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佛大道小学
西 13 街 125 号
俄亥俄州多佛 44622
330-364-7117

2023 年 2 月
多佛大道的家庭，

很难相信我们的学年已经过半了！上半年，我们的学生在学业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参加了丰

富多彩的课外活动。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为学生计划了更多激动人心的活动，包括四年级音

乐剧、开学 100 天、硬币大战和情人节派对。我相信我们的学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继续茁壮成
长，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

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们学校社区的支持！

尼科尔森夫人



冬季新闻和活动
2 小时延误
在 2 小时延迟时，所有学校将比正常时间晚 2 小时开放，
但将在正常时间放学。延迟 2 小时将不供应早餐。Dover
Avenue 的 2 小时延误时间表如下：

● 学生可能到达：上午 9:30
● 迟到铃响：上午 9:50

灾难日资源计划

由于我们的资源轮换 A-D 而不是周一至周五，如果有灾
难日，资源信日将在我们返回学校的那一天开始。例如，

如果星期一没有学校，原定为 C 日，则星期二将成为 C
日。这使我们的学生不会错过任何资源课程。

四年级音乐剧

在 Graves 先生的指导
下，我们四年级的学生将于 2 月 23 日 7:00 在 DHS 礼堂表
演他们的音乐剧！期待与格雷夫斯先生一起看到他们今年在音

乐中学到的所有伟大的东西！

情人节派对

我们的情人节派对将于 2 月 14 日 1:15 举行。这个聚会将没有
家长志愿者，只有捐款。头部空间家长将就课堂需求进行联系。

彩虹连接特别日

学生们可以参加3月8日和9日的两个特别装扮日来支持彩虹连线！这两天要求学生捐款，但我们
鼓励家长为这两天捐款 0.50 美元！请留意与您的孩子一起回家的更多信息！
深红同伴

我们新的同侪辅导计划于 1 月份启动。该课程专为需要练习社交
技能的学生而设计。学生与同伴导师配对参加这些月度活动，并

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成为积极的榜样。我们上个月的第一次会议取

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们已经在期待这个月的聚会了！

拼字比赛

我们的 Dover Avenue
Spelling Bee 比赛于 1 月 12
日举行。每个 5 年级班级的前
2 名学生（和 1 名候补生）参加
了这个特别的夜晚，展示了他

们的拼写能力！祝贺我们的拼

字比赛亚军 Colby Waller，
来自 Mrs. Bauer 的班级，以
及我们的拼字比赛冠军，

Addie Craig，来自 Mrs.
LaBrake 的班级！ Addie 将有机会参加 3 月 4 日在俄亥俄
州坎顿举行的地区蜜蜂比赛。感谢所有参加这两项赛事的学

生！



冠军：艾迪克雷格

亚军：科尔比沃勒

多佛大道家庭的重要信息
2022-2023 年鉴
年鉴订单表格上周寄回家了二月到期28.每本年鉴 16 美元。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Solid Rock
。

俄亥俄州英语语言能力评估

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多语种学生将参加俄亥俄州英语语言能力评估。这是针对所有会说多种语言的

学生的国家强制测试。考试包括阅读、写作、听力和口语四个不同的部分。测试从 1 月 30 日开始，持
续四天，口语是单独完成的。时间因测试管理员的可用性而异，因此您的孩子可以在整个测试期间的不

同时间参加测试。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学校。

学生手册

请查看 2022-2023 年小学生手册，该手册可在我们学区网站的“家长”下找到：
https://www.dovertornadoes.com/Handbooks.aspx .
学生注册

提醒家长完成网上报名每年。这为我们

提供了有关您孩子的信息。如果您还没

有更新，请尽早访问

https://dover.esvportal.com/，
位于学区网站的“家长和家长门户”选项
卡下。在每年完成之前，学生不得参加

任何实地考察。

药物

如果您的孩子需要在学校服药，根据州

和董事会政策，我们不得在没有医生和家长或法定监护人的指示和签名的情况下分发药物。如果

孩子必须在上学期间服药，可以在我们学区的网站上获取药物表格，或者您可以在办公室停下

来。

午餐选择

上个月我们在自助餐厅推出了主厨沙拉！第一天就大受欢迎，并继续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项

目！希望将此作为午餐选择的学生可以每天早上以 2.50 美元的价格订购（折扣价：0.40 美
元）。

安全与保障

演习：上个月我们进行了另一次消防演习和第一次反向疏散演习。学生们很好地练习了在紧急情

况下该怎么做，以及在发生火灾或需要从课间休息后迅速进入大楼时听从老师的指示。我们将继

续每个月进行安全演习。罗奇警官将继续加入我们进行这些演习，并成为我们安全团队的一员。

猛禽访客管理系统

多佛市学校将在我们所有的学校使用 Raptor 访客管理系统，以加强学生和教师的学校安全。确保学生和教职
员工安全的一部分包括始终了解我们建筑物中的人员，而 Raptor 系统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Raptor 系
统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筛查学校的访客、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并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进入地

区大楼后，访客将被要求出示美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例如驾照，可以扫描或手动输入系统。如果父母或监

https://www.dovertornadoes.com/Handbooks.aspx
https://dover.esvportal.com/


护人没有可扫描的身份证件，学校工作人员可以使用任何形式的包含照片的政府身份证明，将此人的信息手动

输入 Raptor 系统。 Raptor 系统会检查访客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以便与已登记的性犯罪者的公共州和国家
数据库进行比较。登记的性犯罪者数据库是 Raptor 系统检查的唯一官方数据库。不会收集或记录 ID 的其
他数据，也不会与任何外部机构共享信息。获得批准后，Raptor 将颁发一枚徽章，标明访客身份、日期和他/她
的访问目的。如果父母或监护人以外的任何人要让孩子退学，他或她也可能被要求出示身份证明。对于那些不

