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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寄语
亲爱的罗宾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们，
感谢我们所有的家长、学生和社区成员一直以来为了保障我们的员工和学生的安全而持续做出的支持和帮助。本
周学校给各位家长、教职员工和学生发送了重要邮件，披露在 1 月 25 日学校有一个 COVID-19 确诊病例。学校即
刻启动了温哥华海岸卫生局和 VSB 指导的五步行动计划
•直接通知受影响的员工
•直接通知受影响的学生和家庭
•直接通知所有学校工作人员
•直接通知整个 Byng 家长和学生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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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知 1 月 25 日在现场的社区成员和/或临时工作人员
VSB 还完成了受影响教室的彻底清洁和消毒。
当我们从第二季度的教学模式过渡到第三季度的教学模式时，我们将遵守由 VSB 和 VCH 提供的学校和社区安全的
所有指示，继续保持警惕。本链接提供了新的日程安排，供您在第三季度开始前查看。
大多数八年级的学生将于周二和周四的“弹性时间”与他们的老师在学校会面。9-12 年级的学生应该在第三季
度的第一节课上与老师核对，以确定之后的“弹性时间”何时上课（网课/或到校）。
进入 2 月份之际，我们将于黑人历史月继续学习加拿大黑人在过去所做的贡献，并庆祝取得的成就。作为一个学
习型社区，黑人历史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我们应该反思系统性种族主义、个体性种族主义和制度性
种族主义，并通过努力工作，集体改变促进和维持社区不公正的做法和行为。
工作人员一直在为“黑人历史月”做准备，并将在 2 月份提供一系列丰富的机会，让学生们去研究历史中和当进
社会那些曾经历不公平待遇的加拿大黑人，以及加拿大黑人对我们国家做出的丰富贡献。
我们期待着在整个二月与你们分享这些重要信息的更新。
祝您度过一个安心，安全，愉快的周末。
Mr. Wilmann
学校新闻
包容性和多样性：在周三的会议中，学校各位教师领导确认这一重学习支柱是的前沿和中心。Jon Hartley Folz 先
生展示了由艺术系提供的，正在开发的有关黑人历史月的丰富学习机会的最新情况。
艺术系为所有在校学生组织了丰富的校内学习机会，并将于 2 月 10 日（星期三）在 ZOOM 上进行广泛的演示，并在
上课和自习时间段向我们学校进行广播
•时段 A：上午 10:00-11:30
•时段 B:12:15pm-1:45pm
在课堂演讲之后，一周后会有一个问答环节，课堂上老师和学生可以参与艺术家的对话。报告的题目是：我姐姐们
看到的事情：
这部由莱斯利·麦考迪创作和表演的独角戏向观众介绍了四位影响了加拿大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的黑人女性。这

2

部文献类戏剧来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
参考了正史以及部分民间传说，
讲述了来自以下四人的精彩故事：
玛丽·约瑟夫·安盖利克----蒙特利尔的一名奴隶；
罗斯·福琼----加拿大第一位女警官，
玛丽·安·沙德----加拿大第一份黑人女性报纸出版
商；
以及维奥拉·德斯蒙德----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战
士，2018 年荣誉的被印刷在加拿大 10 元纸币上”
有关更多艺术家的信息及演出，您可以查看以下链
接：
https://www.prologue.org/performance-items/leslie-mccurdy

黑人历史月为我们的 Byng 学习社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让他们反思我们学校反种族主义的目标，以及它与我们
的包容性和多样性学习理念的一致性。感谢我们的所有员工，他们也为学校提供了参与这一重要主题的机会：
•约克女士：正在建立一个资源档案库，供所有工作人员查阅有关反种族主义和黑人历史的材料。
•桑德尔先生：体育部将开展一系列以社会公正为重点的活动。
•约翰斯顿先生：将于整个 2 月份广播一系列关于加拿大黑人成就的最新情况。
•拉乌尔先生：将邀请一个团队提供关于加拿大黑人历史的虚拟演示，跟踪加拿大黑人，并将提供去年学校演示的第
二部分。
通过“动手实践”和“用心学习”让学生参与：
来自安德森女士的弦乐课上的学生正在为第二季度的虚拟音乐会做准备，安德森女士提供了最新消息：
“正如在第一季度中级弦乐组的精彩表演，第二次的 VSB 音乐庆典也已经开始准备！这个季度的特点是年轻的 LB 初
级弦乐组和经验丰富的 LB 高级弦乐组。本周（初级弦乐组）和下周（高级弦乐组）在弹性时间进行录音，以适应广
泛的音频/视频设备和调度需求。
VSB 庆祝活动和视频制作的目的，是让家长/监护人几乎“看到”他们的孩子在本季度的弦乐课上学到了什么。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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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温哥华还有其他一些学校也将推出他们的弦乐节目。这个节日让我们作为老师、学生和家人，在这个艰难的分
离过程中继续感受到彼此的联系。由于艺术是 Byng 社区的核心，我希望家庭能够接受这个虚拟的庆祝活动，它将通
过 YouTube 以流媒体直播的形式呈现。

