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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梅森大学 2020-2021 

家庭日历 
 

 
 

联系我们！ 

 
乔治梅森家庭项目 

给我们的公共脸书页面点赞并了解最新的项目和活动 

 

乔治梅森家庭协会 

加入我们的脸书群与其他梅森父母和家庭成员建立联系。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04427010078791/
https://www.facebook.com/MasonFamily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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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梅森家庭， 

  

欢迎来到乔治梅森大学和梅森大家庭。选择一所大学是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非常

荣幸您和您的学生选择成为我们社区的一员。请您放心你们选择和加入了世界上最

多元，创新和创业的学府之一。在这里，无论是校内还是校外，您的学生将有独特

的机会去体验学术优秀，遇到各行各业的人，并加入到一个对成长和发现充满机遇

的生机勃勃的社区中来。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转折，不仅仅是对于你们的爱国者而言，对于你们也是一样。

这份日历就是你们新的梅森家庭今年的向导。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重要的日期，每

月提示，以及各个梅森学生服务部门的联系方式。我希望这份资源能回答你们对来

年期望的众多疑问。 

  

与此同时，我也强烈鼓励你们积极参与我们各校区的教育，文化，和社会活动，尤

其是那些专门为梅森家庭设计的。家庭周末和兄弟姐妹和儿童周末就是两个很好的

例子。您在这些项目和活动的参与会为整个大学的活力，您本人和梅森的联系以及

您学生的体验都会做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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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欢迎加入梅森大家庭！如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我们可以协助的，请您随时联

系我们的新生与家庭项目办公室：(703) 993-2475 或者电邮 families@gmu.edu  

 

祝您来年愉快！ 

  
Rose Pascarell 
 

学校生活副校长 

乔治梅森大学 

 
 
 
 
  

mailto:families@gmu.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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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梅森家庭与学校保持联系! 

 
新生与家庭项目办公室 (NSFP) 认识到家庭对学生在梅森的发展和成功所起的重要

角色。 NSFP 力争在学生的整个大学经历中与家庭建立关系并支持家庭。作为一

个校际资源，NSFP 是一个学校与家庭之间的联系并给家庭提供成为梅森社区积极

成员的渠道。 

 

关于以下活动和外联机会的更多信息，请您访问 masonfamily.gmu.edu 

 

加入梅森家庭协会 

我们鼓励所有的家庭加入我们免费的梅森家庭协会来收到最新学校信息。每个星

期，协会会员会收到电子版的通讯册，其中含有重要的提示和提醒。加入梅森家庭

协会会确保您和梅森大学保持联系！ 

 

家庭周末 

和我们一起度过于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15 日的在乔治梅森大学举办的家庭周

末！家庭周末是一个很好的看望您的学生和体验梅森生活的机会。活动包括一场男

篮主场赛，奶酪和葡萄酒的接待会，教师聚焦，小小爱国者休息室，家庭晚宴，观

http://masonfamily.gmu.edu/
https://masonfamily.gmu.edu/mason-family-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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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盛顿特区，各个学院接待会等等！家庭周末的注册时间会在 8 月份开始，所

以请您标记一下日历来参加我们这个校际庆祝！ 

 

父母与家庭理事会 

父母与家庭理事会为父母和家庭提供一个很好的与校领导交流，在学校活动中做义

工，并成为梅森社区知情和积极参与成员的机会。有关如何参与的更多信息，请访

问 masonfamily.gmu.edu  

 

父母基金会 

父母基金会给父母和家庭成员提供了一个给梅森学生打造和塑造模范教育经历的机

会。在您的学生在梅森大学就读期间，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捐赠任何款项来帮助梅森

学生的成功。欲了解更多信息并进行捐赠，请访问

masonfamily.gmu.edu/parents-fund 
 

重要信息的电子日历 

我们希望帮助您跟踪对您和您的学生最重要的日期。除了我们的印刷日历之外，您

随时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浏览日期列表：masonfamily.gmu.edu/upcoming-

dates  
 
 
 

http://masonfamily.gmu.edu/
http://masonfamily.gmu.edu/parents-fund
http://masonfamily.gmu.edu/upcoming-dates
http://masonfamily.gmu.edu/upcoming-dates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七月 

 
 

有关夏季课程的更多信息，请访问：registrar.gmu.edu 

 

