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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 COVID-19 
关注最新的健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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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医疗服务的帮助 

健身渠道 

酒精和药物使用 

口罩 

给家长和看护人的支持 

青少年资源 

邻里区内的资源 

您生病时的儿童照顾计划 

由于 COVID-19 对纽约市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儿童服务管理局 (ACS) 和纽约市制定

了一份资源清单，适用于正在寻求协助的人群。 

以下信息旨在向纽约人及其亲朋好友介绍他们可能需要的日常资源，其中包括：更方便获

取食物和上网的渠道；住房和租金援助；以及医疗、心理健康和药物治疗服务。您也可以

访问 HelpNowNYC，了解纽约市及其合作伙伴正在提供帮助的方式，或者支持 COVID-

19 应对措施。 

家长或看护人可能面临艰巨的挑战，尤其在当下。如果您是家长，或当前照顾儿童或青少

年，那么以下清单提供了如何舒压的信息。您也可以找到适合待在家里的儿童的免费教育

活动。 

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正在经历家庭暴力或基于性别的暴力，你们可以获得帮助。请拨打 

311，联系最近的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家庭正义中心）或查看下文给出的电话

号码。查找资源和支持，请搜索本市的 NYC HOPE 资源目录。请拨打纽约市的 24 小时

家庭暴力热线：800-621-HOPE (4673)，获取即刻安全规划、庇护援助和其他资源。

TTY：800-810-7444。紧急情况下，请拨打 911。 

https://www1.nyc.gov/site/acs/about/planforyourchild.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elpnownyc/index.page?fbclid=IwAR3osrVGnV9goF2ePchkbE6YdfoTpSiGtIYOP-VqmWShrtnbMQb3QLW2Wao
http://www.nyc.gov/nychope


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Queens 电话 718-575-4545 

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Brooklyn 电话 718-250-5113 

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Bronx 电话 718-508-1220 

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Manhattan 电话 212-602-2800 

纽约市 Family Justice Center，Staten Island 电话 718-697-4300 

Mayor's Office to End Domestic and Gender-Based Violence（市长终止家庭暴力和基于

性别暴力办公室）用 11 种语言创建了可打印的宣传单、资源以及工具箱，可以在这里找

到。 

关注最新的健康信息 

纽约市当前正在经历新型呼吸道传染病的广泛社区传播，它被称为 COVID-19。您可以从

纽约市的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Mental Hygiene（健康和精神卫生局，纽约市 

DOHMH）获取最新的信息，以保证您和您的家庭安全、健康。他们公布了许多关于此疾

病的指南和纽约市病例数据（请点击此链接，获取 DOHMH 指南的译文）。您可以发短

信“COVID”至 692-692，通过短信接收最新消息。 

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 (MIS-C)：州和市卫生部门当前正在研究一种病症，该病症可能对

儿童非常有害或有致命性，并且可能与 COVID-19 相关。家长、看护人和照顾儿童的其

他人务必要知晓这种病症，因为尽管该病症仍不是常见的，但如不及时治疗，它可能造成

致命后果。 

这种病症的特征与川崎病和中毒性休克综合症相似，它被称为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

（MIS-C，以前被称为儿科多系统炎症综合症 (PMIS)），并且可能与 COVID-19 相关。

我们一定要认识该病症的体征，其中包括高烧和其他症状，比如腹痛、腹泻、呕吐、皮疹

和手脚肿胀。如果儿童持续发烧，请尽快联系其儿科医师，以评估是否得了 MIS-C。如

果儿童出现其他急性症状（皮疹、腹痛、胸痛）伴随发烧，请立即拨打 911。 

• DOHMH 儿童多系统炎症综合症情况说明（PDF，2020 年 5 月 18 日） 

在家长和看护人继续遵守保持社交距离指导准则的同时，他们应知道接种疫苗是十分重要

的，也是外出的一条正当理由。务必要注意，一定让孩子按时接种疫苗。NYC Health + 

Hospitals 正在为 2 岁及以下的儿童提供免费的疫苗接种。已给予特别注意，确保医院站

点是安全的，并遵循减少访客暴露于病菌的建议。请拨打 844-NYC-4NYC (844-692-

4692) 安排预约。 

请访问 DOHMH 网站获取更多信息（包括翻译材料）。 

返回顶部 

电话：7185754545
电话：7182505113
电话：7185081220
电话：2126022800
电话：7186974300
https://www1.nyc.gov/site/ocdv/programs/download-outreach-materials.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main.page
https://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main.page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pmis.pdf
https://www.nychealthandhospitals.org/services/child-health-pediatrics-services/
电话：8446924692
https://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main.page