第二季度 VSB 庆祝音乐节在星期五举行，2 月
5 日下午 6 点。作为乐队协调人，我将来负责
整场音乐会，UBC 音乐学院的乔纳森·吉拉德
博士，将作为我们的荣誉客人出席。届时，
他将给出他作为专业人士的反馈和建议。请
加入我们，和学生们共同欣赏音乐和庆祝他
们的进步！”
学生们正在 LB 画廊（右）为这项活动进行练
习：

本周，施耐德女士介绍了其所在班级的学生在 Marketing 11 中学习产品的生命周期
“他们选择并研究了某一产品从刚开始引进市场，之后达到销售高峰，然后最终业绩下滑的全过程。在他们的研究
中，学生们能够追踪每种产品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再次研究以往最受欢迎的产品给孩子们带来很多乐趣，如
Beyblades、Blockbuster Video、iPod 和 Stilly Bandz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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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1 年在豪斯先生的多媒体工作室里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批有才华的年轻记者、摄影师、编辑和版画制作人自
2020 年 9 月以来一直在努力工作，以捕捉 Lord Byng 的精神，并在 2021 年 6 月 7 日前完成这项复杂的工程。
学校年鉴团队和 Howes 先生，你们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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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教育：
作为我们与我们的土著社区伙伴，艺术家和教育家
Dave Robinson 先生与 Musqueam 知识管理员 Shane
Point 先生，上周我们在现场与 VSB 工程部会面，讨论
如何陈列近期完成的大鲸鱼艺术雕刻作品。这幅作品
是 Dave Robinson 先生于 10 月份捐赠给学校的。
作为我们的 LEAF 的指导老师 McKeen 先生和 Byng Atrs
的负责人 Hartley Folz 先生出席了此次会面。计划将
在 9 月份举行的土著文化节上，展示本幅作品以及相
关土著文化展品，以辅助本校正在开展的土著文化教
育活动。

与此同时，Calman 女士的 8 年级法语课带孩子们到卡莫森沼泽周围的树林里进行了一次户外寻宝活动。这项引人入
胜的活动以土著教与学为中心，使学生有机会了解土著文化，并在森林探险时练习讲法语。
以下是 Calman 女士关于这一户外学习机会的最新情况：
“我们的法语 9 年级班读了一本儿童读物，书名是《阿提卡梅克》。它是与一位土著插画家合作创作的。这本书包
含了魁北克西南部阿提卡梅克人的语言，并编写进入了法语文本中。以自然和季节为主题，孩子们第二天在森林里
进行了一次法国式的寻宝活动。
学生们找到了一棵树，用法语树的词汇，写下了对这棵树的描述。通常情况下，寻宝游戏的传统是积分或奖品。我
们讨论了这种体验式学习，与本土的学习和认识方式有关，所以孩子们不会因此而被评估或得到类似学习的分
数。”

另外，本周非常感谢 Johnston 先生每周三持续在学校进行广播。本周，随着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Byng 广播电台花
了一些时间来确认美国的权力移交。感谢 Johnston 先生！
本周的另一个亮点是为我们的学校注入活力的晨间音乐时刻，这些音乐都是为早上来学校的班级学生演奏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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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Lan 女士用这些鼓舞人心的音乐时刻鼓舞我们的精神，感谢 Felix Li 为 PA 所做的工作！！！

