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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Year Calendar 2019 - 2020  
学校2019-2020日历 
 
2019 
8/26 开学 
8/26 早午餐 （学校食堂） 
8/30-9/6 劳动节-学生放假 
9/6 晚上5-7 点 街区派对 
9/10 回到学校之夜（K-3） 
9/12 回到学校之夜（4-6） 
9/13 早9点 学校家长会首次会议 
10/14 哥伦布日– 学生假期 
10/21-10/25 学生年度书展 - 冰淇淋之夜（10/23） 
11/4-11/5 学生假期 
11/27-11/29 感恩节假期 
12/23-1/3/2020 寒假 
 
2020  
1/20 马丁路德金生日 - 学生假期 
1/27-1/28 学生假期 
2/17 乔治·华盛顿生日(总统日)-学生假期 
3/3 学生假期 
3/14 嘉年华 
4/6-4/10 春假 
4/24 品尝Spring Hill小学之味 
5/4-5/8 员工感谢周 
5/25 阵亡将士纪念日-学生假期 
6/12 学校最后一天– 学校提早三小时放学 

 
 

学校因为种种原因停课天数 补课 
不超过20天  不需要补课 
第21天 4月13号是将会被考虑为补课的一天 
第21天以后 不需要补课 

 
学校作息时间 

学前班到六年级 

周一至周五 

早上八点五十到下午三点三十五 

 



 

旷课或迟到 

非生病或与直系亲属去世有关的任何旷课，都会被视为无理由旷课。无理由旷课包括家

庭度假，长周末，回国，或者国定假期的延长。弗及利亚联邦明确地认为学校考勤是一项

义务性而非自主性的努力。 

 

如果你的孩子会迟到或者旷课，请打学校考勤热线电话 703-506-3434，或者发电子邮

件给 SpringHillAttendance@fcps.edu, 在语音留言或者电子邮件请注明以下内容： 

1. 学生的姓名 

2.年级和老师 

3. 迟到或者旷课的原因 

学校在早上九点三十五分会作人数考勤统计。 

 

你如果有另外在学校上学的孩子，你可以让你另外准时出勤的孩子带个便条给学校通知他

们。你的合作可以节省学校工作人员的很多时间并会被感激。 

 

早上八点五十以后到达学校的学生都会被视为迟到。迟到的学生必须到学校办公室报到，

以便工作人员更正出勤记录。晚到的同学会被给予一个迟到的单子并被送到教室。请大家

尽你所能让孩子准时到校。如果发现经常迟到的现象，学校会通知家长。 

 

 

由于天气原因造成的学校关门和早停课 

在特殊天气的早上，请于早上六点后收看当地新闻和收听电台关于学校关门或延迟开门的

通告。费尔法克斯郡的有线电视台 21频道也会有学校变化的通知。郡的热线电话是 1-

800-839-FCPS（3277) 

***重要***： 

在 www.fcps.edu 的“Keep in Touch” 注册成为用户，可以收到电话或者电子邮件关

于学校关门或者其他和学校有关的信息。 

 

下列计划会在特殊天气情况下执行： 

*取消 - 所有费尔法克斯郡公立学校会关门一整天。所有课后活动，学术比赛，队员的

训练，和所有在学校场所举行的所有非学校的活动，都将会被取消。成人傍晚课程和娱乐

节目都将会被取消。超时小孩看护和 SACC都会关闭一天。 

*两小时延迟 - 所有学前班到六年级的同学们会比平时正常作息延迟两小时时间。 

 

 

交通 

 

坐校车 

mailto:SpringHillAttendance@fcps.edu
http://www.fcps.edu/


校车是给住在离学校超过一英里以上的同学们或者不安全的情况下提供的特殊权利。

Spring Hill 小学校车时间表会在八月份开学之前时连同学生分班情况邮寄到家中。根据

费尔法克斯郡的条规，一个学生只能乘坐分配的校车路线。 

 

坐校车的同学在坐校车和等校车时要遵守做一个好公民的安全规定。所有同学都会收到一

份关于坐校车的规定的复印件并和家长一起阅读。遵守校车规定配合校车运作非常重要。

干扰校车运作的小朋友会被禁止乘坐校车。 

 

坐校车的同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走路或者骑车回家。家长请记住当校车安全车灯在闪

的时候超过校车是违法行为。 

 

步行者 

出于安全考虑，步行者被要求与父母或其他学生一起步行上学。他们应该计划在早上 8点

25分到 8点 35分之间到达。在每个学年开始时，校长和费尔法克斯县警察都会与学生一

起检查前门和后门的步行监督入口，并标明门行走安全。 

 

