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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 

这个月临近期末，指导和助理们忙着观察和记录孩子们在CKC这一学期的成长与进步。艺术日，给了

孩子们得意展示艺术作品的机会，这些艺术作品来自本学期孩子们学习的不同主题，同时也见证了孩子

们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小肌肉能力的发展。我们看到的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艺术不存在对与错，而是每一孩子都能够以独特的视角来表达自己的想法。除了艺术外，指导们也忙着

给每一个孩子进行期末的评估，看看孩子们本学期的学习成果。我最开心的是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多地使

用英语表达，看着孩子们开始用英语进行对话，他们兴奋和自信的小脸感染了我们每一个人。祝福你们

亲爱的孩子们！ 

Danielle 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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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老师的质量。 

我们感谢大家，您的信心支撑着我们不断创新和提高的愿

望！希望您分享我们对未来发展的愉悦！想知道更多关于开办地

点的消息：www.pebblebeach.com  www.carmelcalifornia.com 

 

 Emily Yang Bauer  

加州儿童会美国新校区 
自2006年10月创办以来，CKC从6个孩子到今天在两个

绿意葱葱的园子里，近200个孩子每天开心玩耍、读书，

CKC给了我们的家庭一个美好的选择。我们从内心无比感恩

我们的同事们每天把自己的生命赋予给每个孩子，耐心的

服务于每个孩子。我们感念多年来家长们坚强的信念和支

持，我们一起为孩子们创造了一个维护自尊，开启心智和

幸福安全的世外桃园。 

我们想告诉大家前面路上的好消息！ 

我们计划在风景优美的加州蒙特利郡(Monterey)开一

个新的CKC。 这里离旧金山机场两个小时，硅谷一个半小

时。蒙特利湾是Brad的故乡，美国艺术家聚集的圣地，单

纯，干净，生活简单。 

是时候了！加州是我们的基因组合。CKC LLC于2006年

在加州注册。我们正在找合适的地点．在现有的加州儿童

会的教育信念上，我们准备教育2-10岁的孩子包括学前教

育(Pre-K 2-4岁)，幼儿园(K, 5岁)，和小学（6-10岁1-5

年级）。我们会注重孩子的语言浸入教育（中英文），艺

术和东西方文化。正在参加许可证的培训和申请。 

我们衷心希望这个新的学校可以给您带来新的希望： 

1.我们计划在美国国家安全局申请签发学生入学接收

(I-20，使馆发F-1)的准许证, 这样孩子可以在美国合法读

书或游学，家长可以合法陪读(否则持旅游签证不能入

学)。 

2.我们的老师和行政人员，如果合适，可以在深圳加

州两地工作。 

3.加州的学校可以作为CKC在美国的窗口，招募美籍老

师；深圳的CKC同样可以为加州的CKC招募培训中文老师。 

http://www.pebblebeach.com/
http://www.carmelcalifornia.com/
http://www.carmelcalifornia.com/


How to Get Out the Door in the Morning 

with Kids——Mr. Stephen 

It can be a real challenge to get to work on time every 

morning when you have young children. The morning routine 

seems to take twice as long as it should when you have kids 

who dawdle, whine or break out into tantrums. A well-

structured morning routine can go a long way in reducing 

morning angst and getting you all where you need to be on 

time. 

1.Make sure everyone gets enough sleep. This is a very im-

portant part of having a peaceful morning. Children aged 1 to 

2 need 12 to 14 hours of sleep each day, including daytime 

naps. From the ages of 3 to 6, children need 10 to 12 hours. 

Ages 7 to 12 need 10 to 11 hours of sleep.  

2.Establish the tasks that need to be completed and the 

order in which they should be completed. Examples of these 

tasks may be: get dressed, brush teeth, wash face, brush 

hair, eat breakfast.  

3.Reward children for getting ready quickly.  

4.Time how long each of the tasks take prior to establishing 

the routine. Task length will depend on the child's age. If 

you notice you are 10 minutes late for work every day, that 

means you have to get up and start the routines at least 10 

minutes earlier.  

5.Use one or two word commands and try to avoid repeating 

yourself. Say to the children, "Brush teeth!" and start the 

timer. Simple means easier for children to understand. Say-

ing it once means they must learn good listening skills, which 

is a skill for life.  

