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LUB MEMBER “RETURN TO SWIMMING” COMMUNICATION 

关于俱乐部 “重返泳池-WATERMANIA”的说明（中文翻译版） 

 

此中文翻译版仅供参考，具体内容以俱乐部发布的英文版为准 

DISCLAIMER: THE CHINESE VERSION IS A TRANSLATION OF THE ORIGINAL IN ENGLISH FOR 

INFORMATION PURPOSES ONLY. IN CASE OF A DISCREPANCY, THE ENGLISH ORIGINAL WILL PREVAIL.  

 

2020 年 9 月 18 日 

 

亲爱的家长及运动员们， 

 

         随着 BC 省公共卫生机构推出“以负责任的方式逐步放松对公众聚集限制”的指导方案，

Rapids 俱乐部在 BC 游泳协会的指导下，对相关方案进行研究，并结合俱乐部的运动特点及

实际环境作出最佳安排。 

 

       俱乐部依照如下准则制定 “重返泳池计划-WATERMANIA”： 

 

• 以所有成员的个人健康和安全为优先考量； 

• 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必须遵照省卫生部门的相关指引开展； 

• 俱乐部的各项活动将按照尽可能降低运动员健康风险这一宗旨而做出相应调整； 

• 俱乐部的体育活动将与全省的重开计划保持一致。 

 

        我们希望在不远的将来一切都能恢复正常。目前的“重返泳池计划-WATERMANIA”

是针对当前“新常态”而制定，直到省卫生机构做出新的指引。 

 

        每位选择参与“重返泳池计划”的参与者，务必遵守如下规则： 

 

• 如果您感觉不适，或者有 COVID-19 的任何症状，必须留在家中； 

• 如果您曾经去加拿大或 BC 省以外旅行，必须在家至少自我隔离 14 天，否则不能参加训练； 

• 如果您同住的家庭成员得了 COVID-19 或者有 COVID-19 的任何症状，必须留在家中； 

• 训练之前要更换好游泳衣裤，泳池更衣设施不开放，不能在泳池更衣； 



 

• 训练前要消毒或洗手，并使用池边或者更衣室的淋浴设施淋浴； 

• 携带个人的装备、水瓶、口罩及洗手消毒液； 

• 进入或者离开相关设施时要带口罩； 

• 任何时候都要遵守保持安全距离的规定； 

• 避免和他人有肢体接触，包括避免握手或击掌； 

• 训练结束后尽快离开。 

 

       此“重返泳池计划-WATERMANIA”是按照当前公共卫生指引而制定的。虽然我们尽

可能努力确保降低传染 COVID-19 的可能，但当病毒仍然在社区存在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完

全避免这种风险。所以请每一位参与者务必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实际情况作出是否参加训练的

独立决定，以确保您的决定是对您自己最好的选择。 

 

       如果您选择参与“重返泳池计划-WATERMANIA”, 我们要求每位参与者务必确保完全

遵守该计划的各项规定。 

 

此致， 

 

 

 
 

Karen De Costa   Robert Pettifer  
Club President   Director of Swimming 
  



 

RICHMOND RAPIDS 
 PARTICIPATION AGREEMENT 

参与者协议 

 
（请在俱乐部发布的英文原版协议上签署。中文版仅供参考，不作为正式协议文本）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is for reference only. Should you want to participate, please sign the English original. 

 

Application- all athletes, coaches, members, volunteers, participants, and family members of participants while in 
attendance at Club activities. 

本协议适用于所有参与俱乐部活动的运动员、教练员、会员、义工、其他参与者，以及参与者的家庭成员。 

 
All Participants of RICHMOND RAPIDS SWIM CLUB agree to abide by the following points when entering club facilities 
and/or participating in club activities under the COVID-19 Response plan and RTP protocol. 

所有俱乐部的参与者同意在进入俱乐部活动的设施场所时，或者参与俱乐部的各种活动时，严格遵守 COVID-19 响应计划

和重返体育活动 (Return to Play) 的有关规定。 

 
 I agree to symptom screening checks and will let my club know if I have experienced any of the 
symptoms in the last 14 days. 

我同意接受症状筛查，并同意知会俱乐部在过去 14 天我曾出现的任何症状。 

 
 I agree to stay home if feeling sick and remain home for 14 days if experiencing COVID-19 
symptoms. 

我同意如果感到不适时会留在家中，且如果有 COVID-19 的症状时将留在家中 14 天。 

 

 I agree to sanitize my hands with soap or sanitizer upon entering and exiting the facility. 