自行车骑手 

如果学生骑自行车上学，请让您的孩子戴上他/她的自行车头盔。这是为了他们的安全，

是弗吉尼亚州的法律。自行车架位于学校后面，靠近操场。学校物业应锁上自行车。学校

对损坏的自行车损坏不负责任。 

 

临时接送车道 

学校鼓励家庭让孩子乘坐指定的公共汽车往返学校。如果有时候你必须在早上带孩子上学

（学生拄着拐杖，乐器或班级项目太大而无法乘坐公共汽车等），应使用 Kiss＆Ride车

道。家庭应该进入车道通往前停车场，然后通往学校右侧的入口，标记为＃9号门。请查

看本手册末尾的“Kiss and Ride”流程图。安全驾驶！ 

 

请不要将孩子放在 Lewinsville路的人行道上，学校前面的公交车道上，或者随时在学校

大楼的左手边。儿童必须从公共汽车进入前门，或者如果他们使用“亲吻和乘车”，则在

学校右侧的入口处标记为＃9号门。 

 

请注意，儿童不得从学校左侧的入口进入学校建筑。所有抵达学校的儿童必须从前门，

后门（#7号门）或建筑物右侧的入口处进入，标记为＃9 号门。  

 

SACC运输变更 

所有 SACC运输变更应通过电子邮件直接发送给 SACC教师。请不要给班主任老师发电子邮

件。 

 

交通改变 

所有运输通知的变更应在预期变更当天上午 11 点之前直接提交给学生的班主任老师。运

输表格可在 PTO网站 www.studentinfohub.net/SHES/的文件库中的“表格”选项卡下找

http://www.studentinfohub.net/SHES/


到。家长要求提醒您的孩子在约定的地点（例如大堂或亲吻和骑车）将其更改。如果你觉

得你的孩子记住变化太少或太不成熟，请相应地安排您的活动，以便每天使用公共汽

车。  

 

玩耍约会 

没有任何玩耍约会可以来自学校。儿童必须乘坐正常的交通工具回家，然后由父母或监

护人运送到玩耍约会地点。 PTO 不再通过巴士票据计划协调游戏日期，包括星期五。 

 

 

在放学前提前接孩子 

如果您将提前在学校接孩子去看医生或牙医或其他原因，请向您的孩子报告学校在前台办

公室使用电脑。办公室工作人员会打电话给您孩子的老师，让您的孩子在办公室与您见

面。请注意，下午 3:00之后不允许提前接孩子 

 

放学后活动（OSA） 

如果您的孩子在放学后有布朗尼，童子军，国际象棋俱乐部或 PTO赞助的 OSA活动等活

动，请务必在当天早上提醒孩子。ASA老师将在活动开始时记录出勤情况。如果您的孩子

不能出席，请记得在缺席当天上午 11点之前通过电子邮件直接通知 ASA老师（不是班主

任老师）。 

 

访客 

所有访客都必须先使用访客管理系统在办公室办理登机手续。办理登机手续旨在防止未经

授权的人进入大楼。您必须持有有效的政府签发身份证（驾驶执照，护照，州身份证）才

能办理登机手续。 

 

请注意，除前门外，没有访客或志愿者可以进入学校。姓名标签必须打印在前台办公

室，并且在访客或志愿者在学校期间任何时候都要放在显眼的地方。 

 

有时候我们会收到诸如是否允许在外州的家人在上学时间访问学生，为了确保所有学生不

受干扰的教学环境，这些访客仅在午餐时间受到欢迎。请让您的客人在前面办理登机手

续。 

 

学校早餐和午餐计划 

费尔法克斯县参加联邦早餐和午餐计划。学校自助餐厅每天供应均衡的热早餐和午餐。午

餐菜单在每个月初寄回家。完整的午餐包括一个主菜，选择两种蔬菜，和/或水果，面包

和牛奶。每天都有能量区沙拉可供出售，包括酸奶，椒盐卷饼，果汁和牛奶。冰淇淋只会

出售给那些购买或带午餐的学生。学校不鼓励餐馆外定午餐。偶尔，有必要更改菜单，这

些更改通常会在当天早些时候通过 Good Morning Spring Hill计划向学生公布。 

 



学生午餐费用为 3.25美元。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在学校共进午餐，但请先在办公室办理

登记手续 

 

