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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紧急电话号码
医疗顾问:
姓名: Ms.FNP-BC Cattleya May
地址: TUFTS MEDICAL CENTER
THE FLOATING HOSPITAL FOR CHILDREN
75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a 02111
电话: (617) 636-2820

急救电话:
(这些电话号码张贴在阳光幼儿园每部电话的旁边)
火警电话:
匪警电话:
救护车/急救:
中毒控制中心:
儿童和家庭中心 (DCF)：
指定负责人:
地址:
电话号码:

911
911
911
(617) 232-2120
(800) 238-7868
Xu Li Huang
36 Breakwater Dr. Chelsea MA 02150
(617)230-9907

急救时利用的医院:
名字:
地址:
电话号码:

Tufts-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The Floating Hospital for Children
75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A 02111
(617) 636-5000

名字:
地址:
电话号码:

South Cove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88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A 02116
(617) 482-7555

紧急情况下提供的信息:
名字:
幼儿园电话号码:
幼儿园地址:
幼儿园位置:
名字：
幼儿园电话号码:
幼儿园地址:

阳光幼儿园Ⅰ&Ⅱ（Boston）
(617)426-3083 或 (857)239-9516
214 & 236 Harrison Ave. Boston, MA 02111
大同村一楼，First Floor of Building A & D
阳光幼儿园 Ⅲ（Malden）
(781)321-0858
165 Mountain Ave. Malden MA 02148

早期教育和护理部门 (EEC) is the 授权代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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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到 1250 Hancock St, Suite 120S, Quincy, MA02169 联系以了解本园的项目合规历史，
电话号码是 (671) 472-2881.

2 紧急事件和生病的处理流程
2.1 医疗急救
在处理医疗急救的时候, 阳光将遵循以下流程:
1. 立即按照急救程序照顾孩子，如果需要的话，拨打 911.
2. 办公室主任或班主任老师通知家长. 如果联系不到家长, 设法联系到指定的紧急联
系人。
3. 儿童会在老师的监管下安顿好. 如果疑似脖子或者后背受伤，员工要注意不能移动
儿童。
4. 老师或者主任会陪同孩子乘救护车前往急救设施（或者家长在紧急事件授权书上的
指定的设施），并且一直陪伴孩子直到家长或紧急联络人到达。
5. 如果孩子离开了幼儿园（比如被带去医院），阳光的员工会随身携带孩子的档案记
录。

2.2 郊游时的急救
为外出郊游时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做好准备，阳光的员工将在每次郊游时携带以下物品：

•
•
•

便携式急救箱.
紧急联系信息，包括联系人和电话号码。
一部正常工作的手机。如果要使用公用电话，请确保有足够的零钱，并确认电话的
位置。

如果外出郊游时出现了医疗紧急事件（比如意外事故或者急性疾病），阳光的员工将会遵
循以下流程：
1. 班主任老师将负责急救，评估现场情况，根据需要提供急救。
2. 根据紧急事件或者疾病的严重程度，班主任将决定用哪种方式前往医疗救护地点。
如果需要的话，打电话喊救护车。
3. 班主任老师会联系办公室主任或指定负责人通知现场情况和应采取的行动。

3 急救设备的使用和保养
急救箱存放在每一个教室里孩子够不着的地方。由由授权的健康医疗顾问提供急救箱里的
物品。并且要定期检查和补充不足的医药用品。每一个教室都要有一个便携式急救箱，用
在户外活动的时候，比如外出郊游。班主任老师负责检查和补充便携式急救箱的医药用
品。
急救箱药物包括：胶布，大的和小的创可贴，纱布垫，纱布绷带卷，一些一次性橡胶
手套，快速冰袋，止血压布，吐根糖浆，剪刀，镊子，体温计，消毒剂，纸巾，和装垃圾
的塑料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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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里贴着具体的急救步骤。所有的阳光员工必须都接受急救训练，并获取专业合
格证书。所有教学员工必须接受人工呼吸培训并取得专业合格证书。

