕的情况。 

● 让讨论保持简单、真实和具体。此处的资源为家长提供了具体的指导方针：与孩子谈论新
型冠状病毒病 (COVID-19)。 

● 向孩子保证，家里和学校的成年人会照顾你们的健康和安全。 

● 解释并非每个人都会感染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学校和卫生官员正在特别小心地确保尽可能

少的人生病。 

● 回顾和示范基本卫生习惯，如洗手、咳嗽或对着肘部打喷嚏。 

● 监控观看电视和社交媒体。当孩子在场时，尽量避免查看或聆听可能令人心烦的信息。 

● 尽可能保持正常的日常生活。保持有规律作息可以令人安心并促进身体健康。 

● 访问 lsr7.org/coronavirus 查看其他资源。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climate-safety-and-crisis/health-crisis-resources/talking-to-children-about-covid-19-(coronavirus)-a-parent-resource
https://www.nasponline.org/resources-and-publications/resources-and-podcasts/school-climate-safety-and-crisis/health-crisis-resources/talking-to-children-about-covid-19-(coronavirus)-a-parent-resource
http://lsr7.org/coronavirus


在此期间，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自己、家人和社区？ 

● 如果您生病了，待在家中，与您的医生保持联系，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远离他人，并

提前致电医生寻求进一步指示。此处提供更多来自 CDC 的信息。 

● 练习呼吸礼仪。  

○ 勤用肥皂和温水洗手，至少 20 秒钟。当洗手有困难时，您也可以使用洗手液。 

○ 避免接触嘴、鼻子和眼睛，因为当双手接触细菌滋生的表面时，病毒就会传播。 

○ 咳嗽和打喷嚏时记得用纸巾捂住口鼻。如果没有纸巾，则对着衬衫袖子的上部打喷

嚏或咳嗽，避免对着手打喷嚏或咳嗽（因为手更容易接触物体表面和其他人，从而

传播疾病）。 

○ 不要与他人共用饮料、水瓶、餐具或手机。 

● 实践“保持社交距离”。限制所有需要密切接触的活动和会议。保持消息灵通。无论您是否
生病，我们的目标是限制冠状病毒的传播，保护我们人口中最脆弱的人免受感染。 

● 每天清洁被频繁接触的表面。此处提供更多来自 CDC 的信息。 

● 善待彼此。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影响到每一个种族、民族和国家。不要延续耻辱。分享准确

的信息。照顾好自己、您的家人、学校的同事和更大的社区。 

我可以做什么来支持社区？ 

● Lee's 峰会教育基金会 (Lee's Summit Educational Foundation) 设有援助之手基金 (Helping 

Hands Fund)，旨在帮助无法通过已经设立的其他当地系统获得帮助的有困难的家庭。想要

捐赠？捐赠者可以在“2019-20 捐助”的下拉菜单中指定“援助之手”基金。 此处在线捐赠。 

● 对帮助感兴趣或者对推荐他人感兴趣的人员可以填写随附的推荐表格，并将其发送给 

Rexanne Hill 博士，邮箱为 rexanne.hill@lsr7.net。 

● 家庭也可以访问由 LSR7 教育治疗师编写的社区资源指南 。 

 

+++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faq.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downloads/community-mitigation-strategy.pdf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pare/cleaning-disinfection.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community%2Fhome%2Fcleaning-disinfection.html
https://interland3.donorperfect.net/weblink/weblink.aspx?name=E332169&id=1
https://interland3.donorperfect.net/weblink/weblink.aspx?name=E332169&id=1
https://drive.google.com/open?id=1DfWYGDQ3nwy6oXTtwlrT4ZV12pFct_74
mailto:rexanne.hill@lsr7.net
http://lsr7.org/wp-content/uploads/LS-R-7-Community-Resource-Guide.pdf
http://lsr7.org/wp-content/uploads/LS-R-7-Community-Resource-Guide.pdf


冠状病毒 

关于冠状病毒我应该知道些什么？ 

●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病毒株，自 2019 年 12 月以来在人群中传播，导致严重疾病和肺炎。  

● 最常见的症状包括：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有些人症状很少或根本没有症状。这种病毒

也会伴随出现头痛、喉咙痛和流鼻涕。 

● 最可能通过飞沫传播（咳嗽和打喷嚏） 

● COVID-19 的症状可能在接触后出现，短则 2 天，长则 14 天。 

● 大多数病毒感染者会自行康复。目前尚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特效疫苗。  

● 对于病情较重的患者，医院可以提供支持性护理。 

●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建议有症状的人员应该在寻求医疗护理之前致电医生寻求指

示。 

如果我感觉患病，或与患病人士有过直接接触，该怎么办？ 

● CDC 已列出如果您感觉出现冠状病毒或流感症状所需采取的具体行动步骤。 在此处查找。 

● 我们已经当场解答了许多关于有过 COVID-19 二级或三级接触的人员是否应该隔离的问

题。虽然对指导方针不确定的任何人员均应寻求当地卫生局的指导，但我们已被告知，没

有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曾与 COVID-19 阳性病例的患者有过二级或三级接触的人员不需

要隔离。这些人员应该密切监测自身，包括定期量体温，以应对症状的发展。只有与 

COVID-19 确诊病例有直接、面对面接触的人员、出现症状的人员以及来自特定地区的旅行
者会被卫生官员要求隔离。 

● 密苏里州卫生与年长者服务署 (DHSS) 已设立 COVID-19 热线，为公民和医疗保健提供者提

供指导和回答问题。电话号码为 877-435-8411。此号码可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接通，

由医疗专业人员运作。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about/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if-you-are-sick/steps-when-sick.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index.html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travelers/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