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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 课程 指南

   

高 中 HS



“我们知道每位父母都非常关心他们孩子在学校所取得的成
绩。 这是我们更密切与家庭合作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家人的
参与对于孩子的成功以及我们学校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 校长 Kaya Henderson

如何使用《父母课程指南》：

本指南为您提供在家里给予您孩子支持所需的工具。在这本手册中，您
将看到基于 DCPS 课程的策略，可帮助您的孩子达到其学习目标。您会
更好地理解您孩子在学校正在学习的内容以及您如何可以在家里为孩子
拓展学习。

此外，本指南提供了在家完成我们的 Cornerstone 作业的特定策
略。Cornersone 作业是在整个学区提供的质量优良且有深度的活
动，DC 公立学校的所有学生都将在每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参与这些活
动。我们已经为您提供了您孩子可能体验的 Cornerstone 作业的四份样
本，以及关于如何在家里为孩子提供支持的提示和建议。

若要获取关于 Cornerstone 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bit.ly/DCPSCornerstonesVid。

您可以做什么？

向您孩子的老师询问的问题：

与您的孩子谈论：

您在您孩子的学业表现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为了支持在家里学习，您

可以做以下一些事情：

 ► 让您的孩子知道教育是成功的基础。

 ► 了解您的孩子在高中预期会学习的内容。

 ► 帮助您的孩子设置短期和长期的学业目标。

 ► 提供完成家庭作业的指定时间和地点。

 ► 与您的孩子讨论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并持续监督学业进步情况。

 ► 支持您的孩子。

 ► 与您孩子的老师分享您孩子的长处。

与您孩子的老师讨论学业进度时，您可能想要考虑询问以下这些问题：

 ► 学习目标是什么？ 您可以给我看看达到学习目标的学生作业示例吗？

 ► 我能看看我孩子的作业示例吗？ 它是如何达到或未能达到这些学习目标

的呢？

 ► 如果我的孩子处于或超过年级水平，可以获得哪些额外支持？ 我在家里

可以做什么？

 ► 您在学校使用的哪些日常教学方法在家里也应该使用？

 ► 我每天可以问我的孩子关于您课堂的哪些种类的问题？

良好的对话有助于我们的孩子了解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感兴趣。您可以考虑使用

以下这些语句开始谈话：

 ► 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你在学校取得更大成功？

 ► 你在学校学习的任何概念方面是否存在问题？

 ► 你下个月是否有任何到期项目？ 你开始已经着手这些工作？

 ► 你是否很快就有考试？ 什么课程？ 你认为是否能够在这些方面取得好成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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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指导您的孩子访问 khanacademy.com 上的代数技巧和策略。

 ► 与您孩子的老师进行交谈，规划学业成功。 制定一个学业计划，其中包

括辅导或与孩子的老师一起定期检查。

 ► 让您的孩子观看“芭比蹦极项目”在线教程 

www.youtube.com/watch?v=YmjhGYoP-2E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收集有关从规定调落下的小雕像的自由落体的数据。

学生将要使用橡皮筋制作一个 “蹦极绳索”，允许小雕像尽的行程可能靠近地

面，但不接触地面。学生完成并分析课堂上的多次试验，以便为本作业创建一

个成功计划。

代数 I Cornerstone

 ► 在线填写“家庭碳足迹”活动，计算您家庭的碳足迹。在活动期间，您和

您的孩子将学习减少对环境影响的方式。本次活动中收集的数据可用于您

孩子的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通过“国际学生碳足迹挑战网站”来跟踪其碳足迹，

将它们与世界各地其他学生的碳足迹进行比较，并通过在线讨论论坛与国际学

生进行互动。

为期一年的学习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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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与您的孩子一起探索互联网，找出用简单的家居材料制作电池的方法。确

定为自己的智能手机供电所需的各种材料。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将制作功能性电池，并确定各种类型电池的相对

强度。

化学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访问劳工统计局的“职业展望手册” www.bls.gov/ooh/ ，并与您的孩子

讨论职业道路。询问您的孩子长大后想要做什么。按照薪金最高、发展最

快和预计最具新就业机会寻找职业道路。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将使用线性函数模拟其一生中各种职业道路的收

