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Kindergarten registration flyer (CHINESE), Revised 3/13                                      Page 1 of 4 
 

幼儿班倒计时 
幼儿班注册日：2013年5月2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何人: 凡是将在2013年9月1日当天或之前满五岁孩子的家

长及合法监护人。 

何事: 在2013-2014学年即将到来之际为孩子办理注册手续。 

何时: 打电话给所属学校询问注册时间， 电话号码可以

在 www.gwinnett.k12.ga.us 网站的“幼儿班倒计时”栏目

下找到。 

何地: 请到所属学校办理注册手续。 如果您不确定您的孩

子属哪所学校就读，可打电话给教育局计划部。如果用英

文在交流上有困难，打电话时，请求助于双语的朋友或亲

属帮忙。 

为何: 让您的孩子为开学的第一天，也就是2013年8月7日
做好准备（请在本教育局网站上查询2013-2014学年日历上

的重要日期）。 

如何做: 在注册时间内，到所属学校为孩子注册。并一定带

上这份材料背面列出的所有证明资料。如果材料不齐全，

您孩子的入学注册可能会被延误。请预备充裕时间填写表

格和办理相关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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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即将入幼儿班的孩子做好准备 
您在您孩子的教育成长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事实上，

您的孩子从降生的那天起就开始学习了，而您就是孩子的启蒙老

师。下面这些建议可以帮助您的孩子为秋季即将开始的“大学”

学习做好准备： 
 
 
 

• 和孩子一起读书：用您感到方便的任何语言朗读，这样

孩子可以从中体会读书的乐趣，并且愿意自己去

尝试着去阅读。在阅读（重读）孩子喜欢的图书

时，要您的孩子使用书中的插图复述故事。也可

以引申故事，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后
面的故事会怎么样？”您也可以去图书馆借阅免

费的书籍。帮您的孩子申请一张自己的借书证，

并帮助他借书还书。 

• 相机而动，教孩子 辨认数字、字母、和颜色。和孩子一

起做游戏。比如说，散步时让孩子数数见到几只狗，

或在路牌中寻找数字和字母。教孩子学习字母表，

让他既能辨认按顺序排列的字母，也能辨认不按

顺序排列的字母。教孩子使用字母小磁铁或者字

母卡片拼写她自己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名字。在

平时交谈时，有意识运用有颜色的词汇，比如说，

“吃掉你的绿葡萄”或“穿上你的红袜子和黑鞋

子”等等。 

• 加强孩子在家里或学前班正在学习的技能， 比如使用蜡

笔，胶水和小剪刀等。如果家里有电脑，您可教孩

子玩一些有教育意义的游戏。 

• 鼓励孩子从事有意义的活动，比如分享，按序轮流，专

注听讲，听从指挥，参与谈话等等。培养孩子与

他人合作玩耍和分享的性格，也有助于加强孩子

的社交能力。 

• 让孩子帮助做家务杂事， 比如袜子配对，喂养宠物，

以及开饭前准备餐具等。 

• 将外出办理琐事变成学习的好机会，跟孩子讲述

您在邮局，食品店或者银行所看到的和要做的事

情，培养孩子的观察和交流技能，在孩子的成长

过程中非常重要。与孩子分享家庭故事也是与孩

子交流的一部分。 

• 鼓励孩子与您分享她的想法：让孩子与您分享她

即将要上学做“大孩子“的感受。 

• 帮助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在选择电视节目时，

请您帮助孩子做出正确的选择，并限制他看电视

的时间。 

• 鼓励孩子爱学习的天性：表扬孩子的好学上进，

并且对其求知欲和认真做事的态度加以肯定。 

• 让孩子体验一下全日制学生的感觉：您可以利用

这个暑假的好机会，让孩子开始适应类似于学校

的作息时间和与别的看护者在一起的感受。 

• 鼓励健康的生活习惯，比如吃有营养的食物，得

到足够的休息，每天按时睡觉，并且保持运动。 

• 告诉孩子做事要持之以恒：强调每天按时上课和

上学的重要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究表明，如果父母在家里注重孩子的教育，孩子在学校就会有出色表现。当家长参与并配合学校

的教育时，那么他们的孩子所在学校就会取得优异的成绩，孩子所就读的学校也随之变得更好。

“重在参与”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其鼓励家长更多参与孩子教育和学校的活动。在这张传单里，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些小窍门，希望帮助您上幼儿班的孩子获取一段成功而美好的经历。如果您想知

