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与职业中心 
                                                   2021年3月19号 

 CVHS现在已提供西班牙语、中文以及韩文翻译：网站 

重要日期 

三月十九日 申请大学合作伙伴计划（CPP)–信息和申请在此处 

三月二十日 青少年招聘会，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网页 

三月二十一日 NACAC虚拟学院博览会，下午1-7举行 

三月二十二日 有意参加美国军队的高四生（ASVAB），上午9点在West Springfield HS –于2月26日

之前注册 

三月二十三日 晚上8点至9点建立智慧型大学名单工作坊-详情和报名-网页 

三月二十四日 支付大学费用（9-11年级的学生和家长），晚上7-8点- 

https://collegeaccessfairfax.org/ 

三月二十六日 第三季度末，学生提前2个小时下课 

四月十二日 NOVA应用研讨会，上午11点–提前24小时在这里注册 

四月十二日 美国空军ROTC演讲，下午1-2点–请联系washingtondc2@afrotcadmissions.com来获

取相关信息 

四月十二日 海军招聘信息发布会，下午2点– 有意参加的学生请电子邮件kastamper@fcps.edu 

四月十三日 下午7点支付大学网络研讨会费用–在此处注册。提供西班牙语翻译！ 

四月十七日 Congresswoman Wexton’s 韦克顿国会女议员的VA-10学院日，上午10点至下午12点–加入Facebook 

Live活动，网址为www.facebook.com/CongresswomanWexton 或联系

Anthony.barnes@mail.house.gov  

四月十九日 FCPS 十年级学生PSAT  

四月二十一日 高四生们必须在X2VOL里记录义工并且获得批准 

四月二十四日 Academy Day 2021（2021年学院日), 上午10点至下午12点–有意参加的学生请联系

academy_noms@warner.senate.gov 
 

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请访问CVHS网站，以了解有关美国服务学院和ROTC机会的更多信息。如上述重要日期中所列，美国空军将于4月

12日举行ROTC概述的博览会（请参阅第19页）、华纳参议员的学院日(Senator Warner's Academy Day) 将于4月24

日举行（第4页）、并且有许多夏季研讨会可供探索。高三生们，请注意何时为每个分支机构打开申请程序的日

期。 
 

查看这篇文章，以了解有助于支付大学学费的工作。 Chipotle、迪斯尼（Disney)、星巴克（Starbucks)、和沃尔

玛（Walmart)都将提供教育计划。这些计划不仅会报销一定的学费上限，而且会直接为您在某些大学的学位支

付费用。兼职学生也有资格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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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人和社区教育（ACE）将提供技能行业（Skilled Trades Apprenticeships)、业务和信息技术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及健康/医疗领域等多领域的职业培训。这些课程是为在职成年人设计的。这些课程也

允许学生在上课的同时从事职业。高四生，要了解更多信息，请参加4月12日下午1-2点举行的BBCU会议。 

 

全州FAFSA的完成率下降了百分之十。弗吉尼亚大学访问网络 (Virginia College Access Network) 和弗吉尼亚州高等

教育委员会 (Stat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Virginia) 正在就FAFSA完成工作进行合作，以解决新冠病毒对低

收入和代表性不足的学生造成的不成比例的影响。直到2021年6月30日将提供一对一的FAFSA援助。 可以通过访

问Virginia College Access Network网站找到更多信息。此外，鼓励学生和家庭使用College Access Fairfax (CAF) 提供

的大量资源和支持。 

 

义工机会– FCPS鼓励学生在本学期参加更多安全的服务学习形式。可以在FCPS Service Learning Google Site点击

方可访问网上义工学习机会以及其他义工机会。校长Lehman发送了一个“您选择的新闻”分享了x2VOL提交的服务

学习意图和说明。请在此处查看重要信息。高四核实工作时间的截止日期是4月21日。 

 

 
 

