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朗士科學高中家長協會每週電子通訊 
2017年11月12日 

电⼦子邮件主题：育⼉儿专家Sean Grover将于11⽉月13⽇日星期⼀一在布朗克斯科学⾼高中BxScion发

表演讲！ 

亲爱的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家⻓长， 

上星期四和星期五在学校遇⻅见你们众多家⻓长前来参加家⻓长教师会议，真是太好了了。我们希

望您从这次⾮非常简短但仍有价值的会议中收益良多。特别感谢在会议期间承担各种PA任
务的志愿者家⻓长。点击这⾥里里浏览⼀一些很棒的照⽚片！ 

明天（11⽉月13⽇日星期⼀一）是访问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又⼀一个好⽇日⼦子，所以我们希望你已
经制定了了计划。这是开放学校周的第⼀一天，这意味着你可以⼀一整天在你孩⼦子的课堂上旁听。

下午5:30，到学校图书馆参加家⻓长资源展，在那⾥里里你会⻅见到课业私教，考试辅导公司，财

务援助顾问，提供⻘青少年年实习和就业机会的组织以及其他⻘青少年年服务的提供者。然后可以

⼀一边享⽤用点⼼心⼀一边阅读书籍交换处提供的许多免费的准备考试的书籍。最后到了了晚上7

点，请来参加PA⼤大会，听取来⾃自作家和⼼心理理治疗师Sean Grover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专业性
建议。Sean Grover是应众多家⻓长需求回到布朗克斯科学⾼高中来演讲的。 （Vallo将提供从
曼哈顿和皇后区到学校免费巴⼠士服务，请拨打1-718-961-7600预订巴⼠士座位。） 

明天⻅见！ 

Elizabeth Langwith和Monica Toriello 

家⻓长协会联合主席 

附： 11⽉月28⽇日是“周⼆二捐赠⽇日“！请发短信给BXSCI 或56512捐款。 

#BxSciGives 

育⼉儿⽅方法上的常⻅见错误 

“对⻘青少年年⾏行行为最不不起作⽤用的三种⽅方式即提建议，作批评和进⾏行行⽐比较”。 

https://bxsciencepa.org/about-us/photo-gallery/2017-fall-parent-teacher-conferences/
http://www.seangrover.com/


请思考⼀一分钟。我们有多少⼈人不不断地给我们的⻘青少年年提供建议？或是批评他们？或者把他

们与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的朋友，甚⾄至与我们年年轻时代的⾃自⼰己作⽐比较呢？ 

根据⼼心理理治疗师肖恩·格罗弗（Sean Grover）的说法，这些策略略是⾏行行不不通的，甚⾄至可能会
损害您和孩⼦子的关系。 （以上引⽤用的话取⾃自与Sean的问答，您可以点击这⾥里里阅读。）11

⽉月13⽇日星期⼀一，在我们的家⻓长协会会议上，Sean 将把他从事对家庭专业辅导⻓长达超过25
年年的经验中所获得宝贵⻅见解分享给⼤大家。他将回答⼀一系列列您想知道的问题，⽐比如关于社交

媒体，焦虑，学业表现，同伴压⼒力力，视频游戏，药物滥⽤用或回答你提出的其他任何问题。 

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抽奖出⼀一个免费咨询的奖品。获奖的家庭将与Sean免费座谈⼀一次，
讨论他们想要了了解的任何问题。不不要错过这个机会喽！在家⻓长协会会议上⻅见！ 

为什什么“周⼆二捐赠⽇日“对布朗克斯科学⾼高中⾄至关重要？ 

在过去的⼏几年年⾥里里，家⻓长协会是通过进⾏行行⼀一年年⼀一度的电话募捐来为学校筹集资⾦金金。家⻓长志愿

者在⼗十⼀一⽉月的⼏几个晚上赶到到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工作，打电话给每⼀一个布朗克斯科学⾼高中

的家庭，要求捐款。 

今年年，家⻓长协会执董会决定尝试新的做法。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家庭晚上不不再会接到电话要

求捐款。相反，您将在“周⼆二捐赠⽇日“（11⽉月28⽇日）收到短信提醒和⿎鼓励您捐赠给布朗克

斯科学⾼高中。短信将包含⼀一个链接，您可以通过该链接进⾏行行捐赠。我们希望这将是⼀一个更更

有效，更更少⼲干扰的筹款⽅方式。” 周⼆二捐赠⽇日” ("GivingTuesday”) 是⼀一个全球性的慈善和慷
慨捐赠⽇日。对于布朗克斯科学⾼高中家庭来说，这将是参与如此盛事的极好机会. 

你甚⾄至不不需要等到“周⼆二捐赠⽇日“！如果您想现在捐款，只需发短信给BXSCI 或56512；当
然，您也可以在⽹网上捐赠或把捐款邮寄到我们学校的地址。⽆无论数额⼤大⼩小均有所帮助并对

此不不胜感激。请记住，家⻓长协会PA是⼀一个⾮非盈利利组织，您的捐赠可能可以抵税。另外，
请您的雇主也出⼀一份与您给学校的捐赠额相等的捐款。谢谢您！ 

在Facebook上分享[添加链接]。 #GivingTuesday，#BxSciGives 

⼗十⽉月家⻓长协会会议记录草稿 

在10⽉月份的PA⼤大会上，我们听到了了Donahue校⻓长的⼀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信息，选举出了了4
名新⽣生家⻓长领导成员，并从“美国⼤大学辅导员”Sara Harberson那⾥里里得到了了有关升学的建

https://bxsciencepa.org/wp-content/uploads/2017/10/Meet-the-Speaker-Sean-Grover-Nov-2017.pdf
https://bronxhs.ejoinme.org/?tabid=78958


