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月学员生日: 

6y: 

Victoria;Daisy;Cici; 
Vito;David;Sharon; 

5y:Joanna;Nicholas; 
Qiannuo;Yolanda; 
Patrick; Kiki; Jiamei; 

4y: Sissi;Thomas; 

3y: Haoyang; Sam;  

亲爱的家长： 

       2014已经到来，我们也在为新年做准备，此时应该是回顾过去一年的 佳时机。CKC的孩子成长得

更加独立自主了。孩子们尝试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如自己穿衣服，收拾东西等，需要帮助的时候也

能够请求帮助。这种独立恰好展示了孩子们在界限里面享受着自由。 孩子们开始用创新的方式来自我表

达，使用不同的材料，依照步骤和指引来制作属于自己的艺术项目。除了指导，助理和本班同学外，孩

子们也与CKC不同的员工，学员互动，讨论，阅读故事绘本。我们欣慰地看到当孩子慢慢褪去羞涩，开始

社交的自如和喜悦。 后，我听到了孩子们越来越多地使用英语来表达，当然，有时候也会夹杂着一些

中文，但是孩子们已经能更加得心应手地唱英文歌曲，使用英语单词和句子，复述每天的事情。     

    祝福大家过一个开心幸福年，享受家庭时光，继续鼓励孩子在CKC养成的良好习惯。 

    期待新学期再见！新年快乐！  

                                                                                                                                          Nani Wall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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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 

重视早期教育的原则 
    亲爱的家长，孩子们，感谢您一年的信任和支持，在

新旧交替之际，我们为您一家的健康，喜乐而祈福！ 

    我们家三个孩子在美国学校读书，都很喜爱也是全A学

生。这里的老师和其他同学家长经常不小心会说：“您是

亚裔，当然孩子学习成绩好”。这也不怪他们。我们郡只

有5%的亚裔，而青少年乐团的弦乐部80%亚裔，其他的种

族敲锣打鼓。优秀的大学为了保持人种或背景的多元化，

会要求亚裔的分数高于其他族类10%到20%才录取．美国任

何的学校都是亚裔学生的分数 高。职业收入也是亚裔

高。这和我们亚洲人重视教育有深切的关系。  

    我国传统家庭教育重视对儿童施行早期的正规教育，

这和美国五岁前在家里散玩儿不同。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

提出了“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精辟见解。先哲们

认为人的幼年时期如流水，易塑造并注意力集中， 记忆力

强，学习过的知识不易遗忘，因此应及早教育。 

    在培养子女的行为习惯方面， 提倡以预防坏习惯的产

生教育应走在前面。人在幼小的时候，还不能辨别是非，

家庭和学校给孩子的教育包括是非观和习惯的养成．教育

应及早及时，同时也提出了环境对一个人的成长有着很重

要的作用。 

    美国人对橄榄球象亚洲人对学业一样热情，到了高

三，高四在高考上全力以赴为时已晚。经过16年的学业教

育（2岁到18岁）的亚洲孩子更能轻松应对前面的学业。 

    您今天的努力会开花结果，不论孩子的身心，学业，

在这个竞争力更大的时刻，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理解，关注

和支持都是重心！祝愿我们的孩子新的一年进步！ 

                                                            Emily Y Bauer  



From Miss Hilary— Stars  
    Stars这个月忙于学习有关不同种类的车辆、它们发出的

声音和它们能做什么!我们更深入地注意哪些物体沉和浮及如何

制作能浮的船。一旦Stars制作完成了他们的纸盘碗小船，他

们就有机会观察小船是否可以浮并承受风和浪!在我们的飞机单

元期间，Stars通过折叠纸飞机着重改进他们的小肌肉和听力

技能。飞机制作完成后，我们在户外使用呼啦圈学习一些飞行

课程!这个月Stars做得很棒! 

 From Mr. Ryan— Rainbows A  

    本学期Rainbows A班通过Houghton Mifflin和“书写不流

泪”的学习，真的成长不少。我明显的看到每个孩子在书写练

习的进步，他们画直线和书写字母的大小都比较均匀。美术方

面，孩子们除了能在特定区域内画画和涂颜料，我更多地看到

不同绘画风格的呈现，领略了孩子们的想象力。在音乐能力

上，孩子们更加自如地放声歌唱，即使在学习新歌曲时都表现

的很积极。基本的社交技巧或行为的练习也贯通到全天日常教

育中。我希望孩子们在假期结束后能继续用积极的态度学习。

后，祝愿你们有个安全，愉快的假期！新年好！  

From Mr. Dylan— Lions  
    让我惊讶的是，在圣诞假期后，我们的孩子很快又回归到日

常生活了。我想这表明孩子们长大了。 

    孩子们越来越多地使用简单的日常生活用语。和以前相比，

我们的孩子平均在一周内似乎能够摄取更多的知识。这个月，我

们的孩子在如何安全、平静地处理火灾和地震演习上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孩子有序地参与演习，知道火灾或者地震的时候，