获取食物 

有关服务于纽约市儿童和家庭，以及有饥饿风险的老年人和其他人的食品分发站和餐食计

划的信息，请查看以下内容： 

• 食品分发站 

• 全纽约市食品分发站地图 

• 纽约市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教育局）致力于为任何纽约人每日提供免费三

餐。想获得该餐食的任何纽约人可以在全市 400 多个餐食中心每日获得免费三餐。有

关位置、时间和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不需要出示登记证或身份证件。 

• 给无法外出的居家人员免费配送食品 

• City Meals on Wheels：如果您的年龄是 60 岁或以上、无法做饭并且居住在家，请

点击此处。 

• 营养补充援助计划 (SNAP) 福利 

• 纽约市邻里区食品资源指南： 为帮助需要食物的社区成员，Hunter College NYC 

Food Policy Center 已为每个纽约市邻里区制定了 COVID-19 食品资源指南。 

我们许多人都在努力尽量利用好我们的食品预算、思考创新的新食谱、让全家人参与到食

物准备，以减少负担并增添乐趣。以下是一些可以提供帮助的资源： 

• My Plate Kitchen 按课程、营养、食物组别、烹饪设备和费用提供可搜索的食谱。他

们也提供健康、制作简单、美味的 SNAP 食谱。 

• Good Housekeeping 提供食谱、食品准备思路和食材替代品，以供在家保持社交距

离的同时烹饪创意美食。 

• Foodschool 提供全家人可以参与的每周在线课程。 

• Food Literacy Program 提供健康食谱和烹饪课程，家长可与孩子一起参与。 

• Food52 将免费在线烹饪课程的观众与 12 位不同的专业厨师建立起联系。 

返回顶部 

获取手机服务和 WiFi 

在我们仍然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工作和远程学习时，获得手机服务、上网和/或使用 WiFi 

可以使我们的生活大不相同。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一些运营商正在为其客户提供折

扣或其他救济方案。有关如何获取这些服务的信息，请查看以下内容或联系您的运营商了

解更多信息： 

• 针对低收入家庭的折扣互联网服务： 

o Comcast 正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折扣互联网服务，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之前申

请并经过批准的新客户可免费使用服务 60 天。请访问 Comcast 或拨打 1-855-

846-8376（英语）；1-855-765-6995（西班牙语）。 

https://www.foodbanknyc.org/get-help/
https://maps.nyc.gov/foodhelp/#map-page
https://www.opt-osfns.org/schoolfoodny/meals/default.aspx
https://cv19engagementportal.cityofnewyork.us/#/display/5e7555117ad6750216160409
https://www.citymeals.org/get-meals
https://www.citymeals.org/get-meals
https://www1.nyc.gov/assets/hra/downloads/pdf/misc/ACCESS-HRA-Coronavirus-Flyer.pdf
https://www.choosemyplate.gov/myplatekitchen
https://www.goodhousekeeping.com/food-recipes/cooking/a31945358/cooking-at-home-during-coronavirus-quarantine/
https://www.foodschool.com/en/home
https://www.foodliteracycenter.org/curriculum
https://food52.com/blog/25139-online-cooking-classes-coronavirus
https://www.internetessentials.com/
电话：18558468376
电话：18558468376
电话：18557656995


o AT&T 为收入有限家庭或符合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国家学校午餐计

划）或 Head Start（启蒙计划）资格的人群提供折扣服务。请访问 Access from 

AT&T 了解更多信息。 

o Spectrum 为合格并且通过 National School Lunch Program 或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补充保障收入）接受援助的家庭提供折扣互联网计划（仅限 65 

