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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Reminders
o 请家长们遵守交通规则，9:05之后再从停车场离开以避免交通堵塞。
o 应PCHS要求以及安全考虑，教学楼上课期间所有门上锁，仅员工，义工，老师，学生允许进入。
o 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学生需要早走或者晚到，请最迟周五晚上通知老师，周六老师上课期间无法查看

微信，望家长们理解。
o 请家长们按时接送学生，提前和学生约好在哪里等待，提醒学生未见到家长勿离开学校楼区域，需要

和家长电话联系的可以请义工帮忙。

o Parents please follow the traffic rules and leave the parking lot after 9:05 to avoid traffic jams.
o In accordance with PCHS requirements and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all doors of the teaching 

building are locked during classes, and only employees, volunte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enter.

o Once again,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everyone that if students need to leave early or arrive late, 
please notify the teacher on Friday evening at the latest. On Saturday, the teacher cannot check 
WeChat or message during the class. Thanks for your understanding.

o Parents are requested to pick up the students on time, make arrangements with the students in 
advance where they will wait, and remind the students not to leave the school building area without 
seeing the parents. If the students need to contact the parents by phone, they can ask volunteers to 
help.



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Sign-in time and 

spot

8:20am, main entrance near the 
flagpole

Sign-in 

coordinator
Ms. Xinlan Li

Duty period 8:20-9:10am, 9:50-10:00am

Duty description

Pick up volunteer vest, follow 
coordinator’s instructions. Direct 
vehicles to follow the                                
traffic routes and keep pedestrians 
safe. Monitor recess time between two 
Chinese class periods. Return 
volunteer vest at the end.

高中志愿者
High School 
Volunteering

各位家长， 如果您家里的高中生有兴趣到凯瑞中
文学校做义工，请点击下面的11/12号义工注册链
接：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一个时间段只能签一次。11/12号需要本人现场签
到。多谢！

Parents, if you have high school students that 
are interested in volunteering at Cary Chinese 
School on Saturday (11/12), please use the link 
below to sign up: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You can only sign up once at a time, and 
please check in at the front lobby on 
November 12th.

CHL K A1 class parents  
中文K A1孟静老师班家长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CCS Adopt A Spot 5th Event

A Free Environmental Volunteering Program for 

CCS Families

When: 9:30 am - 11:30 am Sunday, November 

13

Where: Mills Park

Participant#: 22-25volunteers

A clean and litter-free community is fundamental 

to upholding the values and beauty of the Town 

of Cary. The Adopt a Spot program was created 

to engage citizens in maintaining clean streets, 

parks, neighborhoods, streams, and natural 

areas throughout the Town.

Cary Chinese School has now been assigned 

with Mills Park as the adopted location. We 

agree to clean litter from the adopted area on a 

bimonthly basis (six times per year) for a two-

year period per the requirements outlined in the 

program.

Food Drive

CCS毕业生以及几位高中生为了配合NC 

Food bank 的 students against hunger 

initiative活动，这个周末会在中文学校门口
放一个donation box ，欢迎家长支持。

In order to cooperate with NC Food Bank's 

students against hunger initiative, CCS 

graduates and sev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put up a donation box at the 

entrance of the Chinese school this 

weekend. Parents are welcome to support 

them.



小小说连载
CCS Student Novel Series

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班三个小美女作家：翁馨怡，杨雨柔，刘格晴，
合作的小小说《那一年》，孩子们的选题角度就让我好激动。构思
很巧妙，立意很有深度，文章的思路清晰，语言通畅，词汇丰富，
可读性非常强！-- 王媛老师



那一年
翁馨怡，杨雨柔，刘格晴

目录
第一章 神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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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回到未来