4 紧急撤离
4.1 急救演练
为做好应急准备，本园定期进行消防/应急演练。所有的给工作人员和儿童必须参加演
习。演习的目的是训练儿童在紧急情况下听从阳光员工的指示，以预防火灾减少意外或受
伤。办公室主任和班主任老师负责确保撤离演习在项目当天中的不同时段举行，并且至少
每个月一次与所有的儿童和员工进行演练。班主任老师负责保存每次演习的日期，时间和
效果的文档。

4.2 撤离步骤
如果因为火灾，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发生紧急情况，阳光将按照以下流程处理：
•

拨打 911, 通知消防局关于撤离的原因和儿童集合地点。

•

每个教师的老师要护送儿童撤离建筑。教师要携带儿童每日出勤表（便于清点儿童
数目），家长联系信息，以及撤离期间家长签到离开的签到板。
孩子们将使用安全门撤离。所有孩子都将在指定的安全地点—中华公所大厦集合，
离幼儿园步行五分钟远（波士顿校区）；所有孩子将在幼儿园对面的指定安全地点
—林伍德庇护所大楼集合（摩登校区）。
要有一名员工检查幼儿园确保没有孩子被落下。教师将确保参加演习的儿童和当日
出席的人数相同（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撤离出来）。
如果幼儿园被确认是不安全的无法再次进入，主任将通知老师给家长或紧急联络人
到集合地点接孩子。

•

•
•

如果出现停电停暖停水等可能影响到孩子健康和安全的事情并持续好一段时间，老师会通
知家长或者紧急联络人来接孩子。
撤离程序会被张贴在所有出口。想要知道更细致的紧急预案的话（包括每名员工在紧急事
件时承担的责任），请联系本园的主任。

4.3

儿童失踪方案

如果任何孩子在本园失踪了，以下程序会被执行：
⚫
⚫
⚫
⚫

老师会立即打电话给 911 和联络当地警方
老师会立即打电话给家长和主任来通告情况
主任会立即打电话给 EEC 以及提供搜寻孩子的必要信息
老师会写一份事发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会提供给警察，家长，EEC 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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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于轻度生病儿童的照顾
如果儿童所患疾病不是传染性疾病（在传染病计划中提及的），儿童在轻微患病的情况下
可以留在学校。他们也可以参加户外活动在内的日常活动，不过建议儿童参加较为舒适的
室内活动。
在教室里轻微生病的儿童会受到良好的照顾，但阳光幼儿园不会为生病儿童提供隔离区。
教师会提供适当的食物、饮品、玩具，或让儿童休息。
如果儿童情况严重，或者如果会危急到其它儿童的健康，或者在教室里教师无法照顾好生
病的儿童，主任都要联系儿童家长将其接走。在家长到来之前，会由一名教师在主任办公
室看护儿童。如果是生病儿童使用过或共用的玩具、毯子、睡垫要经过清洁或消毒后，才
可供其它儿童使用。

6 药物管理
6.1 处方药和非处方药
所有的处方药和非处方药，包括喷雾器和吸入器，只能在父母的书面授权和医生的书面命
令下使用。授权的表单会被保存在孩子的记录文件夹中。用药前本园会和家长和监护人联
系。老师会记录每次用药的剂量和时间。已签名的记录会被保存在孩子的文件夹中。

6.2 外用药物
非处方的外用药，例如防晒乳液、驱虫喷雾和其他药膏（例如尿布疹膏或婴儿爽身粉）也
需要家长书面授权方可使用。

6.3 药物的保管和存放
家长必须把药品直接交给教孩子的老师，所有剩余药品必须由父母带回家或适当处理。所
有药品要存放在适当的地方（例如，需要存放在冰箱里），而且孩子够不到的地方。药品
要放在原有的药盒里，附带量杯等器皿，并带有清晰的标签，包括儿童的名字，药名，还
有说明（比如用量和频率）。
从下处方之时算起，处方药不能存放超过一年。