岁及以上申请人）。请访问 Spectrum Internet Assist 了解更多内容。 

• 基于收入的免费手机和通话时间：SafeLink Wireless 是政府支持的计划，每月为符

合收入条件的客户提供免费手机和通话时间。一家私人公司提供该服务。此项服务未

与任何纽约市机构有关联。请点击此链接，获得关于该计划的更多信息。 

• 手机提供商：许多手机公司都签署了“Keep Americans Connected Pledge”（保

持美国人联网宣誓），并同意针对正在经历经济困难的家庭停止服务终止并放弃滞纳

金。您可以联系您的运营商了解更多信息。 

返回顶部 

有关住房、支付租金和/或防止驱逐的帮助 

• 如果您面临被驱逐或进入庇护所的风险，请联系纽约市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人力资源管理局，HRA）提供的法律援助和租金援助计划 

• Mayor's Office to Protect Tenants（市长保护租户办公室）提供资源和信息，包括免

费建议、法律援助渠道以及可能影响驱逐和 Housing Court（住房法庭）的 COVID-

19 疫情命令最新信息。请访问他们的网站或拨打 311 并询问“Tenant Helpline” 

• 在庇护系统内遇到挑战的残疾人：请联系无家可归服务残疾人事务主任 Elizabeth 

Iannone，电子邮件地址 iannonee@dss.nyc.gov 

• 需要与 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社会服务局）沟通的失聪和重听人士：社

会服务局 (DSS) 提供 ASL Direct 服务。请联系 Kim Dolan，电话 347-474-4231 

• 有关额外的驱逐预防信息和资源（包括他们的热线可用性和工作时间），请访问 

Coalition for the Homeless 驱逐预防计划。 

返回顶部 

公用事业 

自 2020 年 3 月 13 日起，纽约公用事业机构已自愿暂停对所有客户供水、供电、供暖公

用事业的中断。 

返回顶部 

消暑计划 

消暑援助福利 

https://www.att.com/internet/access/
https://www.att.com/internet/access/
https://www.spectrum.com/browse/content/spectrum-internet-assist
https://portal.311.nyc.gov/article/?kanumber=KA-02961
https://portal.311.nyc.gov/article/?kanumber=KA-02961
https://www.fcc.gov/keep-americans-connected
https://www1.nyc.gov/site/hra/help/facing-eviction.page
https://www1.nyc.gov/site/hra/help/facing-eviction.page
https://www1.nyc.gov/content/tenantprotection/pages/covid19-home-quarantine
mailto:iannonee@dss.nyc.gov
电话：3474744231
https://www.coalitionforthehomeless.org/get-help/im-being-evicted/


合格家庭可能获得经济援助，以购买并安装一个空调或一个风扇（直至 $800）。此项 

Home Energy Assistance Program（家庭能源援助计划，HEAP）由纽约州 Office of 

Temporary and Disability Assistance（临时和残疾援助办公室，OTDA）协同纽约市 

Human Resources Administration（人力资源管理局，HRA）提供。申请截止日期是 

2020 年 8 月 30 日星期日。若要判断资格和/或申请，请访问 ACCESS NYC 的消暑援助

福利网站、拨打 311 或 HEAP 会议电话 (212) 331-3126。 

Get Cool Air Conditioner Program（获取消暑空调计划） 

如果您的年龄是 60 岁或以上、还没有空调并且已经参加了一项或多项本市福利计划，那

么您可能符合资格通过纽约市 Get Cool Air Conditioner Program 获得一台免费空调。若

要查找更多信息和现行截止日期，或想要判断您是否符合资格，请访问 311 网站、拨打 

311 或联系您的不动产经理。 

纽约市 Emergency Management（紧急管理办公室）-Beat the Heat（避暑计划） 

有关如何保持清凉的小贴士，以及在宣布的高温紧急事件期间在哪里找到避暑中心，请访

问纽约市 Emergency Management 的 Beat the Heat 页面。 

返回顶部 

教育 

请访问 Department of Education（教育局，DOE）的网站，了解关于 2020-2021 学年

的最新信息，包括健康和安全措施以及将投入使用的学习模式。 

返回顶部 

免费心理健康服务 

若您感到有压力、焦虑或不知所措，请放心，您并非孤立无援。帮助触手可及。 

• NYC Well：NYC Well 可为您联系免费、保密的心理健康支持。您可以通过电话、短

信或聊天等方式与顾问交谈，并获取心理健康和物质使用服务，服务使用 200 多种语

言并且一年 365 天每周 7 天 24 小时提供。帮助途径包括电话、短信或聊天！有关更

多信息，请访问：https://nycwell.cityofnewyork.us/en/ 

• 纽约州 COVID-19 情绪支持热线：拨打 1-844-863-9314 可以联系免费心理健康咨询 

针对年轻人的健康和心理健康服务 

• Mount Sinai Adolescent Health Center：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六；服务对象为所有