午餐帐户 

午餐帐户像借记卡一样工作，并且可供 Spring Hill的每位学生使用。孩子被分配了与该

孩子的午餐帐户相对应的代码。家长可以在必要时通过 www.myschoolbucks.com的信用卡

或者与孩子一起寄给学校的支票向孩子的午餐账户中注入资金，支付给“Spring Hill 

Food Service ”。如果您通过支票付款，请在支票备忘录行上标明您孩子的姓名和老

师。学生的老师允许学生进入午餐室给食堂经理交付支票。当学生午餐账户余额过低时，

学校会给孩子贴纸条作为提醒。 

 

忘记午餐钱 

每个孩子每天都需要吃均衡的午餐。如果孩子没有钱购买午餐，或者没有在家里吃午餐，

自助餐厅经理将为学生提供奶酪三明治和牛奶。 

 

免费和降价的午餐 

在费尔法克斯县的所有公立学校都提供食品服务。为了确保学校系统满足所有学龄儿童的

营养需求，郡政策要求给所有需要帮助的儿童免费或降价餐。免费和价格餐的申请在年初

邮寄给所有注册学生，并可应要求在学校办公室提供。 

 

营养丰富的小吃 

营养良好的重要性是 Spring Hill课程的一部分。大多数课程都有白天的小吃时间。请为

您的孩子准备一份健康的零食以及一个小水瓶或果汁盒。小吃建议包括燕麦棒，水果，蔬

菜，百吉饼或椒盐卷饼。强烈建议不要吃糖果和其他甜食。 

 

着装要求 

所有学生都应该在上学日穿着得体。干扰或破坏教育环境的服装是不可接受的。禁止使用

含有粗俗，歧视或淫秽语言的服装，或宣传或描绘武器毒品，酒精，烟草，吸毒用具，暴

力或帮派符号的服装。服装应该合身，整洁干净，符合安全标准，良好品味和体面要求. 

 

学生家长要求了解宗教信仰，残疾或其他正当理由，应与校长联系。不遵守此规范的学生

将被要求承保不合规的衣服，换衣服或回家。反复违规将导致纪律处分。 

 

请在 PE日让您的孩子穿网球鞋。上学时间不允许穿露趾凉鞋和人字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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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活动说明 

 

 

 

新家庭入学说明 

将于 8月 21日星期三下午 6-8迎来新家庭到 Spring Hill，包括参观大楼和家庭提问和

了解我们学校的机会。此活动适用于家长和学生 

 

OPEN HOUSE（公开展示） 

将于 8月 22日星期四上午 9点举行。这是一个机会让学生和家长与老师交谈，与同学见

面，看到学生的桌子，并获取健康表格。 

PTO 会议 

这是一个了解 PTO的更多信息，我们如何服务的机会学校，报名参加志愿者，并听取发言

人的意见。第一次 PTO会议将于 9月 13日星期五 9点举行，主讲人是校长 Aiello。额外

的会议将在每个星期五每月举行一次。 

 

与校长咖啡 

是一种随意的方式，您可以在您的孩子的年级与其他父母见面。今年晚上 9点和下午六点

半，Principal Aiello将主持早晚咖啡。每个年级的日期如下：幼儿园 -  11月 8日，

1年级 -  11月 22日，2年级 -  12月 6日，3年级 -  9月 27日，4年级 -  2月

8日，5年级 -  10月 11日，6年级 -  10月 4日 

 

Spring HILL BLOCK PARTY (社区派对） 

是一个社区范围的野餐，以庆祝学年开始。 9月 7日星期五下午 5：30-7：30，加入你孩

子的同学和他们的家人在大型游乐场旁的停车场野餐和派对。门票在 PTO网站上发售

www.studentinfohub.net/SHES  

 

FALL FESTIVAL（秋季节日庆祝） 

是 Spring Hill的年度万圣节庆祝活动。鼓励学生和老师将他们的万圣节服装带到学校

（有规定服装类型的规则），用于在后场举行的全校游行。 PTO为所有课堂派对提供比

萨饼。家长们请一定要记得带上你的相机！ 

FALL BOOK FAIR(秋季书展) 

由 PTO和 2019年 10月 21日至 25日组织。学校 large pod会被装饰成书和游戏的奇妙世

界这些书籍按阅读水平和主题进行组织。秋季书籍的一部分收益归 PTO. 周三的傍晚，家

长和同学会被邀请享用免费的冰淇淋和参加书展。学校老师会为你享用冰淇淋服务. 

