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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新闻特刊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虹桥-古北联合校区

校长寄语

重要日志

12月13日
一年级音乐会

12月18，19日
三年级外出活动

12月21日
中午12时放学

12月22日-1月6日
冬季研学

1月12日
戏剧课活动日

协和虹桥-古北联合校区以提供小学至十二年级一贯制的国际教育为己任，为学生提供多元选择的课程和发展通道，

从而为培养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打下坚实基础。

李慧女士与 Karen Mathieson 女士
小学部联合副校长

进入十二月啦，我们又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探究单元！

随着第二单元学习临近尾声，各年级、班级间纷纷

交流与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为这一单元画上了一个圆

满的句号。二年级邀请伙伴们参加他们的“关爱日”活

动，为各类慈善机构筹集善款；四年级通过“小小发明

家”活动让大家领略了科技知识与创新是如何影响着瞬

息万变的当今世界；五年级的“小小科学家”们则在能

量科学展上展示了他们在能量单元学到的知识、技能和

态度，这也为他们最后的PYP学习成果展积攒了一份宝

贵的经验。

请继续参阅本期特刊内容，详细了解各年级通过学

习第二探究单元所获得的丰硕成果。

2018年最后的衣物回收，抓紧咯！

我们将在12月14日（周五）进行最后

一次的衣物回收（包括鞋类和配饰）。

请将您整理好的儿童或成人衣物等带

至校内放入Kelly老师办公室门口的回

收箱内。这些捐赠的保暖衣物将会被

送至青海省，为那里物资贫乏的孩子

们带去冬日的一丝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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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年级组于11月1日(星期四)实地参观了上海历史博

物馆，因为是开学以来的第一次外出活动，学生们都感

到很兴奋。通过观察老街道的模型、汽车的发展史，学

生们在脑海中对过去与现在的联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参过完上海历史博物馆后，我们继续参观了旁边的地标

乐园。在这个博物馆里，学生们可以看到他们更熟悉的

东西，同时也体验了一些充满未来感的高科技产品，如：

他们必须戴上VR眼镜来进行几次“短途旅行”。考察活

动结束后，虽然学生们很累，但是收获颇丰，他们从中

了解了事物从过去到现在的演变，以及对未来的发展有

了一些小小的接触和猜测。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这是一

场对学生、教师和家长来说都非常成功的外出考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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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探究单元，我们探索了食物系统及其在社区中发挥的重要

作用。我们考察了位于浦东的百欧欢有机生态农场和松江的奥德农

庄。在百欧欢农场，我们采摘了当季的蔬菜和香草，给农场的一些

小动物喂食，还用亲手采摘的香草制作了饼干。奥德农庄里，我们

也采摘了当季的蔬菜，还亲手制作了酱油，并带回家发酵。这些实

践活动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食物系统中的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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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单元中，2H和2F的学生通过自
己的实际行动，帮助The Heaven和SCAA两
个流浪动物保护组织，从而展现出他们对
本单元主题的理解：关爱与合作。这两个
公益组织的功能是救助那些被遗弃的、流
浪的、生病的小猫小狗，给他们提供更好
的生活。在听到两位讲解员介绍他们的公
益组织之后，2F和2H决定以举办“救助流
浪猫狗集市”的方式来为这两个组织筹款。
学生们设计游戏、画画、折纸、写绘本，
把自己亲手设计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售卖。
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展现出极大的热情。
当学生们把所有的钱亲手交给这两个组织
时，他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开心。

合作与关爱是二年级第二单元的
主题。2D班通过帮助青海学生展现
了对主题的理解。首先，我们询问了
青海的老师，了解了当地孩子的需求。
当我们知道他们希望得到更多书本的
时，大家开始讨论如何采取行动来帮
助他们。最终，我们决定举办一个小
展会，以义卖的方式筹集钱款用于购
买新书本。孩子们热火朝天地制作手
工艺品、设计各种游戏、上演功夫表
演，以丰富的形式、力所能及的方式
感谢捐赠书本的老师和学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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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单元，2A,2B和2C班的
学生对于孤儿福利院有了更多的
了解。来自于朴质公益和上海新
生命之家的负责人给孩子们讲述
了自己的工作，以及管理一个公
益组织需要面对的种种挑战。对
于那些因为疾病而被抛弃的婴儿，
学生们展现出了自己的同理心，
并决定通过自己筹集资金来支持
这些慈善机构。在11月28日，学生
们组织了义卖集市，成功卖出了
很多绘画作品和自制的手工艺品，
除此之外还有不少同学设计了有
趣的游戏。三个班级一共筹集到
资金4465元，最终捐献给了上海新
生命之家和朴质公益。

