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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开始春季注册，秋季注册的所有课程自动注册到春季学期，没有变动
的话直接付款即可。
学费Zelle 付款到: carycstuition@gmail.com
取消，注册，换课联系:registration@carycs.org
12/24前付款免$25注册费
1月7号前付款免$25 迟交费

Spring registration starts on 12/10, and all courses registered in the fall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gistered in the spring semester. If there is no 
change, you can pay directly.
Zelle tuition payment to: carycstuition@gmail.com
To cancel, register, or change classes contact:registration@carycs.org
Free $25 registration fee for payment before 12/24
Pay before January 7th to waive $25 late payment fee

春季注册
Spring Semester Registration



2023凯瑞中文之星大赛

CCS Star Contests

2023 CCS Star Contests中文之星比赛又开始了!!
本次比赛分为四项/Categories：

Essay写作文,  Speaking 中文,  Drawing 绘画,  Writing写中文

截稿时间/Deadlines: 2023/1/7
具体的比赛细则请看学校官网/Details: 

https://www.carycs.org/ccs-star-contests.html

任何问题请发邮件到/Questions: pta@carycs.org, 请不要联系私人微信号，
谢谢大家!

https://www.carycs.org/ccs-star-contests.html


CCS ACSL Team Registration
CCS will organize multiple teams to participate American Computer Science League (ACSL) . 
This is a national computer science competition for students. The competition will use Python, 
Java or C++ to solve problems online. The competition problems are very similar to leetcode
problems and will use the HackerRank platform. We welcome all levels of students to join 
CCS ACSL teams.
您的孩子是否对计算机编程有强烈的兴趣？您是否听说过ACSL（美国计算机科学联
盟）？您是否希望孩子多参与类似的课外活动？好消息来了！中文学校将组建第一
支美国计算机科学联盟队伍，并有机会参加各个级别的比赛。队伍由活动课主任
Owen Chen和CCS家长Beirong He牵头组织，现招收队员加入CCS队伍，注册表如下
/Registration：https://docs.google.com/forms/u/2/d/e/1FAIpQLSe6CUS-
drOVqV7TOIj9j-nsiABEjoW3kxm2LPipyQD-bkX4Fg/viewform

关于ACSL介绍请扫描下方二维码/Scan QR code for details: 

https://docs.google.com/forms/u/2/d/e/1FAIpQLSe6CUS-drOVqV7TOIj9j-nsiABEjoW3kxm2LPipyQD-bkX4Fg/viewform


Sign-in @8:20am near main 
entrance under the flagpole

CHL MLP 7A class parents
马立平7A 家长王媛老师班家长

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高中志愿者
High School Volunteering

高中生义工注册链接：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High school students volunteering sign up here: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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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烟山
马立平7B班 孙凡琋

我们一家四口一路开车去大烟山。一早出发，已经开了几个小时了。所有人都烦躁不安。直到傍晚，我们才到山脚下。
上山的路坑坑洼洼，也陡峭。我们的车子像蜗牛似的爬上了山。天黑了，仿佛某人用毯子把天空覆盖住了。这时，我们开到
了一个路口，正要左转。不过，因为路很陡而且那转弯很突然，车卡住了。我们的车并不是越野车，没有足够高的底盘可以
直接开出那坑。爸爸又倒退，又前进，方向盘左右摇摆。这样还是不行。于是，爸爸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和妈妈留在车里，而我和哥哥在外面指挥。爸爸小心地倒车，在反光镜里看着我和哥哥的手势。妈妈的头从副驾驶位
置的窗户探出来，也观察着外面的路，时不时地提醒爸爸。终于，经过紧张的几分钟，车成功倒出来了。多亏了我们一家合
作，也多亏爸爸想出来的办法。他和妈妈慢慢把车开走，我和哥哥依旧在挥舞手臂。妈妈告诉我们就等在路边就行了，他们
掉头马上回来。

听到这，我们就乖乖地站在路边。差不多等了一分钟后，我突然看到了什么。在路对面，有一个黑黑的影子。一开始，
在远处我以为就是一块石头。当我仔细看时，它动了一下，好像是什么动物。因为是晚上，我有点怕。我忽然想起，大烟山
里有熊！我立刻就把那影子指着给哥哥看。 “哥哥！你看。那里是什么呀？”我有些着急地问道。

哥哥观察了以后，觉得是一条狗。不过，我不太相信他。第一是因为他有点近视。二是因为那轮廓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
而我认识的狗从来都没有那么大。

万一真的是熊呢？我就跟哥哥说：“我觉得那有可能是熊。我们还是慢慢后退吧。”小心总比遗憾好！我想着。我不太确
定在哪里读到的，可是我印象中，你一旦遇到熊，不要跑，你要慢慢后退。哥哥应该在想同样的事情。我们准备慢慢后退，
可是我们都有点儿怕，所以我们快步后退，即没有跑，也没有慢走。

终于，我们看到了亮闪闪的头灯。我松了一大口气。像风似的，我和哥哥飞奔到车里，对着爸爸妈妈喊：“快开！快开
车！”总算来到了我们的酒店。



吃生日宴
马立平7B班 杨宸恩

天黑了，我和妹妹上完钢琴课回来。瞄一眼手表，现在正是６：３０，离晚饭还有 30 分钟。我为什么这么等不及呢？
最近是我妹妹的十二岁生日。今天我们全家要在她的生日聚会之前先庆祝了一下，我们每年都要在家里吃一场“盛宴”。吃饭
前还要拍许多照片做纪念。这一切我都盼望着。