入，说明在职业中所要求的高等教育的费用。在项目结束时，每个学生都会制

作一个书面、海报或 PowerPoint 形式的报告，详细说明有利于选择大学和职

业的职业道路、所选择的大学和数学分析。

代数 II Cornerstone

 ► 帮助您的孩子以优先顺序排列作业。让您孩子写出一周需要做的全部事情，

包括与学校无关的作业。让您的孩子用1到4标识各项作业，1最重要。帮助

您的 孩子以优先顺序排列作业，以取得更大学业成功，并告诉他们重写清

单，全部1都排在上面。 经常检查，随着时间推移，观察清单的发展变化 

情况。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在 LearnZillion.com 上创建一个帐户。该网站拥有您孩子可以观看以加强

在家里学习的大量视频教程。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用量角器和磁罗盘在地图上导航。学生发现地图上

显示的一系列点，并计划需要最短时间的路线。

几何学 Cornerstone

 ► 要求您的孩子参加卡丁车比赛，可以实际车辆中安全地练习应用物理学的

速度和摩擦。在 DC 地区有很多户外（和一些室内）赛道可供前往进行这

项有趣的活动。

 ► 鼓励您的孩子阅读 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10/06/100608162244.
htm 上的“停止或通过黄灯的速度”。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向一群驾驶员教学老师做介绍，展示他们的物理知

识。教员通过对制动距离、摩擦和曲线、安全跟车距离和黄光交叉口的口头和

书面陈述来评估学生的知识。

为期一年的学习提示：

 ► 帮助进行时间管理。大多数高中学生花大量时间做家庭作业和课外活动。

通过制定学习计划帮助您的孩子培养时间管理技能。

 ► 帮助您的孩子设定高学业目标。 在每个等级阶段的开始，帮助您的孩子

确定每门课程应该能够赢得的分数。设定现实目标会帮助您孩子了解 您

的期望是什么。目标也给您的孩子确定积极努力的方向。考虑在整个四分

之一学期中反映这些目标，以确保您的孩子继续朝着既定目标努力前进。

考虑问“你这本课程的长期目标是什么？ 我们可以制定什么短期目标来

确保你实现长期目标？ 我们可以如何检查你的进度，以确保你走在正确

的道路上？”

 ► 查看全部中期报告和报告卡。

 ► 与您的孩子谈论正在学校发生的事情，耐心倾听。 不仅要注意您孩子使

用的语言，还要注意孩子的身体语言、态度和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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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学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与您的孩子讨论《篱笆》- 他们如何看待这个剧作？ 让您的孩子分享在

课堂上创建的矛盾图表。

 ► 鼓励您的学生展示他们家庭成员的个性主题。

 ► 考虑在 bit.ly/DCPSFences 观看奥古斯特•威尔逊的《篱笆》的剪辑，并讨

论场景中所代表的矛盾。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仔细观看剧作《篱笆》中的某个人物，并研究奥古

斯特•威尔逊如何运用该人物发展与个人或社会矛盾相关的主题。学生分析某

个人物的互动、语言和/或动作如何发展已确定的主题。学生通过一个人物-主

题概念图展示自己的分析。

英语 I Cornerstone 

 ► 通过观察作者蒂姆•奥布赖恩使您的孩子获得关于 Cornerstone 
的有用背景资料，并讨论他的书《他们携带之物》 
www.youtube.com/watch?v=B8ivNokqT74。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阅读《他们携带之物》，并仔细观察越战或相关抗

议活动中的某张照片。学生创建问题 引起关于照片意义和摄影师所持战争观

点的讨论。

为期一年的学习提示：
 ► 鼓励独立解决问题。能够独立解决问题有助于学生获得自信，变得更加

独立。

 ► 充分利用家长会。家长会 为家长和老师提供了一个共同推动学生取得成

功的 独特机会。考虑花时间共同制定一个 学生成绩计划。请务必准备

您可能存在的问题和疑虑清单， 如“我的孩子在什么方面需要改进”或 

“您对我在家里支持我的孩子有什么建议？”。

 ► 与孩子的老师保持持续沟通。 考虑询问， “如果我们集思广益得出一

些想法是否有助于我的孩子 在课堂上取得成功？”