7 满足特殊医疗需求
在登记入园期间，家长要填写关于孩子具体的健康需要，如有过敏情况。
过敏及其它特殊医疗需要会贴在教室和食物准备间。孩子的姓名旁边列出他们的过敏物品
或其它需求。主任和班主任在每个新入园的儿童结果后更新列表，并告知其班级的教师该
儿童的特殊需要，保护孩子远离过敏的食物，化学品或其它物品。主任有责任确保所有教
师接受处理过敏急救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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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个人健康医疗计划 (IHCP)
IHCP 适用于需要使用吸入器或者肾上腺素自动注射器的孩子，家长需要从主任或老师手
上取得 IHCP 表格并让孩子的医生填好。我们会遵从医生的指示来为孩子完成 IHCP，
IHCP 也会保存在孩子的文件夹里。

7.2 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
在美国，婴儿猝死综合征是一个月到一岁婴儿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儿童健康和人类
发展研究所（NICHD）将婴儿猝死综合征定义为经过彻底的个案调查，包括进行彻底的尸
检、检查死亡现场和回顾临床历史，仍无法解释这一情况的一岁以下婴儿的突然死亡。婴
儿猝死综合征是使用排除法进行诊断的，只有在排除了所有已知和可能的死亡原因后才能
做出诊断。

婴儿猝死综合征 (SIDS)
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是一种 1 岁以下儿童的意外猝死，尸检尚未发现可解释的死亡原
因。几乎所有的婴儿猝死都是在婴儿睡觉时没有任何警告和症状就发生了。
发生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原因不明。许多医生和研究人员现在认为婴儿猝死综合征
（SIDS）时由若干不同的原因造成的，包括：
⚫ 婴儿从睡眠中醒来的能力问题
⚫ 婴儿的身体无法检测血液中二氧化碳的积聚
自 1992 年以来，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发病率急剧下降，因为家长们被告知让婴儿
平躺或者侧卧入睡来减少 SIDS 发病的可能性。不幸的是，SIDS 仍然是一岁以下婴儿死亡
的最重要原因。在美国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婴儿死于 SIDS。SIDS 在 2 个月到 4 个月的发生
率最高，SIDS 更容易在男宝宝身上发生。大多数 SIDS 发生在冬季。
以下因素与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风险增加有关：
⚫趴着睡觉
⚫在子宫内或出生后吸入二手烟
⚫与父母同床睡
⚫婴儿的床上用品太柔软
⚫多胞胎（双胞胎，三胞胎等）
⚫早产
⚫有患 SIDS 的兄弟姐妹
⚫有吸烟或者使用非法药物的母亲
⚫母亲是青少年
⚫怀孕间隔时间短
⚫产前护理过晚或者没有
⚫生活在贫困中
虽然研究表明，具有上述危险因素的婴儿更容易受到影响，但每种因素的影响或重要性尚未得
到明确定义或理解。

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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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婴儿猝死综合征都在婴儿被认为是睡着的时候，在没有任何警告和症状的情况下
发生。

8 发现并上报虐待儿童和忽略照顾儿童的情况
根据法律（马萨诸塞州总法 C119，第 51A 条），阳光的员工有权力识别并向儿童/家庭部
门（DCF）报告任何疑似虐待和忽视儿童的行为。所有员工都接受了培训，以识别孩子身
体和情感上遭到忽视的迹象。
以下是一旦发现虐待和忽视儿童的情况时报告的程序：
⚫教师或者其他员工如果怀疑有虐待和忽视儿的行为，应立即向主任报告。老师必须记录下观
察结果，包括孩子的姓名、日期、时间、孩子的受伤情况、孩子的行为和其他相关信息。
⚫主任将在 24 小时内联系 DCF 并口头报告给 EEC。主任还会把相关信息记录存档。
⚫主任会尝试联系孩子的父母来解释和阐述发生的情况。
⚫在向 EEC 完成口头汇报后的 48 小时内，主任要报告一份 51A 给 EEC。
⚫本园的员工会配合 DCF 完成调查。
任何涉嫌虐待儿童的员工都将被立即撤职并与儿童隔离开来，直到事件被调查清楚和澄清
真相。根据事件的恶劣程度，该员工将受到纪律处分，并可能被解雇。主任会向 DCF 和
EEC 提交事故报告。如果调查证明该员工无罪，那么他/她会被允许回来阳光工作。
DCF 电话号码：（617）748-2000
EEC 电话号码：（617）472-2881

