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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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志

2月2-17日
农历新年假期

2月18日
返校上课
2月19日

G1D/G 外出探究活动
G5A/B/F 外出探究活动

2月20日
G1E/C 外出探究活动; 

G5C/D/E 外出探究活动
2月21日

G1A/B/F/H 班外出探究活动
2月25-27日
科学展；

PR/G1/G5 学生主导会议
G2/G3/G4三方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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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长寄语

亲爱的家长：

农历新年的脚步声越来越近，在这除

旧迎新之际，我们以丰富精彩的庆祝活动

告别即将过去的充实的一年，孩子们和老

师们欢声笑语，幸福地享受这热闹欢腾的

喜庆气氛。我们要感谢所有学生与老师的

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是你们的共同努力

使得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此外，各年级也纷纷对孩子们在本学

期最后一个探究单元的学习做了精彩回顾，

展示了各自的学习成果。

繁忙有序，有挑战也有欢乐的一学期

又将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与迎接崭新的

第二学期！

预祝各位新春快乐！

李慧女士与 Karen Mathieson 女士
小学部联合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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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楼大厅内，“协和百变小屋”门上粉嘟嘟的小

猪，地面惊险的“步步高”3D地贴以及墙面惟妙惟肖

的双龙戏珠都成了孩子们热门的“网红”取景地；外

面红色“百福墙”的创作更是其乐无穷，有充满童趣

的写意涂鸦，有行云流水般的奋笔疾书……

两年半夜分新旧 ,万众齐欢接亥春。1月25日，协和虹桥校区国际融合课程迎来了盛大
的“金猪贺春”春节游园会活动。整个校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一片热闹的新春景象。

各班教室里，孩子们集思广益，巧用废旧材料进行春节主题教室装饰，一片红红火火。

龙楼大厅内，独具匠心的民间艺人带孩子们

重温了灿烂的传统手艺文化，心灵手巧的老师们

带孩子们体验了不同的春节主题手工制作，积极

热情的家长们带来了各种传统小礼品，孩子们在

一片热热闹闹中置办了属于自己的“年货”。

“金猪贺春”春节游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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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斯剧场里，民间艺人的表演精彩纷呈：大圣、八戒各显神

通，川剧变脸更是高潮迭起。协和的老师和孩子们也不甘示弱：

铿锵有力的舞龙舞狮，振奋人心的击鼓贺春，余音绕梁的说唱脸

谱，古色古香的唐诗吟唱……一段段优美的舞姿，一道道动人的

旋律，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协和师生和家长们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共同庆祝即将到来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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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馆里又是别有一番热闹。投壶、套圈、扔福猪、

踢毽子……各种中国传统游戏体验中，孩子们或屏气凝

神，奋力投掷；或满腔热血，毫不相让；或欢呼雀跃，

分享胜利的乐趣。

财神送红包的活动更是把整个春节游园会推向了高

潮，在一对“金童玉女”的帮助下，财神爷携带满满的

红包到各班级派送新年红包，把喜庆和祝福送给每位孩

子。此外，协和的老师们也在活动当天结束时欢聚员工

休息室，从沉甸甸的摇钱树上取下了属于自己的红包，

共同分享节日的喜悦。

“金猪贺春”春节游园会是一次老师全力投入，家长鼎力相助，孩子热情参与的盛会，更

是师生家长们齐聚一堂，体验春节文化，分享欢乐的盛会！人逢佳节情无限，猪拱华门福尽享！

我们在此，预祝大家己亥猪年，诸事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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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三探究单元，学生们探

索了“随时间的推移人们的家因各种原

因而改变”。学生们通过定义“改变”、

“家庭”、“文化”和“传统”等词进

行探究，并分享自己的经历，其中特别

关注如何将家庭生活与这些词相联系。

在全年级范围的分享活动中，每位学生

都向其他班级的同学展示了概述自己家

庭传统的海报。通过这种分享方式，学

生们互相学习。

做面包啦！小学预备班的学生们在学习
《小红母鸡》的故事时，其中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红母鸡的朋友那么不愿意帮她烤面包
呢?” 现在，一些学生可能有了答案——在那个
年代做面包太难了。做面包的每一个步骤都不
容易。在单元一开始，小学预备班的学生们就
体验了如何研磨小麦和玉米，接着他们还参与
了烤面包的过程。他们非常享受把配料混合在
一起，努力揉面团的时候。现在故事对他们来
说是有意义的，因为他们经历了故事人物经历
过的一些部分。他们还得到了一小份面包带回
家与家人分享。我们希望你们都喜欢吃这个面
包；也许你们可以试着在家里烤面包，这样学
生们就能更好地看到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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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声音单元，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几位
嘉宾来帮助二年级的学生们了解声音的各个要
素。来自3D班的Melissa老师为大家介绍了一种
利用铜锣的声音来帮助人们缓解压力、放松心
情的方法。2C班Cindy妈妈Forrina女士和她的团
队为大家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主讲人是来
自卡耐基音乐厅的Nick Demeris，他不仅和学生
们一起探索了各式各样的声音，而且还利用学
生们自己的声音创作了一小段乐曲。此外，我
校几位音乐老师和其他年级的几位同学也为大
家献上了一场优美的乐器演奏，所有二年级的
老师和学生们都赞不绝口、沉浸其中。