 ► 你知道你学校有一个名为 EngradePro 的新型数字成绩簿吗？ EngradePro 
允许家长实时监控学生的学习进度。您 可以查看您孩子的成绩和作业，

并可直接向 老师发送消息。有关详细信息以及获取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请 联系您孩子的学校。

 ► 赋予您孩子力量。问他们“谁是我需要拜访的最重要老师？”或“你需

要我做什么来帮助你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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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 II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 此 Cornerstone 涉及培养学生在参加 DCPS 音乐节的准备过程中提供、倾

听和实施重要反馈的能力。可以与家人分享重要反馈做法。家人可以倾听

学生的做法并提供反馈。

 ► 可以邀请比较深入从事音乐的家庭在课堂上以与本项目有关的方法分享他

们的作品。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通过排练、录制表演、通过特定标准评估表演和应

用建设性的批评来准备音乐节。在节日之前，实施持续改进的反馈循环，并利

用节后裁决人意见提高学生成绩。

音乐 Corner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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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习心肺复苏术，并让您的孩子评论您的技术。

 ► 家庭还可以学习学生将在课堂上学习的只用手的心肺复苏术。视频和演示

请见 www.heart.org 。

在此 Cornerstone 中，学生学习如何准备和应对在家里或在工作场所出现的紧

急情况。在这个单元中，学生学会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其中包括只用手的心

肺复苏术和急救。他们检查自己家里的应急和儿童安全情况并为自己家庭制定

一个计划，以确保儿童在紧急情况下然安全。

健康 Cornerstone

您可以如何帮助您的孩子：

为期一年的学习提示：

 ► 确保您的孩子有一个安静的灯光充足的地方去学习。避免让您的孩子在开

着电视或与存在其他分心事情的地方学习。

 ► 允许您的孩子在学习的过程中定期休息。学生们每次学习了 45 分钟后应

该休息 10 分钟。

 ► 允许您的孩子努力解决问题。当您的孩子请求帮助时，提供指导而非答

案。当帮助您的孩子时，提出引导过程的问题，如“你从哪里开始？”

或“你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得到答案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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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大学计划
第9和10年级

夏季

一起参观大学校园。
哥伦比亚特区有几所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参观哥伦比亚特区内及周
围的校园是让您孩子对大学感兴趣的 最好方法。大学之旅都是免费
的，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被认为是 “潜在学生。” 目的是在四年级之
前参观哥伦比亚特区的每所大学。

向您孩子展示如何探索职业思想。
他或她可以一系列的兴趣、天赋和最喜爱的活动，并开始 将它们
与职业匹配。 了解更多有关您孩子能够如何在 Naviance 的 Family 
Connections 中获得全部 DCPS 职业资源 bit.ly/DCPSFamilyConnection。

获取大学费用的事实。
参观美国教育部的大学负担能力和 透明度中心 bit.ly/DCPSAffordability。
您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完全可以负担得起高等教育。首先，

阅读“了解 大学费用”bit.ly/DCPSUnderstandCost。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
的合作伙伴关系 

而制定。

• 美国大学（红线-Tenley-镇/AU地铁）
• 天主教大学（红线-布鲁克兰/CUA）
• 霍华德大学（黄/绿线 - 肖 - 霍华德

大学）
• 乔治华盛顿大学（橙/蓝/银线-雾谷）
• 乔治城大学（D6或环线）

• 玛丽蒙特大学（橙/银线，巴尔斯顿站）
• 三一华盛顿大学（红线 - 布鲁克兰/

CUA）
• 马里兰大学（绿线 - 
• 大学园区/马里兰大学）
• 哥伦比亚特区大学（红 线—Van Ness/

UDC）

到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76%工作将需要某种形式的高中以上教
育。我们希望哥伦比亚特区公立学校的毕业生都有资格并准备在事业
上取得成功。该资源向父母和家庭提供帮助您的支持。 孩子成功导
航至并渡过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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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帮助您的孩子开始列大学名单。
共同逐步访问大学搜索网站，获得如何开始建筑大学的技巧， 
找出您孩子 选择大学时最重要的内容 bit.ly/DCPSCollegeSearch。

