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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HS现在已提供西班牙语、中文以及韩文翻译：网站
重要日期
五月十四日 高四学生需要完成Naviance的调查问卷-截止日期–在您的电子邮件里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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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网站从而获取更多相关信息。

五月十七日 Posse Foundation是为高三生举行的信息会议，下午12点–通过电话（773）231-9226 或
https://meetings.ringcentral.com/j/1451824048

五月二十六日 国会议员康诺利的军事学院之夜，晚上7点-通过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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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新的新闻与资讯
大学论文写作教练艾米·怀特（Amy White）将于6月3日晚上7点至8点提供免费的有关大学论文的虚拟研讨会。该
研讨会的重点将放在发掘学生们的故事以及如何传达故事中的意识。参加该研讨会需要注册（仅剩8个位子）：
https://librarycalendar.fairfaxcounty.gov/event/7742657

请问你是否是打算在今年秋天上大学的高四生？请问你是否被大学录取，但不确定下一步该怎么做吗？如果是

的话，FCPS邀请你参加发射到大学———暑假桥梁计划（Launch to CollegeSummer Bridge Program）。而且，如果你
尚未申请大学，该计划将为你提供这方面的帮助！该计划让即将上大学的学生们有机会向当前的大学生们那里
获得建议，获取适合学生们需要的资源：（比如如何注册课程，如何有效学习等），以及有关重要截止日期的提醒，
以帮助您实现目标。点击这里注册！如有任何疑问，请联系kshuffman@fcps.edu。

学分恢复（Credit Recovery）是FCPS为学生们提供用来恢复两个高中课程学分的机会。学生在每节的时间里可以参
加一门课程，并且学校将提供交通和午餐。如有问题，检查网站以获取更多信息，或联系你的学校辅导老师。

Posse Foundation奖学金现仍在接受高三生们的自我提名！查看您的学校电子邮件，以获取信息和申请。该申请
将于星期一5月24日下午3点之前提交。欢迎FCPS高三学生来参加星期一5月17日下午12点在
https://meetings.ringcentral.com/j/1451824048的信息发布会。其他加入方式有：通过
https://meetings.ringcentral.com/join或通过电话（773）231-9226输入会议 ID（145 182 4048）。

义工机会

CVHS姐妹Corinne和Caroline Sieber开始了小石城的玻璃回收网络计划。(Glass Recycling Network of Little Rocky Run)
凭借创造力和独创性，他们努力回收了四千九百二十九瓶以上的罐子，并在不断增加计数！ 现在，他们可以使
用您的帮助来扩展此重要计划以及对我们当地社区的影响。在这里报名参加志愿者活动！

工作机会
Jiffy Lube目前在招聘希望在汽车行业从事职业的高中毕业的学生。职责包括预防性维护，制动工作，轻机械修理
和诊断工作。单击工作清单上的South Riding，Chantilly或 Centerville位置。请通过chad@qgrjiffylube.com或
703-508-2370与Chad Quenneville联系。

Brightview Fair Oaks正在为其在Fairfax的全新高级老年中心招聘员工。职位包括厨师，服务员，咖啡店助理，活动
助理，男女礼宾员等！弹性工作时间，有竞争力的工资和很多乐趣。请访问www.brightviewseniorliving.com/careers
以获取更多详细信息并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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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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PS审核通过的奖学金机会。

新奖学金:
● 皇冠和口径 (Crown & Caliber)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网络欺凌意识 (Cyberbullying Awareness)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 31日
● 健康社区 (Healthy Communities)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LM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国家海军军官协会. 华盛顿 (National Naval Officers Assn. Washington (DCNNOA)) DC分会 – 截止日期为2021
年5月31日

● SILA基金会专上学院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逆境奖学金的胜利 (Triumph Over Adversity) – 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31日
● AGC劳动力发展 (AGC Workforce Development)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日
● 杰出的护士 (Exceptional Nurse)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1日
● 获得脊柱 (Got a Spine)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2日
● 西本·埃德蒙兹·米勒 (Sieben Edmunds Miller)  刑事司法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
● 斯特林律师 (Sterling Lawyers，LLC) 年度大学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30日
● 弗吉尼亚作家俱乐部学院 (Virginia Writers Club)奖学金计划 – 截止日期为2021 年6月30日
● 美国烹饪联合会教育基 (American Culinary Federation Education) 金会 – 截止日期为2021年10月31日
● 乔伊斯·道金斯 (Joyce E Dawkins) 纪念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1日
● 电子垃圾 (E-Waste) 奖学金 – 截止日期为2022年4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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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的大学包括查尔斯顿大学 (College of Charleston)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John Hopkins)，
肯特州立大学 (Kent State)，UMB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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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来谈谈”：以费尔法克斯政策部队为特色 （Let’s Talk: Featuring TheFairfax Policy Force） –活动日期2021年5月
17日 , 中午4点半至下午6点 -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HL6-M9Q8pbibcZbv7Rd4zjkODP9eYahzYVCDsTCJ_J2_N-g/viewform

虚拟教育博览会（国外）–活动日期2021年5月20日，下午3点至晚上9点-
https://www.studyandgoabroad.com/virtual-education-fair/

间隔年计划(业务)（Gap Year Program (business)）–活动日期2021年8月23日– 2022年5月-
https://www.thebridgetofreedom.com/gap-year

科学训练营(Science Uncamp)-活动日期2021年6月21日至7月20日-
https://www.science.vt.edu/get-involved/uncamp.html

BroadFutures虚拟优势计划(BroadFutures Virtual Strengths Program)–活动日期为2021年6月21日至7月23日，星期一
至四。上午11点至下午2点 – https://broadfutures.org/2021/03/31/summer-2021-strengths-program/

DocTalkWithLiz 播客-–活动日期现在 -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ZG5rQ1vvPk8IraohjWVFrg

高中领导者计划– www.sorenseninstitute.org –申请截止日期为5月17日–州和地方政府，政治，公众演讲，领导能力
和为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学生提供的强化培训。 帮助学生将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的三个大学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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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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