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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凯瑞中文学校准点到校的声明
Arrival at School on Time

五大不应迟到的理由

一）按时到校是学风严谨，学习态度端
正的表现，是对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尊重

二）老师要求学生8:55进入教室，可以有
足够的时间做好上课准备，交作业，复
习当堂的测验内容

三）迟到不仅会错失老师课堂教学的重
要信息，还会影响老师正常的授课节奏

四）迟到会干扰其他同学的学习注意力，
浪费别人的时间

五）按时到校，充分做好上课准备，从
容自信，学习效果更好！

五大避免迟到的方法

一）提前完成作业，周五晚上做好复习，
把书包和第二天要穿的衣服准备好。

二）周五晚上按时休息睡觉。

三）周六早上准点起床。

四）准备一份简单有营养的早餐。

五）在开车到学校的时间上多预备5-10分
钟。

准点到校一直是凯瑞中文学校优良学风和校风的一个要素。近两年来，学校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试图改善学生上课迟到的现象，比如：向Panther Creek 高中申请更多的停车场地，投入大量的人
力协助早交通、给学生颁发奖状奖品、老师8：45之前已在教室等候、大厅出示Tardy Slip以示提
醒等等。这一系列的做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迟到人数也从前几年的三十多人到今年的不到20人。
我们由衷感谢那些将孩子准时带到中文学校的家长们，是你们让孩子们懂得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
要遵守时间尊重他人。我们也期望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能加入到“准点到校”的队伍，一起塑造学
习中文的积极氛围。因此，学校将继续完善以上措施，为大家准点到校提供便利，同时从10月12
日（周六）开始，要求迟到的学生须在大厅登记姓名、班级和老师的信息。

The school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 above measures to facilitate the arrival of students on time, and 
starting from October 12, students who are late are required to register their names, classes and teachers in 
the lo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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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同学！

上课铃已经响过了，你还没有到教室。今天，你迟到了!  凯瑞中文学校要求同
学们早晨8:55到教室。我们会在一楼大厅设有执勤人员，迟到的同学会收到
《迟到小条》。课程结束后，请将这张带小条带给你的任课老师！请下次早点
来！谢谢！

Hello, Student!

You are tardy because you are not in the classroom when the bell rings. CCS require 
students arrive by 8:55am. You will receive a Tardy Slip from front desk if you are late. 
Please take this Tardy Slip with you and bring it to your teacher. Please come early next 
time!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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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S舞蹈队在中华美食节上的精彩表演！
CCS Dance Team Gave Wonderful Performance at 

Asian Food Festival! 

于上周六在罗利开幕的第二届中
华美食文化节带给大家一场精彩纷
呈的文化与美食的盛宴！让我们一
起来回顾一下CCS舞蹈二班的精彩表
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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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满足CCS家长和孩子们的需求，CCS舞蹈三班这周六（10/12）开
课，上课时间是12：00至12:50，上课地点在三楼3604教室外的空
地，老师为富有舞蹈课教学经验的舞蹈一班黄虹丽老师。欢迎10
岁以上喜欢跳舞的女孩子参加。新同学可以免费试课一次。

CCS 舞蹈三班开课了！
CCS Dance Class III Started!

5

2019年10月12日

https://www.google.de/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j7tZ_o8LbhAhUCZd8KHQ6tDE4QjRx6BAgBEAU&url=https%3A%2F%2Fwww.ntdtv.com%2Fgb%2F2018%2F04%2F02%2Fa1369932.html&psig=AOvVaw2vXj-jY0BRv6Noqj8-TOwL&ust=1554482331012559


家长义工执勤 (1)
Parent Duty

上周来参加执勤的义工们主要是来自宋琳老师和Crystal 
Feng老师班级的家长们，以及几位来补勤的家长。总体来说早
交通还算顺畅，谢谢大家的努力！同时，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
放学或者上完课后来接孩子的家长们，如果在Carpool道上看不
到孩子想去楼道里找的话，请把车开去停车场停好，不能直接停
在Carpool道上，堵塞交通。谢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 交通部部长李新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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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勤日期：10月12日，星期六 /  Date: Saturday,  Oct. 12 8:25 – 10:10 AM   

执勤班级：CHL K-A / Duty Class: CHL K-A

执勤班级老师：杨冰雪 / Teachers: Bingxue Yang

中文学校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所有热心家长的鼎力支持。每个周六我们都会需要大量的义工来执勤， 指挥车辆交通，维
持教学秩序。老师请记录自己班级执勤时间， 并提前一周在班级邮件中通知家长，家长请记录自己孩子所在班级的执
勤时间。PTA会每周将家长执勤情况在学校的网站上更新， 在学期结束时（06/2020）将会对仍然没有参与执勤的家
长收取$50的服务费。感谢您的辛勤付出！

具体规定请阅读以下链接:
http://www.carycs.org/parents-duty.html

To ensure a safe and orderly learning environment, we need lots of parents and volunteers to help school operations

every Saturday, such as directing traffic route, and keeping order during recess time. The teacher should record the

time of your class and notify the parents in the class via email one week in advance, and also ask the parents to

record the time of the class in which their children are located. PTA will update the parental duty on the school's

website every week.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06/2019), a fee of $50 will be charged for parents who are still not

on duty. Thank you in advance for your hard work!

Please find our parent duties details here:

http://www.carycs.org/parents-duty.html

家长义工执勤（2）
Parents Duty Sched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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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学校作为传承中华文化的海外
基地，对推广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为更好帮助学校的建设，我们
提供一些产品参加此次募捐活动，以尽
绵薄之力，希望大家踊跃参与。

购买请到学校大厅，详情请点击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HzEAjGG64pcs
dWa4x6gYbQ 或者点击二维码加微信咨询.

中文学校限时限量募捐活动
Chinese school limited time 

fundraising 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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