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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ift Creek Current
Swift Creek Elementary School, 5601 Tryon Road, Raleigh, NC 27606
http://swiftcreekes.wcpss.net

919-233-4320

星期四的文化艺术表演！
非洲裔美国舞蹈团将执行他们的节目，题为“与我们一起跳舞！ 在此表演
中，学生将学习有关非洲和非洲裔美国文化的传统舞蹈和音乐。 表演者将
展示和分享舞蹈和动作的历史，以及有关某些乐器的背景以及它们在现代
技术之前的制作方式。
该计划得到Swift Creek PTA以及部分来自美国罗利和威克县艺术委员会的
资助。 北卡罗莱纳州艺术委员会是文化资源部的一个部门，提供额外的支
持。

• 多少周！
• •今晚6:30 PTA会议，
然后在健身房举行二
年级音响音乐会
• •周四：
• o所有学生：非裔美国
舞蹈团合作的文化艺
术表演

全国爱公交周！

• o下午5点在健身房篮
球比赛

本周花一些时间来感谢您的孩子的巴士司机以及他/她所做

•

的一切，以安全地运输我们的孩子！

•星期五：领带和皇冠
- 父母/女儿从6点到8
点跳舞

戏剧俱乐部公告：
我们的五年级表演将在2018年3月13日，PTA会议后约6点40分。
我们的四年级表演是在PTA约6:40会议之后于2018年4月10日。 费
用是免费的，欢迎所有人参加。

In This Issue
P2角落
音乐时刻
跳绳为心！

戏剧俱乐部还希望借助幼儿经常骑的棍子借用玩具马头。 如果您有
我们可以在4月10日之前借到的借款，或者甚至在演出的日子里借

年鉴现已发售！

钱，请通过电子邮件kfallon@wcpss.net告知Fallon夫人或快速记
录。

阅读美国周刊
在金鱼游泳学校的精神之夜
你的二月，三月和四月的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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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积极项目）角落
在二月和三月期间，学生将会了解这些角色的优势。
Feb 12-16

Feb 18-24

弥补一周。 积极项目知道生活发生了，有时候计划会因为积雪而中断。 在本周
内，您的孩子的老师可能会补充在最近的下雪时间错过的任何材料，或者根据
之前讨论的课堂力量展开。

Feb 28 – Mar 10

Mar 1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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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顿女士的音乐时刻
元素音乐不仅仅是音乐...... ..“
在Swift Creek，我们使用各种方法来参与和创作音乐。 我们的主
要选择被称为“奥尔夫舒尔维克方法”。 “奥尔夫”方法允许每个人通
过唱歌，移动，演奏乐器或创作来积极参与音乐制作过程。 当我们
积极参与音乐制作和学习时，我们建立了发现，创造力，解决问题
和更多的基础。 我们还了解到音乐是一个终生成长和变化的过程。
有价值的终身音乐制作和学习通过在孩子一生中真实和频繁的经历
来实现。 我鼓励所有SCES家庭花时间积极参与并共同创作音乐。
在汽车中创作歌曲，举办家庭音乐会，在阅读书籍时添加音效，或
者以无声的方式进行交流，这些都是每天参与音乐创作的绝佳方式
。

“元素音乐不仅仅是音乐。 它与运动，舞
蹈和言语紧密相关，所以音乐的形式是人
们必须参与的，其中一个人不是作为一个
听众而是一个共同执行者。“
- Carl Orff (founder of Orff Schulwe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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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p Rope for Heart!
让我们的身体保持健康和强壮的生命
二月是全国心脏月，并且与你的家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以保持我
们的心脏健康！ Jump for Heart是我们本月在体育方面的重点
，学生将通过障碍课程，敏捷梯，单绳跳绳，跳绳和中国绳索学习他们的心脏并练习跳绳技巧！ 跳绳是一项终
身的活动，您可以在家里与您的孩子一起做！ 今天捐赠给美国心脏协会，因为他们正在资助研究并制定一项措
施来阻止全美头号杀手心脏病！
“恐慌小组”将通知学生我们可以做的五件事来对抗心脏病：
•每天都活跃 - PLAY60
•喝水代替含糖饮料
•限制钠
•对吸烟说“不”
•健康饮食 - 含水果和蔬菜的彩色盘子