我们应该如何逃生。音乐会上，我们使用不同的音乐器材，让孩

子们跟着歌曲进行敲击，孩子们使用打击乐器时显得训练有素

了，在主题课上，孩子更加自主地参与互动了。本月测试期间，

我们更好更清晰地了解每个孩子的情况。我们也很开心能够跟各

位家长一起分享本学期孩子的成长。 

    祝福新年快乐！ 

From The Counselors  

From Mr. Sam—Rainbows B 
    本月，同学彼此赠送了各自亲手做的礼物来增进了友谊，

并讨论一个“好朋友”应该具备哪些特征。接着，我们学习并

体验了各种形式的交通工具。通过阅读书本“Busy Boats”，了

解了所有不同类型的船只；随“火箭”发射到了外太空。我们

制作了自己的太空图，加上了火箭，星球和星星。跟着书本

“Hedgie Blasts Off”当中的Hedgie到太空遨游，领略了一个

不同的世界。我们将硬卡纸卷起来做成了我们自己的火箭，并

用泡沫涂料创作出很酷的星球来装饰我们的教室！ 后，我们

为马年做了一些手工装饰物，并画了很多烟花爆竹来热烈庆祝

新年。这个月，我们解析了更多的CVC单词，更换开头的字

母，来创建新的单词。我们也听了一些故事并练习了一些歌

曲，包括“This is the way we help at home”和“Head 
Shoulder Knees and Toes”，我们继续强化训练sight 单词，

并用来描述不同事物和身边的事情。2014年有如此一个精彩的

开始，我相信Rainbows B 班将会在这一年当中继续成长。新年

快乐！ 



From Miss Becky— Eagles A 
   祝Eagles的小朋友和家人们新年快乐！本月我们做了好

些有趣的关于运输工具的活动：“发射”气球火箭，放飞我

们自制的纸飞机，我们还用小零食制作小飞机。在

Houghton Mifflin的课程上，我们读了有趣的故事，Duck 
and Goose，The Best of Friends ，Simon and Molly Plus 
Hester，通过这些故事帮助孩子们学习什么是友谊和如何

友善地接人待物。我们学习了4组nk组合词(-ank, -ink, -
onk, -unk) ，还有以e结尾的组合(ee, ea)。在书写方面，孩

子们以Duck and Goose书上内容为根据，写出的句子来。

在其他的故事里，孩子则任意选择写出相关内容的句子。

Eagles的孩子们在造句的细节上有很大进步，能够正确的拼

写出来，并且能运用我们的词汇墙。在新年庙会上，孩子们

享受了好玩的，好吃的精彩活动。 

  

From Miss Jody — Rainbows C 
       Rainbows C的孩子们在友谊这一主题上的表现尤其出色。所

有的学生对他们的朋友都表现得很友善而且不遗余力地帮助他

们，所以我和Rebecca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支持和褒奖。在学习有

关船的知识的时候，彩虹班的孩子们发现船的飘浮和下沉是很有

意思的现象。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参与到制作可以飘浮的小船的

活动中来。在Houghton Mifflin 这本书中，我们重点学习了事件

的先后顺序的知识点。所有的孩子都能区分开一本书或一个故事

的开始、过程和结尾。当然，他们也明白这一条阅读技巧的重要

性，否则我们就不能读懂故事。在简易书写中，我们学习并复习

了不同形状的形成。大家练习许久却还很难画好的形状是菱形。

令人欣慰的是，由于大家的不懈努力，现在全班的学生都可以自

己按照既有的步骤画好一个菱形了。  

From The Counselors  

From Miss Hilary— Preppies  
    亲子班学习了不同的交通工具以及这些交通工具所发出的声音。他们非常兴奋地学习歌曲“公共车上的轮子”，用姿体语言和

声音模仿雨刷和喇叭信号声还有婴儿的哭声。也学习了一首“红色小手车”的歌曲。歌曲里孩子们学习一个一个地列队。站在后面

的孩子学习扶着前一个孩子的肩膀。当他们轮流扮演守车时也能听从售票员的指令。 

        这个月我们也学习了用呼拉圈做跳跃，滚动和旋转的运动。亲子班们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下学期见！  