From The Counselors  

如何在早晨与孩子一起出门——Mr. Stephen 

当你有小孩子，每天早上按时出门上班就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挑

战。当孩子磨蹭、抱怨或者乱发脾气的时候，每天早晨例行日

程的时间就变得像有两次那么长。一个安排合理的例行日程会

减少你在早晨的焦虑，也会让你和孩子按计划进行。 

1.确保每一个人都有充足的睡眠时间，这对于有一个安静的早

晨是非常重要的。1-2岁孩子每天需要12-14小时的睡眠时间， 

包括白天的午休。 3-6岁的孩子，需要10-14小时的睡眠时间。                                               

7-12岁的孩子需要10-11小时的睡眠时间。 

2.将需要完成的事情按照顺序建立一个任务列表，例如：穿衣

服、刷牙、洗脸、梳头发，吃早餐。 

3.当孩子很快准备好时对他们进行奖励。 

4.事先将每项任务的用时建立一个日程安排。任务时间的长短

取决于孩子的年龄。如果你发现每天早上你都会迟到10分钟，

那就意味着你需要提前至少10分钟起床来执行你的日程安排。 

5.使用一个或两个字的命令并且尽量避免重复。对孩子说“刷

牙”并开始计时。简单的对于孩子来说更容易理解。说一次意

味他们必须学会很好的聆听技能，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技能。 

From Mr. Stephen —Lions A  

This month theme has been about our home. i.e. rooms, peo-

ple, tools and furniture. What a month we have had learning 

about these topics in fun and exciting ways, Lions A espe-

cially enjoyed getting to know about my family when I talk 

to them and they got the chance to talk about their family 

so I learnt a lot from them about who lives in their home 

what pets they have and many other things. 

But by far the best part of the month has been our art day 

where the kids go to show you the work they have done and 

are very proud of what they did. 

From Mr. Stephen —Lions A  

这个月的主题是我们的家，包括房间、人、工具还有家具。我

们通过一些有趣的方式学习这些话题，当我和孩子们说到家庭

成员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兴奋因为他们有机会去谈论他们的家

庭。所以我也知道谁和他们一起居住、他们有什么宠物等。但

到目前为止，这个月最好的是在艺术日的时候孩子们展示出他

们的作品，为此他们也感到非常的自豪。 



孩子的日常作息——Mr. Mark 

  孩子们需要有一个每天基本的日常作息，这会让他们有一

种安全感。他们会知道每天有什么期待，什么时间去期待。

刚开始从一天到第二天的过渡会比较困难。 

 你可以用以下谈到的事情来为孩子制定一个日常作息，并明

白为什么他能起到作用。以食物来说，制定一个关于正餐和

零食的时间表会帮助你的孩子每天吃的都很满足和均衡，这

样也可以避免他在不同时间要求吃东西；制定一个玩耍的时

间表，明确的时间会帮助你的孩子学会在什么时间去释放自

己的能量，什么时间安静下来去倾听； 如果你的孩子有午休

的习惯，提供一个安静和安全的环境能让孩子在每天固定的

时间进入睡眠。 

From Miss Mary 

Lions: 这个月我们庆祝了端午节，了解了端午节的由来及风俗习惯。阅读了故事《端午节》，记住了端午节故事中的屈原诗人，知

道了端午节时，吃粽子及咸蛋的风俗。课堂上，我们一起品尝了美味的粽子，并计划了端午节假期的活动安排。除此之外，我们还

阅读故事《爱画画的公主》、《借你一把伞》、《吉吉和皮皮》等。进行了手工活动：小猫放风筝、小火车找窗户、汽车等。还有

孩子们受欢迎的儿歌《一只小老鼠》，大家都争先做老猫抓老鼠，很是热闹！数学方面：练习了数字的点数，比较高矮及多少等。 

Routine for kids ——Mr. Mark 

    Children should have a routine on a daily basis to experi-

ence a sense of safety and security in their life. They will 

know what to expect each day and when to expect it. Activi-

ties that were once difficult will begin to become an easy 

transition from one day to the next.  

    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can do set routines for your 

child and why they help. In regards to food, setting a sched-

ule for meals and snacks will help keep your child satisfied 

through the day and avoid him asking at various hours for 

food. When setting a playtime, designating specific times of 

the day for play helps your child learn when it's okay to let 

his energy out and when it's time to be calm and listen. If 

your child has a nap time, provide a quiet and safe environ-

ment and make sure the child goes to sleep the same time 

every day.  

From The Counselors  

From Mr. Mark —Lions B  

This month we’ve covered tools, family, rooms of the 

home, and furniture. These can sometimes be difficult 

for the lions but they’ve made good progress. The chil-

dren liked the tool theme the most. We also had our 

art day, where parents were given a chance to view 

some of the lion’s art. During music this month we cov-

ered many different songs about places and home. We 

also reviewed a few older songs from past months. Two 

of the favorite songs were a Bicycle Built for Two and 

the Toy Song. Next month we will start a new summer 

theme in music.  