看看您需要为上大学存多少钱。
使用“大学储蓄计算器”了解您 与储蓄目标之间的关系 
bit.ly/DCPSCollegeCalculator。

帮助您的孩子做暑季计划。
夏季是探索兴趣和学习新技能以及 大学寻找追求有意义暑期活
动学生的最佳时间。 找出您的高中学生今年夏季能够保持动力
的五种方式 bit.ly/DCPSSummer；考虑“哥伦比亚特区暑期青少
年就业”bit.ly/DCPSsyep。NAF学院的学生应该与他们的 大学
和职业协调员谈论夏季NAF实习。探索 UDC-CC免费夏季双录取
bit.ly/DCPSDualEnrollment 和寻找“家庭联系”获得本地大学的
机会。bit.ly/DCPSFamilyConnection 或“全国范围大学绿光” 机
会 bit.ly/DCPSSummerProgFinAid。

秋季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 而

制定。

确保您的孩子与学校辅导员会面
您的孩子应该安排一次会面，谈论大学和职业 选项，并
选择最适合的课程。了解更多关于 高中辅导员的作用 
bit.ly/DCPSCounselor。

帮助您的学生准备10月的PSAT。
在10月的上学日期间，所有DCPS 的 9 - 11 年级学生都将 免费
参加PSAT。这是一种初级考试，可以帮助学生 熟悉SAT并评估
自己的学业技能。本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 也有获得奖学金的资
格和机会。 深入了解 PSAT bit.ly/DCPSPSAT。帮助您孩子 准
备 SAT，请访问可汗学院/大学考试理事会 预科课程  
khanacademy.org/test-prep/sat, 向全部高中学生免费 提供。

冬季

开始思考财政援助。
寻求可以帮助你支付大学费用的各种类型的援助不是 为时尚
早。开始阅读你需要知道的有关
财政援助的7件事 bit.ly/DCPSFinancialAidInfo。

研究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奖学金和资助计划。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可通过 OSSE、DC TAG获得两项专门资助计
划 bit.ly/DCPSDCTAG 和市长奖学金, 而且人们认为10年级学生
可获得“联合黑人大学基金” www.uncf.org 和“西班牙裔奖学
基金”www.hsf.net 提供的大量奖学金。

更多免费大学规划资源，请访问：

bit.ly/DCPSCollegePrep9

bit.ly/DCPSCollegePrep10

家庭大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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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大学计划
第 11 年级

到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76%工作将需要 某种形式的高中以上教
育。我们希望哥伦比亚特区 公立学校全部毕业生都有资格并准备
在 事业上取得成功。该资源向父母和家庭提供支持， 以帮助您的
孩子成功导航至并渡过大学。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 而

制定。

夏季
研究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奖学金和资助计划。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可通过 OSSE、DC TAG 获得两项专门资助计划 bit.ly/
DCPSDCTAG 和市长奖学金 osse.dc.gov/MayorsScholars。此外，通过在
9年级和10年级参加 PSAT，人们认为这些学生可获得“联合黑人大
学基金”www.uncf.org 和“西班牙裔奖学基金” www.hsf.net 提供的
大量奖学金。

考虑申请 OSSE 奖学金计划。
在课上和课下表现出领导才能的哥伦比亚特区 GPA 为 3.2 或更高的初
中学生 应该申请 OSSE 奖学金计划，跳过自己的大学体验。通过这个
免费计划，学生可因严格的夏季课程跨过县就读顶尖大学。该计划早
期接触大学水平学业，探索大学环境，并在某些大学得大学学分。申

请截止日期为 10 月 30 日。(bit.ly/DCPSOSSEScholars)

帮助您的初中学生准备 10 月的 PSAT。
这是一种初级考试，可以帮助学生熟悉 SAT® 并评估自己的学业技
能。本考试成绩优秀的初中学生也有 获得奖学金的资格和机会。深入
了解 PSAT bit.ly/DCPSPSAT。若要帮助您的孩子准备SAT，请访问 可
汗学院/大学理事会备考 khanacademy.org/test-prep/sat，向所有高中学
生免费提供。