重要的日子 

七月 3 日：暑假（学校放假） 

七月 4 日：独立日 

七月 13 日：暑期 F 班开始 

七月 25 日：暑期 B 班结束 

七月 26 日：全国父母节 

七月 28 日：暑期 E 班结束 

七月 30 日：开斋节开始 

七月 31 日：开斋节结束 

 

 

每月提示 

如果您的学生在校外居住，请提醒他

们购买停车证并熟悉到达学校的最佳

路径。 

 

请让您的学生在学校的 alert.gmu.edu

注册他们的联系方式和收到学校的紧

急通知。所有的学生都会自动在学校

的警报系统里，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学

生添加他们的手机和其他的电子邮件

来及时的接收信息。 

http://registrar.gmu.edu/
http://alert.gmu.edu/
http://alert.gmu.edu/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八月 

重要的日子 

八月 1 日：免疫记录截止日期 

八月 8 日：暑期 C 班和 D 班结束 

八月 10 日：家庭周末注册开始 

八月 14 日：暑期 F 班结束 

八月 19 日：大一新生入住 

八月 19 日：家庭告别 

八月 19 至 22 日：欢迎来到梅森：序

言 

八月 20 日：伊斯兰新年 

八月 22 日：所有夏季课程的学位授

予 

八月 22 日：高年级学生入住 

八月 23 日：“欢迎来到梅森”开始 

八月 24 日：秋季课程开始 

八月 24 日：秋季学杂费缴纳最后期

限 

八月 26 日：兼职招聘会 

八月 27 日：(新学期)第四夜 

八月 31 日：添加课程最后一天 

 

每月提示 

请提醒您的学生在开学第一天之前购

买或者租赁教科书。学生可以在网上

或者亲自在学校的 Fairfax 校区的书

店购买。网上的订单可以直接寄给学

生或者寄到学校然后再提取。 

 

请和您的学生讨论学术目标和期望并

找出他/她希望在梅森学业上完成什

么。请鼓励他们有主人翁的精神为自

己设定学习目标。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九月 

 
欢迎来到梅森于 8 月 23 日（星期日）至 9 月 27 日（星期日）举行。有关活动的

完整列表，请参见 welcome2mason.gmu.edu。 

重要的日子 

九月 7 日：劳动节（学校放假） 

九月 9 日：保持联系集会 

九月 10 日至 14 日：姐妹会纳新 

九月 11 日：9/11 服务日 

九月 13 日：全国祖父母日 

九月 15 日：退已选课最后一天 

九月 15 日：西班牙文化遗产月开始 

九月 16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开始 

九月 18 日：犹太新年开始 

九月 20 日：犹太新年结束 

九月 21 日：期中评估开始 

九月 22 日：秋季开始 

九月 23 日：爱国者领袖项目申请开

始 

九月 24 日：留学博览会 

九月 27 日：欢迎来到梅森活动结束 

九月 27 日：赎罪日开始 

九月 28 日：赎罪日结束 

九月 28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结束 

九月 29 日：选择性退课阶段开始 

九月 30 日至十月 1 日：秋季招聘会 

 

每月提示 

http://welcome2mason.gmu.edu/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家庭周末开始注册报名！更多信息请

访问 masonfamilyevents.gmu.edu 并

注册。 

 

学生要掌握的最具挑战性的技能之一

是时间管理。如果学生在安排日程方

面遇到困难，请鼓励他们参加学习服

务办公室提供的免费研讨会。 

 

 

 

  

http://masonfamilyevents.gmu.edu/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十月 

 
重要的日子 

LGBTQ 历史月 

断绝暴力/约会和关系暴力意识月 

十月 3 日：梅森领导力会议 

十月 7 日至 10 日：爱上那本书 

十月 12 日：秋假（不上课） 

十月 12 日：土著人民节 

十月 13 日：上周一的课 

十月 15 日：西班牙文化传统月结束 

十月 16 日：梅森疯狂 

十月 16 日：期中评估结束 

十月 23 日：爱国者领袖项目申请截

止 

十月 28 日：选择性退课阶段结束 

十月 29 日：职业之夜 

十月 31 日：万圣节 

十月 31 日：亡灵节开始 

 

每月提示 

鼓励学生提名您的家庭获得第十届年

度 Alan 和 Sally Merten 年度最佳家

庭奖。 该奖项是在“家庭周末”期间

颁发的，旨在表彰一个家庭在学生在

梅森大学所取得成功中所发挥的关键

作用。 详情请见

masonfamilyevents.gmu.edu. 

