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与职业中心 

                                                    2021年4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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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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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十七日 NOVA虚拟律师助理研讨会，上午10点至下午1点–不收费，请在4月14日之前注册，

发送电子邮件至jmcmillan@nvcc.edu，向乔伊斯·麦克米伦教授发送问题  

四月十九日 FCPS 十年级学生PSAT  

四月十九- NOVA医学教育校园虚拟开放日活动周，每天5:30-7pm-https://bit.ly/2Q6D6uM 有关

详细信息，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chouse@nvcc.edu  

二十二日  

四月十九- 虚拟职业探索展(Virtual Career Exploration Fair) 

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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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日 高四学生若是将要加入军队请联系kastamper@fcps.edu的截止日期将在高年级颁奖

典礼上得到确认。 

 

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北弗吉尼亚社区大学（Northern Virginia Community College）刚刚宣布，他们恢复了针对符合条件的高中毕业生

的JumpStart计划。即将毕业的高四生可以在今年夏天免费参加两门课程。夏季课程将于6月1日开始，于8月9日

结束。申请截止日期为4月30日。有关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s://www.nvcc.edu/jumpstart/index.html。如若有问题

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JumpStart@nvcc.edu。 

 

高三生们！波斯基金会（Posse Foundation）赋予不同的学生群体以改造社区，国家和世界的能力以及机会。该

非营利组织识别、招募、以及培训具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波斯学者们（Posse Scholars）将有机会从波斯所合

作的大学（Posses partnerr colleges）获取全额学费奖学金。自我提名门户网站将于5月7日全面开放。想了解更

多信息，请参加4月举行的Posse DC / NoVA信息会议。 

 

弗吉尼亚州拉尔夫·诺瑟姆州长（Ralph Northam）在北弗吉尼亚社区大学签署了“技能，工作，回馈”计划或“ G3”

计划法案。其中，G3计划包括了用于支付学费，杂费和书本费用的3600万美元，以及为学生提供符合条件的联

邦政府全面支持的两年制学业。州长的免学费社区大学计划所针对的关键行业包括：医疗保健、信息技术、计算

机科学、制造业、技术行业、公共安全以及幼儿教育等等。更多信息，请查看Nova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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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罗格斯大学 (Rutger)，康奈尔大学(Cornell)，布朗大学 (Brown)，巴黎圣母院 (Notre Dame)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等等）表示，所有学生在抵达校园之前必须接受冠状病毒疫苗接种。由于医疗或宗教

原因，将提供例外情况。高四生们，如有疑问，请直接与您的大学联系。 

 

FCPS高中学生将被邀请参加2021年虚拟职业探索博览会，该博览会于星期一4月19日至星期五4月30日举行。该虚

拟活动将包括现场和录制的会议和研讨会。此次活动将与来自不同职业领域的100多位本地行业专业人士建立联

系。学生还将能够参加有关大学与职业准备的工作坊。 

 

每年，美国都将4月定为“军事儿童之月”，以表彰并感谢军人家庭的孩子们为生活在军事生活中所做的牺牲。现

如今，有14,000多名与军事有联系的年轻人将FCPS称为家。鼓励学生和教职员在4月21日穿紫色衣服，以表彰与

军事有联系的青年的力量和牺牲。更多问题，请访问https://www.fcps.edu/event/month-military-ch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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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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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尔法克斯县公园 (Fairfax County Park Authority) 管理局正在招聘400多个夏季职位，包括救生员，公园服务员，

营地顾问，高尔夫工作人员等等！在公园管理局探索工作，或发送电子邮件至FCPAJOBS@Fairfaxcounty.gov。 

 