年鉴现已发售！
春天即将来临，学年结束之前，你会知道它！ 年鉴现在以12美元的价格出售！ 为了帮助保持我们的年鉴成
本低，我们还需要页面赞助商！
五年级的家长，请记得尽快提交你的学生奉献。 有关表格，请参阅PTA网站：
http://swiftcreekeswcpssnetptahtml.weebly.com/

阅读美国周刊！
阅读美国本周是2月26日至3月2日。为了庆祝，Swift Creek将于2月26日星期一从4点30分至6点30分在Eva
Perry图书馆举办一场特别活动。我们鼓励所有Swifties的图书馆 卡。 这是图书馆卡片应用程序的链接，或者
您可以访问Wake County公共图书馆网站的链接！

https://catalog.wakegov.com/MyAccount/SelfReg

有关Read Across America Week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本通讯末尾的宣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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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in Us for Swift Creek Night at Goldfish Swim School!
你的孩子喜欢游泳吗？ 我也了解我的。 金鱼游泳学校将于
3月9日（星期五）举办斯威夫特溪（Swift Creek）举办精神
之夜。有两场游泳活动（6：30-7：30和7：30-8：30）。 费
用为每位游泳运动员5美元或每个家庭15美元。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请通过mariecdexter @ gmail与Marie Dexter联
系或填写PTA网站上的表格：http://swiftcreekeswcpssnetptahtml.weebly.com/

你的2月日历
□2月12日至16日：
o积极性项目：爱
o全国爱公共汽车周！ 请感谢您的巴士司机每天安全地运送我们
的孩子！
□2月13日下午6:30：PTA会议，然后是二年级音乐会！
□2月15日：非洲裔美国舞蹈团。 全校文化艺术表演！
□2月16日：
o父亲/女儿的舞蹈。 大学精神日！
o箱子收藏日！ 这是我们学校提交春季检查前的最后一个大集合
！ 请打开所有的盒顶和可乐瓶顶部，以便我们可以得到一个伟
大的大检查！
□2月19日：正常上学日弥补一月雪。
□2月26日 - 3月2日：阅读美国周刊！
□2月26日 - 3月10日：积极性项目：社交智能

SCES Basketball Schedule
本赛季只剩下5场比赛。 为格雷夫斯女士和我
们的五年级篮球队加油吧！
•
•
•
•
•
•

2/15 Home vs. Dillard Drive ES
5:00pm
2/21 Away at Barwell Elementary
5:00pm
2/28 Home vs DDMS 5:00pm
3/7 Away @ Walnut Creek
Elementary 5:00
3/14 Away @ Creech Road
Elementary 5:00pm (possible to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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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三月日历
□3月2日：学校精神日！
□3月9日：金鱼游泳学校Swift Creek之夜。

我们赢得了健康的学校资助！
呜呼，Swift Creek！ 感谢我们的健康生活
方式主席Nehal Outlaw，我们是NC PTA健

□3月13日下午6:30：PTA会议随后在健身房中进行五年级戏
剧表演Go West。
□3月19 - 23日：春季书展
□3月22日：书展/国际之夜的家庭之夜。 你有兴趣帮助国际
之夜吗？ 下一次委员会会议是2月16日星期五上午8:45在学
校会议室举行。 或者通过mariecdexter@gmail.com与
Marie Dexter联系。
□3月26日至30日：积极性项目幽默
□3月29日：正常上学日弥补一月雪。
□3月30日：假期。
你的四月日历
□4月2-6日：春假！
□4月9-13日：积极性项目：诚信
□4月10日下午6:30：PTA会议，然后是4年级在健身房的戏剧表演
□4月13日：学校精神日！
□4月17日5-8pm：Chick-Fil-A的Swift Creek之夜（十字路口）

康学校补助金的获奖者之一。
Nehal一直与Sarah
Graves女士密切合作，让我们的学校更健
康。 内哈尔也一直热心追求增加一个学校花
园。 我们在规划中稍微有些迟疑，但是
Nehal找到了另一个我们可以合作的组织，
并且BIG计划正在开展中。
我们期待看到健康生活方式委员会用这个新
补助金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