双录取

我们的高中学生可以在本地学院或大学寻求算学分课程。在无院墙高中
和霍华德大学班纳克/麦金利高中的 GW 早期大学计划就读的学生早期大
学计划将接受高中和大学学分（双学分）以圆满完成核准课程。此外，
经学校辅导员和校长认可，UDC-CC 的 13 门课程的合格学生也可 享受
双学分。访问网站：dcps.dc.gov/service/dual-enrollment-program 或咨询你
的学校辅导员， 获取有关录取机会的更多信息。

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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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共同寻找满足孩子需要的大学。
当您拥有您孩子正在寻找大学的质量的想法后，便在 My College 
Fact Finder上搜索 mcff.osse.dc.gov 哥伦比亚特区 毕业率、网上
大学业绩 www.collegeresults.org 全国 毕业率，并帮助其创建大
学清单，以考虑在 Naviance 中的 Family Connections 标签上应用 
bit.ly/DCPSFamilyConnection。

冬季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 而

制定。

共同审查PSAT成绩。
您孩子的成绩报告配有免费的SAT学习计划。这个网上的定制计
划是根据您孩子的考试成绩制定的，可帮助其在需要改进的方面
发挥作用 bit.ly/DCPSPlanningKit。

鼓励您的初中学生考虑参加SAT Subject Tests™。
很多大学要求或建议参加这些考试，以了解您孩子在特定学术
领域中的技能。一般情况下，最好在学习相关课程后立即参加 
Subject Test。深入了解 SAT Subject Tests bit.ly/DCPSSATTest。

帮助您的孩子准备SAT。
全部DCPS初中学生均在上学日期间的 3 月免费参加 SAT 。早些
时候参加 SAT 可使DCPS 学生尽早 规划大学和申请奖学金。

更多免费大学规划资源，请访问：

bit.ly/DCPSCollegePrep11

讨论第二年的课程。
确保您的孩子会挑战自己，参加 大学录取人员希望看到的课程。
深入了解大学寻求的AP和 高中课程 apstudent.collegeboard.org/
exploreap。

帮助您的孩子寻求奖学金。
夏季是探索兴趣和学习新技能以及 大学寻找追求有意义暑期活动
学生的最佳时间。找出 您的高中学生今年夏季能够保持动力的五
种方式 bit.ly/DCPSSummer； 考虑“哥伦比亚特区暑期青少年就
业”bit.ly/DCPSsyep。NAF 学院 的学生应该与他们的大学和职业协
调员谈论夏季 NAF实习。免费探索 UDC-CC双录取 dcps.dc.gov/
node/1013692 和寻找“家庭联系”获得 本地大学的机会  
bit.ly/DCPSFamilyConnection 或“全国范围大学绿光”机会  
bit.ly/DCPSSummerProgFinAid。

鼓励您的孩子参加AP考试。
如果您11年级的学生需要学习先修课程（AP）或其他先修班， 现
在就让其与老师谈论于 5 月参加这些考试。阅读 深入了解 DCPS 
的 AP 计划 bit.ly/DCPSAdvancedPlacement。

参加大学事务和财政援助活动。
这些事件让你与大学代表会面，并得到 问题的答案。您的孩子可
以询问学校辅导员 如何在本地区查找活动。检查大学事务清单可
更多 信息 bit.ly/DCPSChecklist。

帮助您的孩子做暑季计划。
夏季是探索兴趣和学习新技能以及 大学寻找追求有意义暑期活动
学生的最佳时间。找出您的高中学生今年夏季能够保持动力的五
种方式 bit.ly/DCPSSummer；考虑“哥伦比亚特区暑期青少年就
业”bit.ly/DCPSsy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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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大学计划
第 12 年级

到2020年，哥伦比亚特区的76%工作将 需要某种形式的
高中以上 教育。我们希望哥伦比亚特区 公立学校全部
毕业生都有资格并准备在 事业上取得成功。该资源向父
母和家庭提供支持，以帮助您的孩子成功导航至 并渡过
大学。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而且

而制定。

夏季
鼓励您的孩子开始应用程序开始。
他或她现在可以通过尽可能多填写大学申请所需信息 获得简单的
方式。了解如何 启动申请 bit.ly/DCPSHowToBegin。

