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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Reminders

鉴于其它组织也将在校园活动，外来人员增多，
学校为了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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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提醒大
家，如果学生需要早走或者晚到，请提前通知老
师。

Due to the fact that other organizations will also be on 
campus and the number of outsiders has increased, the 
school has locked all doors of the building during 
classes for safety, and only school employees, 
voluntee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are allowed to enter. 
Once again, if students need to leave early or arrive 
late, please notify the teacher in advance.



On Saturday, October 29, Students are 

welcome to dress up in costume and 

participate in the CCS annual Halloween 

Parade!

Students are not permitted to bring 

weapons, such as swords, knives, etc. 

Other accessories are permitted.

Pre-K and K classes start at 9:40

Other classes start at 9:50.

Parade Location: Begin from school 

entrance, go around flagpole and return to 

the building.

Happy Hallow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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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CHL 5 class parents  
中文5丁伟老师班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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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9号义工注册链接：
https://forms.gle/MWCKgu1uit8ENswLA
一个时间段只能签一次。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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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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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ctober 29th.

高中志愿者

High School Volunt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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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勤团购 Group Purchase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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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号辣盒饭：豆花鱼、小椒肉丝、干煸四季豆
🌟玖食不辣盒饭：炸猪排，糖醋小排，包菜粉丝
🌟成都7号儿童餐：鸡捞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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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作文 Student Essay
新编寓言---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B班骈玥筱

这一天，乌鸦没有带肉回来，很是沮丧。在树下等了好久的狐狸看到乌鸦没有带着肉来，又生气，又疑惑。狐狸
问道：“亲爱的乌鸦，您今天为什么没有找到肉呢？”乌鸦气急败坏地说：“唉，我今天到运气不好，没有找到猎物。我
现在好着急啊，我很需要找肉来给我的孩子吃。”狐狸也说：“我也是，我再不吃肉就要饿死了！”过了一会，他们对视
一眼，异口同声地说道：“不如这次我们一起打猎吧！”

于是，狐狸和乌鸦进入了森林。他们首先看到了一只小兔子，敏捷的乌鸦一下子飞上天，又冲下来，但兔子跑得
太快，乌鸦没有抓到。狡猾的狐狸藏到了一棵树的后面，等到兔子靠近后，一下子蹿出来，抓到了兔子。狐狸骄傲地
说：“哈哈！笨乌鸦！”乌鸦不服气地回答：“你等着瞧，我能抓到更好的！”

后来，他们看到了一群狼（因为狼是群居动物）。狐狸吓得拔腿就跑。而乌鸦却慢慢地飞在空中，他心想：“嘿
嘿，你等着看吧，狐狸！我一定能抓到一只狼。”乌鸦在空中盘旋了好久，还叫上了他的朋友，一起抓到了一只落单
的小狼。狐狸不开心了，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其他的猎物。但是，他碰到了一只老虎！老虎也很饿，他怎么可能让送到
嘴边的食物跑了？就在老虎要吃掉狐狸的瞬间，乌鸦赶来了。他一个俯冲，抓瞎了老虎的眼睛，成功地帮助狐狸逃脱
了。

后来，狐狸为了感谢乌鸦的救命之恩，就把他抓到的兔子给了乌鸦。乌鸦拒绝道：“不用了，帮助朋友是我应该
做的。这只狼你也可以吃，毕竟我一个人也吃不完。”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比如狐狸擅长抓小动物，而乌鸦却相对来说比较难，因为小动物
可能会躲到树洞或其他小洞里，在高空中看不见。但乌鸦也适合抓比较笨拙的中型动物。在这个故事里，乌鸦在发现
狐狸有危险的时候，没有不管他，而是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这才是真正的朋友。



学生作文 Student Essay

新编寓言---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B班彭一心

一天晚上，乌鸦刚刚觅食回来，就看见狐狸在树下等待这什么。因为乌鸦飞得很低，狐狸突然一下子扑
过来。乌鸦被吓了一大跳，肉也从嘴里掉了出来。狐狸二话不说就把肉叼起来跑走了。