我同意在进入或离开训练场所前将用肥皂或者消毒液洗手。 

 
 I agree to sanitize my personal equipment after each practice and not share my personal equipment 
with other members during practice.  

我同意在每次训练后对自己使用的装备进行消毒，并且在训练期间不与他人分享我的个人装备。 

 
 I agree to continue to follow social distancing protocols and stay at least 2 meters away from others. 

我同意一直遵照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与他人保持至少 2 米距离。 

 
 I agree to not share any equipment during practice times 

我同意在训练期间不与他人共用任何装备。 

 
 I agree to abide by all of my club’s COVID-19 Policies and Guidelines 

我同意严格遵守俱乐部关于 COVID-19 的各项政策和指引。 

 

 
 



 

 I understand that if I do not abide by the aforementioned policies/guidelines, I may be asked to 
leave the club for up to 14 days to help protect myself and others around me. 

我知晓如果不遵守上述提到的各项政策和指引，俱乐部将要求我离开俱乐部多至 14 天，以保护我本人

和周围的其他人。 

 
 I acknowledge that continued abuse of the policies and/or guidelines may result in a temporary 
suspension of my club membership. 

我知晓如果我连续破坏俱乐部的政策和指引，有可能会被暂停俱乐部会籍。 

 
  
 
                I ac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risks associated with entering club facilities and/or participating in club 
activities, and that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lub and participants, including those set out above and under 
the COVID-19 Response Plan and Return to Play Protocols, will not entirely eliminate those risks. 

我知晓进入俱乐部的设施场所或者参加俱乐部的活动存在风险，俱乐部和参与者所采取的各项措施，包

括上文和 COVID-19 响应计划及重返体育活动协议中规定的措施，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风险。 

 
 
 
 
 
 

（以下签名部分略， signature section in below is not translated） 
 
 

 
 
  



 

 
RICHMOND RAPIDS ILLNESS POLICY 

俱乐部疾病应对政策 
 

      在如下应对政策中，“成员”包括俱乐部雇员、义工、参与者或者家长/观众。 

 

1. 如果您感到有任何 COVID-19 的症状，请立即通知相关负责人（教练、领队），例如发烧，发冷，咳

嗽，呼吸急促，咽喉痛和吞咽疼痛，鼻塞或流鼻涕，嗅觉丧失，头痛，肌肉酸痛，疲劳和食欲不振等。 

 

2. 健康评估： 

a) 成员在开始训练或活动前，必须对开始前的口头询问做出回答以确保没有 COVID-19 相关症状。 

b) 教练将在整个训练活动中注意观察团队成员，以评估有关其健康状况的任何早期预警信号，基于他们

在整个练习/活动中的反应对其自身安全情况进行沟通。 

c) 如果成员对自己的状态不确定，请使用 BC 省 COVID-19 自我评估工具（BC COVID-19 Self-Assessment 

Tool）或者相关的官方软件工具进行评估。 
 

3. 如果成员感到有 COVID-19 症状的不适： 

a) 他们需要留在家里并且与 BC 健康热线 8-1-1 联络。 

b) 如果他们在训练过程中感到不适或者表现出 COVID-19 的症状，他们将被要求马上回家并联络 8-1-1

或者医生，以便获得进一步的指导。 

c) 任何有症状的成员都不能参与训练活动。 
 
 

4. 如果成员经测试确认 COVID-19： 

a) 该成员将不被允许继续训练，直到完全康复。 

b) 任何与确诊成员有过密切接触的成员，将不得参与俱乐部的活动至少 14 天。 

c) 任何有可能被患者接触过的区域将被立刻关闭并进行消毒。 
 

 

5. 如果成员进行了测试并在等待 COVID-19 测试结果： 

a) 如果是与已经确认的病例有关，该成员必须立刻离开训练区域。 

b) BCCDC 建议任何有轻微症状的人都应该留在家里并联系 8-1-1。 

c) 我们将通知其他与之接触过的成员，并要求他们离开训练区域至少 14 天，或者直到卫生部门排除诊

断为 COVID-19 为止。 

d) 任何有可能被患者接触过的区域将被立刻关闭并进行消毒。 

 

 
 
 

about:bl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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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成员与 COVID-19 确诊的患者有过接触： 

a) 如果成员认为他们有理由确定曾经暴露于可能感染 COVID-19 的环境，必须通知教练。 

b) 当这种接触确认后，该成员将离开训练区域至少 14 天，或者按照卫生部门的指引。与之有过密切接

触的其他成员也需要离开训练区域至少 14 天。 

c) 任何有可能被患者接触过的区域将被立刻关闭并进行消毒。 
 
 

