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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0 月

Dover Avenue 家庭，

很难相信我们已经上学一个多月了！我们终于迎来了我们一直要求的凉爽天气，因为我们正式进入秋季。自开

学第一天以来，我们在 Dover Avenue 看到了许多变化，我们的学生在适应这些变化后回到学校时做得非常
好！教师继续与我们的学生和家庭建立积极的关系。学生们正在建立新的友谊，并了解我们作为四年级和五年

级学生在 Dover Avenue 的高期望。这将是我们所有人成长的一年，我期待着共同成长！接下来的几个月将
为我们的学生带来许多有趣的活动，包括我们的第一个秋季节、多佛-菲拉周和 VIP 日。我很高兴能为我们学
校举办这些新的和传统的活动！我想鼓励我们所有的学生和家庭参与这些活动，因为他们培养了宝贵的家庭和

学校联系。

感谢您为您的孩子和我们的 DA 工作人员所做的一切！

Mrs. Nicholson



秋季新闻和活动

秋季盛会

我们的第一次秋季盛会将于 10 月 8
日下午 4:00-7:00 在 Dover
Avenue 举行。我们将有游戏、工
艺品、篮子抽奖和食品卡车。家庭将

支付食品和篮子抽奖券，但入场免

费！我们期待在那里见到你！

Dover-Phila 精神周
精神周是在 10 月 17 日至 21 日的
Dover-Phila 周期间！鼓励学生、教职员
工和家庭参加每个“装扮”日，整周支持我们
的多佛龙卷风！

● 10 月 17 日，星期一——梦想着胜利。穿上你的睡衣。
● 10 月 18 日，星期二——胜过菲拉！穿霓虹灯的衣服。
● 10 月 19 日，星期三——没有胜利，就没有意义！穿不匹配的衣服。
● 10 月 20 日，星期四- 更上一层楼。穿大学或职业球衣或衬衫。
● 10 月 21 日，星期五——去多佛！打败菲拉！穿深红色和灰色。

精神商店

精神商店将于 10 月 17 日至 21 日开放，供学生在午餐时间（11:00-12:00）进行 Dover-Phila
比赛。学生也可以在该周之前预订商品。请留意有关此的更多信息！

家长会

将您的日历标记为 10 月 27 日和 11 月 3 日下午 3:15-6:45 的家长会。这些可以通过电话或亲
自举行，具体取决于您的喜好。更多信息将很快回家！

VIP 日
在您的日历上标记我们的 VIP 日！计划于 11 月 18 日举行。更多信
息将在未来几周内公布。

退伍军人节

我们的退伍军人节大会将在今年再次举行。格雷夫斯先生将为我们

五年级的学生组织这个计划，分享他们曾经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或目

前正在服务的亲人。然后，该计划将以虚拟方式共享给我们所有的

家庭和社区成员以查看。



DOVER AVENUE 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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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生注册

提醒家长完成网上注册 每年这为我们

提供了有关您孩子的信息。如果您尚未

对此进行更新，请尽早访问

https://dover.esvportal.com/，
该网站位于学区网站的家长和家长门

户选项卡下。

药物

如果您的孩子在学校需要药物，根据州

和委员会的政策，我们不允许在没有医

生和父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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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学区网站上提供了药物表格，或者您可以在办公室停下来。

费用

工作簿费用包括小说和工作簿的费用。 4-5 年级的练习册费用为 25.00 美元，到期日为
2022 年 9 月 30 日。如果您尚未付款，请尽快付款。请支票抬头为 Dover Avenue
Elementary。
视力和听力筛查

视力和听力筛查将于 10 月 12 日至 13 日对 Dover Avenue 的学生进行。这几天将对五年级学生
和该学区的新学生进行筛查。如果您的孩子戴眼镜，请在这几天送他们戴眼镜上学。如果您的孩

