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朗士科學高中家長協會每週電子通訊 
2017年11月5日 

电子邮件主题：准备好与您孩子的老师见面了吗？ 
 
亲爱的布朗克斯科学家长， 
 
我们希望您今天早上能享受额外的睡眠或放松时间！如果您还没有这样做，请记得把时钟
拨后一个小时。 
 
即将到来的一周对于BxSci学生来说是短暂的一周。星期二是选举日，所以学生们不在学
校。周四的课后活动取消，教师可以准备晚上的家长会，会议将于下午五点半开始，晚上
八点结束，校车公司将入常提供交通服务，请家长打电话预约。上周五，学生将在上午
11:30被解散回家，家长会将于下午12：30-2：30举行。 （详情请查看下面的11月份重
要活动日期的列表。） 
 
当您在周四或周五来到学校与你的孩子的老师见面时，别忘了带上你不需要的考试复习书！
您可以把它们放在学校大厅的“图书交换”箱中。然后在11月13日星期一回到学校开家长协
会会议的时候，选择您的孩子需要的考试复习书，当然，您还可以参加家长资源展，听取
心理治疗师肖恩·格罗弗（Sean Grover）宝贵的育儿见解。 
 
希望这周在学校见到您！ 
  
Elizabeth Langwith和Monica Toriello 
PA共同主席 
附： 11月28日是星期二捐赠日：BxSciGives！阅读下面更多信息。 

謝師晚宴：需要志願者家⻑⾧長 
為了了讓教師有充沛的精神與體⼒力力在未來來的兩天與我們會⾯面，家⻑⾧長協會將在第⼀一天的家⻑⾧長教

师⻅见⾯面會開始之前為教師們提供⼀一頓的晚餐。謝師宴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四）晚在學校⻝⾷食

堂舉⾏行行，義⼯工⼯工作需要於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我們需要⼤大量量家⻑⾧長義⼯工幫忙，包括佈置餐



桌，傳遞⻝⾷食物和清理理打掃。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家⻑⾧長可值此義務幫助機會以表達對學校

教職員⼯工的謝意，相信所有學校⼯工作⼈人員都喜歡在那⾥里里与您相遇。點擊這裡註冊。 

我們還需要義⼯工家⻑⾧長在教師會議的第⼀一天和第⼆二天幫助出售⼀一些Bronx Science纪念商
品。為確保有充⾜足時間與你孩⼦子所有教師⾒見見⾯面，你可以與其他義⼯工家⻑⾧長輪輪班。點擊此處註

冊。 

家长资源会 
 
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已经很高兴见到BxSci辅导员办公室负责人Andrew Nasser先生。 
（他的真实头衔是：学生人事服务部的助理副校长。）纳赛尔先生一直在想办法帮助
BxSci学生和家长。他的一个举措是在11月13日星期一举行的一场针对家长的资源展。 

那天，布朗克斯辅导员办公室（在PA的支持下）将在PA会议之前的下午5：30-7：00举
办第二届家长资源年会。青少年组织和公司的代表将提供材料和信息，并将与感兴趣的家
长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参加资源博览会的参展商将包括辅导和测试准备公司，治疗师和其
他医疗专业人士，财务援助顾问，在纽约市内提供实习和就业机会的组织等等。 

资源博览会将在布朗克斯科学图书馆举行。请大家提前来到资源博览会，享受一些茶点，
然后参加PA会议，并听取肖恩格罗弗分享有关如何养育青少年的专业见解。 

现场抽奖赢得一个由肖恩格罗弗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 
 
我们的演讲嘉宾Sean Grover希望您在11月13日星期一的PA会议上的演讲中来掌控研讨
会的主题。他将在现场回答所有有关青少年问题的提问：社交媒体，焦虑和压力，视频游
戏和网络成瘾，拖延，药物滥用，家庭作业习惯，约会关系，或者您和您的孩子可能正在
处理的任何其他问题。 
 
作为拥有超过25年经验的心理治疗师，肖恩是国内最大的集体治疗实践者之一。他曾接
受“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杂志的采访。在这里阅读我们与肖恩的问
答。 

他还将提供一本名为“当孩子们叫喊的时候”的书，和一场免费咨询服务，作为抽奖奖品。
获奖的幸运家庭将可以与肖恩免费咨询他们想谈的任何事情。所以不要错过11月13日周

http://www.signupgenius.com/go/10c0b4aaca828a6f49-fall2
http://www.signupgenius.com/go/10c0b4aaca828a6f49-merchandise3


一晚上7点开始的PA会议！ （Vallo将提供曼哈顿和皇后区的免费往返巴士服务;拨打1-
718-961-7600预订巴士座位。） 

   
什么时候是#GIVINGTUESDAY（周二捐赠日）？ 

“捐赠星期二”（十一月二十八日）是一个全球性的捐赠日， 是在感恩节后的星期二举行庆
祝活动。感恩节我们有“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疯狂购物活动，之后便是＃
GivingTuesday“捐赠星期二”，它揭开了人们在即将到来的假期和年终其杰进行慈善捐赠
的序幕，“捐赠星期二”庆祝并支持慈善事业对社区的慷慨资助。 
 
