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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各位家长， 
 
 
新网站  
各位家长，您可能会发现我们正在建设一个新版本的网站！我们很高兴在不久的将来推出我们经过改进

的网站。在构建过程中，请继续使用旧的网站来查询您所需信息：
http://school.fultonschools.org/es/statebridgecrossing/Pages/default.aspx 
 
 
州长办公室学生成绩  
各位` 家长，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前台的新横幅。 SBCE 凭借表现出色的学习成绩再次获得了“表现

最好的学校”类别的银奖，这意味着我们过去三年的总体成绩一直位居全州学校的前 5％。对于社区，

老师和学生为使这项成就成为可能而每天付出的辛勤工作，我深表感谢。感谢团队的努力！ 
 
地区拼写蜜蜂 
恭喜 Samy El-Zahabi！Samy 本周末在地区的拼字比赛中排名第二，现在正前往参加州内比赛。他已经

很好地代表了 SBCE，并将继续代表山猫队参加州内比赛！加油 Samy！ 
 
祝您有美好的一周。请加入我的雨，雨，赶紧走歌曲，以便我们的孩子们可以出去玩！ 
 
Bridgette M. Marques  
 



校长助理 

CST 新闻 

 
乔治亚州里程碑资源 
我们越来越接近“年终（EOG）乔治亚州里程碑评估”窗口，届时我们的 3 年级，4 年级和 5 年级的学生

将有机会展示他们今年学到的所有知识。如果您对 EOG 学习/资源指南中的家庭练习感兴趣，请单击此

处。此外，学生还有机会在测试平台上在家练习。访问 http://gaexperienceonline.com/，然后选择“测试

实践”。在“等级结束（EOG）Spring Main”下，选择“在线工具培训”。选择“ EOG 测试实践”，然后选择

“标准在线工具”， ”，最后是“ 3-5 年级”。使用屏幕上提供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并练习。 
 
 
校园家长门户  
如您所知，我们郡今年已转移到名为无限校园的新信息系统。在 2019 年 10 月 7 日，富尔顿郡向所有父

母发送了一封电子邮件，其中包含首次在“校园父母门户”中注册的信息。如果您没有收到此电子邮件，

或者需要访问“校园家长门户”的帮助，请给 Debra Clark（clarkd@fultonschools.org）发送电子邮件，她

将发送访问该系统所需的个性化链接。 
 
 

 

祝贺我们佐治亚州的少年作家  
 
 
我们为参加今年的乔治亚青年作家大赛的所有作者感到骄傲！今年的作品展示了各种流派中思想和声

音的非凡表达。恭喜我们的年级获奖者将继续参加地区级比赛。 
    
幼儿园：“The Valentine’s Day”， 作者：Ian Sylvester  
一年级：“Ian’s Adventure with Duckie in the Jungle”，作者：Yuna Cheong  
二年级：“The Teleporter” ，作者：Akshaj Muley 
三年级：“Confidence” ，作者：Durga Thaker  
四年级：“A Transforming World” ，作者：Harry Jiang 
五年级：“The Departed” ，作者：Katie Freese 
 
 



活动预告 

 

二月     
2/24-28 春季书展 
2/26 春季书展祖父母活动 
2/24-28 三年级科技力量 
2/25 VIP 文件夹带回家 
2/26 学校管委会会议：早 7：00 
2/29 父女舞会 
 

三月  
3/8 夏令时 
3/9-12 四年级科技力量 
3/10 VIP 文件夹带回家 
3/10 国际之夜 
3/12 春季照片 
3/13 教师工作日 – 学生不上课 
3/16 童子军会议 – 6：30pm 
3/17 学校管理委员会投票 
3/17 PTA 会议 – 11：30pm 
3/17 学习报告卡带回家 
3/17 Ms. McCain 社区会议:  
3/17 Chick Fil-A 团建日 TRMS 小学 9:30 
3/18 学校管委会会议：早 7：00 
3/20 教师答谢午餐 
3/23 Pre-K 注册 - 8:00 a.m.- 6:30 p.m. 
3/23-27 一年级科技力量 
3/24 学校管委会选举结束 
3/24 教师工作日 – 学生不上课 
3/26 才艺表演 
3/27 PTA 教师早餐 
3/27 全能老爸 
3/27 Prek-K 抽签: 9:00a.m. 
3/27 K 实地教学: 8:45-11:15(Brewington, White 班) 
3/27 K 实地教学: 9:45-12:15(Fike, Martin, Santoro 班) 
3/30 学前班和新生注册: 8:00-4:00pm 
3/30-31 学前班和新生注册: 8:00-7:00Pm 
 



 学校新闻 

 

 
 
 

才艺表演  
 
才艺表演的信息将于 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 BNN 上宣布。开始考虑您选择的才艺！ 
 
表格将于 2 月 18 日开始提供。学生可以从班主任或吉布森女士那里获得这些东西。 
 
表格应于 2 月 28 日星期五提交。请把它们交给你的班主任老师或吉布森女士。 
 
试镜时间为 3 月 4 日（星期三）和 3 月 5 日（星期四）。排演日期定于 3 月 23 日，星期一。 
才艺表演将于 3 月 26 日星期四举行。 
 
 
国际之夜 
 
国际之夜将于 3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6-7：30。我们期待着文化多样性的美好夜晚，这使 SBCE 变得

