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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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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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志

10月29日-11月2日
读书周

11月5日-11月6日
停课

11月15日
五年级音乐会

11月16日
期中假期

11月23日
PR与一年级 白马剧场秀

11月28日
四年级“小小发明家”展

11月29-30日
五年级科学展

亲爱的家长们：

秋天，丰收的季节！

这两周对于虹桥国际融合课程的学生、老师和家长
来说可真是既充实又忙碌！

镜头一：上周，第一单元的学习告一段落，从小学
预备班到五年级的学生都收获满满。三天时间里从下午
到傍晚，家长和孩子们陆续到校参加三方会议。走廊里
静悄悄，教室里乐融融。孩子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引导下
对上一阶段的学习进行了反思，并为接下去的学习之旅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目标。

镜头二：走出教室，来到操场上，井然有序的阵营
入场式，此起彼伏的加油声，以及学生们奋力拼搏的身
影一起构成了一幅活动的运动会长卷。镜头只能记录下
瞬间的精彩，而更多的与同伴合作互助，发扬体育精神
的美好画面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镜头三：图书馆里、教室里、大厅里、礼堂里……
到处是手捧书籍认真阅读的孩子们！贴龙鳞、做书签、
听故事、穿盛装、猜谜题、写故事、逛书展……放下手
中的事，随手拿起书籍阅读，畅游在想象的世界里，装
扮成自己最爱的书中角色，还有什么能比“读书周”更
令人激动不已的呢？！

画面不断切换，学习生活如此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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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

国际融合课程读书周的活动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教学楼大厅的每日问答、学习资源中心的盛大
书展，客座嘉宾精彩的故事会等等。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书中人物装扮日”当天孩子们创
意百出的装扮。

孩子们在本轮的故事创作大赛中投稿踊跃，评委老师团真的是集思广益、斟酌许久后才选出了
最终的获胜者。他们是贾艾瑄(5B),孙泺(5A)，郑诗雨(4F)，Amman Syed(3C),张庭悠（2E）,徐浩宸
（1D）,付则（PR3）。在此我们热烈祝贺这些获奖的小作家们！

此外，我们也在此祝贺在本次创意书签设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孩子们： 彭智诚（PR1），汤韵
溪（1H），廖心晨（2E），吴若曦（3B），Moheb（4A）,吴炯坤（4B），李飞翰（5A）。

我们读书周在教学楼大厅的“阅读长龙挑战”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大家纷纷用自己
的阅读龙鳞片来为年级的长龙添砖加瓦。

这真是令人激动又兴奋的一周！让我们继续徜徉书海，享受阅读之乐，无时无刻，不分国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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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习要变得生动有趣，离不开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各种丰富、独特而

有创意的教学方法。作为一所IB小学项目认证校，我们活用各种小创意激发学生联

结已经学到的知识，并加深他们对即将展开单元的学习兴趣。英语学习也不例外，

为了让孩子们“迷上”第二单元的学习，以下与大家分享一些令人兴奋的小点子。

在小学预备班，老师们在课堂上创设了“小红帽”场景。学生们在地上找到一

个红斗篷，一个小篮子，一把斧头和一些面包屑。通过一个简单的提问“你觉得这

里发生了什么？”，老师得以知晓每位学生对于这个故事的了解程度。 紧接着，

学生们开始他们的即兴创作，用这一方式表达自己对这个故事的理解。 我们非常

鼓励小学预备班的孩子们能通过图片、符号、单词和句子进行交流。比起简单的一

句“你们听过小红帽的故事吗？”，这不失为一个更富有创意的学习好方法。

一年级目前正在学写（指示）说明文。我们在校园内、一年级教室里纷纷贴

上了印制的“龙足印”。 随后向学生提问，如何找出并捕获这条龙？孩子们纷纷

展开思索，奇思妙想层出不穷。接着开始即兴创作。他们积极主动地投入“搜捕”

也令老师们在课堂上无需给予过多的写作指示。 为了让这一场景更生动化，我们

甚至在操场内埋下“龙蛋”，作为寻找的线索之一。再来，张贴在校园内的“寻

龙启事”海报更是为这个创意之举增添了一道神秘的面纱。

二年级学习的是议论文写作，即OREO的写作结构法（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例证、解决问题）。 我们相信为学生提供一个清晰的模型能帮助他们深刻记忆这