 

感恩节盛宴 

是为二年级班级举办的庆祝活动。孩子们穿着他们在学校制作的服装，在 large pod享用

感恩节盛宴。欢迎家长参加！ 

  

http://www.studentinfohub.net/SHES


 

 

COLONIAL DAY (殖民日) 

是四年级的全天活动。学生和家长穿着殖民地服装，品尝不同的传统殖民游戏，食品和交

易活动 

 

FUN FAIR 

将于 2020年 3月 14日举行，是由 PTO组织的 Spring Hill小学的年度筹款活动。整个学

校都变成了一个狂欢节，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有游戏，充气玩具，艺术和脸部彩绘，抽

奖，食品和饮料等等！ 

 

员工致谢周 

于 5月的第一周举行。庆祝我们的老师和员工。PTO将在周一至周四举办活动;周五每个

班级为各自的教师准备小礼品，早餐和午餐。  

 

非洲市场 

由二年级组织。学生在户外市场创建物品给同学们“卖”。每个学生都有“钱”来购买市

场上的工艺品。  

 

FIELD DAY 

是六月份在阳光下举行的校园日活动。学生们通过长跑，跳跃和折腾等方式参加比赛。有

适合每个人的东西！确保您的孩子同时使用防晒霜和充足的水来饮用。 

 

六年级日 

是六年级的全日庆祝活动。他们享受为期一天的派对，通常在六年级毕业后的几天内，学

生将获得奖励，并被认可为毕业生. 

 

 

SPRING HILL 家长教师组织 

Spring Hill家长教师组织（PTO）将家长和老师聚集在一起，以丰富我们教育学生的经

验。PTO资助了 30多个委员会。我们的组织由许多志愿者组成，我们欢迎新的父母贡献

他们的许多才能，以扩展我们的计划， 

 

 

如： 

 

教师发展和会议 

实地考证之旅 

整个学年的文化艺术大会 

家长大学演讲者 

殖民地日 



学校图书馆 

绿色计划倡议 

课堂用品和特殊项目和更多！ 

 

此外，我们的 PTO筹款活动为我们的学校，教师和学生提供了额外的资源。最近的例子包

括购买诸如笔记本电脑，SMART板，安装的投影仪和用于教室使用的声场等技术。我们还

通过美化项目，Kiss and Ride的顶篷以及室外教室计划的推出，对学校场地进行了多项

改进。 

 

我们也让大家玩得开心有趣！我们赞助活动，以鼓励学校社区建设，如滑冰之夜,书展和

冰淇淋社交家庭之夜，游乐园嘉年华，趣味跑和国际美食之夜。 PTO会议每月在学校举

行，欢迎所有人参加（PTO会议每月在学校举行，欢迎（并鼓励）参加）。 

 

请阅读每周电子学校通讯，Panther Press和 PTO Scoop，以便留下来了解重要日期和事

件。您也可以在 Facebook上关注我们并在 Twitter上关注我们！我们期待欢迎新家庭成

为新的 PTO会员。您可以在 www.studentinfohub.net/SHES/找到更多信息或联系我们如

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致电 Springhillptopresident@gmail.com主席 Denys King。 

 

国际家庭信息提示新抵达国际家庭 

SPRING HILL Spring Hill小学非常国际化，欢迎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您会注意到体操

馆都装饰着旗帜, 分别代表学生出生的国家。这是一个代表学校相当自豪的问题，如果你

的国旗不存在，请告知学校办公室。 

搬迁都不容易，但有几种资源可以帮助您尽可能顺利地过渡到该地区，并鼓励您寻找学校

办公室和学校辅导员帮忙. 除了校办公室和辅导员，我们还有会多国语言的国际学生大使

为你服务.学校办公室提供翻译人员名单及其各自的语言。 

 

这里有一些实用的事情要注意 

县注册在家里说另一种语言的学生，或来自美国以外的学生（即使他们也是以英语为母语

的人）需要在中央注册办公室注册: 

注册学生服务办公室，学生注册，8115 Gatehouse Road，Falls Church，VA 22042 

 

请务必先致电预约-703-876-5219 

 

为了注册，您需要以下内容： 

x自然或养父母健在证明（需要带照片的身份证明）。  

x学生的出生证明。  

x费尔法克斯县的居住证明（即租约，契约，购买合同等） 

x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如果他/她有）。  

x上一所学校的转学单或成绩单。  

x蓝色体检表，由合格的执业医师在过去 12个月内完成。  

x阴性结核菌素皮试的证据。  

http://www.studentinfohub.net/S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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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弗吉尼亚州所需免疫接种的证据。  

x注册表，包括学生作业申请表和学生健康信息表。这些可以从费尔法克斯县网站

（www.fcps.edu/about/attend.htm）打印，或者在安排预约时 rang中央注册办公室邮

寄。 

 