如此美好。如有任何疑问，请通过 williamslb@fultonschools.org 与 Williams 女士联系。 
 
幼儿园注册 
 
幼儿园预注册将于 3 月 23 日星期一进行，幼儿园注册将于 3 月 30 日至 31 日星期一和星期二进行。我

们出色的数据业务主管克拉克女士可以聘请一些家长志愿者在前厅提供帮助，复印并帮助即将来临的

家庭。如果您有几个小时，请使用下面的注册信息： 
https://m.signupgenius.com/#!/showSignUp/60b044aa5af2fa2f94-prek1 
 
 
 
 
 
 
 
 
 
 
 



PTA 新闻 

 

父女共舞  
 
第三届年度爸爸女儿共舞将于 2020 年 2 月 29 日星期六！舞蹈“狂欢节”于下午 7:00 开始。并在下午

9:00 结束。这将是一个充满记忆的夜晚，那里充满了舞蹈，甜点，音乐，当然也很有趣！活动期间将有

照相亭供爸爸和女儿将照片拍回家。我们鼓励爸爸提前带女儿吃饭，使夜晚变得更加特别。 
购买门票的仅限在线注册于 2 月 10 日（星期四）至 2 月 23 日（星期三）开始。请确保您已在

Membership Toolkit 中注册。 
 
要参加爸爸女儿之舞，您需要提前购买门票。仅提供 400 张门票，该舞蹈对五年级以前的学前班开放。

要订购机票，必须先在会员资格工具包中注册。如果您尚未注册，请单击此处加入。请确认您所有信

息正确无误。有关“爸爸女儿之舞”的所有通信以及确保门票安全的链接将通过会员工具包网站发送，因

此请确保您注册。不要错过！ 
 
您必须有门票才能参加舞会。每张票的价格为 12 美元，每个父亲和女儿都必须购买票。例如：一位有

两个女儿的爸爸将购买 3 张票，总价为$ 36。门票将于 2 月 27 日（星期四）与您的女儿一起回舞。这

是您不容错过的精彩舞蹈！ 
 
白金会员将在门票发售之前收到一封电子邮件。 
 
我们非常欢迎所有感兴趣的志愿者加入我们的食品和装饰委员会，并为舞蹈提供帮助。有关更多信

息，请通过 tiffanyrjansen@gmail.com与 Tiffany Jansen 联系。 
 

教师感谢周  
 
SBCE 有最好的老师和员工！我们想通过专门的一周来向他们展示他们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这是我们为即将到来的教师感谢周所做的计划： 
 
3/16 星期一：请您的孩子给老师写一封感谢信。学生父母，如果愿意，也可以自己写一个！ PTA 将为

员工提供定制的咖啡吧！ 
3/17 星期二：让我们的特殊领域老师感到特别。给你的星期二特别领域老师写一个便条或特别的东西，

说“谢谢”。 
3/18 星期三：临近年底，教室开始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因此请为您的老师带来学校用品（请注意父母

的电子邮件，以获取有关老师需求的具体建议）。 PTA 还将向员工提供小吃。 
3/19 星期四：请为老师的教室图书馆带一本新书或用过的旧书。 
3/20 星期五：请让您的孩子在学校里穿上老师最喜欢的颜色（请留意父母的电子邮件，以了解您老师最

喜欢的颜色）。 PTA 也将向工作人员提供来自 Chick-Fil-A 的美味午餐！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所有超级棒的老师和员工的支持和鼓励！ 



PTA 新闻 

 

 

年鉴  

年鉴团队需要以下活动的照片： 
 
三年级录音机音乐会宾果夜 
合唱（4-5 年级）爸爸女儿舞 
蜡像馆国际之夜 
学生会故事书游行 
 
还需要放学后的俱乐部，活动或学术团队的任何照片。图片可以发送到 SBCE_pta@outlook.com 或

soularea@gmail.com。您仍然可以在 jostens.com 上订购年鉴。 
 

春季书展  
 
2020 年春季 PTA 书展（2/24-2/28）即将到来！书展是为了庆祝阅读而提供的数百本令人兴奋，引人入

胜且价格合理的书籍，供孩子们探索。请加入我们的志愿者团队，帮助组织，设置，包装和/或放置物

品，以及轮班工作，如收银员，并帮助各个年龄段的购物者找到最合适的书。感谢您以任何形式提供

的支持！ 
 
*今年*新增*-PTA 将于放学后 2:00 – 3:00 在周三（2/26）举办祖父母/特殊朋友活动。请您的学生邀请一

个特殊的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购买书展！鼓励特别朋友在 2:00 之前到达，以免被解雇。他们的学

生将在下午 2:20 放学时与他们一起进入媒体中心。请点击此处下载表格，您需要在活动开始前将表格

交给孩子的老师。 
 
如果您想使用皮夹，可以使用提供的链接将钱添加到孩子的帐户中，以在书展上购物。 
https://bookfairs.scholastic.com/bf/sbcebookfairinfo 
 
如有疑问，请通过 hollysmith107@gmail.com与 Holly Smith 联系。 
 
要自愿，请 https://www.signupgenius.com/go/409084AACAA28A5FA7-sbce 
 
四年级时正寻求建立他们的图书库，以准备迎接 40 本书的挑战。以下是他们正在寻找的书籍和类型的

列表。在书展期间，我们将在图书馆内设有一个垃圾箱，以捐赠任何可能对盒装有用的二手书籍。 
 
随附的是四年级老师的愿望清单的链接： 
https://docs.google.com/document/d/12Qoj5vPr5ofkqE8hL59Ba-lmIWxWWDXSKyeRqtlV2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