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eptember 2019 

 

 

                           

CAPA-MC Newsletter 

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会员通讯  

 

蒙郡华裔家长联合会(CAPA-MC)主席致词 

Dear CAPA-MC Members,  
 
It is another new school year again! Seeing your 
child(ren) leaving home for first day of school 
was full of mixed feelings. Time surely flies, we 
are getting old and they are getting stronger and 
more mature. That's why we need to do 
whatever we can to support their growth. That's 
our role and that's our duty as parents and older 
generation.  
 
Since our last newsletter and during the summer, 
CAPA-MC has the busiest summer ever, in 
addition to our normal activities. Our 
membership grow to near 1000, and our financial 
situation is more sustainable. We held several 
membership seminars on college admission and 
parent well-beings. We also participated as the 
community organization to discuss about tiger 
style parenting with Olney Theatre. And our 
management assistance of CAPSA one-on-one 
tutoring program is most intensive so far. We are 
very confident CAPA will continue CAPSA’s 
tradition to continue to serve our community 
well.  
 
 

 

亲爱的 CAPA-MC 会员： 
 

亲爱的会员们，又是新学年了！当你看着

你的孩子在开学第一天离家上学时，是否

感叹万分？光阴荏苒--我们在一天天变

老，他们在一天天成长，变得更强壮，更

成熟。长江后浪推前浪，这也是为什么我

们需要尽我们余生所能来支持他们的成

长。这是我们作为父母和老一辈的责任和

角色啊！ 
 

春季之后，从我们上一期通讯录以来，

CAPA-MC 除了正常活动外，还渡过了我们

成立后最繁忙的暑假。我们的会员数量接

近 1000，我们的财务状况更具可持续性。

光是暑假我们就举办了几次关于大学录取

和为人父母健康的会员研讨会。我们还作

为社区组织参与讨论与奥尔尼剧院有关的

“虎妈式”教育的讨论。我们也参与了蒙郡

公校“回校日”活动，推广我们的组织，帮

助大家了解十年一次人口普查的重要性。

此外，到目前为止，我们接班另一老牌社

区教育公益组织 CAPSA一对一小学生小老

师的辅导项目，也进行密集的准备工作。

在这里非常感谢我们的理事会成员和创始

会员，陈震东独挑重任，带领其他骨干接

手几百个学生的项目。我们非常有信心将

继续保持 CAPSA的传统，坚持为我们的社

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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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ll of those reports, several other CAPA 
volunteer parents also heavily involve in local 
school PTA, HOA, MCPS budget Advisory 
board, to continue to advocate for our needs, to 
make our community more visible, and to 
penetrate a system that we are not familiar with 
but have no choice because our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be defined by such a system.  
 
My biggest reflection on those outside CAPA 
experience often remind me as much as most of 
the time I am the lone Asian American voice 
there and I am in no way can represent diverse 
community voices, but my presence is progress, 
no matter how little it is. And those unpaid, big 
hour commitments are not easy for me, let alone 
for super majority of our parents who have more 
than one child like I do. But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than to try our best.  
 
America is a different place than where we grew 

up： it is a place full of opportunities. But it is 
also true that opportunities only come when 
people and communities are well prepared. To 
unleash the full potential of our younger 
generation, we need to be ready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them. We hope CAPAMC 
could play a role to empower parents to engage 
in this process.  
 

 

在政策倡导方面，我们不少家长义工和骨

干也积极参与当地学校 PTA，HOA，MCPS

预算咨询委员会，公校日历小组，ESOL等

各类工作小组，继续倡导我们的需求，提

高我们社区的曝光率，让其他人更熟悉我

们的存在，风格，和需求，并渗透到这个

我们不熟悉但别无选择的社会系统里，因

为我们的年轻一代将由这样一个系统来塑

造他们的人生。 
 

我在这些 CAPA以外的经历给我的最大体

会是，也许大多数的时候我都是那里唯一

的亚裔，也绝不可能代表社区里各类不同

的声音，但即使是唯一的一员，这些参与

和存在还是有意义的。 我可以多少当那些

忙于生计奔波的父母们的代言人，因为没

有几个人可以像我这样抽出大量无偿的时

间来参与。参与对我们而言是别无选择，

所以只能尽力而为。 
 

美国与我们这些移民家长成长的背景非常

不同，它充满了机遇。但是，机遇往往也

只是降临到那些做好充分准备的人们和社

区。为了充分发挥年轻一代的潜力，让我

们的后代有更好的未来，我们需要更加努

力参与，做好准备，让更多的机会降临到

我们社区来。希望随着时间的延长，我们

CAPA可以让更多的家长参与进来，给社区

形成一种积极参与，努力倡导和服务的氛

围，给下一代创造更好的成长环境。 
 
 

