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我开始第16年担任160小学校长时我

很高兴继续我们的工作，为您的孩子

提供最好的教育。纽约州和纽约市在6

月份认可了我们的工作，将我们的学

校命名为表彰学生成就的认可学校。

我为我们共同完成的工作感到非常自

豪，并渴望与您继续进行这项工作，

以确保您的孩子为接受更高水平的教

育做基础。对于学校和学生家庭来

说，一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欢

迎学校的家庭成为这项工作的真正合

作伙伴。您将有很多机会参观学校并

参加孩子的教室活动。你的参与会令

您的孩子在上课时非常高兴。我们鼓

励您参加我们的家长/家庭工作坊和

PTA会议，您将在其中收到有关我们

学校和即将举行的活动的重要信

息。在星期二下午2:30至3:40，

老师可以与家人见面并讨论学生

状态。如果您有任何要讨论的内

容，请与您孩子的老师约见。我

们的家长协调员朱小姐（Mary 

Chu）可以回答任何问题或疑

虑。您在我们的学校是受到欢迎

和重视的。我们的课程以严格的

标准为基础，鼓励学生设定目标并

努力实现。我们还鼓励学生注意周

围的美景并互相分享。您孩子的社

交健康情绪对他们的学习非常重

要，我们会努力创造一个安全和陪

育的环境。我们鼓励您到我们的家

长图书馆，馆中有多种语言的书

籍。您可以借书，并在家里与孩

子一起阅读。孩子们喜欢有人陪

伴阅读，这是建立他们的社会情

感、幸福感的另一种方式。我们

学校的学生都是我们的冠军。我

们的使命是为您的孩子提供最好

的教育。我们期待在本学年与您

分享这次航行！ 

编写的《一切都是受欢迎的》书由苏珊

·考夫曼(Suzanne Kaufman)配图和亚

历山德拉·彭福尔德(Alexandra Pen-

fold)带领我们度过了开学的第一天，

在这里，各种背景、宗教和种族的家庭

都受到欢迎。当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我

感觉书中的插图体现了一个真正的纽约

公立学校的样子。我们学校大约60%的

学生在家说英语以外的另一种语言，所

以在160小学听到一个孩子说两种语言

并不罕见。对我们整个学校来

说，冬季节日的装饰、学习如何

跳西班牙舞、加入多元文化俱乐

部、或者以舞狮来庆祝农历新年

的开始也不是罕见的。我的学生

们非常喜欢这本书，在阅读了关

于围绕着食物和节日的庆祝活动

后，他们渴望分享他们的家庭传

统。当学生们能够与他人建立联

系并启发他人了解自己的家庭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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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秋季 重要日期：  

10月9日– 贖罪日学校放假  

10月14日–哥伦布日学校放假 

10月22日-PTA会议早上8:25公共安全  

10月24日SLT下午2:30  

11月5日选举日- 学校放假 

11月11日-退伍军人节-学校放假 

11月20日–PTA会议早上8:25  

11月14日家长老师会议 

       -学生提早下课11:30  

11月24日– SLT 下午2:30  

11月28日至29日-感恩节–学校放假 

12月11日成绩单  

12月18日PTA会议早上8:25 

12月19日SLT会议下午2:30  

12月23日至1月1 冬季休假– 

               学校放假 

1月2日–学校上课 

 

 

 

 

统时，他们就会感到自己的价

值。庆祝多元文化和社区是我欣

赏这本书和喜爱160小学的原

因。 



一般应对议定书（GRP）的作品综旨在为

所有学校提供紧急事件发生时的指导。其

核心是使用共同语言来确定所有学校社区

在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采取的初步措施。在

每次事件中，学校管理者都需要评估判断

根据GRP实施方式作出反应。 

每个协议都有特定的员工和学生行为标

准，每个反应都是独特的。如果学生或工

作人员发现了及时的威胁，则需要拨打

911并进行处理。 

锁定（软/硬） - 软锁定应对队没有确定

的即时危险。行政小组，建筑响应小组，

护士，监护人和学校安全人员将动员到指

定的指挥所进一步指导。锁定意味着即将

发生的危险并且不能有人参与任何建筑物

扫荡活动。包括学校安全小组在内的所有

人都将采取适当的锁定行动并等待第一

反应者的到来“注意：我们现在处于

软/硬锁定状态。采取适当行动“（在

广播系统上重复两次）本学年我们将有

8个疏散演习，4个软锁定演习和3个公

共汽车演习。 

疏散 - 火警系统是员工和学生启动疏散

的初始警报。但是，有时候广播系统和

特定方向将作为启动疏散的警报。公告

将以“注意”开始，并遵循指示疏散。 

（在广播系统上重复两次）。 

避难所 - “注意。 这是一个庇护所。 

固定出口门。“（在广播系统上重复两

次）。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并承诺减少、重

复使用和回收!我们都致力于绿色生活

方式! 

160小学餐厅开始参与有机物收集! 