2G班和2I班的学生们携手一起前往
神州敬老院探访，为老人们在寒冷的深
秋之际送上了温暖的慰问和精彩的表演。
10月25日，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神州
敬老院的阮院长来我校介绍敬老院及敬
老院如何运作，分享如何满足老年人的
需求。学生们在10月30日第一次前往参
观了敬老院，并对院内设施进行了了解，
看看可以如何帮助老人，为第二次前往
做准备。当孩子们激情满满地回到学校
时，他们摩拳擦掌，开始筹划着如何可
以去帮助、关爱老人们。他们设计了许
多活动，如：传统剪纸、木偶秀、写故
事书、为老人读书、讲笑话，成语故事
表演…… 11月27日学生们重访神州敬老
院，与老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互动活动，
整个气氛温馨融洽。在学生们嘹亮的国
歌声中，此次敬老之行圆满结束。最后，
阮院长送上了一幅敬老院老人写的书法
作品，激励协和学子好好学习、孝敬长
辈，并且继续为需要帮助的人给予温暖
和关怀。这次活动，学生们积极主动地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老人的关爱，传
承孝老敬老的中华传统美德。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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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单元的学习中，三年级的同学们探究了
“摄影”及“如何拍出好照片”这个主题。他们练
习了摄影法则、学习了光的运用及影响，从不同的
视角拍摄照片，寻求通过照片想要传达的信息，以
及学习如何评价别人的照片。在学习的过程中，他
们接受了一个有趣的挑战，就是根据一个具体信息
去创作照片。学生们也尝试着在不同的照明条件下
进行拍摄，甚至通过镜像拍摄照片。本单元中还有
一个重要的部分是如何合理地使用并保管、爱护好
平板电脑，因为学生们需要在校园内外的不同场合
和地点使用电子设备的照相功能进行拍摄。在进行
编辑、剪裁、打印之后，经同学们自己筛选后的最
佳照片被他们制作成了一本本精彩的纪念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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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在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它
们是怎样发明出来的？又是由谁发明的呢？四年级的学习
在探索发明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后，以小组为单位制造了
各种各样的发明，希望能够对社会造成有益的影响。本单
元的 UOI课程要求学生们协力合作、乐于接受挑战，我们
的学生们一直保持热情，高质量地完成了自己的发明创造，
并在“小小发明家展”中进行了展示。

在本单元中，四年级有幸邀请到台湾著名的产品设计
师刘传凯先生到学校做讲座。他向大家介绍了很多作品的
灵感来源和设计意图，其中，当他向大家展示他为上海世
博会设计的一把扇子时，大家都被这把精致无比的扇子深
深地吸引住了。他鼓励孩子们继续多问为什么，并且继续
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生活。

此外，四年级学生还到上海科技馆做了一次非比寻常
的实地考察。虽然学生们对上海科技馆已不陌生，但是在
这一次的实地考察中，他们把关注重点放在了以前没有注
意到的简单机械中。他们将目光转移到了自动扶梯中的齿
轮和滑轮，各种简单机械中的杠杆和轮轴，以及整个建筑
中所隐藏的简单机械中。同时，学生们也在探索过程中发
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尼古拉·特斯拉和托马斯·爱迪生
之间存在恩怨。孩子们还惊奇地发现特斯拉的很多发明对
现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本单元的探究过程中，学生们得以探索一些重要的
科学概念——力、摩擦力、重力、电路和磁性等之间的奥
秘。学生们将自己获得的科学知识广泛地应用到各种设计
和创作项目中。他们在探究课中，完成了台灯、电报警器、
泡泡机、迷你真空净化器、纸板游戏和“扔鸡蛋挑战”等
各种发明创造。这正与研究性学习的理念相契合，让我们
更深刻地感悟到善于应用新发现的知识是促进学生学习能
动性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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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科学家

在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举行的五年级能量科学展上，来自
五年级的小小科学家们展示了他们在能量单元学到的知识、技能和
态度。他们通过实验展示了各种形式的能量之间的相互转换，从电
磁能到蕴含在柠檬、土豆和电池中的化学能量。学生们还在实验中
探讨了水力发电、风能和太阳能的有效性。

科学展旨在让学生了解小学毕业成果展的筹备过程，以及它的
展示形式和参与的感受。学生在整个准备和参与展览的过程中体现
了合作、创新、自信、热情和宽容的态度。
一名学生指出，“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成为一个好的小组成员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必须是可靠的，值得信赖的和负责任的，
这样才能不让整个小组失望。”

对所有人来说，这是一次多么难忘的经历啊!