终于过了三十分钟了，奶奶喊 “吃饭喽！”我的学习室在楼下，妹妹的房间却在楼上。我们俩一听到饭好了，就拼命地
冲向洗手间，都想比对方先洗完手吃饭。我离洗手间近，所以我先到了。妹妹意识到我一定比他先到, 只好放弃了。她决定
跑到饭桌上看一看有什么惊喜。桌上有鱼丸，鸭肉，虾块，鱼块，太平燕（扁肉），白蛋，蟹肉棒面，还有新鲜龙虾和螃蟹。
她叫了一声 “哇！”，让后连忙用甜美的声音说 “Thank you!”。我嘲笑她，说她每次看到好吃的都说：“Thank you!” 。她对我
开玩笑地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不许嘲笑我！”。我正要反驳时，妈妈说：“快来拍照吧！”。我揉着妹妹的肩膀，妹妹还对我
做怪脸，因为她假装不想让我抱她。妈妈不耐烦地叫我们停止我们调皮的行为。事实上我也有一点不耐烦了。下午为了这餐
饭饿着肚子，现在这一切都在我眼前，我们还在浪费时间。大约5分钟之后，终于唱生日歌了。爸爸妈妈用英文唱一遍，又
用中文唱一遍，我吹黑管，奶奶录像。

大约已经过了30分钟，似乎像永远那么长久，妈妈终于提出说：“饭已经快凉了，我们开始吃吧！” 我们拿着饮料干杯，
庆祝妹妹的生日，感谢奶奶和妈妈的劳动，也说了一声“身体健康”，之后我们就大吃起来了。吃完饭了，上蛋糕。奶油蛋糕
每年都用不同的水果做。往年用了葡萄，草莓，猕猴桃，橘子，和柿子。蛋糕吃起来冰冰的，也有水果的甜美。吃完蛋糕，
肚子已经撑得不行了。一家人能这样一边团圆一边享受美食，啊... 我最喜欢过生日了！



小区篮球队
马立平7B班 张立成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和我的邻居好朋友会一起在小区里打篮球。有一个朋友叫Tim，他比我大一岁。Tim很爱
打篮球，每天都在外面练习。有一次，刚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地上还没有很干，但是我看见Tim已经在外面开始练习了。
Tim打篮球比我打得好多了，他跑得很快，我们挡着他的时候，常常跟不上他。Tim也是个很好的朋友，他总是耐心地
教我们怎么能打得更好一点，让我们的篮球练习更有趣。

Tim有个弟弟，比我们小三四岁。Tim的弟弟虽然小，但是也很爱打篮球，每次他看到我和Tim在外面玩，他会出
来跟着我们一起打。他很想很快地提高自己打篮球的水平，我们每次打完了以后，他会叫上他爸爸跟他多练习一会儿。

我们小区里有个比Tim的弟弟还小的男孩，叫Ian。Ian是个一年级的小孩，不太会打篮球。他有时候被挡住了，
不能把球传出去，就会开始哭。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小孩子，对他来说哭是正常的。我和Tim就一起想办法怎么才能让他
不哭。我们说每次Ian传球的时候，大孩子不能挡住他，Ian这才高兴了。

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叫Bob，比我小一岁。Bob是我最好的好朋友，我们每天一起坐校车上学和放学。他不是很高，
但是跑得非常快。他跟我们一样，爱打篮球。他的水平跟我差不多，有时候我比他打得好，有时候他比我打得好。Bob

总是对别人很好，我们受伤的时候，Bob总是来安慰我们，陪我们坐在旁边聊天。

我是我们群里第二大的孩子。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我负责把篮球带到小区的篮球场上，打完了以后我负责把篮球
放回去。我们打篮球的时候，我总是记住分数，告诉大家。如果Ian耍赖，我会教他怎么好好地玩。

我们小区的篮球队在一起很高兴，是因为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每天都盼望着星期六可以快点到来，我就可以
跟我的朋友们一起打篮球。



快乐的家庭游戏
马立平7B班 骈玥筱

一个星期有七天，我最期待的一天就是星期五。因为我们全家人会一起玩游戏，按照身高顺序轮流来选择游戏。

当我的弟弟选的时候，他总是会选择玩电子游戏。虽然他很弱，但是他的心态很好。在玩的过程中，他一直都很开
心，不管是赢了还是输了。但每当我们赢了的时候他就会高兴得跳起来，说道：“Let's go！YAY！” 还像打了鸡血一样满
地乱跑。

我的爸爸就不一样了，他在玩电子游戏的时候总是很认真，玩的也很好。每次他都能带着我们全家获得胜利。他还
是我们的队长，他会给我们指令：“元宝（弟弟的名字）你去踩着那个！玥玥（我的名字）你来跳上去...”。有时候他也会
选择看电影或者玩牌。在我们打牌的时候爸爸就很弱，他总是做一些很傻的事情：正当我们都剩一张牌的时候，他明明
可以出他的双牌，但是他的脑子总是转不过来，先出了一张牌。虽然爸爸很菜，但是他的运气总是很好，在我们玩大富
翁的时候，他总是很幸运，抽到双倍的钱。

在游戏中，妈妈可是实力选手。她在打牌的时候脑子总是很灵活，就算牌不好，也能打得很好。因此，她的好胜心
就很强。如果我们拖了后腿，或者她失误了，她就会很愤怒和难过。妈妈一般都会选择看电影来放松，还会吩咐我来给
大家做一桶爆米花。

我嘛，就算平衡型选手吧。我很擅长每一种游戏，我还很享受全家在一起的时候，我也喜欢热热闹闹的感觉。因此，
就算玩的不是我喜欢的游戏，我都会很开心。另外，我还是这个活动的小服务员，我会准备各种好吃的零食和水果给大
家。





赞助商
Our Sponsors

谢谢！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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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
https://smile.amazon.com/cha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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