撰稿：周定美（Tingmei Ch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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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019 年度小学中学资优班项目录取总结 

(CES, Magnet Program) 

 

大家好。首先祝大家新学年一切顺利。我们 CAPA GT Committee 对 2018-2019 年度小

学，初中，和高中的资优班项目 (CES, Magnet) 的录取做个总结，希望给今年感兴趣

的家长一个参考。 

 

I. 小学 CES Program 

小学 CES Program 是针对小学四五年级的资优生的培养计划，每年对小学三年级

的学生进行考试选拔。这个项目包括九个 regional center (收周围一批学校

的， 共 520位)和四个 local center (只收本校的，156位)。 

 

MCPS在 2016-2017 年度进行了录取改革试点，并在 2017-2018年度全面推行。

主要改革包括： 

1. 增加了在高 FARM地区的项目数量，增加了 regional center与 local 

center； 

2. 从学生家长填表申请变成由 MCPS通过统一选拔（universal screening）

邀请学生参加选拔考试； 

3. 缩短选拔考试时间，由测试九个项目的 cogAt改成测试三个项目的 cogAt 

screening form， 并且根据在学校的平时成绩，MAP, PARCC等等进行选

拔。 

 

2018-2019年选拔过程中，MCPS总共邀请了 6913位学生参与选拔考试，这超过

了所有三年级学生的一半 。最终邀请了 742 名学生加入。其中亚裔学生有 206

人，比去年增加了 36人。这占所有录取人数的 27.8%， 比 2017-2018 的 23.8% 

增加了 4%. MCPS 发出的数据里面没有确切到 center, CAPA GT Committee 会继

续跟进。 

 

II. 初中 Magnet Program 

初中 middle school magnet 项目每年对小学五年级的学生进行考试选拔。这个

项目按 up county, down county 分别录取，在 downcounty, 是 Takoma Park 

Middle School STEM Magnet 和 Eastern Middle School. 在 upcounty,是

Roberto Clemente  STEM Magnet 和 Martin Luther King Humanity Ma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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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PS在 2017-2018对 downcounty 进行改革试点，2018-2019年全面推行。主要改革包

括： 

1. 从学生家长填表申请变成由 MCPS通过 universal screening邀请学生参

加选拔； 

2. 改变选拔考试，考九个项目的 cogAt，并且加上在学校的平时成绩，MAP, 

PARCC等等进行选拔； 

3. 今年在 cogat 成绩里使用 MCPS成绩百分比（MCPS%）, 而不是全国成绩百

分比（national norm）. 这个 MCPS 成绩百分比是把 MCPS的小学按照

FARM rate 分成几个类别（band）,在每个类别里对参加考试的人根据考

试成绩进行排序(ranking)。这是一个 group specific norm. 很多家长会

觉得 MCPS 成绩百分比与全国成绩百分比有比较大的差别。 

4. 在很多中学 home school把资优学生(cohort)放在一个班上提供数学和

social studies 的 enrichment program（以下合称“local enrichment 

program”）.  