献给那些经历了苦难战争的人们。想要对您们说，我们从来不曾忘记。
那一年乱世如麻，而今世我们终于拥有了这锦绣年华。



第一章 神秘日记

叙事人：佳佳
2022年，北京

“同学们请安静一下！不要再说话了！”李老师拍着手招呼我们。听到李老 师的话，我们停止了聊天，静静
地望着他。“一会儿，我们就要进博物馆了。”他 继续说道,“大家知道我们今天来历史博物馆的目的是什么吗？
前天上课，我给你 们布置了一个作业，还记得吗？”说完，他环视了一下我们，目光落在了我的身 上。“佳佳，
你来说说吧。”听见老师突然叫我的名字，我愣了愣，努力地回想 着。可是， 历史课真的让我头疼，那么繁多
的人物和年代。上课的时候，我的心 思常常飞出了窗外。这时，被老师问道，我只好磕磕巴巴地回答：‘我
我—我不记 得了。”“小梅知道吗？”老师转向了另一位同学。“老师让我们就某个历史人物 或事件，写一篇
小论文。”小梅流利地回答道。“非常好！所以，进入博物馆以 后，同学们一定要认真看，仔细读，多思考。”
老师顿了顿，“另外，必须提醒大 家，在博物馆里要遵守纪律，保持安静，不要随便摸展品。佳佳，记得哦。”
老师 回过头来特别叮嘱我。我使劲点了点头。

我们排着队进入了博物馆。参观了古代历史馆，我们随后进入了中国近代历 史馆。在这里，有抗日战争时期
的图片，兵器，物品展示，还有许多雕像。我在一 个小姑娘模样的雕像前停住了脚步。小姑娘穿着一身打着补
丁的破烂衣裳，头发乱 乱的，赤着脚，眼神中有恐惧，似乎也带着渴望。她张开了手臂，好像要抓住什 么。在
她旁边，摆放着一个笔记本，纸已经发黄，有很多褶皱，日记本的上面写着“1937”。我的好奇心大起，此刻我
把老师嘱咐我们的话全都忘在了脑后。我伸出 手去，打开了笔记本。里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我再翻开一篇，
看到一张画，里面 有两个小姑娘。我心里琢磨：“好奇怪呀，居然找到一个1937年的日记本。这是谁 写的呢？
这两个小姑娘又是什么人呢？” 我摸了摸那张画，突然之间，日记本便 如同“吸尘器”一样，把我吸了进去！
我整个人像坐进了过山车一样，身子一会儿 被抛起来，一会儿又摔落下来。一阵阵狂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我紧
闭着双眼，晕晕 沉沉地转了好一阵。等我睁开眼睛之后，天啊！我到底在什么地方呀？......



第二章 逃亡生活

叙事人：小雪
1937年，南京

日本人的飞机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防空警报急鸣着，人们仓皇失措，不 知该往哪里逃生。我正准备去店
里买点吃的，忽然听到警报响，我扭头就朝二伯家 跑去，因为在他家有一个可以藏身的地窖。我小小的身躯在
吵杂的人群中快速穿 梭，快到二伯家了，在一个拐角处我看到了一个穿着奇怪服装的小姑娘，茫然地站 在那里。
我对她挥了挥手，嚷道：“快跑，快跑，日本人要炸我们了！”她毫无反 应，满脸困惑。这时，砰的一声响，
不远处的房子瞬间倒了下来。来不及再跟她解 释什么，我跑过去抓住了她的手，向前疾奔。我带着她冲进了二
伯家的地窖。“快 蹲下！”我命令她。我们猫着身子，发着抖，躲在那里。

“我这是在哪儿啊？”她皱着眉头问道，“你是谁呀？发生了什么事？”而 这时我也在疑惑地打量着她。
“这—不是南京吗？刚才日本人丢炸弹，你怎么傻呆 在街上呢？”“什么？日本人？！南京？这是北京啊！”

“她是病了吗？”我伸出手去，摸了摸她的额头。没发烧呀... “干嘛 呀！”她不耐烦地推开了我的手。我真
是觉得她有些神志不清了。于是，便跟她解 释道：“这是南京城，日本人打进来了，每天都在扔炸弹
呢。”“别逗了，我又不 傻。”她撇了撇嘴。“你等一下。”我慢慢地爬到了地窖门口，小心翼翼地把门开 了
一道缝，往外面看了一下，好像没什么动静了。我对她招了招手。“你要是不相 信我说的，那你就自己看看吧。
不过，你千万要小心啊。”那个女孩半信半疑地探 出了头，看了看。周围满是碎瓦片，有的地方还冒着浓烟。
她瞪大了眼睛，似乎完 全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她慢慢地转过头来看我，嘴唇颤抖着，轻声问道：“现在 是那
一年啊？”“1937年。”

