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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 十月廿壹

第十三周 / Week 13

（一） 春季学期缴费通知

Payment notice for spring semester

（二） 中文4A作业展示

Chinese 4A homework display 

（三） FreshGoGo北卡CCS中文学校配送

FreshGoGo NC CCS School Delivery



明年春季学期1/9开学第一周， 5/8最后一周，共16周。课程缴费从12/5开始，到12/15结束。和往年一
样，我们会在12/5之前完成在注册系统里对所有用户秋季课程的复制并添加为各个用户的春季课程。因为秋季
报名整个学年的课程，所以大家直接付款即可不需要重新报名了。语言课不可以调换班级， ACT课程可以通过
主任进行调整（申请调课时间：12/5-12/15）。

2021 Spring semester is from Jan 9th to May 8th, 

a total of 16 weeks. Course payment starts on 

12/5 and ends on 12/15. As in previous years, we 

will complete the copy of the autumn course for 

all users in the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add it as 

a spring course for each user before 12/5. 

Because you registered for the entire academic 

year in the fall, you don’t need to re-register if 

you pay directly. Language classes cannot be 

changed, ACT courses can be adjusted through 

the directors (application time for class transfer: 

12/5-12/15).

主任联系方式：

CHL 马立平:王媛janet.wang@carycs.org
CHL中文:江信蓉xinrong.jiang@carycs.org
CSL中文：贺春慧Chunhui.he@carycs.org
ACT 数学：陈剑文owen.chen@carycs.org
ACT数学训练营: 赵文际wenji.zhao@carycs.org
ACT画画：张代红daihong.zhang@carycs.org
ACT棋类：储昭来zhaolai.chu@carycs.org
ACT公共演讲:俞晓真Jamie.yu@carycs.org
其它：叶生荣registration@carycs.org; 
Shengrong.ye@carycs.org

mailto:Shengrong.ye@carycs.org


非常感谢黄虹丽老师的精

彩妙评和用心指导！



与太阳、天气等自然现象相关的PRESENTAION

刘思齐（Maria Liu)

评语：刘思齐用动漫的形式讲述了一个
非常有趣的寓言故事，新颖别致，简洁
易懂。这个年纪的孩子能以这样的方式
完成作业，令人赞叹。



小雪花 Cosmo Xu

小雪花，小雪花，
空中玩来空中耍。
一个跟头翻下来，
树上地下白花花。
太阳公公来看它，
一眨眼睛变没啦！

评语：
紧扣主题，用儿歌的形式把
小雪花顽皮的形象及与太阳
的关系生动地表现出来。

与太阳、天气等自然现象相关的Presentation

翻下



视频、音频绘本

秋风吹

Jasper Gattis（ 配图）

秋风吹，树叶飘，

飘到水面摇呀摇。

小小船，慢慢摇，

让我坐上好不好？

评语：给一首童谣配上图画，把
秋天树叶飘落的景象和童真童
趣的想象生动地表现出来。



彩虹桥 郭浩晨

半空中，

有一条美丽的彩虹。

七种颜色飘呀飘，

一座美丽的彩色桥。

走到两端许个愿，

全家健康又团圆。

评语：这首自创的儿歌，把彩

虹与家人健康团圆的美好愿望联

系起来，这也是疫情肆虐时期

所有人的共同愿望吧。

与太阳、天气等自然现象相关的Presentation

愿



彩虹的形成过程 刘翊晞

评语：用一幅图把彩虹的形成

过程清楚地描述了出来。

与太阳、天气等自然现象相关的PRESENTAION



彩虹的形成 Alina

评语：不但描述了彩虹的自然形

成过程，而且也把人造彩虹的形

成过程描写了出来。

与太阳、天气等自然现象相关的PRESENTAION



续写小马过河

前情题要：过了几天，下起了大雨。大雨一下就是几天几夜，河水涨了老高。外婆打电
话来找老马，说自己家被水淹了，老马听了十分着急，对小马说：”孩子，你先给外婆
送点东西吧。”小马驮起面飞快地向外婆家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大河挡住了去路。