2018-2019年，upcounty是第一年改革，在 Robert Clemente STEM Magnet, 

一共有 2488位参与选拔，最后录取 84人。其中亚裔 48人，比 2017-2018 年

55人少了 7人（13%），比 2017少了 2 人（4%）。在 Martin Luther King 

Humanity Magnet program, 一共有 2489 位参与选拔，最后录取 98 人。其中

亚裔 38人，比 2017-2018年 56人少了 18人（32%），比 2017少了 12 人

（24%）。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 upcounty regional program 亚裔减少人数很

多。 

 

Downcounty去年试点中亚裔人数数量降低 20%， 引起很多争论。今年

Eastern Middle Humanity Magnet 一共有 4445参与选拔，最后录取了 170

人，比去年的录取人数增加了 28人（20%）。其中亚裔人数 38人，比去年 26

人增加了 12人（46%），比 2017年也增加了 2人（6%）。Takoma Park STEM 

Magnet一共有 4446人参加选拔，最后录取 157人，比去年多录取 20人

（12.7%）。其中亚裔人数 44人，比去年增加一人，还是比 2017年少 9 人

（17%）。我们可以看见，在 down county regional program，亚裔人数都被

降低,   和去年相比，Takoma Park情况没有更糟，Easter的情况有所改

善。 

 

在新增的 local enrichment program中，upcounty共有 2325人参与选拔，

1287进入 local enrichment class. 其中亚裔学生有 434人，占总比例的

33.7%。在 downcounty, 有 4092参与选拔，2693进入 local enrichment 

class. Program 里亚裔学生有 637人，占总比例 23.7%. 根据我们收到的一

些家长的一些反馈, 数学 enrichment class 不够有挑战性.  

 

III. 高中 Magnet Program 

2018-2019年高中 magnet program, 是对八年级学生进行选拔。2018-2019 年还

是延续以学生申请为主. 主要改变是变成用 cogAt机考，一共九个项目。高中

magnet program 包括以下几个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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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全部 county学生都可以申请的项目： 

• Richard Montgomery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Magnet: 今年录取 204

人，其中亚裔 110人，与往年持平。 

• Poolesville Global Ecology Magnet: 今年录取 148人，比去年增加 4人。

其中亚裔录取 84人，比去年增加 7人。 

2. Down County可以申请的项目： 

• Blair SMAC Magnet (STEM): 这个是 down county 的学生可以申请。今年录

取 134人，比去年减少 10人。其中亚裔录取 82人，比去年减少 4人。 

3. Up County可以申请的项目： 

• Poolesville SMAC Magnet: 这个是 up county 的学生可以申请。今年录取

85人，比去年减少 15人。其中亚裔录取 58人，比去年减少 4人。 

• Poolesville Humanity Magnet: 这个是 up county的学生可以申请。今年录

取 102人，比去年减少 8人。其中亚裔录取 52人，比去年增加 7人。 

今年，高中 magnet改革已经拉开帷幕。目前已经提交 BOE讨论的改革重点有一下几

点： 

1. MCPS对八年级学生进行 universal review，提供给家长，帮助家长决定高中选

课和申请 application program.  

2. 保持 Richard Montgomery county wide IB program 100 个位子的同时，增加

三个 regional IB Magnet program: J.F. Kennedy (50个位子), 

Springbrook(50 个位子), 和 Watkins Mill(50个位子).   

3. RM Magnet program: 选拔过程与之前保持一致 。 

4. 可以申请 Kennedy regional program 的区域有：家里是 Winston Churchill, 

Walt Whitman, Walter Johnson, Bethesda-Chevy Chase, Downcounty 

Consortioum和 Kennedy.  

5. 可以申请 Springbrook regional program的区域有：家里是 Rockville, 

Margruder, Sherwood, Northeast Consortium.  

6. 可以申请 Watkins Mill regional program 的区域有：家里是 Wootton high 

school和 upcounty high school. 

去年 cogAt考试时发生了有个别考试教室九个部分少考了一个部分，请家长与八年级的同学注

意。希望今年八年级的同学和家长可以了解这些变化，对未来高中生活有更清楚的规划! 

 

撰稿：陈涛 
 

参考资料： 
1. Update on the Centers for Enriched Studies and Secondary Magnet Program Selection Results, July 10, 

2019 Memo to  BOE 

2. Choice Update: High School Program Options, May 30 Memo to BOE 

3. Choice Update: High School Programs, Sept 10, 2019 Memo to BOE 

 

 



 

6 

 

Capa-mc 

 

  