她愣了半刻，腿一软摔倒了地上，放声大哭了起来。
她哭了许久，大概是哭累了，终于停了下来。“我想要回家。”她嘟囔了一 句。“家？”我心里一惊，“出

来一段时间了，妈妈他们怎样了？肯定会担心我。 得回去了。可是。。。”我望了那小姑娘一眼,“总不能将她
一个人留在这儿 吧。”我犹豫了一下，说道，“先回我家，问问我妈妈吧。”



家还在，我放心了。妈妈看到我们疲惫的样子，就叫我们去休息。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得做点什么。于是我就好奇地问白天里救的小女孩一 些问题。“你叫什么呀？” 她

比白天淡定很多了，因为她这次回答我了。“我叫 佳佳。”“你是失忆了吗？要不然日本人炸我们的时候你怎
么不躲起来啊？还是吓 傻了？”“我没有！我只是没反应过来而已。我在北京住了十多年，都没有发生过 这样
的事情。”我更加好奇了，怎么可能？日本人已经炸我们好几个月了！还有， 北京在哪儿呢？

轮到她提问了。“那你叫什么呀？”“小雪。”她可能是看到了我的脚吧， 就问我为什么不穿鞋。看她的样
子，我猜她肯定是哪个富家的小姐，我打算不理她 这个问题。“那么，你讲讲关于你家人的事情吧。” 她说。
“哦，好吧。” 我不 太情愿的回答，“我家有五口人，爸爸，妈妈，奶奶，我，还有弟弟。我们常吃不 饱饭，
奶奶病着，妈妈要照顾我们三个人。日本人攻打我们的城市，爸爸加入了空 军，其实我也不想要他去。我知道
这样很自私，但是我不不不...” 说着，我哭了 起来。佳佳拍着我的肩膀安慰我。我很感激她。

大轰炸一直没停过。一天天我们在惊恐中度过。必须离开南京！尽管奶奶还 有病，但是经过这场灾难，我们
决定往南跑，逃到乡下去。可是佳佳怎么办呢？ “你得跟着我们了。不能让你一个人，尤其往北走。”妈妈告
诉佳佳。于是，我们 带着生病的奶奶和小弟弟开始了我们的逃亡生活。

在路上，我又好奇起来，问道，“佳佳，我跟你讲了我的家事，那你能不能 跟我讲一些你的家事呢？”佳佳
沉默了一阵子，我还怕她不会回答我呢，我是说错 了什么吗？终于，她开口了。“我们家住在北京，我们生活
在2022年，所以我其实 是从未来世界来的。和你一样，我也十一岁了。我爸爸是“好好吃啊！”饼干公司 的
CEO。在我生活的那个未来世界里，我过得很幸福，吃的穿的玩的样样都有，还 被爸爸妈妈以及奶奶一群人宠
爱着。”

我实在不敢相信眼前的佳佳居然是从未来世界来的。于是就怀疑地问，“那 你又是怎么来到1937年的
啊？”“都怪我，不听老师的话，参观博物馆的时候碰了 一个日记本。对了！跟你拿的那个超级像！”

就这样我和佳佳边走边聊。她跟我讲述着在未来世界生活的美丽情景和许多 有趣的事情。那些是生活在今日
的我无法想像的。缠绕着我的只有痛苦和贫穷。 啊！我真羡慕她。能这样无忧无愁地长大，多好啊！



后勤团购
Group Purchase

11/12 中文学校自取盒饭水果：去大群接龙，周五下午两点截单
🌟成都七号辣盒饭：香辣鱼、盐煎肉、麻婆豆腐
🌟玖食不辣盒饭：肉末茄子、椒盐鱼片、红烧鸡肉
🌟成都七号儿童餐：肉丝炒面

后勤团购下单：bit.ly/TuanGou, 注意大小写，请大家收藏这个后勤
网站。
周六中午11:30am - 12:30pm 在CCS停车场自提。
盒饭下单需要开设后勤账号，请大家扫码添加后勤工作号微信开设
账户。
Lunch box group purchase link: bit.ly/TuanGou



赞助商
Our Sponsors

AmazonSmile是帮助中文学校捐款的一个方便快捷的方式，欢迎
大家登录AmazonSmile绑定中文学校，
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 您的每次购物Amazon都会捐
赠0.5%，在享受购物乐趣的同时为学校积攒活动资金！谢谢大家
的积极参与！
Please consider donating to the school by registering CCS as your 
AmazonSmile charity! 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 0.5% of 
your shopping expense will go to school funding. Thank you!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