Johnston 先生（上图）和 Felix Li（右）为 Byng 带来的精神
学期课程安排
D2（P1）课程将于 2 月 1 日（星期一）至 2 月 3 日（包括星期三）到校上课，D2（P2）课程将是远程授课。第三季
度将于 2 月 4 日（星期四）开始，D1（P3）班将到校上课，D1（P4）班将远程授课。见轮换时间表：学生 F2F 轮换
日历（2021 年 1 月 21 日修订）。
12 年级表格
以下两份表格由 TEAMS 发给 12 年级学生。如果您还没有完成表格，请在 2 月 11 日前完成。学生在填写表格时必须
使用 VSB MS Office 帐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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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Yearbook 毕业生名言
2021 毕业生信息(名字和毕业礼服身高)
弦乐队信息更新
Lord Byng 初级弦乐班和高级弦乐班用一些精彩的录像结束了第二季度的学习！初级弦乐班的学生在收到音乐后的一
天录制了一段具有挑战性的乐曲。高年级弦乐班的学生中有一位特别的学生指挥，Ken Hung（11 年级），以及各种
独奏者。
他们作品的录音现在将被编辑在一起提交给 VSB 地区美术协调员。他们的视频将于下周五 2 月 5 日下午 6:00 在团队
中进行现场直播！因为我们有虚拟的音乐会和节日，这是一种让学生、老师和家庭成员看到自己以及该地区其他学
校表演的方式。直播活动的链接将于下周发出。我们希望您下周能在舒适的家中加入我们，参加 VSB 音乐 Q2 庆典！
BYN-GO 田径
BYN-GO 是一个健身课程，每周三上午 11: 35 在主体育馆进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田径训练，适合所有的个人和团体
参与的运动，孩子们运动的同时也能收获很多乐趣！我们致力于短跑速度和技术、敏捷性、跳跃能力、整体力量、
核心力量和心血管健康的训练。上午的 11:35 在主体育馆开始，持续约 45 分钟。如果可以的话，学生应该提前 1015 分钟到达。带上口罩和水瓶（如果可以的话，带上朋友）。想参与的学生们请先去见 Jack 先生或去体育办公室拿
一份 COVID 许可证。更多细节，请联系 Jack 先生邮箱：bjack@vsb.bc.ca 。
田径运动会
我们希望今年学校能举办田径比赛。与此同时，BYN-GO 训练正在进行中（星期三上午 11:35），任何想参加今年田
径比赛的人都应该参加训练。
因为 COVID，田径是为数不多的正在进行训练的体育项目之一，而且基本恢复正常。大多数俱乐部在得到允许前允许
尝试进行一周或三周的试训。如果您想让您的孩子加入田径俱乐部，请向她提供以下信息：
田径俱乐部：
温哥华雷鸟 - www.thunderbirdstrack.org
温哥华奥林匹克俱乐部 - https://vancouverolympicclub.ca
列治文 - www.kajaks.ca
竞走-邮箱：evandunfee@gmail.com
如需更多信息，请联系 Jack 先生邮箱：bjack@vsb.bc.ca
第三学期学生自习位置申请表
第三学期需要自习位置的学生必须填写这个表格 form 预定位置。请注意位置数量有限，只有经过注册的学生才能使
用指定位置，并且始终遵守以下健康安全要求：
1. 始终保持 2 米距离。
2. 入座前必须洗手。
3. 始终戴着口罩。
4. 不准在此处饮食。
5. 学生不准共享设备。
6. 座位使用后必须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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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学生只能坐在指定位置。
用于此项用途的地点包括:
1. 楼上夹层 (图书馆外面)
2. 画廊
3. 画廊门厅 (Crown 街入口处)
加拿大中级/高级数学竞赛
由滑铁卢大学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加拿大中级 (9 年级和 10 年级) 和高级 (11 年级 12 年级)数学竞赛，目的是培养
高中生的数学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年，罗宾中学有 18 位热心参与者参加了 CIMC / CSMC。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Leo (Yile) Hu, Brian Zhang 和 Iris Zhao (CSMC 得分最高的前三名), 以及 Pengjin Yang,
Andy Yu and
Barry Yu (CIMC 得分最高的前三名). 恭喜我们所有的 Byng 数学家！
非常感谢 PAC 提供的资金支持，使学生能够参与这些比赛。

艺术展消息
去年的展览作品已经取下，可以在画廊里取回。
COVID-19 健康与安全程序

感谢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每天进入学
校前完成每日健康评估。也感谢你们
像一个家庭一样讨论最大化身体距
离，最小化身体接触，戴口罩，正确
洗手和执行呼吸礼仪的重要性。温哥
华学区的所有学校都有详细的程序和
方案应对。再次感谢所有学生、家庭
和工作人员为学校安全所做出的不懈
努力。