古北体验日

2018年11月20日，全体五年级学生带着兴奋的心情参观了古北校区。他们突然意识到，
与中学部的学生相比，他们的个头是最小的——校长David Walsh先生在欢迎辞中提到了这
一点。

学生们由一名高年级学生代表带领参观校园。他们还参加了科学课和戏剧课。在科学
课上，他们需要用科学试验来侦破一件凶杀案；在戏剧课上，他们很喜欢“镜像”的游戏，
甚至还可以尝试操作灯光！这些活动让他们体验了古北丰富多彩的、令人兴奋的课程，同
时还品尝了美味的小吃。种种体验都让五年级的学生对这所令人兴奋的中学充满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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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一日星期三，2018年爱心树爱心包裹传递活动圆满结束。爱心树组员李校长，周
老师， Sondra老师, Rama 老师和Susanna老师带领五年级志愿者一起参观了我们捐赠的这所民工子
女学校，看到了这些接受捐赠的孩子们，并且把爱心树包裹送到了孩子们的手里。这些爱心包裹
包括一件保暖外套，一个水壶，文具套装，一个玩具和一些中文故事书。这所民工子女学校有超
过3000多个不同年龄的学生，而小学部每个班级就有60个左右的学生。

爱心树组织感谢那些捐赠爱心包裹的家庭，包括利用休息时间帮助整理运送包裹的学生和老
师们。十二名五年级志愿者也参加了这次传递包裹活动。活动中，学生代表和老师们一起参观了
这所和我们学校非常不同的校园，心中颇有感触。当我们回到协和校园时，一名学生发出了感叹，
深深地感受到了协和校园的美丽，以及受捐助学校的不易。

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此次慈善活动并努力促成其成功的人。此外，我们还要对参与并组织这次
活动的周老师和Sondra老师致以最真诚的感谢。他们为了这次活动，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从计划安排到分包、装包运送等等，真是事无巨细。同时，也要感谢洪老师和方老师的从旁协助。
我们学校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展示了什么是团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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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的第一场音乐会在11月15日星期四举行。五年级的学生表演了一场精
彩的节目，给出席的父母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音乐会叫做“东方遇见西
方”，各班同学用乐器演奏一首中国传统民歌，然后唱一首全班同学选择的流行
西方歌曲。

5A班最先走上舞台，敲击他们的鼓棍，然后开始了一个活力版的“瑶族舞
曲”。这首歌包括出色的电子琴演奏，以及中国鼓钹的强烈击打。Tony在架子鼓
上的独奏也很好。然后全班同学唱了一首酷玩乐队的歌，叫做“就是这样”。那
首歌既有非常强大的合唱还有一些很棒的小组独唱。

之后5B班登上舞台，开始演奏他们的传统中国歌曲“纺棉花”。这个团体包
括5位非常有天赋的小提琴家，一些优秀的电子琴演奏家和一个非常自信的打击乐
团，他们演奏了中国鼓、架子鼓和钹。他们唱的西方歌曲是Wiz Khalifa的“再见”。
他们出色地演唱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曲的合唱部分，并且歌曲中非常困难的的说
唱部分也表现得令人惊叹。

然后5C班上台表演“阿佤人民唱新歌”。这首歌这首歌在中国鼓和钹部分的
鼓乐非常复杂，这也突出了Channing在架子鼓上的优秀独奏。电子琴演奏者在这
首歌中表现得非常出色，演奏得又快又准。5C接着演唱了Alan Walker的一首名为
“幽灵”的歌曲，这首歌以小组表演、可爱的缓慢介绍为特色，然后是充满活力
的下半段，所有的观众都跟着表演者鼓掌。