目标是从学校食堂和厨房收集有机材

料，以减少纽约市浪费及昂贵的垃

圾。来自“纽约市成长”的Jackie 

Juttonen职员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

面，帮助推出这个新项目! 行政部

门、持续发展协调员、保管员、学校

助理和厨房工作人员被告知收集有机

物的重要性。我们很高兴能教育学生

如何将垃圾分类和意义。160小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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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响应协议 

麦迪逊和乔治·华盛顿。 

•前10项修正案被称为《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 

参观费城的宪法大厅后，五年级的学生们

很兴奋地与学校分享他们学到的东西。在

三年级和四年级的集会上，他们展示了他

们所学到的东西，表达了他们对宪法如何

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感激之情。10月8日，

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

山大·汉密尔顿和贝琪·罗斯向第160公

立学校的学生讲述了他们对历史的贡献以

及宪法是如何形成的。五年级的学生们背

诵了宪法的序言，唱了爱国歌曲来庆祝美

9

9月17日，所有五年级都去费城的国家宪

法中心庆祝宪法日。学生们通过参观国家

宪法博物馆和体验多媒体互动视频了解美

国宪法。他们还与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麦

迪逊一起在一部巨大的宪法上签名。学生

们还了解到，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包

括儿童，都是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的一

部分!人口普查决定了每个州在美国众议

院的席位数量，也用于向地方社区分配数

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以下是五年级学生

在宪法中心学到的一些事实: 

•美国宪法由7条条款和27条修正案组成。 

•只有两名宪法签署人成为总统;詹姆斯·

Karabas 和 DeRosa老师带领五年级学生参观宪法厅  

锁定 

 

疏散 

 

临时避难所  



欢迎新职员 

在160小学，我们努力做到最好，尽可能回

馈社区。全年中我们经常为许多慈善机构

筹款。筹款使我们回报那些需要帮助的

人。它教会我们学生帮助人的重要性。我

们最近为儿童癌症募捐。我们的160小学的

工作人员和学生在整个9月进行了宣传活

动，提高人们的认识，并筹集资金支持儿

童与癌症抗争。我们知道金色或金丝带象

征着所有儿童时期的癌症。通常，丝带意

识只代表一种特定的疾病，而金色的丝带

代表几十种疾病。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是金

色?黄金是一种贵金属。孩子是我们最宝贵

的财富。国际儿童癌症日网站解释说，黄

金经过火的锻造，变得更强更硬。儿童癌

症患者也有类似的经历。2019年9月20日

星期五，教职工和学生们穿着金色的衣

服，代表所有与儿童癌症抗争的人。我们

用这一天来纪念那些与癌症抗争的，以及

那些在癌症中失去生命的人。我们的募捐

强调了支持儿童癌症研究的重要性，这有

助于改善和拯救每一天的生命。5-305x

班的学生Zi Ye Zhang解释说，她捐款是

因为她想帮助癌症儿童。“帮助孩子让我

感到很开心。每一笔小小的捐赠都很重

要，为这样一项伟大的捐款感觉很好，因

为我们知道可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尤其

是那些可能和我年龄相仿的人。“除了我

们的募捐，我们的学生还把金丝带挂在学

校周围的围栏上。你可以看到这些丝带沿

着F大道和52街的栅栏在风中飘动，提醒

我们金色的重要性。这些金丝带象征着儿

童的珍贵和儿童癌症英雄的坚韧。挂完金

丝带后，5-305x班的Viktor Calus说:

“我很高兴挂起了金丝带，任何经过我们

学校的人，都知道我们在支持! 在了解了

丝带的象征意义后，我意识到捐款的重要

性，因为它帮助了需要钱的人，帮助他们

远离癌症。” 

在创建小组和制定教学计划时，会考

虑到每个孩子的各个方面。我们知

道，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处理、

学习和理解的方式。ENL部门因多样

化和每个孩子的特殊需求而蓬勃发

展。我们欢迎所有语言，让学生使用

母语，营造一个更舒适、更包容的课

堂。教师努力创造个性化的教学，强

调无障碍语言和沟通的重要性。我们

经常选择反映孩子文化的书籍，让学

生熟悉世界各地的新文化和传统。引

用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杰奎琳·伍德

160小学，2019- 2020学年已经开

始。学生们很渴望，也许也有点紧

张，但他们已经准备好迎接新的挑

战。挑战自己的极限成为更好、更自

信的人。英语为新语言的教师们准备

好了他们的工作。160学校大约有

1200名学生。这些学生中有700人是

英语学习者。ENL系的教师被分配到

特定的教室，通过每个学生的语言发

展水平来创建一个更包容的环境。我

们的团队认真工作，努力创建一个更

有针对性的学习体验小组指导。教师

兴奋之情 。Barone老师回到岗位上，对

Alice Chen和Avril Cao说类似的感觉—

“我的第一天很兴奋!我很高兴能回来和

支持我的合作老师一起工作。”开学第

一天可能会很紧张，但新老师们分享了

如何克服开学第一天紧张和不安。

Daniela Carino和Sophia Dong采访一年

级老师 T. Russo，她对新老师的建议

是什么。她说:“尽你所能，不要害怕

听取同事的建议。总是抱最好的希望，

但要未雨绸缪! ” 今年重新加入我们

的Tai老师说:“我从同事那里学到了很

多如何帮助学生学习并成为独立思考者

今年我们迎来了五位新老师和在2025

毕业的学生!有些老师是重新加入我

们，而另一些是第一次加入我们。来

自5-406x班的五年级学生花时间采访

了这些老师，采访他们第一天的经

历，以及他们为什么选择在160公立学

校任教。当Jackie Lin和Ethen Weng

向Ren老师采访第一天的经历，她说:

“第一天我既紧张又兴奋”。

Terranova老师在接受Sandra Wang

和Phelia Chen的采访，分享了她见到

五年级学生并与合作老师一起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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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Gold) 金色， Grosseto老师 

的方法。”Tai老师最怀念160小学到

是“看到学生的笑脸及教师和工作人

员的支持。”这些新老师，以及我们

回归的教职员都期待着2019-2020学

年快乐并充实!” 

森(Jacqueline Woodson)的话，她

写了《开始的那一天》(the Day 

You Begin)一书。“每个人都有可

能走进一间房间发现没有人和你相

同” 在160小学我们庆祝它、接受

它，并传授它。 

Ms. Barone, Ms. Ren, Ms. Tai, Ms. Russo, Ms. Terrranova 



1057 52街， 布录仑，纽约

纽约市教育局 

160K 小学 
The William T. Sampson School 

在我们努力提高对美国癌症协会的认

识和支持过程中，我们的学校在一年

一度的布鲁克林生命接力活动中再次

获得了第一名。我们参与这项活动已

有十多年，希望向学生灌输回馈社会

的重要性。在 160小学，我们不断努

力寻找方法达到我们的目标。当我们

开始新学年时，我们开始我们的筹款

工作。我们有许多新的活动和机会，

通过这些活动，160小学社区支持我们

的筹款及健康意识的认识。我们期待

你们继续支持这一项目。 

  

电话: 718-438-0337 

传真: 718-871-7920 
  

教育总监: Richard Carranza 

学区总监: Karina Costantino 
  
校长: Margaret Russo 
  

副校长: 
Margaret Hamdan 
Christopher Gullo 
Annmarie Edwards 
  

家长联络员: 

朱小姐 
 

生命的接力 
Draxdorf 老师 

上学时间: 

早上8点10分 – 下午2点30分 周一至周五 

学生应在早上8点前到校 

每周二 — 下午2点35分至下午3点40分 家长讲座  

PS160k.com 

提醒160学生 

每天要穿校服 

Our Mission Statement 

我们的使命 

所有160小学的孩子会在我们家庭、老师和学校社区的帮助下学会成长。 

我们将一起努力实现严格的标准，建立终身学习者一个充满爱心的环境。 

庆祝每一个人，创建奠定为大学和职业准备的基础。 

10月是乳腺癌宣传月! 10月8日星期二，玛

摩莉亚医学中心的医生们为家长和工作人

员举办一个研讨会，以提高人们对年度乳

房检查重要性的认识。10月16日全体教师

和职工将参与160小学学校一年一度的“牛

仔裤和粉红日”。筹款活动帮助支持美国

癌症协会，该协会使我们团结起来研究挽

救更多乳腺癌患者的生命。这一活动始于

1996年，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如果

我们每个人都来帮助消除乳腺癌，那么我

们的目标将走得更远。全国的公司、学校

和其他组织都参与支持美国癌症协会

(ACS)的项目和服务筹集资金及提高认识

的活动。此外，美国癌症协会还提供信

息，帮助女性了解如何降低患乳腺癌的风

险。自这项活动开始以来，参加者已经筹

集了9800多万美元，以确保那些面临疾病

的人知道我们与他们在一起和癌症抗争。

如今，粉红色，尤其是粉红丝带，是乳腺

癌防治运动的标志。它在全球被广泛使

用，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和语言中都被强

调。当你考虑到粉红色所具有的情感和

精神上的影响时，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它

被选为乳腺癌的颜色。研究发现，粉红

色被认为是肯定生命、平静、有趣、安

静、缓解压力和健康的颜色。乳腺癌宣

传月是一项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运动。 

 

没有更多的裁剪。 

 
   

 

下载扫描收据软件， 
新的点劵在这里。 

 

点劵正在改变以适应今天的家庭。新的

和改进的Box Tops能使用最先进的扫描

技术，找到参与产品并立即将Box Tops

添加到你学校的在线收入中。 

**周六家长ESL课程**   早上8:30 –下午12:30    

不要忘记在周二下午安排与孩子的老师见面 

在社交媒体上关注我们！ 
              

              PS 160 Brooklyn 

 

             @PS160k 

 

             @PS160k 

牛仔裤和粉红日- Iacona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