Autobell洗车场 (Autobell Car Wash) 正在Ashburn位置寻找兼职团队成员。对弹性工作时间，最高收入，大学奖学

金，没有迟到的工作以及每周免费洗车感兴趣吗？今天就在线申请，网址为www.autobell.com/jobs。查阅虚拟职

业展台，或发送电子邮件到Sdivilio@autobell.com并提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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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艾米丽和弗雷德·鲁芬 (Emily & Fred Ruffing ACCA) 奖学金 – 于2021年4月28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 劳拉·阿什利·派珀 (Laura Ashley Piper) 奖学金 – 于2021年4月28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 瓦肯材料 (Vulcan Materials) 奖学金 – 于2021年4月28日前联系 kastamper@fcps.edu 

 

新奖学金： 

● 希望世代 (Generation Hope)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19日 

● 费尔法克斯县议会PTA (Fairfax Couty Council PTA)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25日 

● 彼得·威廉姆斯 (Peter Williams) 纪念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 

● Alpha Kappa Alpha – LKO分会– Alma Palmer Grant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Alpha Kappa Alpha – LKO分会– Estelle Gaymon纪念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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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 Kappa Alpha – LKO分会– HBCU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Alpha Kappa Alpha – LKO分会– STEM奖学金–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黛布拉·德尼丝·史密斯（Debra Deneise Smith）基金会奖学金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Kozy Kerchief and Kozy Kap Scholarship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国家海军军官协会。华盛顿DC分会 (National Naval Officers Assn. Washington (DCNNOA) DC Chapter) – 截止

日期为2021年5月1日 

● Shirley O. Nelson Scholarship(雪莉·尼尔森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0日 – 尚蒂伊金字塔少数民族学

生成就委员会 (Chantilly Pyramid Minority Student Achievement Committee) 赞助 

● Cameron Dudley Memorial Book Scholarship (卡梅隆·达德利纪念书奖学金)–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0日– 尚

蒂伊金字塔少数民族学生成就委员会 (Chantilly Pyramid Minority Student Achievement Committee) 赞助 

● Elmer Timberman共济会旅馆奖学金 (Elmer Timberman Masonic Lodge Scholarship)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

31日 

● Fair Lakes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25日 

● OppU成功者奖学金 (OppU Achievers Scholarship)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 

● 杰克·霍利奖学金 (Jack Howley Scholarship) – 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15日 

● Equinix数字基础设施奖学金，用于有兴趣参加NOVA工程技术计划的高中毕业生。 Equinix将支持五名学生

参加NOVA，并获得每人$ 5,000的奖学金。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有关问题，请直接发送电子邮件

至dshell@nvcc.edu。 

NOVA与Equinix为学生启动了数字基础设施奖学金计划-北弗吉尼亚社区学院（nvcc.edu) 

 

虚拟春天大学参观 

CVHS高二和高三的学生被邀请参加从4月12日至6月7日的每个星期一提供的2021 Virtual Spring College参观。这个

活动为了解大学和与招生代表建立联系提供了绝佳的机会。计划介绍100所大学。日期，时间和链接在CVHS学生

服务Google课堂中 (通过您的FCPS学生电子邮件进行访问)。如果您需要预先注册才能访问，请确保使用您的个人

电子邮件地址。4月19日的大学包括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密苏里州（Missouri)，林奇堡

(Lynchburg)，洛约拉·玛丽蒙 （Loyola Marymount），天主教徒（Catholic），布里奇沃特（Bridgewater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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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NOVA（Discover NOVA ）– 活动日期为2021年4月21日，下午6点 https://vccs.zoom.us/webinar/register/WN_B-

Zc51HJRfSsGT467XFzhQ 

Rose-Hulman的STEM训练营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25日–活动日期为2021年6月和7月– 1和2周的训练营

https://www.rose-hulman.edu/admissions-and-aid/early-planning/summer-camps.html 

夏季荣誉学院（Summer Honors Institute）–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4日-活动日期为2021年7月11日至17日- 

https://www.jmu.edu/pce/programs/all/honorscamp/index.shtml 

CollegePoint – 活动日期–学年-https://www.collegepoint.inf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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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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