需要服务的年轻人。请拨打 212-423-3000 

• Covenant House：服务时间为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对象为无家可归的年轻

人。请拨打 212-613-0300 或访问 www.covenanthouse.org 

https://access.nyc.gov/programs/cooling-assistance-benefit/
https://access.nyc.gov/programs/cooling-assistance-benefit/
电话：2123313126
https://portal.311.nyc.gov/article/?kanumber=KA-03305
https://www1.nyc.gov/assets/em/html/beat-the-heat/beattheheat.html
https://www.schools.nyc.gov/school-year-20-21/return-to-school-2020
https://nycwell.cityofnewyork.us/en/
https://www.mountsinai.org/locations/adolescent-health-center
http://www.covenanthouse.org/


女同性恋者、男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与酷儿 (LGBTQ) 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 

• NYC Unity Project 全市 LGBTQ + COVID-19 指南：有关在全纽约市仍可通过虚拟

方式以及亲自参加的逾 100 个 LGBTQ+ 平权计划和服务的最新信息，请访问 NYC 

Unit Project 的 LGBTQ + COVID-19 资源指南 

• Trevor Project：为 LGBTQ 青年提供全国性 24 小时免费的保密自杀疏导热线。训练

有素的顾问可每周 7 天 24 小时为您提供支持。若您是身处危机之中、有自杀倾向的

年轻人，或需要一个无人评判的安全谈话场所，请拨打 1-866-488-7386 或访问 

www.thetrevorproject.org 

• Callen- Lorde Health Clinic：对于有紧急症状或需要当面护理的患者，就诊时间为

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3 点，将通过电话对患者进行筛查。已预约例行看诊者将

在看诊当天接到电话。当前不接收新患者。Chelsea 和 Bronx 的药房营业时间为周一

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但需要处方药的人可通过 Callen Lorde 的免费送货服

务获取处方药。请访问 www.Callen-Lorde.org 

• Covenant House：服务时间为每周 7 天每天 24 小时；服务对象为无家可归的年轻

人。请拨打 212-613-0300 或访问 www.covenanthouse.org 

• H.E.A.T 诊所：照常开放，并可通过电话 (718) 613-8453 对您的问题或疑虑进行解

答。 

• Gay Center：信息和转介小组的虚拟前台工作时间为周一至周六上午 9 点至晚上 10 

点，电话 212-620-7310。– 请访问 www.gaycenter.org 

• Trans Lifeline：Trans Lifeline 提供同伴支持，可帮助您获取当地和全美众多紧急基

金和互助资源。他们的联系电话是 877-565-8860。请访问：www.translifeline.org 

• Immigration Equality：拘留人员专用热线：917-654-9696。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上午 9:30 至下午 5:30。一般请求和其他法律帮助热线：212-714-2904。服务时间为

周一和周三下午 1:00 至下午 4:00，以及周五上午 10:00 至下午 1:00。请访

问 www.immigrationequality.org 

返回顶部 

使用远程医疗服务的帮助 

远程医疗是指您通过手机、平板电脑或电脑获得医疗保健或治疗，而不用当面去见您的社

会服务提供者、倡权人或医疗保健提供者。在 COVID-19 期间，许多人都在通过远程医

疗获取服务，以帮助降低传播或感染病毒的风险。 

请查阅这些远程医疗小贴士，这些内容由纽约市家庭和服务提供者编写，以回答常见问

题并帮助您最大程度利用您的远程医疗预约。您将找到关于设置您的技术、准备虚拟疗

程等信息。此资源提供十一种语言版本。 

返回顶部 

 

