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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值勤
Parent’s Duty

为了保障早交通的顺畅，本学年CCS仍然实行
家长轮值。我们只安排那些选择实体课孩子们
的家长轮值。为安全起见，来参加轮值的家长
需要现场出示疫苗接种证明或其照片参与执勤，
并且在周六早上8:20之前来校签到，请记得戴
上口罩。希望每周被通知到的家长积极参与，
谢谢您的合作！详情请查看学校网站：
www.carycs.org/parents-duty.html

To ensure morning traffic safety, CCS will keep 
practicing parent‘s duty each Saturday. This year 
only parents of in-person classes will be assigned 
and only those willing to show Covid vaccine 
proof will morning be allowed to participate. 
Please arrive on duty before 8:20am and wear a 
mask.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and cooper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www.carycs.org/parents-duty.html

2

签到时间和地点:
Sign-in time and spot:

签到联系人：
Sign-in coordinator:

执勤时间：
Duty period:

执勤内容：
Duty description:

8:20am，学校门口旗杆下
8:20am, main entrance near the flagpole

李新兰
Ms. Xinlan Li

8:20-9:10am

按照负责人分派的任务，到岗位执勤。主要
任务是维持停车场秩序与行人安全。执勤结
束后归还黄马甲。
Pick up volunteer vest, follow coordinator’s 

instructions. Direct vehicles to follow the traffic 

routes and keep pedestrians safe. Return the vest 

at the end.

8:20 – 9:10am CHL 6A Parents  中文6A 李培蕾老师班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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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Important Reminders

• 请大家提醒学生继续注意防疫
措施，切勿在教学楼内吃零食。
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戴好
口罩尤为重要。

• Please remind your student to 
follow Covid prevention protocol. 
No eating inside school, washing 
hands frequently, keeping social 
distance and wearing mask at all 
time.

• 学生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请在
家休息，可以选择上平行班的
网课。

• Please stay home if not feeling 
well, call your teacher and 
attend online class inst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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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1. 所有表演必须与中国文化有关
2. 表演者可以是班级，个人（包括

学生/老师），或家庭
3. 每个节目不超过五分钟
4. 节目报名截止：周六，12/11/21
5. 节目视频送审：周六，1/8/22
6. CCS春节联欢会：周日，2/6/22

春
节
联
欢
节
目
种
类

CCS 2022

网络春节联欢会

参演报名表：
https://forms.gle/aDLoEiJcVDs2JMax8

https://forms.gle/aDLoEiJcVDs2JMax8


CCS 后勤福利

这周CCS后勤为大家准备了很多好水果，特别推荐
这个香槟柚子，是从果园直接采摘发货，新鲜，甜
度高，关键是有机不打蜡，团长亲自去给大家拉货
，确保这周一定给大家拿到最好的柚子。小红李也
是甜脆的非常好吃，巴西蜜瓜甜度很高，还有大蜜
橘甜美多汁无籽很适合孩子吃。苹果也是是不打蜡
的，橙子这周是加州来的, 鳗鱼三文鱼团购也都还
有货。周六中午可以在CCS学校停车场自提，也可
以周日去Morrisville团长家自提。大家可以自己
去后勤网站下单：bit.ly/TuanGou

没有后勤账号的请先联系后勤工作
号，拿到账号再去下单。

http://bit.ly/TuanGou


PTA慈善义卖，圆满结束，筹得
义款$155。谢谢大家支持。

北卡中国灯展票领取 / Lantern festival ticket pick-up

领票地址 / Pick-up location：

CCS 正门（室外）/ CCS Entrance (outdoor)

6770 McCrimmon Pkwy, Cary, 27519

领票时间 / Pickup time：中文学校开课时间/CCS Opening

12/11 9am - 1pm

12/18 9am - 1pm

PTA 活动信息
PTA Activity Information



学生作文选登
Student’s Essay

我的小熊猫“嘟嘟”

马六网络班 杨雨柔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 Gina 兴奋地告诉我：她要回中国四川去玩了! 她知道我特别

喜欢熊猫，就问我：“你想不想要一个玩具小熊猫？” “当然了！” 我开心地点点

头。从那天开始，我就焦急地等待着。

过了一个月，Gina 终于从中国回来了。在学校，她看到我，就神秘地从书包里掏

出了一样东西，悄悄对我说：“熊猫。” 我趁大家都没注意，赶紧把它塞进了书包。

这一天，时间仿佛过得出奇地慢，好不容易放学了。我回到了家，迫不及待地把熊猫

拿了出来，仔细地观赏起来。 这只小玩具熊猫长着圆圆的脑袋，胖嘟嘟的身子。它

穿着雪白的毛衣，涂着浓浓的黑色“眼影”。样子很是呆萌可爱，尤其是它的眼神，

充满了好奇。我握了握它的小手，自我介绍道：“你好，我叫杨雨柔，你叫什么名字

呢？” 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它还没有名字呢。该给它起个什么名字呢？因为它来

自成都，又长得胖嘟嘟的，我就决定叫它“嘟嘟”了。 于是，嘟嘟成了我的好朋友，

也成了我的玩具熊猫家族的新成员。

我喜欢有它的陪伴。每次看到嘟嘟，都会让我想起我的好朋友 Gina，希望我们的

友谊能地久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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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班作品（一）Drawing Class Show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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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班作品（二）Drawing Class Showc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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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画班作品（三）Drawing Class Show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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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饪烘焙班作品 Cooking & Baking Class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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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商

Our Spon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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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