9 避免受伤计划
阳光严格遵守避免受伤计划，下面就是本园的具体措施：
⚫ 园长和教师将检查本园的安全隐患，将隐患物（例如损坏的家具）移走或修复。要求
所有的阳光员工如果发现任何潜在的安全或健康威胁时向园长汇报。
⚫ 所有的危险物品（例如尖利或热的物品、医药、火柴、有毒化学品如清洁剂）必须存
放在儿童够不到的地方。
⚫ 所有的电源插座密闭起来，或安装上防儿童触电保护装置。所有的柜门和抽屉必须装
有保护儿童装置。
⚫ 意外伤害记录要存放在园长办公室。要求所有员工记录意外伤害，填写意外伤害报告。
⚫ 所有需要去医院或急疹室的意外伤害必须向 EEC 汇报，并在儿童的档案中保存一份记
录复印件。通知家长孩子受伤情况。
⚫ 所有的教室都要有急救箱，和一个便携式急救箱在户外远足时可以使用。所有的教学
员工必须接受急救培训，取得证书。
⚫ 不可以在阳光幼儿园内或门口吸烟或喝酒精性饮品。
⚫ 在远足期间，进入一个场地之前（例如公园），老师需要检查环境，确保安全，适合
儿童活动。

-6-

10 管理传染性疾病
阳光将通过家长公告栏通知、张贴患传染病的儿童或教师名单。本园将给所有家长发出通
告，通知传染事态，包括疾病症状。如果发生严重的传染病，本园将联系公共健康部门。
如果孩子在幼儿园以外被传染上某种疾病，家长有义务通知本园。没有医生许可，孩子不
能返校。
儿童如出现以下症状，必须由家长、监护人或紧急联系人带回家：
⚫ 发烧超过 100 华氏度
⚫ 咽喉炎
⚫ 眼睛发炎
⚫ 呕吐 3 次
⚫ 腹泻超过 3 次
⚫ 传染病
⚫ 未知的皮疹
如果您的孩子因发烧 100 华氏度或以上被送回家，他/她必须在 24 小时内无症状才可以返
回幼儿园。这将给您的孩子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和阻止疾病传播给其他孩子。

传染病
如果您的孩子被诊断出患有传染性疾病，他/她需要医生的通知才能返回幼儿园，并且在
治疗的 24 小时后才被允许进入学校。我们需要父母和医生的书面许可，才能帮助您的孩
子服用任何非处方药，如 Tylenol 和 Benadryl 等。

疾病
水豆
结膜炎
腹泻

耳朵发炎或肺炎
发烧
头上生虱子
A 型肝炎
小脓疱疹
疥疮
脓毒性咽喉炎

手足口病

措施
出水豆的儿童在出疹开始后或结痂时要隔离 7-10 天。
儿童在用药 24 小时后，眼睛不再流泪才可返校。
出现一次以上拉稀现象的儿童就属于腹泻，在情况好转后就可以回到
本中心。因为一些医药会造成腹泻，家长应与初级儿科医生取得联
系。如果儿童不传染，能参加正常的课堂计划，得到医生证明后即可
返回班级。
儿童若是感到症状减轻，不再发烧就可以返回中心。
如果儿童体温超过 100.4 华氏度，要在退烧至少 24 小时后有医生证明
不会传染其它小朋友，并能参加活动才能返回教室。
头上生虱子的儿童要在开始治疗并没有虱子时才能返校。
根据儿童的个别情况，与园长和医生商量。
在治疗开始，疮口处理好后的 24-48 小时，儿童才能返回本中心。
在治疗后的 24—48 小时，孩子可以返校。
儿童在开始使用抗生素治疗并无发烧症状的 24 小时后可以返校。如果
儿童已经因病连续五天没有到校，需要拿医生证明返校。