https://growingupnyc.cityofnewyork.us/generationnyc/lgbtq-coronavirus-resources/
https://growingupnyc.cityofnewyork.us/generationnyc/lgbtq-coronavirus-resources/
http://www.thetrevorproject.org/
http://www.callen-lorde.org/
http://www.covenanthouse.org/
http://www.gaycenter.org/
http://www.translifeline.org/
http://www.immigrationequality.org/
https://www.familypathways.nyc/telehealth-tips
https://www.familypathways.nyc/telehealth-tips-for-families/#how-do-i-do-video-calls
https://www.familypathways.nyc/telehealth-tips-for-families/#how-should-i-get-ready-for-a-call
https://www.familypathways.nyc/telehealth-tips-for-families/#how-should-i-get-ready-for-a-call


健身渠道 

即使留在家中，保持锻炼和健康也至关重要。参加免费在线锻炼课程是很好的解决方案： 

• 免费在线锻炼课程：YMCA 提供免费在线锻炼课程。 

返回顶部 

酒精和药物使用 

像 COVID-19 疫情这样的压力事件可能影响人们饮酒和用药的方式。在突然损失收入、

失去亲朋好友、厌倦或无法践行其他应对策略时，人们可能因此喝更多的酒、更频繁吃

药。 

许多人饮酒几乎没有健康风险，但用饮酒的方式来应对压力事件可能会恶化您控制或限制

饮酒的任何挑战。注意饮酒问题可以帮助您设定界限，以更健康的方式饮酒。请查看这篇

纽约市健康和精神卫生局 (DOHMH) 的指南，获得关于饮酒的有用信息（这里提供了翻

译版本）。 

纽约市 DOHMH 也发布了关于 COVID-19 期间药物使用的安全指南，链接在此处，另有

翻译版本提供： 

• COVID-19：用药者指南 

• 针对 COVID-19 疫情期间过量用药的应对 

• 如何在 COVID-19 疫情期间在家获得类鸦片使用障碍治疗 

• COVID-19 期间安全存储药物和物质供娱乐性使用的指南 

纽约市提供许多免费和低费用的服务，面向有药物和/或酒清滥用困难的人群。除了以下

给出的清单外，您还可以拨打纽约市每周七天 24 小时热线电话 1-888-NYC-WELL (1-

888-692-9355) 或在线访问 NYC Well。 

寻找帮助 

• 纽约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成瘾服务和支持办公室，

OASAS）：使用成瘾治疗查找器，寻找合适的药物或酒精治疗计划。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继续提供成瘾治疗和恢复服务。无论您需要交谈，还是担心您会出现戒断

症状或复发，整个纽约州内经 OASAS 认证或资助的提供者可通过电话/视频提供服

务，或者在保持安全的距离下当面服务。若需要关于成瘾、物质使用或赌博的每周 7 

天 24 小时帮助，请拨打 877-846-7369、发短信至 HOPENY (467369)，或访问 

OASAS，阅读更多内容。 

• 远程匿名戒酒互助会：有关远程匿名戒酒互助会，请访问 NY Intergroup。 

返回顶部 

https://ymca360.org/
https://www1.nyc.gov/assets/doh/downloads/pdf/imm/covid-19-alcohol-use.pdf
https://www1.nyc.gov/site/doh/covid/covid-19-prevention-and-car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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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778467369
https://oasas.ny.gov/covid19
https://oasas.ny.gov/cov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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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 

安全性 

请注意，两岁以下儿童不应戴布料口罩。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美国儿科

学会）发布了一些关于儿童使用口罩时如何保护自身安全的有用小贴士，以及有助于鼓

励孩子在适当时使用口罩的建议。 

自制口罩 

口罩不需要太贵，自己动手制作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 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的相关说明介绍了如何使用口罩，也包括缝制或非缝制