注册过程非常复杂，但请记住，可以获得帮助。 

您需要以上所有文件进行预约 

 

根据您注册的孩子数量以及孩子参加熟练能力测试的时间，您应该计划在注册办公室花费

2-4个小时。您还需要完成许多其他表格。孩子将接受数学和英语测试，以确定适当的成

绩。 

 

因为不允许带食物和饮料, 请让你的孩子来注册前吃饱并休息好. 你可以带一些书在等待

的时候阅读。在整个过程结束时，您将收到一个密封的棕色信封，上面包含所有必要的文

件，并只能让 Spring Hill Elementary School工作人员打开. 请务必在第一天上学之前

注册您的孩子.  

 

体检 

请注意，您很可能需要在注册预约之前安排与当地医生进行健康检查。请注意，您可能需

要几周的时间才能在这个区域预约。 

在医生办公室，您需要获得您之前的疫苗接种记录，并且您的孩子可能会接受一些额外的

疫苗接种，以符合弗吉尼亚州的要求。如果没有所有必需的疫苗接种记录，孩子将不会允

许参加课程.  

 

在学校 

在注册的时候，将测试您孩子的英语水平，以确定他/她是否需要参加英语作为第二语言

（ESOL）课程。这些课程将在正常上学日期间以小组形式进行。 

 

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问题，无论是学术问题还是社交问题，学校辅导员都有提供情感支

持的经验，偶尔也会让教师和家长了解那些感到不知所措，焦虑或者默默忍受的孩子。 

 

老师们也非常乐意与父母合作，以帮助进一步的孩子的教育。家长在学年初期与教师建立

联系是个好主意（电子邮件往往是最适合日程安排的方式）。但请记住，教师要做的工作

很重要，教师可以与任何一个孩子一起度过的时间必然是有限的。 

 

学校学习用品清单 

在每个学年开始时，教师会列出学生需要带到课堂上的用品清单。这些名单可以在学校开

学前几周在 Spring Hill学校网站上找到，位于年级页面

https://springhilles.fcps.edu/resources/school-supply-lists的底部。您可以在开

放日或上学的第一天将物品带到学校。 

 

http://www.fcps.edu/about/attend.htm


PLEGGE OF ALLEGIANCE (早晨效忠宣誓) 
学生面对美国国旗，这是一个普遍的实践，背诵一个简短的肯定，以支持国旗和它所属的

共和国 

 

 

资源 

www.fcps.edu/about/attend.htm 

 

 

 

学校咨询和辅导计划 

Spring Hill小学咨询和指导计划的使命是促进每个孩子的社会，情感和学业发展。学校

辅导计划包括个人和团体咨询，课堂指导课程，家长教育计划以及与家长和教师的协商。 

 

辅导员提供有关各种问题的咨询和指导课程，包括社交技能，应对技巧，解决冲突，友谊

技能，家庭变化和其他发展问题。辅导员还通过测试过程和学术课程的实施，为有学习挑

战的儿童提供支持。 

 

咨询和指导计划与我们的家庭联络和家长志愿者一起，赞助了一系列广泛的计划，包括：

新的家庭入学指导，8月份欢迎新山村的家庭入住，包括建筑和家庭提问的机会，了解我

们的学校。请随时通过 judy.trigiani@fcps.edu联系 Dr. Judy Trigiani，或者通过

dona.sasala@fcps.edu联系 Dona Sasal. 或者通过 raayyashsmit@fcps.edu与我们的家

长联络人 Rema Ayyash-Smith联系.  

 

家长大使 

家长大使负责欢迎新人父母到 Spring Hill小学。家长大使是经验和知识的绝佳来源。 

Spring Hill家长咖啡也在整个学年期间提供给他们提供问题，寻求建议和进一步了解学

校的机会。我们的家长大使协调员是 Michelle Garcia pactumfactum@yahoo.com.  
 
学生大使 
每个教室的学生大使都有助于促进新生的调整。他们为新生的社交提供了一个好友系统的

平台和方式. 

 

国际大使 

国际大使是那些说英语以外语言的父母。他们能够接触到我们多元化的社区。语言口译员

列在目录和 PTO网站上。 

 

家长大学 

家长大学是我们的家长教育系列。它每年会举行四次活动。根据正式和非正式调查的反馈

选择课题。如果您有任何疑问，请联系 Denys 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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