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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快乐！ 相信大家都度过一个愉快而有趣的假期。我们很高
兴见到大家返校。这将是充满学习与活动的新学期，。
恭喜发财！ 这个月有农历新年，我们知道学生们很兴奋。农历
新年是一年中的主要节日。这个假期被称为春节，他不是宗教活
动。节日的日期是基于农历所以年年不同。一般是一月或二月的
第一个新月。今年的农历新年从 1 月 25 日开始。传统上，它将庆
祝 15 天，直到下一个满月。庆祝活动为期 3 天。农历是由十二年
的周期组成，每年对应不同生肖。今年是鼠年。探亲，聚餐，团
圆是农历新年的中心。
红色是这个假期代表颜色，列治文处处喜气洋洋。儿童经常收到
礼物和红包。
今年，我们将于 1 月 24 日星期五@ 1：15 在体育馆举办舞狮表
演。欢迎家长参加！
圣诞支持小额捐款
很高兴地报告，我们的学生和老师今年为 Canucks Place 筹集了
$ 860.00 的捐款。大家做得太好了！
家长信息之夜
已在列治文注册的学生可以申请学区内转校。申请表将于 1 月 27
日星期一在 SD38 区网站，学校办公室或学区办公室在线提供。填
妥后，必须亲自将转校表格交给要求的学校。有关此过程的更多
信息，请访问学区网站 http://www.sd38.bc.ca/ 。
对于 2020/21 年，第一轮转校申请期限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至 28
日。转校决定将在 2020 年 3 月 13 日星期五之前提供给家长。
第二轮递延转校申请期限为 2020 年 3 月 2 日至 5 月 15 日。决定
通知将于 202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传达给父母。
共用和休憩空间
如您所知，在我们学校的新增设施中，有新的共用空间和分组讨
论室。这些是学习的空间，放学后不得以任何理由使用。老师们
会使用这些空间开会，规划和工作，因此，请您不要将这些空间
用作在学校上课前或下班后结识朋友或玩耍的地方。
停车场安全
为了确保您在地震防护设施升级期间的安全，请确保您使用的是
沿着西栅栏的人行道，或使用橙色圆锥体引导的人行道，尽量不
要在停车场离汽车太近接送儿童。这只是一条临时路径，校前拆
除工作完成后，应该会恢复正常的步行路径以备使用。
家长也应在指定地点下车接学生，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开车进入
校园。柏油路上的区域禁止公众进入。仅限工程车或建筑工人车
辆。感谢您考虑所有学生的安全！
GR7 向中学过渡
我们的 7 年级学生将很快开始过渡到中学。已有一封信寄回是关
于在 1 月 16 日，星期四晚上麦克尼尔中学举行 7 年级家长信息，
麦克尼尔中学的专员访问了我们学校。在此期间，来自麦克尼尔
学区的所有学生都完成了他们的课程计划表。1 月 22 日（星期
三）下午 6:30，将在 MacNeill 中学为 7 年级学生的家长举行晚
会。
8 年级奖励性户外学院计划
MacNeill 中学为该地区的 8-10 年级学生主持了该地区的奖励计
划。该课程侧重于户外体验，并设有相关的学术课程。奖励计划
将于 1 月 22 日（星期三）下午 7:30 在体育馆举行一场信息发布
会。
学前准备学习
库克学校（Cook School）欢迎 2 月 12 日星期三下午 1 点至 2 点
30 分在体育馆内参加我们社区的所有 3 岁和 4 岁儿童参加特殊活
动。加入我们一些有趣的活动站。如果您打算与您的孩子一起参
加此活动，请尽快通过 604-668-6454 与我们的学校联系。如果您
有小孩的朋友或邻居，请与他们分享此信息，并敦促他们参加这
次宝贵的聚会。
读者评论又回来了！
读者的评论已从 Cook 学校开始！由 Storey 太太组织和举办的这
项年度活动是一项阅读计划，旨在从图画书和小说类型中选出