辅导部门
辅导员们按照学生姓氏分配 （所有年级）：
A to Gr
Mr. R. Greenshields rgreenshields@vsb.bc.ca
Gs to L
Ms. J. Radic jradic@vsb.bc.ca
M to Te
Mr. R. Rymer rrymer@vsb.bc.ca (Ms. Smith 暂时不在)
Tf to Z
Ms. Birsan ibirsan@vsb.bc.ca

课程选修
我们将于 2 月 17 日（星期三）在 Flex A 和 Flex B 期间为所有学生进行选课讲解。所有学生都将有机会听到将讲解
9

并提出问题。Rymer 先生将向 8 年级学生讲话，Greenshields 先生将与 9 年级学生交谈，Birsan 女士将与 10 年级学
生会面，Radic 女士将向 11 年级学生介绍。对于即将进入高中最后一年的 11 年级学生，Radic 女士将负责中学后的
申请过程。除此之外，我们最后确定了家长讲解的日期。它们被安排在星期三，2 月 3 日下午 7 点通过 Zoom 平台面
向低年级学生（8 年级和 9 年级）家长和 2 月 4 日下午 7 点通过 Zoom 平台面向高年级学生（10 年级和 11 年级）家
长进行讲解。会议详情如下。感谢我们的 LB PAC 帮助设置。我们期待着届时能见到你们中的许多人。我们将继续在
学校网站上制作课程规划页面，请随时查看：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Course-Planning/Pages/Default.aspx 。所有这些演示文稿以及其他与课程选择相关的材料都将在本页
上。谢谢你的支持。我们随时欢迎您的到来，我们在这里提供帮助，共同努力。
Lord Byng 课程规划 8 年级和 9 年级
时间：2021 年 2 月 3 日 07:00 温哥华
加入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5170979647？pwd=ZHI0WitKYi95S1NJc0dhcjkrSnhQQT09
会议编号：851 7097 9647
密码：577065
Byng 勋爵课程规划课程 10 年级和 11 年级
时间：2021 年 2 月 4 日 07:00 温哥华
加入 Zoom 会议 https://us02web.zoom.us/j/83475552815？pwd=UUFvY2I2Z0dHVmNINHg0SWlJQWdPUT09
会议编号：834 7555 2815
密码：714951

12 年级辅导报告
1 月份 12 年级辅导报告的摘要（包括最突出的要点）已发布在 12 年级辅导微软团队页面上的通用频道中。辅导员继
续支持所有 12 年级学生的申请过程，并鼓励他们在需要时随时进行咨询。我们计划在 3 月/4 月为他们举行另一次后
续会议。我们还鼓励您查看我们的 12 年级网页，因为它包含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
（https://www.vsb.bc.ca/schools/lord-byng/Guidance-and-Support/Grade%2012/Pages/default.aspx ）

Microsoft 团队
这只是一个友好的提醒，让学生不断查看他们的咨询团队页面。我们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渠道，并张贴各种信息，学
生可能会发现对自己有用的相关信息。对于 11 年级和 12 年级，有很多关于各种奖学金机会以及中学后信息的信
息。
学校费用
点击 here 支付 2020-2021 学校费用和补充费用。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 School Cash Online, 请按照如下的步骤完成：
第 1 步: 点击此处 here
第 2 步: 选择“Get Started Now” 并完成接下来的步骤。
第 3 步: 收到确认邮件后，选择“click here” , 登陆并增加每一个孩子到你的家庭账户
学校访客
学校大楼对公众保持关闭。家长的进入只能通过预约，由校长或副校长直接批准，并且仅用于紧急学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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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紧急情况下。所有其他通信和业务将通过电话，虚拟会议或电子邮件进行。
Lord Byng 图书馆
即使在这个困难时期，图书馆在向学生提供书籍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请鼓励您孩子在整个学年借阅书籍，因
为读写能力在学习中不可或缺。并且，学生们在上网课的同时也能抽出时间来读一本好书。请阅读！！！！
我们鼓励学生访问 lordbynglibrary.weebly.com 来浏览目录。有一个 BOOK REQUEST FORM 按钮，学生可以输入自己
的课堂时间和地点信息，以便 Ms. Rezler 能够找到他们、在课堂上将书交付给他们。此外，图书馆门上有借书申请
表，学生可以填写后放在红色文件夹内。
Ms.Rezler 很乐意为学生推荐书籍并提供查询作业资料方面的帮助。如果您的学生有任何疑问或希望图书馆在学
业上提供支持，请给她发送电子邮件。
参观 Armchair 展览的机会
EF Educational Tours 发布了一个链接，链接到您可能会喜欢的有趣的虚拟体验：
MoMA：超越框架式束缚
2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9 点：纽约被称为世界上最具活力的城市之一，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这里你会发现一些世界上
最好的艺术博物馆，比如现代艺术博物馆，简称 MoMA。加入我们吧，如果你一直梦想着从事艺术事业，MoMA 将带我
们走出束缚，探索在这里工作的感受以及你可以有怎样的发展。报名参加