经过主办公室而只是在办公室放下物品或领取文件的人来说，不需要访客证。我们学生的安全是我们的首要任

务。 Raptor 访客管理系统使我们能够快速识别可能对我们的学生构成危险的人。预先感谢您对加强我们地
区学校安全程序的理解和支持。

缺席

为了遵守《失踪儿童法》和我们孩子的安全，请家长在上午 8:30 之前致电 Dover Avenue
School (330-364-7117)报告您孩子缺勤的原因。我们鼓励学生每天出勤，以确保学习的连续
性。但是，如果您的孩子不在，请在您的孩子返回后发送一张便条以证明他/她不在。如果缺席是
由于医疗、牙科或法律预约，请在返回学校时提供提供者文具上的验证说明。如果在 24 小时内
没有收到任何电话或通知，缺席将被标记为无故缺席。

沟通
每月通讯

我的每月时事通讯将每月与您的孩子一起寄回家，并将在 Dover Avenue 网站上提供。这些时
事通讯将包括特别活动、Dover Avenue 特定信息、地区新闻和任何其他相关信息。请留意您
孩子的灰纸 DA 文件夹中的这些内容。您孩子的老师还会给家里寄一份时事通讯和作业单。有关
您孩子的班级和教师团队的具体信息，请参阅此处。

家长教师小组

感谢我们的 PTG 继续为我们的学生和教职员工提供大力支持。要了解如何参与，请联系我们的
PTG 电子邮件或向“Dover Ave PTG”Facebook 页面发送消息！
doveravenueptg@gmail.com
我们的下一次 PTG 会议将于 2 月 8 日举行！我们所有的会议都将于 6:30 在 Dover
Avenue 图书馆举行。

执行董事会： PTG 会议：
主席：阿曼达·米勒夫人 2月8日 3月8日
副主席：Erika Ko�a 女士 4月12日
财务主管：Stacy Gordon 夫人
秘书：Ashley Huston 夫人

学术更新
在一月份，老师们迎来了寒假和下雪天所有其他长周末回来的学生！虽然教学与休息日有点脱节

，但教师们继续在每个内容领域进行教学。所有学生都完成了阅读和数学的冬季 MAP 评估，并
且还通过 DIBELS 完成了流利度测量。请继续每天花 15-20 分钟与您的孩子一起阅读或练习数
学事实，因为这两项技能是提高基本识字和算术技能的好方法。

提醒一下，您孩子的老师会提供时事通讯和每周作业表，其中包含对您孩子来说很重要的内容。

请定期检查这些以了解他们课堂上正在进行的学习。教师还通过 Progress Book 在线报告成
绩。您可以定期检查以查看您孩子的成绩或任何遗漏的作业。如果您对自己在网上看到的内容

有具体疑问，请联系您孩子的老师。

mailto:doveravenueptg@gmail.com


加速阅读器
AR 积分的第二个九周奖励是饼干和牛奶派对。我们有 36 名学生为这次聚会赢得了 35 分！我们的下一次聚
会将在三月份，目标是50分！

所需积分 所需日期： 报酬：

50 截止日期 = 3 月 24 日
奖励 = 3 月 31 日

爆米花派对（在关灯、手电筒和爆米花的情况下

带着你最喜欢的书参观图书馆）

75 截止日期 = 5 月 19 日
奖励= 5月26日

冰淇淋圣代吧

龙卷风呐喊

展示我们 3B 的学生将获得 Tornado Shout Outs - 尊重、负责和安全！学生每周都有机会被选中并在公告
中公布，他们的照片会显示在我们一楼的幻灯片中。祝贺以下学生在 1 月份表现出尊重、负责和安全，以及所有
其他表现出这种行为的学生！

埃德加·冈萨雷斯·贝拉斯克斯欧文·休斯顿阿拉亚·艾弗里娜塔莉·华莱士艾弗莉·凯洛格亚当·丹尼
达里克森·洛佩兹·佩雷斯 J·J·拉塞尔佐伊·斯图辛科里·库姆斯乔兹·格雷比尔肯纳·海-沃伦肯德

尔·帕克布兰特利·加勒特派珀·沃尔夫



地区新闻：
公开招生

这适用于居住在其他学区（多佛以外）的学生及其

家长。从 2023 年 1 月 17 日到 2023 年 3 月 3
日，可在线获取表格。*获准公开注册的学生必须
每年重新申请。有关此过程的问题，请致电

330-364-7104 联系 McKeever 夫人。
*多佛市学校的所有学生和家庭均可获得有关学校课程和活动
的免费语言帮助。如需翻译或口译服务，请联系您孩子的校

长。

文本通知

如果您尚未注册接收来自学区和 Dover Avenue 的短
信通知，请在下面的链接上注册。此链接位于我们网页上

的“家长”下——家长文本通知“选择加入”

https://target.brightarrow.com/msg.aspx?a=g-#%23%23%23.

接下来的活动：

2月6日
开学第 100 天

2月8日
6:30 PTG 会议

2月15日
期中考试

2月16日
PAC 五年级实地考察

2月17日
没有学校 -在职教师

2月20日
没有学校

2月23日
7:00 的四年级音乐剧

2月27日-3月3日
硬币大战

3月1日
家长会 3:15-6:45

3月2日
春天的图片

3月8-9日
彩虹连接装扮日

3月8日
6:30 PTG 会议

3月9日
家长会 3:15-6:45

3月23日
第三个九周结束

3月24日
没有学校 -在职教师

3月31日
成绩单寄回家

https://target.brightarrow.com/msg.aspx?a=g-#%23%23%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