子没有通过视力或听力筛查，学校护士会寄信回家分享结果，并建议眼科专家进一步评估。如果

您有任何问题或疑虑，请通过 homrighausene@dovertornadoes.com 联系 Homrighausen女士

安全和

演习：本月我们进行了另一次消防演习。我们将继续每个月进行安全演习。我们新的学校资源官

罗奇警官加入了我们的这些演习，并将继续成为我们安全团队的一员。

Rap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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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谁在我们的建筑物中，而 Raptor 系统使我们能够
做到这一点。 Raptor 系统将更好地让我们对学校的访客、工人和志愿者进行筛查，并为我们提
供一个更安全的环境。进入小区大楼后，访客将被要求出示美国政府颁发的身份证件，例如驾驶

执照，可以扫描或手动输入系统。如果家长或监护人没有可扫描的 ID，学校工作人员可以使用任
何形式的政府身份证明（包括照片）手动将个人信息输入 Raptor 系统。 Raptor 系统检查访客
的姓名和出生日期，以便与公共州和国家登记的性犯罪者数据库进行比较。注册性犯罪者数据库

是 Raptor 系统检查的唯一官方数据库。不会收集或记录来自 ID 的其他数据，并且不会与任何
外部机构共享该信息。经批准后，Raptor 将颁发识别访客、日期和访问目的的徽章。如果父母或
监护人以外的任何人让孩子离开学校，他或她也可能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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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工作的人来说，访客证将不是必需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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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员。预先感谢您对我们学区加强学校安全程序的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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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勤

根据《失踪儿童法》和为了我们孩子的安全，请家长在上午 8:30 之前致电 Dover Avenue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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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的孩子缺席，请在您孩子回来后发送一张便条，以确认他/她的缺席。如果缺勤是由于
医疗、牙科或法律预约，请在返回学校时在提供者的文具上提供验证说明。如果在 24 小时内没
有接到电话或通知，缺席将被标记为无故缺席。

Home Football Game 提醒

学校体育赛事是学校的功能，学生的行为期望与学校相同。在学校，我
们讨论了保持尊重、负责任和安全在任何体育赛事中请提醒您的孩子
这些期望。

● 不允许抢断和粗暴比赛。

● 学生不应将任何球带入比赛。

● 没有跑步或马戏。

● 在整个游戏过程中，学生应与父母或学生区就座，去洗手间或特

许摊位除外。

作为 Dover Avenue 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为社区和访问团队代表
Dover City Schools 的价值观。

通讯
短信通知

如果您尚未注册来自学区和 Dover Avenue 的短信通知，请通
过下面的链接进行注册。此链接位于我们的网页上的家长 - 家长
文本通知“选择加入”下
https://target.brightarrow.com/msg.aspx?a=g-#%23%23%23。

每月通讯

我的每月通讯将每月与您的孩子一起寄回家，并且可以在 Dover Avenue 网站上找到。这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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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纸上的 DA 文件夹中的这些内容。您孩子的老师还会寄给您一份时事通讯和作业表。有关您孩
子的班级和教师团队的具体信息，请参阅此内容。

家长教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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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有优秀的 PTG 志愿者
的帮助下，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场成功的秋季书展！ 感谢所有填写 PTG 志愿者表格的家长。您的
帮助，无论是时间、捐款还是财务，都对我们的学生大有帮助！我们下一个由 PTG 赞助的大型
活动将是我们的秋季节。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上面的信息或与您的孩子一起寄回家的传单。请

联系我们的 PTG 电子邮件，了解如何参与或向“Dover Ave PTG”Facebook 页面发送消息！
doveravenueptg@gmail.com
我们的下一次 PTG 会议将在 10 月 12 日举行！我们所有的会议将于 6:30 在 Dover Avenue
图书馆举行。

执行委员会： PTG 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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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Amanda Miller 夫人 10 月 12 日 11 月 9 日
副主席：Erika Ko�a 夫人 2011 年 12 月 14 日

