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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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8日
四年级“小小发明家”展

11月29-30日
五年级科学展

12月12日
一年级音乐会

12月21日
中午12时放学

12月22日-1月6日
冬季研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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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家长：

冬意渐浓，气候爽朗，正是一年之中外出探索

的最佳时节。

一如往常，这几周的校园十分忙碌，随处可见

学生们探究、学习、创新和提问的身影。与他们交

谈并倾听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真是一件美妙的事！

我们的学生家长们也纷纷以演讲嘉宾的角色不断给

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小学预备班的孩子们通过许

多父母与祖父母的心得分享了解了过去他们所经历

的生活与时代样貌 。四年级的孩子聚精会神地聆

听了一个产品是如何从构想雏形到设计成型的故事

- 哦，对了！我们四年级的“小小发明家”活动确

定即将于11月28日举行哦！

我们为本期新闻特刊制定了一个主题：学生行

动。我们将为您带来各年级的学生行动概述，让您

更好地了解小学项目定义的行动在每个年级如何不

同地展开。

愿您度过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 放松心情，恢复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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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工作坊育儿课程活动

由五名家长自发组织，为期五周的家长

工作坊活动于本周一迎来了最终场。家长们

纷纷反思所学，表达了工作坊活动为他们创

造的学习价值与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此特别

感谢组织活动的协和家长代表： Icery Chen

和Tanya Krasinkova，以及古北校区学生家长

Sunny Zhu的鼎力支持。为确保活动的顺利

举办，搭建一处家长们的互动交流平台，使

大家能聚集在一起学习、分享并思考如何当

好一名与时俱进的家长，组织者们付出了辛

勤的努力。

此次的工作坊活动反响热烈，家长纷纷

表示出了浓厚兴趣。因此我们计划于农历新

年假期后再次举办一场同类型的活动（针对

孩子年龄在10周岁及以下的家长）。已在候

补名单的家长将被优先纳入参与名单中。此

外，我们还将提供一个针对年龄较大的孩子

（11-18岁）的家长工作坊活动，活动将在古

北校区举行。具体日程安排待确定后将于近

期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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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男孩》阅读分享会

11月12日，我们诚邀“九久读书人”
特级讲师Lily老师和《奇迹男孩》责任编辑
张晓清老师来到协和，为我们国际融合课程
四、五年级的同学们分享了《奇迹男孩》及
其作家的系列作品。

Lily老师用生动的语言，结合电影片断
和书中的人物插画，向我们娓娓道来，把大
家带进了奇迹男孩奥吉艰辛又感人的世界。

张晓清老师则通过她独特的编辑视角，
亲切地与孩子们进行了现场互动，引领大家
在读书的同时，结合自身的经历去思考。书
中布朗先生的九月信念：“当面临正确或是
善良的选择时，请选择善良。（When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being right or being kind, 
Choose kind.）”更是触动了全场在座的每
一位。

正如两度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获得者帕特
里夏•赖莉•吉芙对《奇迹男孩》的评价，
《奇迹男孩》就是这样一本“关于爱和生命
之意义的好书，读过之后，让人想成为更好
的人。”

如果说刚刚过去的读书周点燃了孩子们
的阅读热情，那么《奇迹男孩》阅读分享会
无疑让孩子们感受到了阅读的力量，也为我
们国际融合课程“同读一本书”阅读活动
的展开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我们也相信通过这样一系列经典儿童文
学作品的阅读，提升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阅
读技巧，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阅读思辨的
能力和健全的人格品质。



11/23/2018 第六期 4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中行动的定义? 

行动是小学项目（PYP）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该项目国际情
怀学习者培养目标的成果体现。通过采取个人和集体行动，学生逐渐了解成为一
名国际公民所需要担负的责任，并乐于与他人合作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当学生看
到他们主动实施的行动能带来改变时，他们会认为自己是胜任的，富有才干的，
积极的变革推动者（乐施会2015）。
由学生发起的小学项目行动真实而有意义、富有责任感与意识感，并能引起反响。

行动或可是：

*态度的一种改变

*对未来行动的一种考虑和计划

*一种责任的体现、或是对自我、他人及环境的尊重

*参与学校决策，或为社区、地方或全球决策提供支持

在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我们的老师努力为学生营造能让他们充分采取
行动的环境。在探究单元的学习过程中，甚至是在单元学习结束后，学生都能在
校内与家中随时开展他们的行动！我们希望家长通过PYP日志或电子邮件的形式
将学生在校外进行的任何PYP行动告知老师。