工作机会 

雷斯顿协会（Reston Association）正在招募救生员，水生服务员和营地顾问的学生。查看工作申请网站

https://careers.reston.org或参加3月20日上午11点至下午2点的Fairfax Teen Job Fair。 
 

高塞拉利昂游泳池（High Sierra Pools）正在雇用夏季救生员。高薪，帮助您的社区，与朋友一起工作并为推荐获

得报酬！ HSP员工半价救生员认证。请访问www.highsierrapools.com或通过vmoles@highsierrapools.com向Victoria 

Moles发送电子邮件，以获取更多信息。 

 

香提里的韦格曼斯（Wegmans）正在招募18岁以上的学生担任各种职位，包括杂货店购物者，食品服务人员和

奶制品部的上货员。欲了解更多信息，请点击这里。 

 

当前的奖学金机会 – 查 Naviance， 以下是FCPS审核通过的奖学金机会。从主页转到“大学<奖学金与金钱<奖

学金列表”。最近添加的内容包括： 

 

CVHS 奖学金:  

● JB Bierwirth (JB比尔维斯) 纪念奖学金 – 于2021年3月19日前联系 Clifton Lions Club 

● CVHS Athletic Boosters Scholarship Awards (运动助推器奖学金奖) – 于2021年3月22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 Jeffrey J. Kaylor (杰弗里·凯勒) 纪念奖学金 – 于2021年3月23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 W. Harold Ford (W. 哈罗德·福特) 集团奖学金 – 于2021年3月23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 CVHS PTSA奖学金 –于2021年4月7日日前联系kastamper@fcps.edu  

 

新奖学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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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法克斯黑人学校教育者联盟 (Fairfax Alliance of Black School Educators (FABSE) 奖学金 – 截止日期延长

至2021年3月26日 

● 弗农山-李商业 (Mount Vernon-Lee Business) 奖学金 – 截止日期2021年4月30日 

● 北美Van Lines 2021物流 (North American Van Lines 2021 Logistics) 奖学金 – 截止日期2021年12月15日 

 

其他需要注意的机会 – 查看 Naviance 寻找FCPS审核的新机会。从主页转到“大学<研究型大学<强化计划”。

按类别，日期和关键字搜索。 

 

Longwood Spring Visits – 活动日期2021年3月和4月-http://www.longwood.edu/admissions/visit/ 

Virtual Career Exploration Fair (虚拟职业探索博览会) – 活动日期2021年4月19日至30日- 

https://www.fcps.edu/news/high-school-students-invited-virtual-career-exploration-fair  

Social Impact Fellowship (社会影响奖学金) – 截止日期2021年3月31日–活动日期6月6日– 2021年9月12日-

https://www.closethegapfoundation.org/spark 

VetCAMP 2021 – 截止日期2021年4月9日–活动日期6月28日– 7月1日或2021年7月5 – 9日- 

https://cals.ncsu.edu/vetpac/vetcamp/ 

Youth Conservation Camp (青少年保护营)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活动日期为2021年7月12日至16日- 

https://vaswcd.org/conservation-camp 

Sports Business Boot Camp (体育商业新手训练营)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6日–活动日期为2021年6月7日至9日-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slMMeSUlKSsGmg2FY_aID0uPAxMH60-N2-w-9Y4G8n7ZLFA/viewform 

Harvard Mini PhD Program ( 哈佛迷你博士课程)-符合以下资格的8至10年级学生免费： 

● 来自科学界代表性不足的种族或族裔群体 

● 是您家庭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 来自一所Title 1学校或来自经济弱势背景 

有关详细信息，请单击此处https://www.emerginginvestigators.org/mpp  
 

费郡公立学校以外的组织提供的机会和奖学金，既不由费郡公立学校董事会，总监或该学校赞助也不认可。机会可能会使用未经费郡公立学校信息技术部

门评估或批准的技术工具。在参与任何非FCPS增值机会之前，学生应获得其父母或监护人的许可，而家庭应在参与之前查看并同意增值机会可能使用的任

何技术平台的服务条款和用户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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