今年，家长们有很多方法可以在#GivingTuesday给布朗克斯科学高中送礼！您可以在11
月28日或之前随时用手机短信给BXSCI或者56512捐款，您也可以在线捐赠。或者你可以
把捐款寄给我们的学校。任何数额的捐赠都会有所帮助，在此不胜感激。 PA是501（c）
（3）组织，您的捐赠可能是免税的。先谢谢您！ 

家长义工聚光灯：Lidija Markes 
每个学年，许多BxSci家长都会志愿帮助我们的学校。 几周前，我们在我们的第一个家长
义工聚光灯栏目里下介绍了Lise Aug。 今天，我们希望您了解为BxSci PA做重要工作的
另一位家长。 

Lidija Markes是我们的PA网站非常有才华的网站管理员，bxsciencepa.org。 Lidija（发
音就像“Lydia”）每周至少更新一次该网站。 她已经推出了一些梦幻般的新功能，比如照
片库和中文和孟加拉语内容的特殊部分，她做了一些后端更改，提高了网站的加载速度和
性能。 Lidija现在是PA网站的专家，因为她还为女儿的中小学创建并维护了PTA网站。 

Lidija是一个住在皇后区九年级学生的母亲。下面是她在布朗克斯科学志愿服务上所说的
话： 
“我喜欢为家长协会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所做的出色工作做出贡献。在皇后区当地附近学
校服务了九年后，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继续作为父母能参与到高中的日常管理工作来。我知
道这个网站对于像我这样的父母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不是总能去学校参加活动，所
以我决定承担这部分工作决。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拥有一个热情洋溢的家长社区，这是我从
一开始钟爱这所学校的原因之一。 



谢谢Lidija，帮助BxSci父母保持消息灵通！ 
如果您也想以某种身份自愿参加家长义工活动，请填写在线表格。志愿者机会一年比一年
多，并不是所有的工作都需要您前往布朗克斯。通过志愿服务，您会结识新朋友，和他们
愉快交往，并且更加真相我们学校的优越之处。 

11月是繁忙的一个月！ 
为了帮助您跟踪本月在学校的所有活动，下面列出十一月份的重要日期。这些是您参与孩
子高中体验的绝好机会。 

11月7日，周二 - 选举日（无学校） 

11月9日星期四 - 家长教师会议，5：30-8pm（请带考试备考书籍交换！） 

11月10日星期五 - 家长教师会议，12：30-2：30（请带考试备考书籍交换！） 

家长教师见面会期间，家长们可以到校与各任课老师交谈，了解孩子在校表现。也可以向
系主任和校长反映学校应该注意的事情。建议在开会以前，家长们将第一阶段成绩单带上，
根据孩子各科成绩，从低到高，面见各科老师，即尽量先约见孩子最需要帮助的科目。主
要了解如何更好地支持孩子在学校的学习。计划孩子参加SAT2考试的家长，可以询问老
师的建议。在会议之前，您会收到Cindy发送的电子邮件，了解各科老师的见面地点。周
四的家长教师见面会将有校车接送，并有中文电话翻译服务。周五的见面会没有校车和中
文翻译。家长需自行安排交通。 

11月13日，星期一 - 父母资源博览会，5：30-7pm 

11月13日，星期一 - PA讲座，演讲者肖恩·格罗弗（Sean Grover）下午7点到9点（免费
挑选复习资料）。 

11月13 - 14日 - 开放学校周（第1天和第2天） 

11月15日星期三 - 与校长共进早餐，8：30-9：30 

议题：学校安全措施，早8：30-9：30。校长 Dr. 
Donahue，校安保主任 Ms. Vana Loukissas 以及学校安全委员会（包括家长代表） 



将参与这次信息丰富的讨论，这次公开论坛欢迎与会者提出各种有关安保的问题和 
顾虑。 请于 11 月 14 日星期二点击此处回复邀请。 

11月16日星期四 - 开放学校周（第3天） 

11月21日星期二 - SLT会议，3：45-6pm（欢迎家长旁听） 

11月23 - 24日 - 感恩节休息（无学校） 

11月28日，星期二 - ＃捐赠星期二（向BxSci捐款！） 

教师大苹果奖 
该奖项每年颁给有学生和家长提名的纽约市优秀老师，如果您和您的孩子对某些老师心存
感激，在此提醒您于 11 月 27 日 星期一之前点击此处提名一位老师。 