ChARTing Change 艺术比赛
如果您是 14 至 18 岁之间的 BC 省居民，我们将邀请您提交你的原创艺术作品，主题是社会和环境的不公
正，激发变化并设想美好未来。
• 观看例作激发灵感： https://chartingchange.accesstomedia.org/contest/
• 在这里找到报名表: Contest Entry
• 报名前请阅读 Terms and Conditions before entering
• 请下载 ChARTing Change 艺术比赛海: chARTing Change Youth Art Contest Poster

把你的作品加入年鉴里
嘿，艺术家们--提交作品啦。在今年的年鉴里加入你的作品。请选好作品上并上传编辑好的文字和图像到邮箱：
byngannuals2021@gmail.com 。
罗宾艺校新闻

罗宾艺校新申请人
感谢每一位提交罗宾艺校申请的人。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以获取最新信息: http://byng2.vsb.bc.ca/byngarts/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邮件联系 byngarts@vsb.bc.ca.

罗宾艺校护照
护照网址 (http://passport.lordbyng.net/)
设计 Byng Arts 护照网站的目的是鼓励参与 Byng Art 课程, 记录你在学校之外进行的艺术互动， 并将我们带到
一起形成一个艺术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制作人，歌唱家和作家组成的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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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每年审查两次，第一次审查是 2 月 16 日。我们需要你至少解锁五项成就。本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了初步统计
结果（1 项成绩=25 分）。继续——你还有两周半的时间。

Byng Arts House Cup
House Cup 本月正式开始。感谢所有在网上参加开幕式的人。参赛队可获得赛事的录音。感谢 Avery Liang 设计出如
此美丽的 House 标志。

继续努力解决黑客的挑战（90 人已经解决了他们的难题），我们将做最后审查，并于 2 月 11 日给予解决数目最多的
人奖励。

罗宾艺校在 TEAMS 上信息
请随时关注，并使用 Teams 网站随时了解 Byng Arts 的最新信息。

罗宾艺校学生会最新动态
会议摘要：
•感谢收看我们开幕式的所有人
•委员会会议下周复会
•2 月目标：
•护照
•确保你有 125 分，2 月 16 日到期
•在 House Cup 比赛开始后蓄积 WAT 动力
•选择您想要的角色，在星期天晚上之前，通过电子邮件返回链上
•关于虚拟咖啡馆的反馈
•建议：情人节虚拟咖啡馆
•为游戏之夜投票，为您的 House 赢取积分
•暂停–请继续关注
•即将发布年度照片
感谢每一位贡献了自己想法和精力的人。
最真诚的，委员会执行官，Theo, Megan, Sarah, 和 Camille。
家委会新闻
我们强烈鼓励家长参加下周由 PAC 主办的课程规划会议。这些课程为家长提供了有用的信息，使他们能够与孩子就
课程选择进行有见地的对话。将分有两个部分，一部分给 8 年级和 9 年级的家长，一部分给 10 年级和 11 年级的家
长。不过，欢迎对高水平课程感兴趣的低年级学生家长同时参加。鼓励家长提前提交问题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eCGnKWhgZPFEmdpF3UL4eyTG0sbOoGzmV3ZRATLTNim8UojQ/viewform?u
sp=sf_link 衷心感谢我们的四位杰出顾问 Birsan 女士、Rymer 先生、Greenshields 先生和 Radic 女士出席信息之
夜。我们希望在那里见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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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任何问题或疑问，请发电子邮件至 lordbyngschoolpac@gmail.com
毕业班家长委员会
请记录日期！我们开心地预订了威斯汀海湾酒店，作为 2021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一的毕业生庆典场所。我们很高兴在
新的一年里与大家分享更多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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