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与职业中心 

                                                    2021年4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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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六日 NOVA Pathway 研讨会–上午10点和下午2点与Gomez女士进行建议和注册（选择一项) 

四月二十六日 NOVA入学准备工作坊，下午4点–在此处加入  

四月二十七日 NOVA入学准备工作坊，下午6点–在此处加入  

四月二十八日 NOVA职业与重大探索研讨会，下午3:30 –在此处加入 

四月二十九日 NOVA入学准备工作坊，下午6点–在此处加入  

五月一日 高四学生-汽车电影院，晚上10点–仅限100张门票，请在此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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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五日 高四学生舞会，下午6:30-9:30在CVHS举行，高四学生可以安全地聚集,享受音乐，拍照和食物。注

册表即将推出！任何问题请联系Hall女士（skhall1@fcps.edu） 或者 Heberer女士（

mkheberer@fcps.edu）。或可访问2021年级网站而获取相关信息。 

六月八日 下午4点的高级颁奖典礼--进入体育馆的人数有限，有现场直播，详情即将公布 

六月九日 CVHS在停车场的毕业排练，下午12:30-4:30 

六月十一日 上午9:30在Jiffy Lube Live毕业典礼 -高四学生请填写此Google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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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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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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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弗吉尼亚国家泛希腊委员会 (National Pan-Hellenic Council of Northern Virginia)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

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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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提高教育 (Ellevation Education)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4日 

● 向哈林文艺复兴 (Salute to the Harlem Renaissance) 奖学金致敬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14日 

● 大学图书 (College Book)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奥菲拉基金会 (Opheila Foundation) 2021年奖学金类别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埃塞俄比亚传统学院 (Ethiopian Heritage College)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25日 

● Eleanora R Spratt奖学金基金会 (FERSS)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 

● 本杰明·戈登 (Benjamin Gordon Cambridge Capital Grant) 剑桥资本补助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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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的大学包括贝勒大学（Baylor)、威廉和玛丽大学（William and Mary)、阿拉巴马州大学（Alabama)、西弗

吉尼亚大学（WVU）、詹姆斯·麦迪逊大学（JMU)、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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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科学课程活动 – 有待确定 – 有问题请访问 -https://www.computerscience.org/resources/online-courses/ 

学费金融播客 – 有待确定 – 有问题请访问 - https://www.consumerfinance.gov/consumer-tools/educator-

tools/students/financial-intuition/ 

聘请商业画家 –  有待确定 – 有问题请访问 - http://pv-va.com/application.html 

女童子军（Girl Scouts) – 成为我计划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 – 活动日期为2021年5月6日晚上7点 - 

https://www.girlscouts.org/en/about-girl-scouts/join/becoming-me.html 

大学暑期课程（Precollege Summer Program) – 截止日期为2021年4月30日 – 活动日期2021年7月2日 – 22日或者

2021年7月23 - 8月12日 - https://www.pratt.edu/academics/continuing-education-and-professional/precollege/ 

大学预科课程（Pre-College Programme)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21日/2021年6月11日 – 活动日期为2021年6月28日

至2021年七月九日或2021年七月十九日至2021年七月三十日。 https://www.sciencespo.fr/summer/content/pre-

college-programme-over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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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学者 (Summer Scholars)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24日-活动日期为2021年7月12日至23日-

https://www.pratt.edu/the-institute/administration-resources/office-of-the-provost/centers-and-academic-

partnerships/center-for-art-design-and-community-engagement-k-12/summer-scholars/ 

Codefy计算机课程 – 活动日期2021年春季-https://www.codefycs.org/courses#Courses 

星云青年营 (Nebula Youth Camps) -活动日期6月16日至7月11日，6月23日至7月18日，6月30日至7月25日, 2021年7

月7日至31日-https://www.nebulayouthcamps.org/nex 

全球学者 (Global Scholar) -活动日期2021年6月27日至7月9日或者7月11日至23日 - 

https://ampglobalyouth.org/global-scholar/ 
 

未来特工培训 （Future Agents in Training) – 活动日期为2021年8月3-5日，由FBI华盛顿外地办事处主办，旨在让高

中学生接受最新的刑事调查培训。在FAIT-FBI传单上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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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