议。点击这⾥里里阅读会议记录草稿。我们将在明晚的家⻓长协会会议上投票批准这些会议记

录。 

感谢您的志愿者！ 

在上周四的教职员⼯工感谢晚宴上，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的教师和员⼯工⾮非常赞赏这些美味的⻝⾷食

物，更更令他们欣赏的是，家⻓长志愿者们的温暖和友善的服务。真诚地感谢以下家⻓长为这次

活动所表现出的努⼒力力和可爱的笑容： 

Poonam Bansal 
Jeff Caress 
Tammy Caress 
Hannah Cheng 
Soonhwa Chung 
SoonheeFichtl 
Ricci Garcia 
Helen Garey 
Liz Gorai (co-chair) 
NesiaHuryn 
Dan Jin 
Jenny Jin 
Elizabeth Kim 
KevorkKhrimian 
Ann Kjellberg 
Jodi Kule 
Jen Lee (co-chair) 
Lisa Li 
Diana Lin-Wu 
Hung Luu 
Tara-Marie Mahootian 
Debbie Miketta 
Michelle Mok 
Sue Narene 
Betsy Newberry 
Ivette Perez 
Claudia Sandoval Parra 
Ellen Schorr 
Paula Smeu (co-chair) 

https://bxsciencepa.org/wp-content/uploads/2013/06/2017-10-18-General-Meeting-Minutes-DRAFT.pdf


Xiao Dan Wang 
Yvonne Yeap 

!  

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出⾊色地销售布朗克斯科学⾼高中礼品的家⻓长志愿者！ 他们在销售那些需

求量量很⼤大衬衫，帽衫，帽⼦子和睡⾐衣裤的过程中耐⼼心礼貌的态度给我们留留下深刻印象。 



!  

请参阅我们的 photo gallery （照⽚片库）以获取秋季家⻓长教师会议的更更多照⽚片。 

接下来的三个星期⽇日程 
为了了帮助你跟踪未来⼏几周在学校的所有事情，下⾯面列列出11⽉月份的重要⽇日期。 

11⽉月13⽇日，星期⼀一 - 家⻓长资源展，5：30-7pm 

11⽉月13⽇日星期⼀一 - PA会议演讲者Sean Grover，晚上7-9点（免费巴⼠士服务） 

11⽉月13 - 14⽇日 - 开放学校周（第1天和第2天） 

校园开放周 本周 想要体验⼀一下您孩⼦子的课堂吗？ 点击此处查看“校园开放周” 的信息。

请注意您需要在到访当天之前注册。  

11⽉月15⽇日星期三 - 与校⻓长共进早餐，8：30-9：30 

11⽉月16⽇日星期四 - 开放学校周（第3天） 

https://bxsciencepa.org/about-us/photo-gallery/2017-fall-parent-teacher-conferences/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377908&id=1


11⽉月21⽇日星期⼆二 - SLT会议，3：45-6pm（欢迎家⻓长旁听） 

11⽉月23 - 24⽇日 - 感恩节放假（⽆无课） 

11⽉月28⽇日，周⼆二 - #GivingTuesday（发短信给BXSCI或56512捐赠！） 

教师⼤大苹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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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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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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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开始 随堂和统⼀一期中考试 

随堂期中考试在正常上课日进行。统一期中考 试开始的时候，学生只需在有考试的时候
来校。 新生家长——大部分的九年级学 生都将参加统一期中考试。 查阅期中考试的日期
请点击此处。有关期中考试的详 细信息以及个别考试的时间安排将会在未来几个星期公
布。请注意大多数学生都不 会在一月参加高中会考。 

校内辅导信息 

学校内部辅导包括教师和NHS提供的课业辅导，具体信息请参考⽹网⻚页。 

http://schools.nyc.gov/Offices/BigAppleAwards/WhyNominate
http://bxscience.edu/apps/events2/view_calendar.jsp?id=0&m=0&y=2018
http://bxscience.edu/apps/pages/index.jsp?uREC_ID=219379&type=d&termREC_ID=&pREC_ID=440163


获奖消息 

（1）11 ⽉月 4 ⽇日的周末，我校的演讲和辩论队队在 Fordham 锦标赛的决赛中表现强劲。 

点击此处阅读有关该队在锦标赛上的表现。 

（2）祝贺11年年级数学研究学⽣生 Jialin Zhuo 在数学和电脑科学先进领域的成就。在 2017 

年年美国地质学会会议上, Jia Lin 是在这个国际会议上唯⼀一获准展示她的海海报 作品的⾼高中

⽣生，这个会议通常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大约七千个科学家参加。指导⽼老老师： Dr. Vladimir 

Shapovalov，数学系副校⻓长： Mr. Vikram Arora. 有关 Jia Lin 成就的详 情请点击此处。  

（3）数学系的优秀⽼老老师 Wendy Qiu 被选为芝加哥⼤大学优秀教师奖。 提 
名 Qiu ⽼老老师的是她以前的学⽣生 Leo Fonsingerman，现在就读于芝加哥⼤大学，阅读 
Qiu ⽼老老师获奖的信件请点击此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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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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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联络员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1-13-17CHINESE.pdf 

辅导员办公室周报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11-13-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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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bxscience.edu/apps/news/show_news.jsp?REC_ID=480389&id=1
http://bxscience.edu/m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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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NWIP11-13-17CHINESE.pdf
http://www.bxscience.edu/parentdocs/GuidanceWeekly11-13-17.pdf
https://succeed.naviance.com/download.php?id=cEJKU3VnZGFBWjRjaCtGNFlHdXJXZz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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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