 

春季学期课程注册将如期而至。 请您

与您的学生核对一下，看看他们是否

已预约与学术顾问交谈。 

http://masonfamilyevents.gmu.edu/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十一月 

 
重要的日子 

十一月 1 日：夏令时结束 

十一月 1 日：家庭周末网上注册开始 

十一月 2 日：亡灵节结束 

十一月 3 日：选举日  

十一月 11 日：退伍军人节 

十一月 14 日：排灯节 

十一月 13 日至 15 日：家庭周末 

十一月 16 日至 20 日：国际教育周 

十一月 20 日：跨性别纪念日 

(UC)-十一月 25 日至 29 日：感恩节

假期（学校放假） 

十一月 26 日：感恩节 

十一月 30 日至 12 月 4 日：秋季减压

节 

每月提示 

家庭周末是 11 月 13 日至 15 日。 请

访问 masonfamilyevents.gmu.edu 获

取事件时间表和更多详细信息。无预

约也可以！ 

 

在寒假期间，学校停车和运输服务提

供从 Fairfax 校园到 Dulles 机场以及

弗吉尼亚州及周边大城市各个城市的

班车。 班车以先到先得的方式保留，

因此鼓励您的学生提早预定位置！ 有

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shuttle.gmu.edu 

http://masonfamilyevents.gmu.edu/
http://shuttle.gmu.edu/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十二月 

 
重要的日子 

十二月 5 日：最后一天上课 

十二月 7 日至 8 日：阅读日 

十二月 8 日：校外住宿信息会  

十二月 10 日：光明节开始 

十二月 9 日至 16 日：期末考试 

十二月 17 日：冬季毕业  

十二月 18 日：光明节结束 

十二月 19 日：学位授予 

十二月 21 日：冬季开始 

十二月 24 日至一月 1 日：学校放假 

十二月 24 日：平安夜 

十二月 25 日：圣诞节 

十二月 26 日：宽扎节开始 

十二月 31 日：除夕夜 

 

每月提示 

期末考试即将来临，因此这段时间可

能会对学生施加更大的学术压力。请

您提醒他们生活平衡的重要性，包括

健康饮食，充足的睡眠，运动和放松

一下！ 

 

请记住，成绩并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

学业进展，尤其是一年级。 如果学生

的成绩不是他们想要的成绩，请帮助

他们重新评估时间管理策略和学习技

能。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一月 

 
重要的日子 

一月 1 日： 宽扎节结束 

一月 1 日：元旦 

一月 18 日：马丁·路德·金日 

一月 19 日：春季课程开始 

一月 19 日：免疫记录截止日期 

一月 19 日：春季学杂费缴纳截止日

期  

一月 26 日：添加课程最后一天 

 

每月提示 

学生可能会再次感到离开家然后回到

梅森的焦虑。 请您向您的学生保证这

些感觉是正常的，因为适应大学是一

个持续的过程。 

 

学费和杂费必须在 1 月 19 日开课的

第一天前缴纳清楚。请鼓励学生定期

查看 Patriot Web 以确保他们了解自

己账户的最新信息。 

 

请您与您的学生讨论 2021-2022 年

的住宿安排，并鼓励他们现在就开始

制定计划。 学生可以联系学校“住房

和居住生活”办公室以获取有关住校

信息。 校外学生服务中心可以提供有

关即将到来的住房交易会的信息，并

为您的学生准备校外住宿选择过程提

供提示。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二月 

 
重要的日子 

黑人/非洲文化遗产月 

二月 2 日：土拔鼠日 

二月 9 日：退已选课最后一天 

二月 10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开始 

二月 12 日：农历新年 

二月 14 日：情人节 

二月 15 日：总统日 

二月 15 日：期中评估开始 

二月 17 日至 18 日：春季招聘会 

二月 22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结束 

二月 23 日：选择性退课阶段开始 

二月 23 日：留学博览会 

二月 26 日：普珥节开始 

二月 27 日：普珥节结束 

 

每月提示 

现在距离暑假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请

确保您的学生正在考虑他们希望在暑

期完成的实习或工作。 大学就业中心

可以帮助您的学生申请实习和求职过

程。 

 