研究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奖学金和资助计划。
哥伦比亚特区居民可通过OSSE、DC TAG 获得两项专门资助计划 
和市长奖学金。（dconeapp.dc.gov）审查 应用标准和符合条件的
大学。 确保您的学生正在申请 合格的大学。

10月31日前与四年级的辅导员会面。
今年，他或她将与辅导员共同完成并提交 大学申请。参加与四年
级的辅导员的秋季会面非常重要，可了解应用的时间表和 财政援
助的期望，学习如何才能最好地支持您的学生，审查自己的毕业
状态，并签署学生的理解函。深入了解在申请上大学时辅导员的
作用 bit.ly/DCPSApplyingtoCollege.

四年级有很多活动。这是您孩子艰难的一年，因为他或她在平衡课业，
课外活动，申请大学过程。使用下面的建议可以帮助您和您的孩子成功
驾驭这一重要进程。

秋季

帮助您的孩子准备 10 月的 SAT。
所有 DCPS 四年级学生都在学校于 10 月免费参加SAT。很多
大学审查申请时，密切关注学生的 SAT 成绩 — 发挥好非常重
要。深入了解帮助您的 12 年级学生准备入学考试和注册 要求
bit.ly/DCPSAdmissionPrep。

与您的孩子一起创建一个大学申请日历。
这应包括申请的截止日期和其他重要日期。您的孩子可以在 高
中网站的Family Connections中找到具体的大学 bit.ly/DCPSFamily-
Connection。当您的 孩子添加学校时，可以得到一个定制的在线
日历 显示这些大学的最后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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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

帮助您的孩子进行大学回应过程。
一旦你的孩子开始听到大学录取的回复和 财政援助，他或她
需要你的支持，以决定该怎么做。阅读 关于如何选择大学 
bit.ly/DCPSNowWhat。

秋季（续）

本节特为DCPS和
大学理事会之间的
合作伙伴关系 而

制定。

提出检查四年级学生的大学申请。
但请记住，这是您的孩子的工作，只起 顾问和校对的作用，尊重
他或她的选择。

帮助孩子找到并申请奖学金。
他或她可以从学校顾问了解从学校奖学金的 机会。您的高中学生
将需要请求和完成 奖学金申请，并按时提交。深入了解 奖学金 
bit.ly/DCPSScholarshipFind。

鼓励您的孩子设立的大学面试。
面试是您的孩子更多地了解大学的好方法，也是大学更多地了解
你的孩子。面试过程 概述 bit.ly/DCPSCollegeInt。

更多免费大学规划资源，请访问：

bit.ly/DCPSCollegePrep12

2月 28 日前提交 DC TAG 申请。
你完成FAFSA后，立即填写DCTAG 应用，获得哥伦比亚特区居民
才有的权力 https://dconeapp.dc.gov/。DC TAG 提供最多 $10,000，
在美国、关岛和波多黎各的 公立四年制学州内和州外辅导费。’
哥伦比亚特区 TAG还提供了高达2,500美元学年的学费，特区内
私立大学区和学区中的大学以及历史悠久的私立Historically Black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HBCU）和两年制学院。

一起审查提供的财政援助。
您的12年级学生将需要你的帮助才能阅读财政援助 获奖信件，
并找出哪个包效果最好。确保您的 孩子关注并满足接受的任何
最后期限。获得 财政援助奖的更多信息
bit.ly/DCPSUnderstandingAwardLetter。

2月28日前填写FAFSA，申请援助。
政府和很多大学都使用FAFSA授予援助。现在，比以往更容易填
写此表，因为你可以自动 从IRS至FAFSA的的纳税信息。阅读如何 
填写 bit.ly/DCPSFinancialAid101。 帮助孩子完成文书工作，接受入学录取。

您的孩子已经决定参加哪所大学后，他或她需要接受大学以上的
报价，邮寄学费定金，并提交其他必要的手续。了解更多有关高
中学生的下一步 bit.ly/DCPSChoice。

冬季

早期填写税务表。
尽早文件你的税，但不耽误免费提交 联邦学生援助（FAFSA）
的申请，因为您的税未 完成。估计FAFSA上的财务信息  
并定稿。

冬季（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