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月 4， 2022 

 

快乐星期五西西尔万中学家庭， 

 

我们希望三月对我们所有的家庭来说都开始得好！我们正在与目前的6年级和7年级学生一起为预测期做准备

，3月中旬将联系5年级的新生进行预测。更多细节将在下周通过他们的块课程与我们的学者分享，以解释这

个过程。此外，还扩展了学生成功调查的家长调查的窗口。 它是匿名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有35个回复，

所以我们很想听到更多的反馈！如果您还没有机会回复，请在下面提供信息。 

 

网站： surveys.panoramaed.com/portlandor/ppsfamily 

下拉菜单：选择西西尔万 M.S. （您可以为您的学者就读的PPS的各个学校多次完成此调查）。 

 

可用语言： 可用语言： 英语，西班牙语，俄语，索马里语，越南语和中文 

 

完成后： 家庭成员将点击蓝色的"提交"按钮进入他们的调查。如果不点击此按钮，则不会保存响应。 

 

感谢您继续与您的学者进行日常健康检查！本学周没有新的校园COVID-19确诊病例。当您有健康问题时，请

将学者留在家中，并直接通知我们的出勤办公室有关缺勤的情况，无论是否与COVID-19有关或其他原因。可

以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教育工作者，了解如何在缺席时远程访问错过的作业。 3月1日是学者们可以选择在户外

（午餐，休息，户外上课时间）是否戴口罩的第一天。请与您的学者讨论这个问题，以便这是一个家庭决定

。 

 

标签更新 

对于去年（2020-21）获得TAG（才华和天赋）提名的学生，最终决定将在未来几周内做出！请留意我们PPS 

TAG部门的一封信，该部门发送了有关TAG识别的所有官方通信。 

 

对于今年（2021-22）获得TAG提名的学生，我们目前正在完成数学和阅读测试，并将在本学年晚些时候开始

智力测试。我们希望能够在本学年结束时完成此测试，以便在本学年进行识别。 

 

关于延迟的说明：由于与Covid相关的代课和人员短缺，在地区一级协调TAG办公室的TAG TOSA（特殊任务

教师）一直不得不代课，这意味着我们在TAG提名和识别方面落后于理想的时间表。感谢您的耐心等待，如

果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与我们联系。 

 

西西尔万TAG协调员：劳雷尔·理查兹 - lrichards@pps.net 

西西尔万TAG管理员：本·凯勒 - bkeller@pps.net 

西西尔万 TAG网站 

https://surveys.panoramaed.com/portlandor/ppsfamily
https://www.pps.net/domain/2637


 

 

访问学院应用程序现已开放 

 

ACCESS Academy是一所PPS小学和中学，为高天赋学生的需求提供服务，从现在开始接受申请，直到4月

15日。在抽签和申请的基础上，ACCESS录取了在国家规范考试中表现在第99百分位的高能力学生。  

 

如果您有兴趣申请ACCESS， 请单击此处了解如何申请，并 单击此处访问学校造币厂申请。ACCESS 还举

办 信息会议，包括 3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点至 10 点之间的信息会议。  

 

对于8年级家庭： 

● 两年来，林肯高中首次在春假前接待我们的8年级学生进行上午访问！ 我们的WSMS学者需要在当天

早上9：15.m到达我们的校园，请。 前往林肯的巴士将于上午9：30从WSMS出发.m。 林肯将计划举

办活动，持续到下午12：15。 学者将在12：30之前返回WSMS，将在WSMS的校园内吃午餐，然后

参加下午的课程。 许可单将于下周通过街区课程寄回家，必须签名并返回才能继续旅行。  

● 促销活动 将于6月9日在林肯高中6.m，以便您可以提前开始计划。 每位学者将为家庭成员提供两张宾

客票。随着我们越来越接近日期，将分享更多信息。 

● WSMS基金会橡树园8年级学生活动：这将是6月10日星期五在奥克斯公园由WSMS基金会主办的8年

级学生的可选晚间活动。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对于那些想要参加的人，将发送更多信息。   

● 年鉴 销售已经结束。 没有其他年鉴可供购买。 

 

对于即将升入6年级的学生： （2022-23学年7年级的学生） 

请仔细阅读 这封信 ，了解我们将在2022-2023学年上7年级的学者的数学安置。这封信概述了申请压缩数学

的过程。在提交调查回复之前，请考虑此信息，该回复也包含在信函中。可以在这里查看其他语言的字母：

中文越南语西班牙语俄语。 

 

即将到来的8年级学生的家庭！ （2022-23学年8年级学生） 

从2022-23学年开始，我们将与8年级班级一起开始出国旅行计划！ 对于2023年，我们将带领学生进行为期8

天的巴拿马旋风之旅。 可用的位置有限，因此，请确保您通过此链接回复并参加我们3月9日星期三下午6：

30的第一次虚拟信息会议！ 您的所有问题都将得到解答！ 

 

