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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季

ISP 新闻
国 际 部 项 目
大 急 流 城 基 督 教 高 中

祝贺你，
2017 届毕业生！

毕业生送别庆祝晚宴
时间：2017 年 5 月 15，下午 6 点
地点： 高中校园小广场
请参加我们的告别晚宴，
庆祝我们的高年级同学们圆满毕业！

请记住以下日期：
毕业生送别晚宴

2017 届毕业生
正式毕业

暑假

5 月 15

5 月 16

5 月 26 -8 月 16

Isaac Chaves:
哥斯达黎加籍学院
Chen Zijie:
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
Lau Chun ho (William):
游学中国一年
Lau Yuiki:
基石大学
Liu Fan (Jackie):
华盛顿大学
Hanh Mai (Hannah):
卡尔文学院
Joan Nakakande:
卡尔文学院
Xie Xiaoxue (Jessica):
华盛顿大学
Zhou Yangshuying (Kate):
密歇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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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冬季小学期
实习及课程
Joan Nakakande

Kampala 社区教会, 乌干达
“本次实习帮助我学会了无论何时何地如何努力工
作的技巧。和从 4 岁到成年不同年龄段的人们的紧密
互动也大大地提高了我与人交流的能力。现在，我可
以用我所学到的交流技巧去和学校中不同背景的同学
们进行交流，鼓励他们努力学习、也感恩大急流城基
督教高中给同学们带来的点点滴滴的每一个祝福。”

Ashley Zhou

Terzes 摄影公司，大激流城
“通过与新客户及同事的彼此交流、以及在帮助完
成一些琐事、摄影和模型准备等的过程中，我学到了
很多很多。我曾作为场记协助商业摄影，也曾作为助
理协助灯光设置。”
Chen Zijie

举重室，北京
“它帮助我学会了如何在不同的训练中动作正确，比
如膝上膝下提铃、后深蹲及卧推等；同时也让我学会
了如何帮助别人保持动作正确。我深信实习中的所学
一定能帮助我在学校中和教练一起的训练。实习训练
有时是很痛苦的；但我一直坚持不懈！”

Jessica Xie

王子会议中心，大急流城
“实习中我真实地看到了什么是团队协作与彼此看
顾。固然自己要做好本职工作，但同时也要留意同伴
及同伴的工作。给同伴一个机会，也给自己将来犯错
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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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圓周率日

寄宿家庭会议, 1 月 26 日

寄宿家庭会议, 3 月 14 日

1 月 26 日（星期四），我们为我们的国际学生

3 月 14 日（星期二），我们为寄宿家庭举行了

及其寄宿家庭举行了别具一格的中式晚宴，庆

最后的晚间培训。简单的甜点后，国际学生及

祝中国的春节及农历年。晚宴之后，寄宿家长

寄宿家长们一起聆听了 David Smith 博士（卡

和学生分成不同小组接受辅导与培训。活动第

尔文学院教授及研究生部主任）的讲座。

三负责人带领寄宿家长就沟通和关系建立问题

Smith 博士是 《基督徒与文化差异》这一新书

进行了讨论。同学们也分成男女两组并分别进

的共同作者。他带领大家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

行了辅导培训。大家在热烈的互动中度过了良

论并鼓励国际生及寄宿家长直面每一天的文化

好的时光。

差异。

中国饺子
中国饺子全年皆可食用；但在农历新年尤为重要。
1 磅猪肉

一. 将配料放在大碗里混合均

3 瓣蒜，切碎

2 汤匙韭菜，切碎。

匀。把饺子皮平放在洒了少许面
粉的面板上，用汤匙挖约一勺馅
放在饺子皮中间。先用少许水湿
润饺子皮边缘，然后沿边缘折成

2 汤匙酱油

小褶闭合成饺子。如此重复。

1½汤匙香油

二. 饺子可以煮：开水煮 6-9 分
钟；也可以煎：平锅中，加植物
油，加热直至饺子呈金黄色。

1 个鸡蛋，打好

汤匙新鲜姜，切碎
50 只饺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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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活动
老鹰侦探小组
http://bkarsten3.wixsite.com/grchsforensics
恭喜我们的“老鹰侦探小组”在密执根波蒂奇
举行的 Menchinger 杯侦探邀请赛上勇夺第一
名！在此，也同时祝贺以下获奖国际同学：
讲故事：CathyXue（进入半决赛）
散文：Victoria Ding （进入半决赛）
诗歌：Ada Yuan （第五名）
见闻：Cece Liu （进入半决赛）

编程俱乐部
Alice Jiang 最近发起了一个计算机编程俱
乐部。参加完在卡尔文学院举行的“编程女孩”活
动后，Alice 深受鼓舞，决定在大急流基督教高中
创建类似项目。她希望借此提高美国学生，尤其女
生，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兴趣。
几星期前项目得到批准后，Alice 和几位同
学便一道开始讨论编程。活动的宗旨是一方面提高
大家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另一方面方便大家交友
以利于大家未来工作中的团结协作。
“每个人都能编程，”Alice 讲道。“对我
而言，通过编程你能加添你自己的主意，无论是编
写游戏、音乐或其它程序，编程的确可以做很多事
情！“
同时，她也特别指出俱乐部对每个人开放，
不仅仅是女生。加入俱乐部大多数同学都是初学
者，正如 Alice 自己指出的，“我也是编程新手，
我们可以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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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假出游
今年的年度春假旅行，我们是在密执根的荷兰市度
过的。我们住在荷兰和索格塔克之间的一个大房子
里，离密执根湖咫尺之遥。我们一起骑自行车、玩飞
盘高尔夫、到荷兰和索格塔克的市中心购物；我们在
密执根湖边沙滩及沙丘上玩了整整一天，同时，也顺
便访问了附近的霍普学院。室内的活动同样精彩，有
乒乓球、台球、桌上足球、纸牌游戏，篮球等，当然
我们也亲自下厨制作并品尝了大量精美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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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申请大急流城基督教高中！
我们招收符合以下条件的国际同学：


热心参与学校、课外及家庭等各项活动；



具有相应的英文熟练程度；



具有良好的个人品格：正直自律、
主观能动、努力不懈、遵守纪律、
态度端正、行为有礼。

申请详细信息，请访问以下网站：

www.grcs.org/international

国际学生项目领导团队
Rachel Mulder
国际学生办共同主任
rhmulder@grcs.org
(616 574-5621
微信帐号: englishbluebells

Lisa Rozema
国际学生学业督导
lrozema@grcs.org
微信帐号: LR6165168431

Joelle Williams
国际学生办共同主任
jwilliams@grcs.org
(616) 574-5652
微信帐号: JAWillia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