2019年 8月 29日，BOE将一份对全郡范围内学区划分进行研究的合同授予了 WXY + 

Urban Design公司。此举是为了落实 BOE于 2019年 1月 8日通过的一项决议。 WXY+

公司须于明年春天前提交一份报告，并提出建议。在此过程中，WXY+公司将举办社区恳

谈会。虽然在报告出炉后，BOE并无义务必须采取任何行动，但是坊间广泛预期 BOE至

少会采纳其中一些建议来缓解部分地区（如 DCC）的设施过度使用问题。在 Silver 

Spring地区，有很多人发声，要求减少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公问题和过度拥挤问

题。该地区将很快面临住房短缺问题。令情况更糟糕的是，因为学校过度拥挤，蒙郡规

划委员会已经下令暂停住房开发。该地区居民非常渴望能缓解学校过度拥挤问题和住房

短缺问题。因此，我们的家长要参与并发声，阐明我们的观点及报告可能会对我们造成

的影响，这已成为当务之急。 

 

哈维郡（Howard County）也正在进行全郡范围内的学区重划。哈维郡公校的学监已经

提交了一份计划。该报告引起了正反双方的激烈反应。 

哈维郡所经历的痛苦、煎熬和教训，对蒙郡公校都有重大的借鉴意义。进行学区重划的

摆上桌面的理由之一就是社会经济地位的融合将缩小成绩的差距。哈维郡的研究多多少

少也是出于同一原因。让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种做法最后是否真的能取得积极的效

果，尤其是在缩小成绩差距方面。 

 

潜在的影响 

在此过程，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就是“校车接送“(busing)，就是把学生从某特定人口

构成的区域送去另一个特定人口构成的区域，以期达到某种人口构成的平衡。但是，要

想把学生从蒙郡东部送去诸如 Churchill、Wootton 甚至更远的学校，后勤保障方面的

挑战将成为重大障碍。而且，因此摊到每个学生头上的人员费用也将成为难题。 

对 Wootton高中来说，无论 WXY报告中会提出何种建议，在不久的将来都要进行一次学

区重划研究。具体启动时间将视盖城（Gaithersburg）Crown Farm小区新高中的建设

进度而定。该学区重划研究将包括 Northwest, Wootton, Gaithersburg, 和 Quince 

Orchard这几所学校。研究的目的是确定新学校的学区范围。这些学校所对口的小学和

中学很可能也会进行重新检视。 

 

正在进行中的学区重划研究 

Upcounty学区重划研究——Northwest, Clarksburg, Seneca Valley 学区。 

该学区重划研究报告全文（Boundary Study Report）已经公布。该报告中包含了之前

的社区恳谈会上所作的调查以及之前的民意调查所得的结果。目前领跑的两个方案是

12号和 1号。目前 MCPS正在针对特定社区进行沟通交流。下一步将由学监向 BOE递交

一份建议。MCPS将于 11月份进行公开听证。然后，BOE将投票选择最终的方案。 

 

 

撰稿：关群杰（Jay Guan） 

http://gis.mcpsmd.org/boundarystudypdfs/SVHS_FinalRepo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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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青少年服务俱乐部 (CAPAMC Service Club) 

CAPA 青少年服务俱乐部成立于 2018年 9月。俱乐部为学生志愿者提供服务社区的机会。目前我

们有 15个会员，来自蒙郡的各个初中和高中。去年，我们俱乐部最大的成就就是筹集了 1400

美元来支持我们的社区活动。俱乐部将继续在公民意识、领导力和团队精神方面培养我们的会

员。 

 

CAPA 爱心桥俱乐部 ( iTeach Club) 

俱乐部原名 CAPA IT Bridge Club（CAPA电脑桥梁服务俱乐部），以提供手机，平板电脑服务

为开始， 后来增加了新的服务项目----英语口语课，所以更名为 iTeach Club。 iTeach Club 

自从 2018 年 9 月正式被 CAPA接纳后一直活跃在阳光和家园两个老年中心， 人数由 8人增加

到目前的 19 个人，服务项目为手机，平板电脑服务和英语口语课。服务时间每周六，日上午

（9：30-12：00），除了大的节假日，我们实行全年提供义工服务，暑假也不间断。 

 