5D班开始他们的表演时，对鼓进行了总体性的介绍，然后电子琴演奏者开始
演奏一首来自安徽的生动欢快版本的著名民歌“凤阳花鼓”。接着，他们演唱了
Alan Walker的一首名为“独自一个人”的歌曲。这首歌的特色是有非常强大的合
唱和一些很好的小组独唱。

5E班学习了一首难度很大的中国民歌，简称“笛里吐”。这首歌旋律很复杂，
由电子琴演奏家和两名优秀的小提琴家演奏，还有一些要求很高的鼓声和钹声。
Bruce也在架子鼓上进行了很棒的鼓独奏。5E之后唱了一首由Selena Gomez创作的
美丽歌曲，叫做“狼”。这首歌也有一些优秀的小组唱和强大的合唱部分。

5F接着演唱了国际知名的中国民歌“茉莉花”。它以Mia的声乐独唱和Elaine
的大提琴独奏开始。小提琴家Annie以及笛手Chiara和Mickey也加入了他们的演奏。
随后，中国鼓和架子鼓以强大的节奏接管了演奏。他们的第二首歌是一首非常有
名的Alan Walker的歌，叫做“消逝”。这首歌的特点是一些优秀的独唱、小组唱
和强大的合唱。

音乐会结束时，所有五年级的学生在舞台上表演了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
“掌声”音乐版本。剧院里的每个人都在鼓掌，伴随着他们强壮而充满活力的声
音。这次音乐会是东方传统民歌和西方现代流行歌曲的会面。学生们为音乐会准
备学习了很多音乐，家长们都同意这是所有人都喜欢的努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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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4日周六，我们学校女子足球队在一场有

10支队伍参加的大型足球赛中脱颖而出，再次夺得冠军。

在这次比赛中，我们总共射进了24个球。Paul教练赞扬了

球队在比赛中充分运用了传球、运球和射门的技能，以及

在场上良好的交流。B团队在技能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他们在比赛中奋力拼搏，Anthony教练和Sondra教练为他

们的进步感到自豪。足球赛季已经过半，我们的女足队员

们将会在冬季停训并在春季恢复训练。教练们很感激

Parton妈妈为我们女足团队所做的努力，在沟通和比赛活

动中提供了大量的帮助。球队在这一赛季经历了三场有意

义的比赛，我们也期待来年春天球队更上一层楼。加油，

我们的足球女孩们！



十一月二十三日我校一年一度的艺术之夜如期举行，
高中部的学生们大显身手，带领大家尽享创“艺”体验。
多功能厅内，宾客们能欣赏到音乐喜剧《亚当斯一家》
的精彩片段以及丰富多样的声乐演出；陈列于走廊各处
的视觉艺术作品引人驻足；更有沉浸式剧场与学生倾力
打造的艺术公坊供来宾们参与互动。

音乐部先声夺人，以完美实力诠释自我、解读艺术
真谛。管弦乐队演奏配合精妙的音效设计，整个夜晚正
声雅音不绝于耳，闻之心动神驰。

音乐喜剧《亚当斯一家》也在当晚初露锋芒。该剧
从编曲、指挥到表演由全学生团队倾力打造，小小片段
已让到场观众大为惊叹，这让我们更加期待十二月中旬
即将上演的完整版。

此次艺术之夜的一大创新亮点是由我校艺术课程九、
十年级学生带来的沉浸式剧场体验。每位参与者都被邀
请与他们进行面对面、一对一的交流，直抵人心的互动
式表演让观众们思潮起伏、意犹未尽。

当晚所展示的学生艺术作品同样令人眼前一亮。技
艺灵怪、饱含生命力的雕塑；手法娴熟、富有感染力的
绘画，均体现了创作者思维的深度与对艺术的投入。
IBDP十二年级的学生将自己的激情揉杂进视觉艺术创作；
十年级、十一年级的学生们则通过行为艺术表露繁复的
社会理念与个人观点。

“艺”犹未尽——记古北校区2018艺术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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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生在今
年的艺术之夜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综
合艺术才能。他们对音乐、戏剧、
视觉艺术的跨领域融合运用使其表
现更显丰富层次和艺术张力。

感谢学校相关部门老师们对成
功举办此次活动所作出的不懈努力，
同时向自始至终支持学生艺术创作、
支持学校艺术教育的家委会和家长
群体们送上我们最真挚的谢意。愿
我校的卓越学子们乐享艺术、纵情
创作、闪耀非凡才华。12/7/2018 第七期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