校内义⼯工机会 

如果您的孩⼦子有⼀一节空课，并且愿意⽤用这个时间为学校做义⼯工，可以联系035房间的Ms. 
Mercado报名担任辅导员办公室的监控员。 

暑期志愿者/实习证明： 

如果您的孩⼦子在暑假期间，在校外担任义⼯工或者从事实习，他们应该收到⼀一封信（信
笺），或证明，说明他们从他们参加的项⽬目中取得的成就，请让孩⼦子们将义⼯工或者实习证
明拷⻉贝⼀一份交给指导顾问。 指导顾问将在您孩⼦子的⾼高中⽂文件中保留留记录供⼤大学推荐使
⽤用。 

毕业生家长 请注意 
如果您的孩⼦子有空课的话，可以到辅导员办公室，035室，有⽼老老师可以协助毕业⽣生完成与
他们的⼤大学申请短⽂文和各个学校的补充短⽂文。 您的孩⼦子可以在向035室的Ms. Mercado提

前报名。 

https://docs.google.com/a/bxscience.edu/forms/d/1kdRNQJ9peSba3_zhQjoWdrjhSHAdmiVZ8HNHJ8mw46M/viewform?key=pFw6gy_fjfOrDFnW_YdF8Ig
http://schools.nyc.gov/Offices/BigAppleAwards/WhyNominate


11月13 - 17日是中学报告（SSR）周。 在SSR周期间，所有毕业生必须完成并将SSR概要表格
提交给学校辅导员。SSR总结表列出了学生计划申请的正常申请（Regular Desicion）的大学
（任何截止日期为12/1以及以后的大学）。 SSR摘要表格必须由家长/监护人签字并由学生直接
亲自递交到辅导员手里（这个表格不能留在邮箱里或者是电子邮件）。 当他们交上时，学生应该
计划与他们的辅导员一起花几分钟的时间研究一下SSR汇总表。 

获奖消息 
（1）10 月 28 日的周末，我校的演讲和辩论队队在纽约市的 Xavier 高中和佛罗里达州的 
Gainesville 的佛州 Blue Key 锦标赛比赛。点击此处阅读有关该队的成就。 

（2）数学系老师祝贺 Annie Wang 在 2017 年 KDD 上展示了她在数学和计算机学科上的成 
就。在加拿大 Halifax 举行的 2017 年第 23 届知识发现和数据挖掘的国际会议上，Annie 是唯一
一位在此类国际会议上对在座的专业科学家们展示她的研究的高中生 。指导老师 Dr. Vladimir 
Shapovalov，数学系副校长: Mr. Vikram Arora.有关Annie 的成就的更多详情请点击此处。 

（3）女生校足球队连续第四次赢得 Bronx A-1 区称号—点击此处阅读 The Riverdale 通讯上的文
章。 

（4）女生排球队——该队主持并赢得了与 Seward Park 高中的比赛——点击http://
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8564&id=30此处 阅读该队的新闻。 

（5）12年级科学研究学生 Elena Li 和 Theodore Sandler 晋升西门子数学科技竞赛半决
赛——详 情请点击此处。  

（6）12年级科学研究学生 Elena Li 和 Maxwell Allison 入围“太空中的基因”项目——详情
请 点击此处。  

（7）科学 研究学生 Justin Qi (’18) 和 Jialin Zhuo (’19)在美国地质学会(GSA)的年会上介
绍了 他们的研究。  详情点击此处 

家长联络员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1-6-17CHINESE.pdf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8819&id=1
http://bxscience.edu/math
http://riverdalepress.com/stories/champions-science-claims-bronx-title,63855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8564&id=30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8564&id=30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7569&id=1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7688&id=1
http://www.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77677&id=1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1-6-17CHINESE.pdf


辅导员办公室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11-6-17.pdf 

辅导员办公室奖学金和校外机会报告-第三期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
id=cEJKU3VnZGFBWjRjaCtGNFlHdXJXZz09 

布朗士科學高中中國家長微信交流群 
爲了更好地服務說中文的家長，讓大家能更好地參與學校建設，幫助孩子們進入他們理想
中的大學，我們布朗士科學高中家長協會正式開通針對說中文的家長的微信群。目前這個
微信群的群主是黃維民，她是家長協會的义工，願意爲大家服務。她的微信號是
weiminh_yh。 

爲了保證這個群組正常運行，請注意幾點： 
一，您可以邀請有孩子在我校就讀的中國家長加入這個群組，但請不要邀請與我校無關家
長加入。這裏討論的教學資源和信息僅限於布朗士科學高中上學的孩子們使用。 
二，本群組討論的話題僅限於與孩子學習，生活，以及昇學有關的領域，其他有關政治，
宗教，生意的話題就不要占用這個群組的空間和大家的時間。您如果有興趣，可以和其他
家長私下討論這些話題。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11-6-17.pdf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id=cEJKU3VnZGFBWjRjaCtGNFlHdXJXZz09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id=cEJKU3VnZGFBWjRjaCtGNFlHdXJXZz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