有人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整个世界都走的太快，只有老人步履蹒跚，在艰

难的跟上节奏。在我们义工期间感觉到老人们对新科技的渴望，对想要学会英语以至于可以和

身边人沟通的期待，我们孩子的到来为老人们架起了一座桥，一座爱心桥，这桥可以帮他们实

现他们埋在心底里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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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A 小记者俱乐部 (CAPA Junior Reporter Club) 

 
暑假期间，小记者俱乐部 （JRC）成员在享受旅游和夏令营快乐的同时，不忘团队的使命，辛勤工

作。全体成员于六月七日晚开会商讨暑期的活动计划，为在家长会九月份的会员季度大会上向社区

介绍家长会旗下的学生俱乐部作准备。他们在暑假期间收集材料，制作视屏，分工合作，进展顺

利。目前小记者们正在紧锣密鼓地作最后的准备，争取向社区最好地展示他们的风采。在六月份，

小记者们还组团去参观了 DC的新闻博物馆。参观回来后小记者们集体写了一篇稿子并制作了视屏，

介绍博物馆里的几个重要的分馆，希望给社区保存一份珍贵的资料。 

 

JRC小记者们采访了 Blair高中的十二年级学生 Sophia Weng, 听她分享了今年早些时候参加 the 

Jeopardy Youth Tournament 的心得体会，同时通过视屏和文字报道向社区介绍。炎炎夏日，小记

者们还报道了几个华裔和亚裔社区的活动，包括国际领袖基金会（ILF）的第二十届年会，由蒙郡华

裔家长会主办的”五川人“关于大学入学申请和美国庞大医疗系统的两场讲座，以及最近举行的蒙

郡公校系统新学年开学前的展示会。 

 

JRC的领导团队还利用暑期制定和完善各项 JRC规章制度，包括俱乐部成员的行为准则，量化考核

评估标准，领导团队的换届程序，以及 JRC招聘标准和优先领域。最近，小记者俱乐部的新一届领

导班子正式产生，名单如下： 

 

共同主席：      Emily Zhang 张佳   (11年级, Churchill 高中)  

             Cynthia Chen 陈爽   (11 年级, Wootton 高中) 

报道负责人：      Rachel Wang 王瑞乔   (9 年级, Richard Montgomery 高中) 

     Evelyn Shue 许路亚  (9年级, Richard Montgomery 高中) 

摄影负责人：      Lucy Wu 吴希桐  (10 年级, Churchill 高中) 

YouTube 负责人：Benjamin Lee 李景明 (10年级, Churchill 高中) 

              Audrey Li 李乐如   (12年级, Montgomery Blair 高中) 

 

让我们对新一届领导表示祝贺，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 JRC 一定会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同时也向上

届的共同主席 Lillian Zhou （周依阳）和 Lucas Lin（林吕）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的辛勤付出是

俱乐部一年来取得丰硕成果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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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ial Volunteer Service Award（PVSA）总统志愿者服务

奖获奖名单 
 

 

 

总统志愿者服务奖旨在奖励为社区服务做出杰出贡献的志愿者。蒙郡华裔家长联合

会于 2019年喜获总统志愿者服务奖（President’s Volunteer Service Award）颁奖

资格，并于近期评选出本年度获奖志愿者七名，获奖名单如下： 

 

姓名 奖项 

Aizhong He Teens Gold 

Cynthia Chen Teens Gold 

Emily Jia Zhang Teens Gold 

Lilian Zhou Teens Gold 

Stephanie Zixin Wang Teens Gold 

Yolanda Li Teens Gold 

Audrey Li Young Adults Bronze 

 

恭喜以上同学！有兴趣了解该奖项的同学，敬请关注 CAPA网站

https://www.capamc.org/english/scholarship/pvsa/，我们期待明年有更多的同学获

奖！ 
 
 
 

                       

https://www.capamc.org/english/scholarship/pvsa/


 

CAPA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收入明细 

 
 

 



 
 

CAPA2018 年 6 月至 2019 年 6 月支出明细 
 
 

 



2016 年至 2019 年 CAPA 财政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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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 自小一直跟姥姥和姨姨

们长大， 父母在外地，我是大家庭里的老大，

下面一大堆的表弟表妹们，可能是老大的原因

吧，我从小就被要求要给家里多做贡献，但是

在做贡献的同时也没被姥姥和姨姨所忽视，所

以就养成了我现在这不紧不慢的性子，觉得天

下是公平的。 

 