患手足口病的儿童可以在治疗结束后返校，但回到教室时必须有
医生的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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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
其它传染病

措施
儿童麻疹、腮腺炎和风疹疫苗接种要不断更新。麻州免疫机构提供免
费的儿童疫苗。免费咨询电话：（888）658-2850。

11 传染病控制
11.1 洗手
洗手是有效的预防传染的方法。阳光要求所有员工至少在以下的情况洗手：
⚫ 吃饭或处理食物之前
⚫ 帮儿童如厕或换尿布后
⚫ 接触身体排泄物后
⚫ 接触动物或动物笼子后
⚫ 清洁后
⚫ 照顾生病儿童后
教所有的孩子在以下情况用流水和液体香皂洗手，并用一次性纸巾擦手。
⚫ 吃饭以前
⚫ 如厕之后
⚫ 室外活动结束后
⚫ 摸过小动物或装动物的器具后
⚫ 摸过体液如鼻涕后

11.2 消毒
阳光使用如下的消毒程序：
⚫ 本园所有的家具和接触面必须定期用水和漂白剂的混合液体。根据具体规定要求，每
天准备漂白液（每一夸脱的漂白液 1/4 茶勺或者水）
⚫ 本园所有的食物和水都要保新，如有必要须放进冰箱。
⚫ 在换完尿片，清洁（血液、呕吐物或废品），帮助孩子去厕所或应对传染病或严重的
腹泻之前，要求员工必须戴一次性手套。用过的手套必须扔进带盖子的垃圾筒里。
⚫ 溅出的血必须马上清理。要依据生物危害材料规定处理血液污染过的材料或织物。
⚫ 所有的清洁器材（包括漂白液、洗涤剂等）必须存放在孩子够不到的安全地方。
⚫ 被尿液和粪便弄脏的衣服必须用双层塑料袋密封包好，贴上孩子的名字和其它物品分
别存放，等着家长来接孩子的时候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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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员工培训
所有阳光的员工从新员工入职培训起会持续接受控制传染病的培训。主任和班主任会监测
和观察传染病控制的日常活动，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和培训。

12 转介计划
阳光密切监测每个孩子的发展，定期更新身体和社会交往能力发展报告。在预定下来的家
长会上与家长共同回顾评估内容。如果孩子的身体状况或社会交往能力存在问题，则要必
要考虑转介计划。
阳光存有一份本地的服务转介机构包括健康医疗中心、特殊需要帮助、早期干预、和其他
专业服务机构。园长有责任定期更新列表。
1. 推荐校外转介服务。本中心将根据在幼儿园的观察，用书面形式向家长解释推荐转介的
原因，以及本中心将如何与家长和转介机构合作满足儿童的特殊需要。
2. 主任将与家长预约一次会谈，探讨孩子所处的状况，解释家长的权力，取得家长接受转
介的认可。家长还将得到一份转介机构的列表。
3. 一旦家长同意转介，本中心将帮助家长与转介机构取得联系，提供相关信息。
4. 在得到家长同意后，本中心将追踪孩子在接受转介服务后的进展，并把发展报告存放于
孩子的档案中。
5. 本中心将每三个月一次审查孩子的发展报告，决定是否需要额外的转介服务。如果需要，
本中心将与家长一起联系其它机构。
以下是转介资源列表：

Early Intervention (EI)
Bureau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Health
250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A 02108
Website: www.state.ma.us/dph/fch/ei.htm
Telephone:
(617) 624-6060
Fax:
(617) 624-6062
TTY:
(617) 624-5992
Contact: Ron Benham, Director, Early Intervention Program
Blackstone Elementary School
380 Shawmut Ave
Boston, MA 02118
Tel: (617) 635-8471
Tufts-New England Medical Center
The Floating Hospital for Children
755 Washington Street
Boston, MA 0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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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ephone: (617)636-5000
Tufts University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
One Kneeland Street
Boston, MA 02111
Telephone: (617)636-6828
Email:
DenStudentAffairs@tuft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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