From Mr. Mark —Lions B  

在这个月我们学习了工具、家庭、房间还有家具。其中有些

对于小狮子的孩子们来说比较难，但是他们都表现的很棒。

孩子们最喜欢的是工具的主题。我们也做了很多的艺术手

工，家长们在艺术日也看到一些孩子们的作品。 

在这个月的音乐课我们学习了很多不同的关于地方和家的歌

曲，我们也回顾了过去几个月学的歌曲。“a Bicycle Built 

for Two”和“the Toy Song”是孩子们最喜欢的两首歌。下

个月的音乐课我们将学习有关夏天的歌曲。 



 

一提到“家”这个词。我首先想到形容它的词是温馨。家是每个孩子

成长的摇篮，是每个孩子栖息的港湾。我就有一个温馨，幸福，和睦的

家。我爱我家！ 

我们非常喜欢为自己的家布置，我们都把各自的喜好都容入家里，在

还没有孩子的时候我们总是为家里添置装饰品，例如花瓶陶瓷类的，非常

赏心悦目！在Harry出生后，他为家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而我们也

还很高兴的迎来了弟弟的诞生，为了他们的安全也为了我们瓷器的安全，

它们都下岗了。我们开始为家里添置孩子的用品，从婴儿床到独立餐椅，

从奶瓶到独立餐具，现在还有他们的游戏垫，图书角，玩具箱。他们渐渐

成为家庭中最重要的成员了。 

现在Harry已经把自己当成家里的小小男主人了，喜欢自己做决定，

所以我们陪同他为自己选了自己的衣柜，他看到了新衣柜非常兴奋的说

“HEAY，我可以和弟弟一起分享。”这一刻我觉得他真的长大了，是值

得纪念的一刻！我们心中充满了感谢，感谢孩子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活，

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快乐，我们也很高兴能一直陪伴他们的成长。 在

这小天地里，每天都洋溢着数不尽的欢声笑语，发生在我们家的每一件小

事，都可以毫无疑问的自成开心小段！ 

这个月Harry满3岁了，这是他的一个新的里程碑。在CKC也有一年的

时间了，他一直都过的很开心，CKC也就像他的另一个家，有着爱他的老

师也有着他喜欢的伙伴，他很幸运的能在爱的环境下成长。 

CKC毕业典礼 

父母心声—Harry妈妈 李虹颖 

加州儿童会四季山水校区的Eagles马上就要毕业了，对于我们的Lions，他们也完成了在CKC的一小步。 

毕业，毕业是什么，有什么意义？在美国，学生从高中和大学毕业。为了毕业，每一个学生都必须完成学校设置的各种具有不

同价值和必要的课程。毕业典礼是展示学生们努力学习和成功迈入下一阶段的机会。它标示着每一个学生都准备好进行下一人生的

教育阶段或人生的旅程。毕业是毕业生和家人朋友庆祝取得成就的时刻。毕业也意味着一个旅程的结束和另一个旅程的开始，因此

很多学校也将毕业沿用到幼儿园、小学和中学。 

在CKC，我们的孩子都在旅途中，在这里不仅仅是学习英语，更重要的是通过不同的学习经历来了解自己，实现自我表达和自

我创造。不论是从亲子班开始还是在其他年龄段加入CKC，孩子们的旅程都是重要的。因此，当Eagles完成了在CKC的学习，我们

希望能够庆祝孩子们的成就，回顾孩子们的学习历程，欢送他们走上新的旅程。  
当考虑CKC的毕业典礼的时候，我们觉得应以孩子为典礼的核心。典礼将庆祝和展示孩子们在学习和社交方面的成就。孩子们

积极参与毕业典礼的节目，他们合作创作出一首诗歌，练习歌曲，写下他们这一年来的记忆。所有的这一切将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呈

现给家长和学生们。在分享这些记忆的同时，Eagles的孩子们希望能够鼓励CKC的同伴们继续新学期的课程，他们想要给Rainbows

的同学们呈现即将到来的Eagles的精彩生活。 尽管Eagles和Rainbows是直接参与毕业典礼，Preppies, Lions和Stars也将会以其他

的方式参与。他们将以高年级的学生作为榜样，努力跟随。他们期待成为Eagles的那一天。 

今年的这个时刻对于我来说可能会有点悲伤，因为Eagles的孩子们即将毕业，我看不到孩子们的晨圈，坐在桌子旁边进行儿童

书写，小食时间的谈论，小组阅读时候的分享，骑着车在后面追我。但是，值得开心的是孩子们将进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我期待

看到Eagles在未来的成长。这就是CKC的毕业典礼。  
         

 

                                                                                                                                                                              Becky Kle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