第二天，乌鸦又出来找食物，无意间看见对面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那只狡猾的狐狸。真是冤家路
窄，又遇到了。突然，乌鸦眼睛一转，想到了一个办法。回到动物小镇，把各种小动物聚在一起，召开了一
个紧急会议。乌鸦眉飞色舞地将昨天的事情经过描述了一番。小动物们听了顿时火冒三丈，纷纷为乌鸦打抱
不平。大伙一起去找狐狸，可是，找到天黑也没再找到狐狸。

第三天一大早，乌鸦就继续去寻找狐狸去了。路上，碰巧遇到了小兔子也来帮忙。乌鸦很是感激。这件
事也让它们的友谊更近了一步。好巧不巧，半路上又碰到了那只可恶的狐狸。狐狸看见乌鸦，吓了一大跳。
它的眼珠骨碌转了一圈，立刻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貌，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乌鸦大声叫了起来，“狐
狸在这！狐狸在这！大家快来啊！大家快来啊！”小动物们全都来了。它们都在为乌鸦理论。他们异口同声地
说：狐狸是骗子！狐狸是骗子！狐狸听后脸红得像个苹果一样。从此，狐狸再也不敢抢乌鸦的肉了。



学生作文 Student Essay
新编寓言---狐狸和乌鸦的故事
马立平七B班梁莯祺

有一天，乌鸦找到了一块又大又漂亮的肉，立马叼在嘴上，趁没有人注意赶紧飞走了。这一幕恰巧被狐狸看见了，就暗暗地跟着
乌鸦。狐狸跟踪了好久，穿过了一片片的树林，路过了一片片的花草，终于到了一棵又高又大的树。长长的树干，绿油油的叶子，树
上有一个建造得非常完美的鸟巢。乌鸦飞了上去，稳稳当当的坐在巢中，这才放下了口中的肉。

狐狸跟了一路，气喘吁吁地看向了树上正开心地坐着的乌鸦。乌鸦一整路光顾着赶紧飞回巢中，肉不被别人抢走，都没有注意到
狐狸跟了它一路。直到它看了看周围有没有人，才看到狐狸正在狠狠地盯着它的那块肉。狐狸冷笑了一下，开始和乌鸦说话，仿佛这
只是一个正常的一天。乌鸦害怕狐狸把他的肉抢走，又把肉叼回了嘴里，如果狐狸要抢，就准备赶紧飞走。

狐狸故作轻松地问乌鸦，“你好啊，我听说你的歌声很好听，特地寻来听你那美妙的歌声。”

乌鸦看了看狐狸的一脸真诚，有点动摇了。万一是自己的错觉，狐狸并不是想要它口中的肉呢？乌鸦越想越动摇，觉得可能是因
为自己太保护这块肉了，觉得谁都要抢走，才会把看起来那么善良、真诚的狐狸看错。

狐狸见乌鸦还是没有松口，就又对乌鸦说，“我跑了好久才找到这里的，求求你了，就给我唱一首吧。”

乌鸦看到狐狸苦苦地哀求，也就放下了警惕。狐狸本想着，如果让乌鸦开口，肉就会掉下来，它就可以得到了。没想到乌鸦竟然
把肉放回了巢里，和狐狸想的不一样。乌鸦开始唱歌，美丽的歌声充满了整片森林，乌鸦也开心地笑了，自豪地继续唱着。

突然一个猎人路过，要射天上正在飞的鸽子。乌鸦那美丽的歌声突然停止，乌鸦警惕地看向了那个猎人的方向。“嘭”！猎人向天
上的鸽子打了一枪，乌鸦被吓得赶紧飞走，连肉都忘记了。狐狸并没有很害怕，反而盯着那个马上就要掉到地上的鸟巢。原来乌鸦飞
走时被吓坏了，飞得太匆忙太马虎了，竟然把鸟巢给打翻了。狐狸连忙跑上去，叼起肉就跑回了窝，开开心心地吃完了自己花一个下
午等来的肉。不出所料，肉果然很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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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