加入我们的 Homecoming 并展示您梅

森的骄傲！ 我们邀请家庭参加和体验

一年一度 Homecoming 大型聚会和篮

球比赛来的精神和乐趣。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三月 

 
重要的日子 

三月 8 日：国际妇女节 

三月 8 日至 14 日：春假（不上课） 

三月 14 日：夏令时开始 

三月 17 日：圣帕特里克节 

三月 17 日：教育专业招聘会 

三月 20 日：春季开始 

三月 19 日：期中评估结束 

三月 21 日至 28 日：希腊周 

三月 24 日：校外住宿信息会 

三月 27 日：逾越节开始 

三月 28 日：酒红节开始 

三月 29 日：酒红节结束 

三月 29 日：选择性退课阶段结束 

 

每月提示 

如果您的学生将在五月份搬出宿舍并

在八月返回校园，请鼓励您的学生利

用位于 Merten 大楼的 UPS 商店提供

的夏季存储计划。UPS 商店将存储您

学生的行李，这样他们就不必在 5 月

将所有物品全部带回家然后 8 月份再

带回来。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四月 

 
重要的日子 

亚太裔遗产月 

性侵犯意识月 

四月 1 日：愚人节 

四月 1 日：健康与科学专业招聘会 

四月 2 日：耶稣受难日 

四月 2 日至 11 日：国际周 

四月 4 日：逾越节结束 

四月 4 日：复活节 

四月 10 日：全国兄弟姐妹节 

四月 12 日：斋月开始 

四月 15 日：报税日 

四月 17 日至 18 日：兄弟姐妹和儿童

周末 

四月 22 日：地球日 

四月 23 日：梅森日 

四月 26 日至五月 1 日：减压节 

 

每月提示 

梅森每年都会举办国际周。 请您鼓励

您的学生参加这为期一周展示构成梅

森社区多元文化的庆祝活动！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五月 

 
重要的日子 

五月 3 日：上课最后一天 

五月 4 日：阅读日 

五月 4 日：校外住宿信息会 

五月 5 日：五月 5 日节 

五月 5 日至 12 日：期末考试 

五月 9 日：母亲节 

五月 11 日：斋月结束 

五月 12 日：开斋节开始 

五月 13 日：开斋节结束 

五月 14 日：毕业典礼 

五月 15 日：学位授予 

五月 17 日：暑期课第一天 

五月 17 日：及时雨招聘会 

五月 25 日：暑期课调整（增加/退

选）最后一天 

五月 26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开始 

五月 31 日：国殇节(学校放假) 

 

每月提示 

如果您的学生住校，请鼓励他们与宿

管顾问交谈以确认离校政策和程序。 

 

请与您的学生确定暑期计划。 请您鼓

励他们依旧与学校保持联系不管他们

是从事暑期工作还是上暑期课，这样

在秋季就不会感受到一个突然的转

变。 



重要日期缩写提示 

学校日历      最后期限     学生活动    家庭活动 

 

六月 

 
重要的日子 

六月 15 日：无限制退课阶段结束 

六月 16 日：选择性退课阶段开始 

六月 19 日：六月节 

六月 20 日：父亲节 

六月 21 日：夏季开始 

 

每月提示 

离家上大学以后再过渡回家可能会比

较困难。请允许您的学生承担更多的

责任和独立性并和他们讨论暑假在家

中生活的新期望和规则。 

 

如果学生在暑期兼职，则鼓励他们制

定储蓄计划。 提醒他们整个秋季学期

有钱可取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 

 

鼓励您的学生与梅森的朋友保持联

系，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互相探访，

同时也要他们抽出时间承担家庭和其

他暑期职责。 

 
 

我们希望您喜欢 2020-2021 家庭日历。如果您想了解重要的学校日期，请电邮我

们 families@gmu.edu 您的姓名和邮寄地址，我们将会给您邮寄一份 2021-22 年的

日历。 

mailto:families@gmu.edu


masonfamily.gmu.edu       families@gmu.edu   703-993-2475 

联系方式 
 
Bookstore 

书店 

703-993-2666 
gmu.bncollege.com 
 
Career Services 

就业中心 

703-993-2370 
careers.gmu.edu 
 
Contemporary Student Services 

现代学生服务中心 

703-993-6563 
offcampus.gmu.edu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ical 
Services 