续写小马过河 Cosmo Xu
河水又急又深，小马看了有些害怕，

他想回头，又想起妈妈说的遇到问题要自己
试试，于是小心地走向河中。

正在这时，老牛过来了，说：“小马，
不要走了，河水现在比我还深呢!”小马听
了赶快回头，一路跑回了家。妈妈知道后，
对小马说：“小马，你做得对，遇到危险
就不要再试了，安全最重要，我们还是坐船
去外婆家吧。

评语：能跳出固有思维，从安全的角度去考
虑问题，而不是按着上次过河的经验盲目去
试，小小年纪安全意识很强。

续写小马过河 Jasper Gattis

小马着急得很，不知该怎么办才好，突
然，小马想起了又高又大的牛伯伯，就跑去找
牛伯伯，问可不可以帮他。牛伯伯说没问题，
他可以载小马过河。牛伯伯就小心地一步一步
载着小马过了河。

到了对岸，小马很高兴。对牛伯伯说了万
分感谢，就飞快地向外婆家跑去。

评语：请又高又大的牛伯伯帮忙过河，也是一
个好办法。



续写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二 刘翊晞

小马急了，因为下了好几天大雨，水变深
了，水流得也很急，他觉得现在过河不安全。

小马沿着河边走，看能不能找到一座桥，
果然走了不久就看到一座桥。然后，他就平安地
过了河，去给外婆送东西了。

评语：遇到困难想到的是安全第一，能另辟蹊
径，寻找更好的解决办法。

续写小马过河 郭浩晨

要是河水涨高的话，小马有两个选择：第
一个选择是回家找妈妈帮忙，第二个是可以找一
些木头、还有石头去做一座桥，我觉得它应该做
这个选择，可以先自己试一试河水深不深，要是
太深的话再回去找妈妈。

评语：给出了多种选择方案，先自己试试，用木
头或石头做桥，不行再回家找妈妈。办法可行。



根据课文画出颐和园的游览路线图

颐和园游览路线图 Jasper Gattis 绘图

评语：能按照游览路线把颐和园的主要景点介
绍得如此清楚，对于一个从没去过中国的美国
孩子来说，实属难得，即便是去过颐和园的大
人可能也未必能搞清这些景点的具体方位。



白宫 Cosmo Xu

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法尼亚大道
有一座美丽的园林，里面有一栋白色的建筑，它
就是著名的白宫。白宫是美国总统居住和办公的
地方。

白宫是一栋白色的建筑物，由主楼和东西
两翼组成。主楼的东室是白宫最大的房间，可容
纳三百多人。位于西翼的椭圆办公室是总统的办
公室，总统每天就在这里处理国家大事。

白宫的南面是它的后院——南草坪，那里
鲜花盛开，绿树成荫，还有个巨大的喷水池，在
阳光下面十分美丽。

模仿课文（凡尔赛宫、故宫）介绍某一景点

评语：模仿描写非常到位，把白宫的名称、具体位置、用途、内部结构布局和外部景观
非常清楚地介绍给了大家，白宫具体什么样，我们通过Cosmo、刘翊晞和郭浩晨几位小朋友的
介绍以后，才更加清晰了。



模仿课文（凡尔赛宫、故宫）介绍某一景点

白宫 郭浩晨
白宫 刘翊晞

字



🚛FreshGoGo北卡CCS中文学校配送

全程冷链配送，包装考究，线上订购，好吃的一次买齐App

具有实时追踪功能，随时查看物流状况

美东最具规模的生鲜美食采购平台【FreshGoGo】集合纽
约法拉盛+唐人街的50多家餐馆美食➕生鲜蔬果➕干货调
料➕米面杂粮➕零食饮料等精选购物平台。

FreshGoGo is the first ever Asian online 

grocery and authentic Asian food shopping 

and delivery service in North America.

请家长扫学校二维码然后去网站注册账号，然
后入群。我们CCS后勤为大家送货上门. 固定
每个周️六配送、周️四中午12点截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