方法说明。 

• 这段《纽约时报》视频演示了如何利用旧 T 恤制作可重复使用的布料口罩（不用缝

制）。 

• 这里有另一种简单且不用缝制的方法（以及链接到其他家庭手工制作方法的网站链

接，或许您想与孩子一起试做一下）。 

返回顶部 

给家长和看护人的支持 

您生病时的儿童照顾计划： 虽然一想到生病就让家长感到害怕，但您或许应该和您的朋

友与家人讨论如果真的生病，为孩子制定怎样的计划。如果您病得很严重，无法照顾孩

子，或者您需要去医院，那么您可以安排一位安全、负责任的成年人照顾您的孩子，保证

孩子的安全。家长可能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安排。我们收集了一些小贴士，以

供考虑 1) 请谁帮忙、2) 怎样让计划起作用，以及 3) 如何沟通。 

针对养宠物的家庭：纽约市 Emergency Management（紧急管理办公室）和 Animal 

Planning Task Force（动物规划特别工作组）已成立了 COVID-19 宠物热线，面向受到 

COVID-19 影响并且需要协助的宠物主人。请拨打 (877) 204-8821，服务时间为每周 7 

天上午 8 点至晚上 8 点（东部时间）。（查看英语或西班牙语的宣传单） 

随着学校关闭，孩子们被迫留在家中，许多家长正面临额外压力。以下是适合家长的舒

压方法： 

• 适合家长的正念减压法 

• 深呼吸技巧 

当我们为阻止 COVID-19 的传播而需要在家待很长时间之时，育儿可能是一项极具挑战

性的任务。 

• 以下是一些积极的育儿小贴士，可以帮助您让家中秩序井然。 

• 另请参阅针对家长、儿童及其他人的冠状病毒资源和小贴士 

https://www.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health-issues/conditions/chest-lungs/Pages/Cloth-Face-Coverings-for-Children-During-COVID-19.aspx
https://www.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health-issues/conditions/chest-lungs/Pages/Cloth-Face-Coverings-for-Children-During-COVID-19.aspx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prevent-getting-sick/diy-cloth-face-coverings.html
https://www.nytimes.com/video/well/100000007078467/homemade-face-mask-tutorial.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1FHPI4XpRs
https://www1.nyc.gov/site/acs/about/planforyourchild.page
电话：8772048821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images/content/About/covid19/covidnychotlineflyer.jpg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images/content/About/covid19/covidnychotlineflyersp.jpg
https://www.zerotothree.org/resources/2268-mindfulness-for-parents
https://www.thedeepsleepco.com/4-7-8-breathing/
https://www.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family-life/family-dynamics/communication-discipline/Pages/Positive-Parenting-and-COVID-19_10-Tips.aspx
https://preventchildabuse.org/coronavirus-resources/