一写作架构，强化写作能力。 我们的一位老师用议论文的手法创作了一篇文章，

阐述了为何OREO 小饼干是世界上最好的饼干。为了使写作更形象、记忆更深刻，

我们还给每个学生发放了一块OREO小饼干，通过这个方式帮助他们更好地记忆议

论文主旨与结构之间的联系。真是令人感到生动又难忘呢！



“小学项目
中的数学”
家长工作坊

10月25日周四下午，虹桥

校区国际融合课程举行了主题

为“小学项目中的数学”的家

长工作坊活动。在工作坊中，

数学课程总协调员刘婕老师用

很多生动的课堂实例向家长详

细解释了数学融合课程的设置，

多元化的授课方式和多途径的

学习反馈。

我们的数学课程鼓励学生

用探究的思维去发现数学背后

的奥秘，发现公式背后的道理，

并将中国数学严谨的逻辑和扎

实的演练融合到课程设置中去，

根据学生不同的学习风格以多

元智能发展为途径去激发学生

学习数学的兴趣，真正做到

“在中西碰撞中，兼容并包，

取其所长”。

讲座过后，家长纷纷表示

出对课程的认同和欣赏，并对

我们讲座的内容给出了“两星

一愿”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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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月假期间，我校三年级学生Malachi Mitchell和他的家人远赴印度尼西亚
龙目岛援助地震灾民。Malachi说，当他们身在地震灾害区时，明显感受到了有
强烈震感的两次地面余震，当时的景象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令人害怕。
“地面上下左右不停摇晃，一些大树被震得倒塌在地。”Malachi如实述说。他
冷静地回忆当时的灾难景象，同时为灾民感到难过。 “几乎所有的房子都倒塌
了，我以前从未见过。大家都在哭。”

一个八岁的孩子能为大家带去怎样的帮助呢？Malachi帮着在学校的墙上作
画，帮着一起制作食物，和那里的孩子们一起用双手玩游戏，为他们带去快乐。
Malachi说：“虽然不会讲当地的语言，但完全不影响我们一起玩这些简单易学
的小游戏。”作为回报，当地的孩子们也纷纷教他学习如何爬椰子树。

“真是太令人难过了！”这名年仅三年级的学生表示。 “我只是想让他们
开心。他们的父母哭得很伤心。当我们赠予他们牙刷、牙膏等小礼物的那一刻，
我们见到了他们脸上露出的最动人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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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学子与家人向地震受灾者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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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

三年级已经开始了一个有趣的单元，图像如何能启

迪音乐家作曲。在第二单元，我们开始在课堂上学习竖

笛。学生们在该乐器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同时对G五音

阶有了很好的认识和理解，并且有能力控制好音调。他

们将使用竖笛、电子琴、木琴和打击乐器开始创作能够

反映他们从图像中获得的感受和情感的音乐。

摄影是一种有力的交流手段，音乐家将从图像中获

取信息，并将他们与音乐原作联系起来。通过对乐器、

音调、旋律和节奏的研究，他们将致力于创作反映各种

照片信息的音乐作品。

第二单元还包括看梵高的油画《星夜》来让学生们

创造自己对这幅画的音乐印象。然后，他们将听和学习

唱唐•麦克林的歌曲《文森特》，并分析这首乐曲的音乐

抒情成分。这首乐曲的灵感来自于《星夜》这幅画。接

着，他们将利用学习唐•麦克林怎样用《星夜》启发出

《文森特》，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作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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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24日， 协和双语学校虹桥校区国际融

合课程二年级和三年级的运动会如火如荼地举行了。

整个上午，同学们不仅参加了各种团队游戏项目，还

有紧张刺激的个人单项赛事。二年级的团队游戏有平

衡跑接力、取水接力、扔沙包和兔子跳。三年级的团

队游戏有呼啦圈接力、袋鼠跳、迎面接力赛和障碍跑。

在团队游戏中，他们相互合作，共同拼搏。除了团队

游戏之外， 同学们还参加了个人单项比赛，包括投篮、

一分钟跳绳、立定跳远、50米短跑和200米跑。孩子们

在单项赛事中都充分展现了自己的运动技能。我们也

乐于见到他们通过此次运动会充分地展现了出色的团

队合作和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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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有很多新的学生加入到网球校队。经过

了上次的比赛，很多孩子的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在这次比赛中孩子们都发挥出色。4F Audrey

更是超常发挥，她敏捷的脚步，完美的回球赢得

了场外阵阵掌声。最后她获得了主办方颁发的运

动员精神奖。

决赛的对阵双方都是来自我们学校的学生，

一位是卫冕冠军4E的Leo,一位是今年刚入队3C的

Jerry。在决赛中，两位选手都发挥出了自己的实

力。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Jerry最后赢得了比

赛。祝贺Jerry和Leo!