作为声音单元的延伸，二年级的学生们前
往“彩色熊猫”剧场观看了一场儿童剧《天鹅
湖》。这是一场全息剧，3D情景与舞台演员完
美融合。剧场有3块屏幕，主屏幕就像影院的屏
幕一样。这场演出十分契合声音单元的主题，
展现了创造性的表达和情绪。整场演出通过音
乐、声效及3D视觉向学生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
事。故事中包含了各个角色不同的情绪：害怕、
生气、伤心、担心、吃惊和开心。声效包括：
铃声、瀑布、鸟鸣和开笼门声。学生们度过了
一段难忘的时光，这段经历也进一步衍生出了
有趣的班级讨论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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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中， 三年级的同学
们学习了关于交通工具的各种
知识。这个单元的中心思想是
“交通体系促进城市发展”。
外出学习考察中我们一起乘坐
了磁悬浮列车，这次实地考察
让我们对本单元激动人心的学
习之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看
到磁悬浮列车速度表上的数字
越变越大，真是太令人兴奋了！
这是一次多么美妙的经历！

教室里也有关于交通工具的各种有趣的
学习。我们学习了交通工具的发展历史，
也进行了一些非常有趣的儿童哲学讨论。

各种实践动手活动和跨学科的整合让我
们的学习变得趣味盎然！

认真、努力、投入，本单元的学习中，三年
级的同学们都做得非常棒！让我们再接再厉，
为第四单元的学习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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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学生们在第三单元“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的主题下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探究学习。我们探索了世界
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如何通过节日来表达各自的传统
和信仰。通过自主查找资料以及与同学之间的分享，学
生们不仅了解了更多有关圣诞节和中国新年这些大家耳
熟能详的节日的深意，更是学习了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
节日，如：番茄节，赛艇会以及劳动节等等。我们还一
起深入探讨了世界几大宗教的形成和历史。

四年级的老师们也纷纷上阵，在礼堂与孩子们分享
了各自的传统、文化、节日和信仰。学生们认真聆听、
积极思考，热情回应，在提问环节更是排起了长队！他
们的问题也是五花八门，如：“老师们的信仰是什
么？”“在香港的包山节，大家会做什么？”“爱尔兰
最流行的体育项目是什么”……不胜枚举。真是一群极
富探索精神的小小探究者们！

本单元恰逢两大节日前后，圣诞节和
中国新年是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两个传统佳
节。在学校，我们也举行了中国新年的大
型庆祝活动。学生们收到了四年级老师统
一赠送的文化小礼物：圣诞袜、红包、金
币巧克力、贴纸等等。四年级学生和老师
一起用不同的节庆元素装饰教室，真正体
验到了这个探究单元“我们通过节日、艺
术来表达不同的文化、习俗和信仰”的中
心思想。

在外出考察学习中，四年级师生来到上海世博
博物馆，参观了不同国家如何通过各种类型的世博
会来表达本国的文化和城市发展的理念。学生们对
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展厅兴趣浓厚，勤奋地记录着各
类信息。这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考察项目。

在最后的总结性评估中，学生需以班级为单位
自己创设一个节日。他们需要使用本单元学过的各
个节日的组成要素，如：文化、色彩、符号、音乐、
活动、食物等，将之融合成一个全新的节日，来表
达他们的愿望。学生们非常兴奋地进行了富有创意
的思考，全班团结合作。最后，四年级各班级互相
造访，参观和学习各自创设的节日。这些节日有的
表达孩子们对友谊的重视，有的希望唤回人们对传
统游戏的美好回忆，有的表达对地球环境及生物的
关爱，还有的则体现出对科技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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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外——五年级学生采取行动，支持儿童权利

为了拓展五年级学生第三单元学习的主要内容——儿童权利

以及保护儿童权利的组织，两个慈善组织的负责人受邀来到学校，

为五年级师生介绍他们的组织及其采取的相关行动。

12月10日，“爱心树”慈善机构特邀发言人曾女士走进协和

校园，为五年级师生介绍了“爱心树”的历史发展、组织的运作

方式、受帮助人员的家庭情况以及他们获得了哪些帮助等。以上

内容极大地帮助学生们了解到“爱心树”慈善组织是如何帮助到

相关孩子的。

12月11日，另一个名为“康复之家”的慈善组织负责人

Aaron为五年级师生进行了一场鼓舞人心的演讲，讲述了他们组织

是如何帮助那些因某些残疾而被遗弃的孩子的。被“康复之家”

照顾的孩子，主要是患有“腭裂”症，也就是嘴唇和嘴的畸形。

“康复之家”的工作人员不厌其烦地为这些做了矫正畸形手术的

孩子寻找合适的家。

在切身聆听、深入了解了各种慈善机构的情况之后，五年级

师生们决定，采取实际行动，为各自小组选择帮助的机构筹集善

款，同时做好宣传，提高公众意识，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们。

“慈善日”活动开始之前，来自5C班的黄子璐和黄奕颖同学

在居住的小区里摆摊出售二手书，成功为她们组选择帮助的组织

募集到人民币877元。

一些来自5B班的学生则将目光放在了校园安全行为上，通过

研究，积极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此外，五年级6个班级分别于2019年1月18日和1月24