•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照顾新生儿的小贴士 

• 在 COVID-19 疫情期间支持儿童情绪健康的资源 

• 纽约州 Office of Addiction Services and Supports（成瘾服务和支持办公室，

OASAS）的小贴士，系关于在 COVID-19 期间压力管理和物质滥用预防 

许多家长正寻求有关如何与孩子谈论 COVID-19 的建议。以下是一些实用视频和活动

表： 

• PBS：请阅读 PBS Kids 的这篇文章，了解与儿童谈论 COVID-19 的实用小贴士。 

• Sesame Street：我们在 Sesame Street 的朋友制作了一本指南，可指导我们与幼儿

谈论 COVID-19。 

• 洗手的重要性：Sesame Street 创造了趣味盎然的可打印彩页，可教导孩子们按步骤

洗手。 

留在家中时，想为您的孩子寻找一些有趣的教育活动？ 

• Brooklyn Public Library：面向所有年龄段儿童的虚拟项目，包括瑜伽、故事时间、

提升等。 

• Children's Museum of Manhattan：您也许无法参观儿童博物馆，但何不将其带回

家？访问 Children's Museum of Manhattan 的网站，以了解如何用引人入胜的互动活

动填满孩子的一天。一周中的每一天都有新活动！ 

• Children's Museum of the Arts：观看 Children's Museum of the Arts 的这些视频，

学习如何用家居材料完成扎染花、空间站、木偶等创意艺术项目。总有一款适合您！ 

• Disney Workouts：迪斯尼免费提供适合家庭的健身系列，让您足不出户也能大汗淋

漓。 

• Lincoln Center Pop-up Classroom：由全球最优秀的艺术家和教育家设计和领导的

日常创意活动。每天的数字直播课都会教导如何充分利用家中的简单材料，帮助有孩

子的家庭探索各种艺术形式。 

• NYC Parks：当您保持社交距离和/或留在家中时，您可以通过在线方式与我们在公园

相会。参加我们的实时公园导览、冥想、健身、艺术课程和趣味儿童活动等！ 

• Scholastic：Scholastic 为儿童创建了一系列充满乐趣的免费家庭活动。 

• Storyline Online：一所数字图书馆，包含数十本由著名演员（包含 Oprah Winfrey）

朗读的书籍。 

• Summer Camp Hub：免费虚拟夏令营指南，提供机器人、数学、艺术、阅读、写作

等一系列活动。 

• Time for Kids 杂志提供对其数字档案的访问权。故事适合幼儿园至 6 年级学生阅

读，并按年级分组。这些故事旨在教孩子们了解周围的世界，培养他们的新闻素养。 

ACS 提供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支持（目前为远程和虚拟办公），旨在满足您家庭的独

特需求。 

https://www.healthychildren.org/English/ages-stages/baby/crying-colic/Pages/Tips-for-Coping-with-a-New-Baby.aspx
https://www.childtrends.org/publications/resources-for-supporting-childrens-emotional-well-being-during-the-covid-19-pandemic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pdf/covid19/supportingfamilies.pdf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pdf/covid19/supportingfamilies.pdf
https://www.pbs.org/parents/thrive/how-to-talk-to-your-kids-about-coronavirus
https://gc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s://www.sesamestreet.org/sites/default/files/media_folders/Images/PDF3V3.pdf&data=02|01|Marisa.Kaufman@acs.nyc.gov|b69f498c3fc94eb1bd5508d7d5bdd57b|32f56fc75f814e22a95b15da66513bef|0|0|637212883611478694&sdata=yfTb3PtdY8sxcVTrHMvja37rjixF3VxIRNTSEwMdBlk=&reserved=0
https://www.sesamestreet.org/caring?utm_source=SS.org%20Caring%20for%20Each%20Other%20Mission%20Section&utm_medium=homepage%20link&utm_campaign=Caring%20for%20Each%20Other
https://www.bklynlibrary.org/event-series/Virtual-Programming
https://cmom.org/learn/cmom-at-home/
https://vimeo.com/showcase/5247794
https://family.disney.com/articles/disney-workouts/
https://www.facebook.com/LincolnCenterNYC
https://www.scholastic.com/parents/kids-activities-and-printables.html
https://www.youtube.com/user/StorylineOnline
https://summercamphub.com/free-online-summer-camps/
https://time.com/tfk-free/


• 预防服务：预防服务帮助各家庭保护儿童在家时的安全。这些服务属免费、自愿性

质，面向纽约市的各个邻里区提供，以支持有孩子的家庭，这些孩子包括婴儿、学龄

儿童、青年和年轻人。服务针对个人需求提供，可能包括帮助家长和看护人应对以下

挑战：精神疾病、物质滥用、家庭暴力、受剥削或处于危险之中的青年以及特殊医疗

需求；此外，还帮助家庭获得实际的支持，以满足他们的住房、儿童保育或其他基本

需求。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OPTA@acs.nyc.gov 了解更多信息及查找符合您家庭情况

的计划。 

• Family Assessment Program（家庭评估计划）：Family Assessment Program 

(FAP) 为那些日常生活存在困难的家庭和 18 岁以下青年提供支持。FAP 致力于巩固

家庭，减少冲突，并帮助家庭处理问题，如孩子离家出走、逃学、吸毒或酗酒，或表

现出破坏性或危险行为等。FAP 服务为自愿性质，每个家庭都可以接受擅长解决家庭

危机的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个别化评估。 

FAP 办公室目前不对公众开放，但所有的咨询和评估工作可通过电话和/或视频进行。我

们帮助家庭获得实证治疗服务及社区组织的联系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FAPinquiry@acs.nyc.gov 或拨打以下电话号码联系 FAP： 

• Bronx 办公室：718-664-1800 

• Brooklyn 办公室：646-584-5178 / 347-907-0464 / 646-584-8935 

• Manhattan 办公室：212-341-0012 

• Staten Island 办公室：718-720-0418 / 646-276-4170 

• Queens 办公室：646-599-3308 / 718-725-3244 

我们会在周一至周五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回复电子邮件及接听电话，我们将回复所有邮