7. 隔离或自我隔离： 

a) 任何在过去 14 天内曾到加拿大或者 BC 省之外旅行的成员，不得进入设施场地的任何部分，必须隔离

或自我隔离。 

b) 任何有 COVID-19 症状的成员，不得进入设施场地的任何部分，必须隔离或自我隔离。 

c) 任何家庭人员中有 COVID-19 症状的成员，不得进入设施场地的任何部分，必须隔离或自我隔离。 

d) 任何与感染者有过接触的成员，或者家中有隔离或自我隔离者的成员，不得进入设施的任何部分。 

 

  



 

RICHMOND RAPIDS OUTBREAK PLAN 

俱乐部疫情应对计划 

 
在如下应对计划中，“成员”包括俱乐部雇员、义工、参与者或者家长/观众。 

 

如果任何成员有疑似或者确诊为 COVID-19 的情况，将按照如下步骤进行相关处理： 

 
 

1. 如有任何成员有疑似或者确认为 COVID-19 的情况，该成员应立即通知游泳总监（Robert Pettifer）和俱

乐部主席（Karen DeCosta）。游泳总监和俱乐部主席有权推迟或取消所有当前或未来的活动。 

• 如果教练员获知任何成员有疑似或被确诊为 COVID-19 的情况，该教练必须即刻通知游泳总监和俱乐

部主席。 

• 如果在训练过程中得到成员的发病通知或者发现 COVID-19 的症状，负责的教练必须采取如下措施： 

o 确保有症状的成员离开训练区域并被安排到一个安全的隔离区域。 

o 该负责教练必须即刻通知场地职员（当值救生员）可能的疫情状况。所有参与活动的成员将

按训练照场地的相关规定流程处理。 

o 该负责教练将立刻通知该成员的家长或者监护人把其接回家。 

o 该负责教练将即刻终止所有训练并通知游泳总监和俱乐部主席。 

o 游泳总监将通知俱乐部行政经理（Dennis Silva）。俱乐部行政经理与所有当时参与训练的成

员家长或监护人联络，以便马上把在场成员接回家。这种通知可以通过 Email，手机短信或者

On Deck App 发出。 

o 游泳总监将通知场地经理相关的疫情，俱乐部的相关应急计划即时生效。 

 

2. 俱乐部的疾病应对政策将即时生效。 

 

• 任何与 COVID-19 疑似或确诊成员有过密切结束的成员，需要： 

o 自我隔离 14 天； 

o 每日检测症状，报告呼吸系统疾病，从发现 COVID-19 症状起至少 14 天内不得返回训练； 

o 使用 COVID-19 的自我评测工具进行评估，或者做必要的检测。 

• 游泳总监或俱乐部行政经理将通过 Email 通知全体会员相关疫情情况，推迟或取消随后的活动。 

• 游泳总监将联络 WorkSafe BC 和 Richmond 卫生部门，向他们报告潜在的疫情爆发情况。 

• 俱乐部将充分配合任何卫生部门对疫情接触和传播途径的相关追踪调查。 

  



 

 
 

PROGRAM PLANNING 

训练活动计划 

 

• 对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和义工在进入设施场地前进行新政策措施的介绍 

• 要求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和义工每次进入设施场地前检查自己的健康情况 

• 要求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和义工，如果有 COVID-19 症状，需要留在家中，不参加预先安排的活动 

WATERMANIA 泳池计划 

抵达训练场所 

• 运动员不得早于开始训练前 5-10 分钟抵达（教练员有权视情况决定迟到的运动员是否可以参加训

练。迟到者有可能无法进入训练区） 

 

• 即将开始训练的运动员，需要在 Watermania 正门外的指定区域等候并保持相互间隔 2 米的安全距

离，直到教练带领进入泳池。 

 

• 运动员必须穿好游泳衣裤抵达游泳池。 

 

• 参阅附件 A 的 Watermania 周边交通图。 

 

• 运动员必须自带水瓶。池边没有饮水设施供应饮水。 

 

• 进入池边区域，将背包放于指定位置（参阅附件 B 及俱乐部的录像指南）。 

 

• 进入池边区域后，所有运动员、教练员和义工都必须洗手和消毒。 

 

 

陆上训练 

• 池边没有安排陆上训练。 

• 鼓励运动员在抵达前自行安排热身运动。 

 



 