2019-2020 年最佳书籍。Storey 女士在每个类别中选择了 8 本新

书，并购买了多本书的复本。感谢 PAC 为购买书籍提供资金。中
级学生从图书馆借出书籍，至少阅读 3 本书，并完成每本的书
评。最后，他们将投票选出他们的最爱。此外，只要您已阅读至
少三本小说并且完成了至少三本书的评论，就会抽出 8 个名字作
为入场奖。图书馆提供书评工作表。小学生将有课堂老师给他们
读书的书，他们也会投票选出自己喜欢的书。对于学生来说，这
是一个让人期待的事件，使大量的阅读持续！谢谢 Storey 女士组
织这次活动。三月份的共享大会将举行读者选择书奖颁奖典礼！
篮球赛季开始
我们的 6 年级和 7 年级学生已被邀请加入 Cook 的篮球队。有 6/7
年级的女队和 6＆7 年级的男队。这些团队将在早晨，午餐时间以
及放学后进行练习。放学后与其他学校之间安排比赛。如果您的
孩子在篮球队里，会在纸条上写明练习时间和比赛日期。
非常感谢 Naka 女士指导女孩 Gr。6/7 小组由 Tennant 女士和
Hawke 先生指导男孩 Gr。7 队，和 Storey 太太指导男孩 Gr。6
队。我们感谢您自愿抽出时间来支持我们的学生！
库克学校的早期学习计划
我们的早期学习中心（临时第 4 教室）为婴儿，学步儿童和学龄
前儿童提供了许多课程。详细信息如下：
l
库克早期学习中心–由列治文学区运营；周一至周四下午
1:30 – 3:30 pm；此程序无需任何费用；无需注册；出生到 5
岁。
l
在一起的时间–由列治文儿童保育资源和转介中心运营；周
一和周三上午 9:15 – 11:15 am；该活动无需任何费用，但需
要注册（604-279-7020）；出生到 5 岁。
l
2 岁计画–由市中心社区中心运营；周二和周四；该计划的
费用；通过市中心社区中心注册；2 岁以上；有关更多信
息，请访问其网站：
https://www.richmond.ca/parksrec/centres/thompsoncentre/p
reschool/Time_for_Twos.htm
l
CAP-C 计划–由 Touchstone 家庭协会运营；星期四上午 9:30
– 11:15；此程序无需任何费用；需要注册（604-207-5036）;
出生到 6 岁。
寒冷的天气
穿带帽大衣。您的外套应略微宽松一些，以便您可以舒适地将衣
服放在下面。使用拉链而不是钮扣。刮风时，拉链的密封性更
强。夹克比外套短，往往只会使您的上半身保持温暖。外套越
长，对恶劣天气的保护作用就越大。
用厚帽子遮住你的头和耳朵。如果您的外套带有兜帽，建议选择
由羊毛，针织面料或涤棉混纺制成的帽子。选择一个可以遮住耳
朵的帽子，因为即使您的头顶被遮盖，耳朵暴露也可以使您的整
个头部感到寒冷。您的耳朵自然不会受到太大的保护，因此保持
耳朵温暖很重要。
戴着厚厚的带衬垫防水手套，保护您的手。在寒冷的天气中，必
须使用厚实的手套。手套的袖口应延伸超过外套的袖口，以确保
手腕不会暴露在外。
用围巾或遮住脸的帽子。遮住脸可使风和冷空气远离身体最敏感
的部分。拿一条围巾在脖子上打圈。找顶帽子覆盖您的整个头
部，并为您的嘴唇和眼睛开了小孔。
穿粗袜子和靴子，以保持双脚温暖。为了保护双脚，请选择一双
厚实的冬靴。买到高于脚踝的靴子，再买一双比常规鞋大一半的
靴子，为一双厚实的羊毛袜留出空间。
穿羊毛或厚羊毛制成的裤子。除非您要在外面很多时间，否则羊
毛和羊毛裤子在寒冷的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工作。织物越厚越好。
厚牛仔布在寒冷的天气中效果很好，但是如果下雪或下雨，那不
是一个好选择。
穿一条长内裤或雪裤，保持腿部温暖。在极冷的温度下，在裤子
上穿雪裤以保持腿部温暖。如果您要去工作或想要增加保护层，
请在裤子下面穿长内衣裤，为腿部增加一些保护。对于大多数人
来说，靴子，外套，手套和帽子足以保暖。如果天气不太冷，则
无需穿任何额外的衣服来保护双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