道更多这个方面的信息，请在GCPS网站上查询,按中文按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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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应该从您上幼儿班的孩子那里期待些什么呢？ 
儿童早期教育专家告诉我们，5岁的孩子通常存有一些共同的特性和相同的能力。当然，每个孩子都不

同的。所以您初上幼儿班的孩子可能对以下所列的特征和技能已有所表现，或者，对其中有些知识的认

知还未展现出来，这些完全都是正常的。您的孩子在幼儿班里会学到很多东西，他的老师会助其一臂之

力！ 

一个五岁的孩子通常会．．． 
• 很好动，活跃，好奇      

• 对故事，书籍，韵律，图片，游戏和歌曲很有兴趣 

• 善于观察模仿，喜欢刨根问底，爱追究探索，在动中学

习 

• 对表扬和严格的常规程序做出相应的反应 

• 慢慢变得独立，想自己做决定 

• 注意力集中的时间会逐渐增长，但是活动项目仍然需要

不断翻新 

• 喜欢说话，喜欢成为被关注中心       

一个五岁的孩子要学习．．． 
解决自己的需要，如自己去洗手间，自己洗手， 
  擦鼻子，吃东西，自己扣扣子和拉拉链等 
• 每次安静的坐着并且用心听讲几分钟 

• 认识字母及其发音 

• 辩认基本图形（圆形，方形，三角形，等等） 

• 听从两步到位的指示 

• 用完整的句子说话 

• 拼写自己的名字 

• 按颜色或者大小分类组合物

品 

• 和其他孩子在一起

时，明白按序轮流

的道理 

• 可以数到20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们幼儿班老师欢迎您在教育您孩子过程中成为我们的积极伙伴。下面就如何参与和配

合，向您提出几条建议： 

• 了解学校和班级的动向：阅读孩子带回家里的新闻简报和成

绩单。查看学校和教育局的网页，了解学校的最新动向

（www.gwinnett.k12.ga.us）。 
 

• 在Gwinnett家长信息网上注册（Gwinnett’s go2 Parent 
Portal），该网址上有全天候的有关您的孩子的学习方面的

资讯，安全准确。 
 

• 提出需要语言翻译的要求：如果在与学校和老师交流时您语

言上有困难，您可向学校提出需要翻译的要求。 
 

• 熟悉AKS(Gwnnett公立学校教学大纲)： 该大纲列入了您孩

子将在幼儿班要学到并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请查看GCPS的
网站。网页上的“幼儿园倒计时” 有一个AKS的链接。在那

里，您可读到幼儿班的AKS。而且，开学后，您孩子的老师

会告诉您关于本年级课程的更多信息。 
• 参加家长会： 家长会秋季一次，春季一次，此时您将与老师

讨论您孩子在学校的成绩与表现。 
 

 
• 认识学校里的教职员工：这些包括老师，校长，秘书，辅导

员，校车司机，和其他凡是每天与您孩子有接触的校方工作

人员。 
 

• 在学校办公室留下您最新的联络信息，以便学校与您取得及

时联系：如果您改变了电话或者地址，请与校方更新。 
 

• 保存您孩子的作业范本：这样您可以看到孩子一年来的进步，

并以此对孩子加以表扬和鼓励。 
 

• 积极参与家长老师协会（PTA）：在学校做志愿者，参加学

校活动和会议。不要让语言成为障碍。无论是在班级帮忙，

给聚会提供物品，还是给晚会捐款，您都是一个不可少的组

成部分。您孩子的老师盼望您的参与。您同时也可以籍此更

多的了解您孩子的教育情况，班级活动，和学校社区动向等。 

 

 

要知道注册的具体时间，请与学校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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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时需要带些什么？ 
• 首先带上您的孩子！学校可能会在注册时为新生组织小

型活动或简单考试。具体事宜请与所属学校联系。 

• 正式官方文件证明出生日期。这些包括出生证原件，或表

明出生日期的州政府或联邦政府官方证件，或者护照。

在乔治亚州出生的孩子，家长也可以付费通过乔治亚州 
ROVER服务索取出生证 (http://gta.georgia.gov/rover) 
 