  

https://www.pps.net/access
https://www.pps.net/Page/9207
https://www.pps.net/Page/12048
https://www.pps.net/Page/13346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Lkt70vqv0OSS92k6oGc1Saz-ZJfK2sqhuDzC2TQuGIg/edit?usp=sharing
https://bit.ly/35mNsOY


 

家庭扩展学习资源： 

○ 波特兰 艺术营，课程，非学校研讨会的氛围 

○ 波特兰东风夏令营的氛围 

○ 俄勒冈州立大学二月内发现科学家研讨会（英语）（西班牙语） 

○ 俄勒冈州立 大学暑期阅读计划 

○ 穆鲁玛幼儿教育计划：（英语）（西班牙语）（越南语） 

○ 波特兰公园和娱乐幼儿园 2022-2023注册 

○ 俄勒冈州立大学STEM学院 AWSEM俱乐部 （包括西班牙语传单） 

 

招生和人员配备更新： 

虽然我们的学区和学校的入学率在过去三个学年中有所下降，但我们将继续与22-23岁的同一签约教育工作者

团队合作。 2022-2023学年教育工作者的任何变化都将在开学前与家庭分享。在WSMS，在大流行的过去两

年中，全州范围内的入学率下降趋势，我们的入学率从2020-21年度的802名学者下降到2022-23年的713名学

者。我们希望更多的家庭能够继续回到我们的公立学校，因为他们对面对面的学习感到更舒服。   

 

对掩码协议的更改于3月1日开始，并于3月14日做出新决定： 

有关屏蔽的最新更新在这里供您查看，如果您错过了今天来自PPS Communications的电子邮件。 从3月14日

星期一开始，口罩将成为  校园室内的可选功能。 上周，PPS家庭通讯中分享了与户外活动相关的其他要点

。如果您错过了消息，请在此处查看完整消息。以下是关键点： 

 

● 校园内的户外遮蔽将成为可选。 

● 学校舞蹈和其他面对面的学校活动可能会恢复。 

● 建筑的公民使用许可证 - 允许社区团体和个人在非上学时间使用学校建筑 - 可能会被批准用于室内（

CUB办公室将于2月15日开始接受许可证进行审查）。 

● 过夜实地考察可能会恢复。 

● 3月14日：室内遮罩成为可选 

 

2019冠状病毒病更新： 

本周没有报告COVID-19阳性病例。  

 

感谢信？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VIBE.jpeg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VIBE-east_winds_2022.jpeg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FebDSW2022Flyer.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FebDSW2022FlyerSpanish.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OSU-reading-summer-2022.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MECP-2021-22-PEER-Flyer-English.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MECP-2021-22-PEER-Flyer-Spanish.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MECP-2021-22-PEER-Flyer-Vietnamese.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PPR-Preschool-22-23-price-sheet.pdf
https://www.pps.net/cms/lib/OR01913224/Centricity/Domain/254/AWSEM_Flyer_Combined_General.pdf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Xo1sGWWBAFFDOqgBEB9QDlhxt8R43Wjk/view?usp=sharing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3aBVxIetQ38YfjAiIGkBfWhyu0upmQDy/view?usp=sharing


 

感谢向 WSMS 团队成员提交笔记的家庭！这些笔记确实照亮了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日子！如果您有一个善意的

笔记要分享，我们希望您在这里提供反馈，以庆祝WSMS成年人支持您的学者和家人的方式！一点点的欣赏

有很长的路要走，可以真正提升某人的一天！  

 

年鉴： 

销售现已结束。 将不再有可供购买或订购的年鉴。 

 

  

https://forms.gle/3TsJKYDfcfbLhiKu7


 

WSMS 基金会：  

请支持我们的 WSMS 基金会！每一项捐款都有助于我们的学校，让我们为您的学者提供资金教育机会和活动

！请考虑向WSMS基金会捐款，以帮助支持我们的学者在即将到来的学年中增加重要的教学内容。每一笔捐

款都有帮助！  

您可以在此处捐赠并了解有关我们的WSMS基金会及其为我们的学者所做的出色工作的更多信息。还可以在

Instagram @west.sylvan.foundation上关注他们，并查看我们的西西尔万学生在他们的学校，体育，表演

，活动...... 