游泳训练 

• 入水前，运动员必须用肥皂淋浴。淋浴区和肥皂在池边或更衣室内。淋浴时要保持 2 米距离。 

 

• 运动员须在指定泳道训练不能换道。我们鼓励来自同一家庭的运动员使用同一泳道训练。 

 

• 运动员在不同位置同时开始训练。同一泳道只有最多 5 位运动员训练。请参阅俱乐部录像指南。 

 

• 运动员要保持相同的速度和相同的泳姿以便保持距离。 

 

• 运动员在开始训练前可能会获得他们的训练安排（取决于其组别）。运动员需要自己打印并用密封塑

料袋包好带到泳池。训练安排和包装袋禁止共用。 

 

• 运动员只能使用自己的装备，不可共用。 

 

• 所有运动员必须佩戴泳镜。 

 

结束离开 

• 训练结束后，运动员必须收拾好自己的物品马上按照交通路线安排离开。请参阅俱乐部的录像指南。 

• 家长应在预定结束时间接运动员。不得在 Watermania 设施入口处等待。 

  



 

PARTICIPANT SUPPORT: Health of Swimmers Protocols 

运动员健康指南 

 

Illness Policy 

See Richmond Rapids Outbreak Plan 

疾病应对政策 

请参阅俱乐部疫情应对计划 

Self-Assessments  

BC COVID-19 Self-Assessment Tool, to be done by coaches and athletes before each practice.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疾病自我评估 

请参阅和使用 BC 省官方 COVID-19 自我评估工具。每次训练开始之前，教练和运动员都会进行自我

评估。 

Pre-training Oral Questionnaire: 

训练前口头问卷 

Athletes, coaches, and staff must answer “NO” to all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prior to attending any training 

session: 

训练前，运动员、教练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对所有口头问卷问题的答案均应为“否”，否则不能参加训

练。 

 

1. Do you have any of the following symptoms: cough, shortness of breath, chest pain, difficult 

breathing, fever, chills, repeated shaking with chills, abnormal muscle pain, headache, sore throat, 

painful swallowing, runny nose, new loss of taste or smell, gastrointestinal illness? 

您是否有以下任何症状：咳嗽，呼吸急促，胸痛，呼吸困难，发烧，发冷，反复发抖发冷，

肌肉异常疼痛，头痛，嗓子痛，吞咽疼痛，流鼻涕，新发现失去嗅觉或味觉，肠胃疾病？ 

 

2. Have you been in contact with or cared for someone with COVID-19? 

您是否与 COVID-19 患者有接触或者在照料 COVID-19 患者？ 

 

3. Have you returned from a trip outside the country within the last 2 weeks? 

您是否在过去两周内从加拿大或 BC 省外旅行回来？ 

 

If a coach or swimmer answers ‘YES’ to any of the above questions, they are to leave immediately. Members 

will stay home when sick, even with mild symptoms. 

如果教练员或者运动员对任何问题的回答为“是”，他们必须马上离开。 

生病的成员需要留在家中，即便只有轻微症状。 

 

 

 

 

https://bc.thrive.health/covid19/en


 

Zero Tolerance for Ill Participants 

绝对禁止带病训练 

Any Athlete or staff member that is required to leave a training session as a consequence of experiencing 

signs or symptoms consistent with COVID-19 is required to contact their physician to conside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further investigations. Further investigations may include a test for COVID-19, which then 

may lead to the notification of appropriate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regarding a positive test result. Public health 

officials will determine any requirements related to facility and/or group operations, as well as any 

requirements around contact tracing as it relates to managing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The athlete or staff 

member may not return until receiving clearance from the physician, and if a test for COVID-19 was 

completed, a negative test result will be required before further training is permitted.  

 

Staff or athletes at risk of severe illness from COVID-19 are recommended to review their specific health 

concerns with their primary care provider prior to attending training sessions. 

 

Common underlying health conditions that may place an individual at higher risk would include hypertension, 

heart disease, diabetes, obesity, chronic respiratory diseases such as asthma and those who are otherwise 

immunocompromised. 

 

 

任何有与 COVID-19 一致的症状而被要求终止训练的运动员或工作人员，均应联系医生，以考虑进一

步检查。进一步的检查可能包括对 COVID-19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情况需要通知相应的公共

卫生官员。公共卫生官员将确定是否对设施场地或俱乐部的运作提出其它要求，包括与接触者追踪有

关的管理病毒传播方面的任何要求。直到获得医生许可，运动员或工作人员才可以返回训练地，凡是

做了 COVID-19 检测的人员，只有在测试结果为阴性的情况下，才能返回训练。 

 

对于患有可能受 COVID-19 影响而产生高风险健康问题疾病的工作人员或运动员，在参加训练之前，

应与家庭医生商讨其健康问题，以便决定是否适合参加训练。 

 

可能使个人处于较高风险中的常见基本健康问题包括：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肥胖症，慢性呼吸

道疾病（例如哮喘）和其他免疫功能低下的疾病。 

 

 

Personal Hygiene Stations: 

个人卫生消毒 

 

● Athletes will be required to take a soapy shower before entering the pool. 