最后感谢所有网球队队员们的辛勤付出和家

长们的大力支持！

首届上海中小学冰球友谊杯于2018年10月14日和21日举行，

总共有12支队伍参加了在松江大学城冰场举行的此次赛事。 代

表我校出征赛场的是一支专业队（由2008年及之前出生的队员组

成）和两支青少年队。他们分别是来自协和浦东校区的“龙狮队”

和协和浦西校区的“冰神队”。

上海正日益涌现出许多热爱冰球运动、有才华的球员们。这

项运动能培养孩子们勤奋，坚毅和团结的优良品质。“ 冰神队”

是一支由2008年及之后出生的青少年队员组成的年轻队伍，他们

分别来自协和虹桥、尚音和万源校区。这群小球员们将每场比赛

视作迎接一个新的挑战，并学会了以勇气和决心去克服各种困难。

我们为协和冰神队的球员们感到骄傲自豪！ 期待见证他们

下一次的奋勇拼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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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turday, October 27, over 80 students performed an amazing teaser of

‘The Addams Family’ at Archwalk Mall for the 2018 Archwalk x Urbanfamily

Kids Halloween Event. Showcasing their singing talent, orchestral

performance, and ghostly costumes, the teaser was met with great applause

and was thoroughly enjoyed by families attending the event.

十月二十七日周六，我校八十余名学生亮相《Urban Family城市家》与金虹桥商场

携手举办的一年一度儿童“万圣节”派对，为到场观众们表演了音乐喜剧《亚当斯一

家》的精彩片段。学生们展示了美妙的歌喉、动人的舞蹈。而诙谐有趣的剧情、惟妙

惟肖的装容、以及现场配乐的管弦乐队都为表演增色不少。观众们为学生们的表演所

折服、掌声不断。 For more news and updates, scan 

the QR code to follow the official 

SUIS GB Wechat account.Of particular note was G12 student, Kevin Li, who arranged the orchestral

score alongside G12 student, Dora Zhou, and conducted the student

orchestra during the event. Kevin looked every inch the part as he

conducted the SUIS GB orchestra with exemplary confidence and collected

demeanour; truly a remarkable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performance both

from Kevin and the orchestra.

值得一体的是，我校十二年级学生Kevin Li，他与同学Dora Zhou共同完成总谱改
编，并在活动中担任乐队指挥。Kevin同学器宇轩昂，现场指挥充满自信，专业自如
，与我校管弦乐队的乐手们配合无间、珠联玉映，一同为《亚当斯一家》的表演呈现
出最完美的音乐。

除了现场乐队的出众表现，由我校舞蹈与律动部Médecin老师设计、编排的舞蹈与
歌唱部分同样引人注目。短短数周内，《亚当斯一家》从无到有，在极短的时间内历经
创作、排练，最终呈现出如此高水准的表演着实让人惊叹。全剧完整版即将在十二月上
演，可以预料，届时这部由师生们全情打造的音乐喜剧将给我们带来无限惊喜。

The stage makeup, directed by Ms Park, also wowed audience members as 

our ghostly group of ghastly ancestors, played by SUIS GB lower school 

students, made their way to the stage for their part in the performance. 

Additional thanks to Mr Enhle and Mr Hirshall for organising the orchestra and 

A/V equipment at the venue; no small task given the size of the performance! 

Finally, our biggest thanks go to our supportive SUIS GB parents; supporting their 

children’s creativity and nurturing their artistic talents allows us to continually 

put on fantastic events like this.

While this was only a teaser, the level of confidence and professionalism demonstrated by the cast and crew of ‘The 

Addams Family’ showed the passion SUIS GB staff and students have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Year-on-year, the 

productions become bigger and bolder and ‘The Addams Family’ is no exception. Watch this space for more news 

on the winter performance of ‘The Addams Family’ scheduled for December 13 to 15. 

这一演出全方位展现了我校对艺术表演的不灭热情与不懈追求。音乐喜剧《亚当斯一家》完整版将在今年十二月13日至15日与

大家见面，无惧未知、勇于突破，届时本剧无论在演出规模上和表演水准上都将给大家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

Not only was the live instrumental track phenomenal, the singing and dance

choreography, envisioned by director Ms Médecin, impressed upon

audience members the high level of standard coming from our music and

movement department. In mere weeks, the entire cast and ensemble of ‘The

Addams Family’ pulled together an outstanding teaser of what is yet to come

in December. With the students already at this level of preparedness, one

can only imagine the outstanding show that they will put on in December.

我校低年级的同学们亦在表演中途登场，客串饰演样貌可怖的祖先们。由Park老师打造的幽灵装夸张逼真，震撼全场。由衷感
谢组织此次活动并安排器材的Enhle老师、 Hirshall老师，以及给于我校最大支持的学生家长们。正是你们的理解与鼓励，才使得我
校能持续开展此类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激发学生们的创造力和艺术天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