件。 

返回顶部 

青少年资源 

即使感觉自己很健康，您仍可能将 COVID-19 传播给其他人，而后者可能会因此患上重

病。远离他人并在家中活动是时下凝聚和关心社区的最佳方式。 

令人欣慰的是，待在家中也能找到许多方法保持联系并享受乐趣。 

青少年面对 COVID：被困在家可能会令人厌烦。您可能会想念上学、想和朋友出去玩，

且有些人可能会对照看弟弟妹妹感到厌倦。您的家人可能会对您和彼此提高嗓门。您可能

对 COVID-19 或其他健康问题有疑问。或者您只是需要找个人聊聊！好消息是，仍然有

许多针对青年提供的服务和帮助。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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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里区内的资源 

找到您当地的 Family Enrichment Center（家庭促进中心）：ACS 与三个邻里区的社

区组织共同设立 Family Enrichment Center (FEC)，这些如家般温馨的中心可为/与社区

提供广泛的服务。FEC 目前提供远程转介和支持服务，以及有限的现场应急资源。请联

系您当地的 FEC 了解更多信息。 

East New York 的 C.R.I.B.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646-477- 6780 或 thecrib.enyfec@gmail.com 

thecrib.enyfec.org 
2779 Atlantic Avenue, Brooklyn, NY 11207 

Highbridge 的 Circle of Dreams 

办公时间：周二、周三、周五/上午 11 点至下午 2 点，远程办公 

718-618-5559 
acamacho@childrensvillage.org 
266 E. 165th St., Bronx, NY 10456 

HuntsPoint/Longwood 的 O.U.R. Place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下午 2 点至 4 点，远程办公 

917-945-1152 
ourplacefec.graham-windham.org 
940 Garrison Avenue, Bronx, NY 10474 

社区合作站：ACS 建立了 11 个社区规划组织，并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这些组织目前通

过虚拟会议和电子邮件来为家庭制定计划并提供转介。一些合作站还提供现场应急资源。

请点击此处和参见下表，查看社区合作站的联系信息和办公时间。 

Bedford-Stuyvesant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347-365-3852 
www.bedstuycpp.org 
info@bedstuycpp.org 

Bushwick 

办公时间：远程时间 

718-497-6090，分机号 766（周一、周四） 

718-497-6090，分机号 793（周二、周三、

周五） 

www.bushwickcommunitypartnershipny.
org 
bushwickcpi@gmail.com 

East Flatbush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Highbridge 

办公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 10 点至下午 3 

点 

718-293-4352 
bridgebuilderscpo@gmail.com 

Hunts Point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917-514-1710 或 646-464-2036 

www.huntspoint.org/community-
partnership 
hpcommunitypartnership@hpac10474.
org 

Jamaica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718-526-2400 分机号 2018 或 917-589-

3851 

mailto:thecrib.enyfec@gmail.com
https://thecrib.enyfec.org/
mailto:acamacho@childrensvillage.org
https://ourplacefec.graham-windham.org/
https://www1.nyc.gov/assets/acs/pdf/covid19/cppfeccontactinfo.pdf
http://www.bedstuycpp.org/
mailto:info@bedstuycpp.org
http://www.bushwickcommunitypartnershipny.org/
http://www.bushwickcommunitypartnershipny.org/
mailto:bushwickcpi@gmail.com
mailto:bridgebuilderscpo@gmail.com
https://www.huntspoint.org/community-partnership
https://www.huntspoint.org/community-partnership
mailto:hpcommunitypartnership@hpac10474.org
mailto:hpcommunitypartnership@hpac10474.org


718-758-7802 
EF@cpp.jccany.org 

East Harlem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646-345-3614 或 929-431-7798 

eastharlemcpp@unionsettlement.org 

East New York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877-827-7369 
eastnycpp@gmail.com 

Elmhurst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718-523-6868 分机号 103 

ECP@mediatenyc.org 

jamaicapartners@shelteringarmsny.or
g 

Mott Haven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347-441-0785 或 914-529-1150 

Motthavenpartnership@gmail.com 

Staten Island (North Shore) 

办公时间：远程办公 

917-485-7710 
www.sicpp.com 
SICPPInfo@nyfoundling.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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