司库：Stacy Gordon 夫人 月 8 日

秘书：Ashley Huston 夫人 月 12 日

学术更新
年九月份，老师们花时间去了解你的孩子作为一个学习者。为此，我们完成了关于他们学习风格

的问卷调查、与同龄人一起观察他们、评估学术技能和非正式对话。我们评估 4 年级和 5 年级
学生的领域之一是 MAP，即阅读和数学方面的学术进步衡量标准。所有学生每年在秋季、冬季和
春季完成此在线评估。这使我们能够年复一年地跟踪他们的进展，以了解他们的成长并干预关注

的领域。我们使用的另一个测量工具是 DIBELS。今年在 4 年级和 5 年级，我们测量了学生的口
语阅读流利度 (ORF)，这是一个 1 分钟的定时评估来衡量阅读流利度。课堂教师还使用各种形成
性和总结性评估来收集有关他们在每个内容领域的技能的数据。所有这些数据点都有助于我们更

好地了解我们如何支持您的孩子。在 10 月份，学生将完成社会情感学生调查，该调查衡量学生的
自我意识、自我管理、社会意识、人际关系技巧和负责任的决策制定。教师将能够使用他们收集

的数据以及我们的学术和社会情感数据为您的孩子提供高质量的教学。我们将继续加强他们的优

势领域，并在需要的领域进行干预。每个团队都提供时事通讯或每周作业，其中包括他们将在每

个学科领域学习的内容。请留意此信息，以便了解您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的内容！

Tornado Shout Outs
Tornado Shout Outs 给表现出我们 3B 的学生 - 尊重、负责和安全！学生有机会每周被选中在公告上公布
，他们的照片将显示在我们在一楼的幻灯片上。祝贺以下学生在 9 月份表现出尊重、负责任和安全，以及所有
其他体现这种行为的学生！

艾登·沃克、赛琳娜·莫兰德-赫维林、达瑞克森·洛佩兹·佩雷斯、达奈·艾弗里、艾斯琳·柯林斯、特
鲁特·马斯特罗因、布鲁克·帕迪拉、艾莉亚·科法、凯尔·麦格伦菲-墨菲、阿什琳·库利、吉纳维芙·

米勒、托里·格里森、珍娜·拉巴茨基、莉迪亚·古多夫、埃弗利·凯洛格、 Diego
Ramirez-Reynoso、Braylon Patton、Jarryd Monigold、Shawna Harmon、Liam
Marshall、Beckett Miller、Ireland Fannin、Lita Schonbrun、Addison Meechan、

Zoey Stucin 地区



新闻：
多佛体育门票信息

Crimson Tornado 主场体育赛事的所有
门票都将在线销售今年。预留座位赛季足

球通行证、成人秋季全运动通行证和学生

（1-12 年级）全年通行证现在可通过多佛
市学校网页的家乡门票在线购买：

httpsaza7dr8p

*多佛市学校的所有学生和家庭均可获得有关学
校计划和活动的免费语言帮助。请联系您孩子的

校长以获得翻译或口译服务。

即将举行的活动：

10 月 3 日
没有学校 - 在职教师

10 月 8 日
Dover Avenue 秋季音乐节 4:00-7:00

10 月 11-12 日
视力和听力筛查（五年级，仅限新生）

10 月 12 日
图片日，PTG 会议在 6 :30

10 月 17-21 日
Dover-Phila 周

10 月 27 日
家长会 3:15-6:45

10 月 31 日
没有学校 - 教师在职

11 月 1 日
4 年级 Full STEAM 与 C Show 先生

11 月 3 日
家长会3:15-6:45

11 月 4 日
Jim Basketball Jones 大会

11 月 9 日
PTG 会议于

11 月 11
虚拟退伍军人节大会

11 月 18 日
VIP 日 1:15-2:00

11 月 23-28 日
没有学校 - 感恩节假期

https://tinyurl.com/aza7dr8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