• 您住在该学区的证明：您为孩子注册时，学校会要求

您出示您在该学区居住的证明。首先您必须出示近期

的水电费账单（不包括电话账单）以及以下任何一个

文件：无附加条件的买房契约，有效租赁合约，最近

一次的报税单，目前薪水存底单，有效医疗卡，目前

房产税单，所属房屋产权证明或房产证，有效购房合

约，或者目前房主的保险卡。无论以上哪一样证明必

须

 

和水电费账单是同一个地址。一种例外：如果房产

证没有地址，那么这张房产证必须与有两份同一地址

的水电账单（不包括电话单）一起来证明您居住在该

学区内。我们不接受带附加条件的临时买房合约。如

果您与朋友或者亲戚住一起，而想了解如何出示您的

居所证明，请给当地学校打电话询问。如果您英语不

太流利，打电话时得请一位懂双语的亲戚朋友帮忙，

以免万一学校没有翻译人员的时候误了事。 

• 近一年的视力，听力和牙齿的检查报告: 这些信息均应

该填写在乔治亚州3300表格上，此表格可以从当地卫

生健康部门或家庭医生和牙医那里签署完成。如果所

持表格或信件是出自于其他合法医疗人

员或来自外州，只要它们是在过去的

12个月内填写，并且与3300表格装

订在一起的，也可以接受。不接受

国际证明。 

 
• 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带孩子来校注册的家长必须出

示合法的身份证明。这些包括驾驶执照，州颁发的身

份卡，护照，或者其他正式的带有照片的身份证明，

例如政府官员或外交使领馆颁发的身份卡等。由墨西

哥使领馆颁发的身份证完全有效。 
 

• 监护权证明: 如果帮助学生注册的人不是亲生父母，那

么必须出示监护权证明。如果想了解更多情况，请咨

询谷内郡法院法律程序厅，电话号码：770-822-8350.  
 

• 乔治亚州免疫证明：根据本州法律，学生入学必须持有

有效免疫证明（3231表格）或者出示由于宗教原因免

除疫苗注射的公证书。免疫证书必须由卫生健康部或者

您的家庭医生填写完成。一个有法律效果的3231表格

必须标注“过期日期”或写有“为入学所用”的字样

（如果所示表格已过期，此表无效。3231表格必须在

到期三十天之内呈交。）如因身体状况免除疫苗注射， 
3231表格上面应有说明并重新标注有效日期。如果由

于宗教原因要免除免疫注射，可以向学校索取相关表格。 
 

• 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  乔治亚州法律规定学校在学生

注册时将学生的社会安全号码记录在案。即使没有这

个号码，学生仍然可以注册。但是我们会请家长签署

一份免除协议。 
• 一份学前班成绩报告单: 如果您的孩子参加了州办学前班，

请您提交一份学前班成绩报告单。这对你孩子的幼儿班老师

很有帮助。您也可以让孩子把在学前班的最终成绩报告

单在幼儿班开学后带给老师。这些信息可以帮助您孩

子的幼儿班老师对您孩子已具备的知识和能力有一个全面

的了解。 

 

 
GWINNETT 健康 卫生部门地址及相关信息

www.gwinnetthealth.com 
Buford  
Health Center  
 
Buford 健康中心  
2755 Sawnee Ave. 
In Buford 
770- 614-2401 
 
办公时间： 
 
周一、周四:  
早上 8 点到晚上 7 点 
 
周二，周三，和周五： 
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 

Lawrenceville  
Health Center 
Lawrenceville 健康中心  
455 Grayson Hwy.  
(Suite 300) 
In Lawrenceville 
770-339-4283  
 
办公时间： 
 
周一，周四，和周五 
早上 7 点半到下午 5 点 
周二和周三 
早上 7 点半到下午 6 点半

Norcross  
Health Center 
 

Norcross 健康中心  
5030 Georgia Belle Ct.  
In Norcross 
770-638-5700  
 
办公时间： 
 
周一、周三、周五： 
早上 8 点到下午 5 点 
 
周二、周四： 
早上 8 点到下午 7 点 

Lilburn WIC Clinic 
 
 
Lilburn WIC 妇幼卫生所 
5342 Lawrenceville Hwy. 
(Suites A–E)  
In Lilburn 
678-924-1546  
 
办公时间： 
 
周一至周五： 

早上 7点到下午 5 点 
 
 
Note: Lilburn 妇幼卫生所不
提供免疫注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