From Miss Monica— Eagles B  
       Eagles B用小苏打（发酵粉）和醋制作了一个“火箭”，并在

课室里成功发射；我们制作了纸飞机，让它们穿过了呼啦圈；我们

还制作了几样关于中国农历新年的手工艺品。在学期结束前，我们

还必须完成所有的评估。我们持续练习我们的儿童书写，部分小朋

友已经可以书写超过一句话了。我们还练习了在书写时，什么时候

写大写字母，什么时候写小写字母。在霍顿米夫林阅读时间，我们

分享了一只猴子发现恐龙骨头化石的故事，还有迷糊的鸭子和鹅的

故事。我们依然非常享受阅读小组的时间，并且，我们在分解单词

上取得了很大进步。请记得提醒您的孩子在家里完成作业并于第二

天带回学校。如果孩子们没有完成当天的作业或者忘记带回学校

了，他们就必须在活动时间补回，并且不能得到提交作业的奖励贴

纸。所以，请务必记得让他们在家里完成作业。并祝：新年快乐！  



父母心声-David Liang妈妈 Ella Tam 

From Miss Anna  
Eagles:Eagles班的小朋友在本月里进入“红红的新年”。听压岁钱故事的时候，很多孩子联想到了“年的故事”，他们从故事中知

道了为什么新年都是红红火火的颜色。听十二生肖故事的时候大家都很兴奋地交流自己的生肖。还从“春”“福”“平安”“快

乐”“吉祥”等字词中挑选了些在红纸上用毛笔来写，他们都很喜欢这种不同于铅笔彩笔的书写方式！非常棒的尝试！他们还听了

欢快的《老鼠与花猫》、《过新年》、《恭喜恭喜》，不过，他们 喜欢的是唱他们喜欢的庙会的表演曲目《快乐酷宝》和《爸爸

去哪儿》！预祝Eagles班的小朋友们，新年快乐！来年更健康更快乐！ 

Stars:  Stars 班的小朋友们在本月主题“大大和小小”的探索中，用不同的方式探索了大大小小的东西。食物由小变大的探索

中，大部分小朋友对爆米花的变化 深刻，因为他们很喜欢吃！动物小时候和长大时候的样子的观察活动中，我们还看了有的小朋

友和Miss Anna小时候和现在的照片，小朋友都饶有兴趣地比较呢！很多小朋友也很喜欢跟着音乐一起模拟气球从小变大，直至

后破灭的过程。期待新年庙会上Stars跟大家“拜年”——《恭喜恭喜》！预祝Stars班的小朋友，新年快乐！来年更健康快乐！ 

 

From Miss Ella  
Rainbows: 信是人类用来交流思想的一种表达方式，也是人类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交流工具。这个单元带领着孩子们体验、探索、和

尝试与“信”相关的活动。帮助孩子了解如何通过特定的方式传达信息、表达想法。增强幼儿用画面表达意愿和对画面的想象力和

理解能力。在这个单元里，我们给孩子提供了一次用“信”表达想法的机会，孩子们体验了写信、寄信、当邮递员的乐趣。  

Lions: 随着年节的脚步渐进，孩子们无论在家里、学校、小区可能都可以感受到“年来了”。这个月的主题由“年的故事”，“压

岁钱的故事”等民间传说展开，让孩子对年兽产生好奇，记住年兽害怕的东西，继而进入年节习俗的学习。这个月里幼儿一起学学

吉祥话；动手画下烟花，制作新年贺卡；品尝各种好吃的小食；排练了春节晚会的节目等。在学期的 后一天，孩子们将会和老师

们一起赶庙会，那时候将会有许多好看的节目和好玩的游戏，希望每个孩子都玩得开心！  

    我们都很爱我们的天使，所以，我们让他们上 高端的学校，参加 上

档次的兴趣班，所以，我们在这些 强大脑里植入了 大气的梦想。 

    就在昨天，David 跟我说他长大要当探险家。在以前,我相信我脱口就会

对他说，Oh,No! 但现在我会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 

    近一年来，我们停止了David 所有的兴趣班，只要有时间，就带他去大

自然。本来孩子就是天地间的精灵，只有在大自然，孩子才是 快乐的，也

是 敏感的。他享受来自大自然的各种美妙声音，随时一株植物，一只昆虫

都可以令他欣喜若狂,在各季采摘不同的果实，在河畔溪沟摸鱼捉虾，更是他

大的乐事。我们也和他一起观察，一起记录，一起查阅资料，乐此不疲。

大自然也是锻炼孩子意志力的 佳的地方，在登山，行走中， 我们会随时告

诉他，要想看到 美的景色，就要尝试并坚持到底。而David也确实做到

了，一改在家的懒惰，依赖，脆弱。在上次公司的庐山旅游中，在一些险要

的攀爬项目中，即便有些年轻员工都放弃的情况下，他却每次都坚持下来

了。 

    现在去玩具反斗城，他想得到的玩具是会开花的种子； 

    现在放学打开电视，他想看的节目就是《国家地理杂志》； 

    现在他 崇拜的就是在丛林，在沙漠，在雪山的探险家，他觉得他们长

大了却仍然可以生活在大自然，仍然可以与动物，昆虫，植物为伴，他觉得

他们保卫地球和人类环境就是 勇敢的人，也是 快乐的人。 

       David, 妈妈想对你说, 也许有一天探险家不再是你的梦想，但我会一直

陪你去大自然，你的快乐就是我 大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