运动员需要在入水前进行肥皂淋浴。 

 

● Athletes and staff should clean/wash their hands frequently with soap and water for at least 20 seconds, or 

use a hand sanitizer (>60% alcohol)  

运动员和工作人员应该常用肥皂水洗手至少 20 秒，或者用含有>60%酒精的消毒洗手液清洁。 

 



 

Personal Hygiene (self-supported) 

个人卫生 

● Swimmers are encouraged to carry a personal supply of hand sanitizer for use as needed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training. 

我们鼓励运动员自带个人卫生用品，如消毒洗手液等，在训练开始前、训练期间以及训练后使用。 

● Avoid touching the eyes, nose and mouth. 

避免用手触摸眼睛、鼻子和嘴。 

● Cough and sneeze into elbow, no spitting or nasal clearing, avoid touching gates, fences, benches, doors. 

如要咳嗽或大喷嚏，请用手肘阻挡，不要随地吐痰、清理鼻子分泌物，避免触摸门、围栏、座椅等。 

● Water bottles must filled at home. 

请务必在家里为水瓶灌水。 

● Water bottles will not be shared. 

不可共用水瓶。 

 

Coach PPE 

教练个人保护装备 

● Coaches should carry their PPE fanny pack at all times during dryland and on the pool deck. 

教练员在热身和泳池边时，需要随时携带个人保护装备包 

● Gloves, extra mask, hand sanitizer.  

个人保护装备包括手套，口罩和消毒洗手液 

● Coaches should wear a non-medical mask whenever social distancing is not possible.  

教练员在无法确保安全社交距离的情况下需要佩戴非医用口罩 

● Coaches should wear a non-medical mask when coaching.  

教练员在指导训练时需要佩戴非医用口罩 

 

Communication 

沟通 

● Educational plan for swimmers: 

为运动员准备的教育计划 

○ Video explaining the processes and procedure while training at each pool 

通过视频讲解在泳池训练的流程 

○ Email explaining the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while training at each pool 

通过 Email 解释在泳池训练的流程 

○ Both the video and written explanation of the processes and procedures while training at each pool 

will be posted on the team website. 

上述视频和书面讲解的内容会在俱乐部网站上发布。 

○ Swimmers must watch and understand the Rapids protocols video. 

运动员必须观看和了解俱乐部的规定视频。 

 

 

 



 

● Ongoing reminders and risks: 

持续的风险提示： 

○ Any updates or changes will be emailed to each all members 

所有更新信息都会通过 Email 发送给全体会员 

 

○ Any updates or changes will be posted on the team website. 

所有更新信息都会发布在俱乐部网站。 

 

Participant Group Considerations: Group return priority  

参与训练计划的组别优先顺序： 

 

● NAT, Sr. Pro, PAG, RD Blue, AGD 2&3, RD White, AGD 1, Youth Competitive, Youth Fitness, Technical 

development, RSS 4, RSS 3, RSS 2, RSS 1.  

 

 

  



 

APPENDIX A 

 

WATERMANIA TRAFFIC FLOW  

WATERMANIA 泳池交通安排 

 

 
 

 

参见上图 

1. 在主入口排队进入游泳馆，所有人必须在进入前阅读入口处张贴的自我评测的海报； 

2. 进入泳池者，必须在入口处使用消毒洗手液消毒。入口处设有 3 个消毒处，以便确保人流顺畅； 

3. 馆内设有分割进/出人流的分隔桩以及地标。请按照指示前往前台，以便确定身份； 

4. 经过前台进入更衣室后，可以把个人物品放入保管箱；（部分保管箱、淋浴、洗手池和坐厕仍然关闭，

以确保社交距离及帮助减少额外清洁操作） 

5. 下水前必须使用沐浴液淋浴； 

6. 抵达泳池边后，尽管没有额外的提示标志，也请务必确保保持社交距离。  

 

 

 

 

 



 

APPENDIX B 

 

SWIM BAGS DESIGNATED AREA 

运动员游泳包放置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