如果您有学者活动，与学者及其成就相关的公告，或者您想做广告，请告诉我们。 发送电子邮件至 lisette 

Crepeaux at thecrepeauxs@gmail.com。  

 

学者每日借用笔记本电脑： 

当学者们在家中忘记他们的chromebook时，我们不再有每天借用的chromebook供应。请帮助提醒我们的学

者每天携带他们*充满电*的PPS发行的chromebook上下学。我们最近向所有学者分发了BumpArmor案例，我

们恳请您鼓励您的学者使用该案例来保护和延长其设备的使用寿命。  

 

手机帮助： 

我们在WSMS上关于上学期间手机的口号是， "除非我们说，否则我们看不见，远离视线。 您可以采取任何

额外的监控措施来关注学者的社交媒体活动，也非常感谢！有时，学者可能出于家庭原因甚至在教学环境中

需要访问他们的设备，如果出现这种需要，我们鼓励与成年人交谈。此外，一些家庭担心他们的学者整天使

用手机是出于非教学原因。我们将在整个上学期间继续提醒学者们这种期望。如果学者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不

当内容，请举报该帐户以供审核。   

 

一些家庭询问了一些应用程序，这些应用程序可以全天限制学者手机上的各种功能，这样他们就不会在社交

媒体上，也不会试图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他人互动。以下是我们给家庭的一些提示： 纽约时报文章： 管理孩

子手机的最佳应用程序; 支持苹果; 支持谷歌; 家庭时间文章和提示; 威瑞森支持。  

 

餐饮服务和午餐： 

所有学者全年继续免费享用早餐和午餐。在午餐时间，想要留在室内的学者可以选择在室内用餐和空闲时间

。吃完饭后，学者们可能会去几个替代地点进行扩展，例如图书馆，下层健身房，午餐俱乐部的教室以及我

们的户外露台空间和田野区域。无论温度如何，许多学者仍然感到最舒服，无论是在户外吃饭，还是在整个

课间休息期间留在户外进行户外游戏。请鼓励您的学者穿着适合天气的衣服，如果他们选择在较冷的温度下

在户外玩耍。我们了解到，对于这种非结构化的午餐时间，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我们允许学者

们选择室内或室外，假设它没有倾盆大雨。 

 

  

https://www.westsylvanfoundation.com/
https://www.nytimes.com/wirecutter/reviews/best-apps-to-manage-your-kids-phone/
https://www.nytimes.com/wirecutter/reviews/best-apps-to-manage-your-kids-phone/
https://support.apple.com/guide/iphone/set-up-parental-controls-iph00ba7d632/ios
https://support.google.com/families/answer/7103340?hl=en
https://familytime.io/
https://www.verizon.com/support/verizon-smart-family-restrictions-video/


 

请提醒您的学生每天照顾好他们的午餐垃圾。 

我们的保管员在整个自助餐厅放置了四个垃圾桶，并在外面放置了垃圾箱。留在桌子上和地上的垃圾和容器

，无论是里还是外，都变得更好了一点，但是，这仍然是每天的问题。感谢您在此事上的帮助！ 

 

挑选学者： 

根据俄勒冈州法律， 获得批准的成年人必须签署任何在 上学日结束前离开校园的学者。由于每天提前接机，

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下午3：45被解雇之前一直经历着繁重的家庭交通。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要求您 避免在

下午3：00至下午3：45之间接您的学者 ，因为您不会找到停车位，而且我们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下午受到限

制。任何围绕该时间框架的计划都是值得赞赏的。  

 

学者辅导支持： 

6年级： 辅导员：Kandice Abney： kaabney@pps.net &   

管理员：本·凯勒， bkeller@pps.net 

7年级： 辅导员：Rebecca Cohen： rcohen@pps.net &  

管理员：晚报克劳尔， ekrauel@pps.net 

8年级：  辅导员，Ricky Almeida： ralmeida@pps.net & 

 管理员：吉尔·亨特， jihunt@pps.net 

 

一般问题：  

Jerda Solonche，校长的行政助理： jsolonche@pps.net （教师，学校业务） 

Kirsten Crombie，行政助理： kcrombie@pps.net （学者/家长关注点，出勤率，入学率，学者笔记本电脑帮

助，提款） 

 

立即标记您的日历以备考： 

三月： 全国发育障碍宣传月和妇女历史月 

明年预测：3月，学者将有机会选择22-23学年的选修课  

春假： 3月21日至25日 

第三季度末/计划日： 4月8日星期五 - 没有学者学校 

8年级学生全景图片：4月12日（户外，选择参加的人不戴面具） 

6年级户外学校：5月16日至17日校外 日 营 

7年级WSMS基金会赞助舞蹈： 6月3日WSMS体育馆（5-8羽.m） 

8年级升学： 6月9日6.m林肯HS 

8年级WSMS基金会赞助的橡树公园舞蹈活动： 6月10日（晚上） 

 

mailto:kaabney@pps.net
mailto:bkeller@pps.net
mailto:rcohen@pps.net
mailto:ekrauel@pps.net
mailto:ralmeida@pps.net
mailto:jihunt@pps.net
mailto:jsolonche@pps.net
mailto:kcrombie@pps.net


 

享受周末！去狼群！ 

 

吉尔、晚会和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