咨询和心理服务 

703-993-2380 
caps.gmu.edu 
 
Dean of Students/University Life 

学生/学校生活院长 

703-993-2884 
Alt. Phone #’s: 

更多电话： 

703-993-8760 
703-993-1000 
ulife.gmu.edu 
 
Dining Services 

餐饮服务 

703-993-3313 
dining.gmu.edu 
 
Disability Services 

残障服务 

703-993-2474 

ods.gmu.edu 
 
Escort Services 

护送服务 

Fairfax: 703-993-2810 
Arlington: 703-993-8070 
Prince William: 703-993-8370 
http://police.gmu.edu/police-
cadets/escorts 
 
Financial Aid 

经济资助 

703-993-2353 
financialaid.gmu.edu 
 
Housing and Residence Life 

宿管部门 

703-993-2720 
housing.gmu.edu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信息技术服务 

703-993-8870 
itservices.gmu.edu 
 
Learning Services 

学习服务 

703-993-2999 
learningservices.gmu.edu 
 
Mason Care Network 

梅森关心网络中心 

703-993-2470 
mcn.gmu.edu 
 
Mason Money, Mason ID, and Meal 
Plan 

梅森证件和餐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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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3-993-2870 
masonid.gmu.edu 
 
Mason Student Services Center 

梅森学生服务中心 

mssc.gmu.edu 
 
Military Services 

军人服务 

703-993-1316 
military.gmu.edu 
 
New Student and Family Programs 

新生与家庭项目 

703-993-2475 
ofps.gmu.edu/masonfamily.gmu.edu 
 
Parking and Transportation 
Services 

停车与运输服务 

703-993-2710 
parking.gmu.edu 
 
Patriot Tech 

爱国者科技 

703-993-4100 
gmu.bncollege.edu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局 

Non-emergency: 703-993-2810 
Emergency: 911 
police.gmu.edu 
 

Registrar’s Office 

登记处 

703-993-2441 
registrar.gmu.edu 
 
Student Accounts 

学生账号 

703-993-2484 
studentaccounts.gmu.edu 
 
Student Conduct 

学生行为 

703-993-6209 
studentconduct.gmu.edu 
 
Student Health Services 

学生健康服务 

Fairfax: 703-993-2831 
Arlington: 703-993-486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03-993-
8374 
shs.gmu.edu 
 
University Information 

学校信息 

703-993-1000 
info.gmu.edu 
 
Student Support and Advocacy 
Center 

学生支持和宣传中心 

703-993-3686 
ssac.gmu.edu 

 

 
  

http://masonid.gmu.edu/
http://mssc.gmu.edu/
http://military.gmu.edu/
http://ofps.gmu.edu/
http://masonfamily.gmu.edu/
http://masonfamily.gmu.edu/
http://parking.gmu.edu/
http://gmu.bncollege.edu/
http://police.gmu.edu/
http://registrar.gmu.edu/
http://studentaccounts.gmu.edu/
http://studentconduct.gmu.edu/
http://shs.gmu.edu/
http://info.gmu.edu/
http://ssac.gmu.edu/


masonfamily.gmu.edu       families@gmu.edu   703-993-2475 

各个学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and Human 
Development 

教育与人类发展学院 

cehd.gmu.edu 
703-993-2010 
 
College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卫生与公共服务学院 

chhs.gmu.edu 
703-993-190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chss.gmu.edu 
703-993-8720 
 
College of Science 

理学院 

cos.gmu.edu 
703-993-3622 
 
College of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视觉与表演艺术学院 

cvpa.gmu.edu 
703-993-8877 
 
Honors College 

荣誉学院 

honorscollege.gmu.edu 
703-993-1110 
 
Jimmy and Rosalynn Carter School 
for Pea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吉米和罗莎琳·卡特和平与冲突解决学

院 

scar.gmu.edu 
703-993-1300 
 
Schar School of Policy and 
Government 

Schar 政策与政府学院 

schar.gmu.edu 
703-993-2280 
 
School of Business 

商学院 

business.gmu.edu 
703-993-1880 
 
School of Integrative Studies 

综合研究学院 

integrative.gmu.edu 
703-993-1436 
 
Volgenau School of Engineering 

Volgenau 工程学院 

volgenau.gmu.edu 
703-993-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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