1997 年随我家领导来美， 之前在清华大学从

事会计工作多年，会计工作练就了我凡事认真

的品格，也好也不好。来美后恶补英语，边打

工/做实习生/边上学，当然没忘了吃喝玩乐，

四处旅行（穷游）。后来随着两个孩子的出

生，我就慢慢的回归于家庭，偶尔会出去工作

个一年半载，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 2011 年搬来马里兰，之前生活在明尼苏达和

印第安纳。我很 享受在美国这种没有“根”的

日子， 我们一家四口（我，我先生，两个儿

子）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我的生活很简单，茶米油盐，两个孩子和那个

爱我的他。 

                                                        
 
 
 
 
 
 
 
 
 
 
 

许鹏 - 英文名 Vivian. 因为自己的本名太英

气,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女性一点的英文名. 以

前在国内媒体工作给别人名片时,很多人都满怀

疑惑的问:这是你的名片?没给错吧？:-) 

 

这一辈子和数据结下不解之缘。以前做收视率

分析,帮助客户更有效率投放各类广告.现在做

各种数据分析和相关工作,也是帮助客户解决问

题,让他们做出更有根据更有信心的决定。生活

中我们其实不也是无时无刻在利用数据做决定,

解决各种问题?  

   

来美近二十年,前半段时间都忙着上学,工作还

有家庭孩子.最近几年做了很多义工活动特别是

媒体宣传报上,也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

友...个人觉得现在主流媒体上太多负能量的新

闻,我们自己的媒体更要宣传积极正面的新闻,

提供正能量,好事情更需要大家知道并支持.特

别是让我们的下一代知道各行各业的榜样，对

将来的选择更有信心! 

 

CAPA的很多草根亲民的活动,给孩子们提供了

很多资源丰富广泛的平台，期待您积极参与，

和孩子们一起共同成长！ 

 
 

上一期，我们刊登了对部分 CAPA 新班子成员的书面采访，这一期请大家继续跟小编一起

来了解一下其他的成员吧。 

Qiu Bai（白

遒） 

 

Treasurer 

财务主管 

 

Vivian Xu 

(许鹏) 

 

PR Committee 

Chair 

公共关系委员

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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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张凤凯，2019增补为 CAPA董事会成

员，2018-2017 CAPA JRC小记者俱乐部负责人

(Mentor)。我出生在辽宁，北京医科大学（现北大

医学部）基础医学毕业，后去加拿大 University 

of Manitoba 和 University of Waterloo 学习计

算机和生物信息。到北美后我们全家几乎一直生活

在东部，先后 Winnipeg, Waterloo, Toronto, 

Richmond, Blacksburg, 到现在的马里兰蒙郡。目

前在 NIH从事系统生物学，细胞生物学模拟，模拟

数据标准制定的工作。业余对体育感兴趣，和许多

家长一起打打篮球，陪女儿打打网球，目前是

board 12 certified basketball official，参与

蒙郡 Rec ，中学及大华府华人篮球比赛的裁判. 

 

当初参加蒙郡 GT改革听证会时朋友介绍偶然的机

会加入 CAPA，差不多从开始看着 CAPA在成长，不

断的受到 CAPA的影响，很感动，也和我的孩子一

起越来越多的参与 CAPA的各项活动。看到 CAPA里

的各位义工的奉献，CAPA为孩子争取利益，提供各

种机会，帮助了解社会，培养参与和奉献的精神，

觉得作为家长我也要为大家为小家参与进来，给孩

子们以鼓励和支持。 

 

作为一名做过 CAPA学生俱乐部的 mentor和学生家

长，我了解华裔学生的需求，会取尽我所能支持和

帮助现在 CAPA的学生俱乐部活动及 CAPA其他各项

帮助华裔学生的活动。作为现任董事会成员，尽心

尽责，同时上传下达，为 CAPA，我们孩子，我们的

社区尽份力。 

 

 

 

 

 

 

 

 

 

 

 

 

 

 

 

 

 

 

 

 

 

 

 

 

Fengkai Zhang 

(张凤凯) 

 

Board Member 

董事会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