日午休时间举办了两场精彩纷呈的“慈善日”活动，为

各自小组支持的组织募捐。每个班级的学生们创意无限，

各显神通：有出售自制手工品（如：灯笼、书签、玩具

抱枕、洗手液、装饰手机套、手链等）的，有售卖二手

书和玩具的，有提供按摩服务的，有设立美甲沙龙的，

有演奏小提琴的，还有表演魔术的。

五年级同学们，你们太棒了，你们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阐明了“公益慈善，从我做起；传递爱心，人人有

责”！



一场双赢的
辩论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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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CAL5班成功组织
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辩论赛
。辩论赛以“当个孩子不容易
，还是当个大人不容易”为主
题，由CAL5班学生组成正方队
，并邀请了两位家长代表和两
位教师代表组成了反方队。

辩论过程中，学生们信心
十足，充分合作，展现了出色
的中文水平和思辨能力；大人
们循循善诱，充满耐心，认真
回应着学生们的每一个问题和
辩驳。四十分钟的比赛精彩不
断，令人回味。

这场辩论，不仅锻炼了学
生的逻辑和语言水平，而且加
深了学生对儿童权利单元中“
权利”和“责任”等相关概念
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家长代
表和教师代表的参与极大地丰
富了学习社区，并促进了学生
、家长与老师三方之间的沟通
。

最终，经过在场所有人的
投票，学生队以15:11的成绩取
得了胜利。然而，这是一场没
有输赢的比赛，因为大人队获
得的所有投票全部来自在场学
生，而所有大人也将自己的票
投给了孩子们。一场辩论，让
双方都赢得了最珍贵的理解和
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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绽放在今夜——2018-2019协和虹桥校区
ASAP冬季音乐会

1月21日星期一晚，我们在协和虹桥校
区我们隆重举行了ASAP的冬季汇报演出。
在演出当晚，缪斯剧场坐满了前来观看表演
的家长和学生们，大家欢聚一堂，共同见证
小学员们一学期的收获和成长。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的汇报演出在每
个节目正式表演之前，都播放了一段记录孩
子们在学习或彩排过程中的小视频，当家长
们看到孩子们的蜕变和进步时，脸上无不露
出欣慰和喜悦的表情。

当晚的演出时长1个小时，演出内容包
括街舞，拉丁舞，芭蕾、跆拳道等13个节目，
除了现场展示以外，我们对国际象棋，乒乓、
无人机（初级）等不便上台演出的课程也做
了视频分享，对于STEM和无人机（进阶）
等科技类课程还邀请了学生上台亲自做了演
示……多途径的呈现方式，让我们当晚的演
出精彩纷呈，高潮迭起。

演出临近尾声，小学国际融合课程部的
联合副校长李慧女士上台做了讲话，高度肯
定了小学员们 “台上三分钟”的绽放和
“台下十年功”的努力，为整场汇演画上了
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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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协和合唱团约有百余名成员共同登台献唱，为大家带来天籁般美妙的歌声。每
一位小成员无论在平日的排练中，或在最后的正式演出中，都表现得太棒了！

今年的学生合唱团由二年级至五年级学生组成，并已在两次集会上进行了表演，令我
们感到十分骄傲。

许多老师后来告诉我，当他们聆听孩子们朴质无华的天籁之声，目睹他们在台上激情
自豪地歌唱时，这一幕是多么的动人，泪水忍不住在眼眶打转。

此次合唱团表演的是中高音二声部合唱。演出的曲目有：‘Music is fun’, ‘For a
song’和‘Swinging into Christmas’。

今年组成的合唱团挑选了17名优秀的声乐选手，并能够在课后时间参加排练。他们为
大家精彩地演绎了诸如‘Because you loved me’, ‘All you need is love', ‘That's the way it is’
和 ‘Santa Clause’等著名歌曲。能与这群孩子分享音乐，一同合唱，我感到喜悦万分，也
是莫大的荣幸。

感谢你们，可爱的孩子们！



学出精彩玩出花样古北学子的张驰之道

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
海协和双语
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本周课业之余，我校学生们在室
内躲避球比赛中再次展示了他们非凡
的运动技巧。蓝鲨鱼队、绿龙队、红
凤凰队和黄老虎队同场竞技、各显其
能。

经过两周紧张的考试，学生们通
过运动来转换情绪、释放活力。比赛
中，大家都表现得“更强、更快、更
准”，彼此势均力敌。

善于平衡学习与生活是我校学子
得以如此优秀的一大秘诀。各类社区
活动，如校内体育竞赛，不仅能使我
们的师生更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更
促进了大家的团队协作，同时提升信
心、强健体魄、弘扬体育精神，可谓
一举多得。

春节将至，祝福各位学生节日愉
快。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在假期中劳逸
结合、张驰有道，钻研学业的同时让
自己充分休息，能量满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