以下是我校小学预备班至五年级的学生行动概述

在PR1，学生们称自己为“爱心警
察”。他们的工作是倾听或寻找关爱他
人的同学，无论是在教室里，操场上，
甚至是洗手间里。当他们看到同学们在
用行动展示他们的关爱时，就会放一根
能描述他们充满关爱行为的小棍在这个
学生的桶里，我们把这个桶称之为“满
满爱心桶”。反之，如果学生没有展示
出关爱，也会有另一个桶，提醒他们在
这方面的不足。因为这些小桶的运用，
学生们现在更加有意识地注意他们彼此
的行为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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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通过参与的方式采取行动。 学生们思考如何改变自己
的想法和行动。 在第一探究单元感官的学习中，我们已经通过参
与的形式来行动。他们到学校周围排查安全隐患，制作海报和视
频来提醒大家注意。 直至今日，行动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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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2I班的王冠然(Alex)同学在学习

了“我们如何自我组织”探究主题下的第

二单元“我们需要互相合作”后受到启发，

实施了一项具有企业家精神的项目行动。

在听取了Karen校长与三年级的Mel老师就

个人和社区如何采取行动及示例的演讲后，

他决定用行动做公益，将自己闲置的玩具

收集起，在家人协助下，在车厢后摆起了

义卖小摊，一整箱爱心玩具等待着它们的

新主人。在忙碌的一天过后，Alex成功筹

得600元人民币并将其捐赠给了残疾人慈

善机构。他说：“许多孩子对购买二手玩

具并不是太有兴趣，义卖行动一开始也很

有难度，但我向大家耐心地解释了行动背

后的意义，并给出了很好的价格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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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学生已通过各种方式采取行动。 在了

解人类行为如何导致海洋污染后，学生们致力于

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将行动与大家分享。其

他班级的孩子也思索着如何采取更有效的行动。

3C班学生创设了一个“瓶中信”，并发给了其他

各班。孩子们说:“我们试着用这封信告诉大家，

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海洋环境吧!”信内详细记录

了3C班学生制定的遵循守则，以共同保护我们的

海洋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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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单元中，四年级的探究主题是发明以及发明如何改变人们的生活。在探究课中，四年级
的每一位小朋友都在努力探索电路和生活中的简单器械的秘密。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学生开始意识到电池的使用寿命比他们预想中的要短很多。

在进行本单元的学习之前，他们认为电是一种“用之不尽”的资源，通过学习，他们开始思
考电作为一种能源的有限性，因此一些学生开始自发地轮流负责关电灯。

在关注电的使用的同时，学生们也开始投身于循环利用资源。他们把家里不需要的材料带到
学校和同学们分享。

目前，四年级正在积极地筹办11月28日的 “小小发明家展”。四年级的“小小发明家”们 在
做发明的同时，也很注重材料的循环利用。

4F班的武钰杰同学在参观了科技

馆的特斯拉展览后撰写了一份报告。

四年级的孩子们聚
集在一起给校长写了一
封信，他们建议一同寻
找新的方法将我们的学
校打造成一所绿色环保
校。我们现在正朝着这
一目标努力探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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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班 胡俊唯同学

电流会产生磁场，胡俊唯同学受到课堂演
示启发，结合当前探究单元学习主题：世
界是如何运作的, 在家中自行创建了一条电
路来诠释这一现象。

在小学高年段的五年级学生行动中，

随着所学知识与技能的愈加丰富，学生行

动也随之更加深入地展开。今年的行动更

是早在开学之前就已开启！ 校长们收到

了来自5E班宋知行同学的建议册。5B班

的孩子则反思如何更好地与他人沟通。他

们渐渐地注意到行为改变能产生积极效应，

当他们在家中与自己的兄弟姐妹玩耍时，

会变得更加宽容与体贴。在同龄伙伴与社

会大家庭的启发之下，他们正在积极行动，

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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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单元，我们三年级英语写作的重点是指示性
文本写作。

首先，我们确定了写作成功的步骤：

1、标题
2、需要的设备清单
3、指示性动词
4、连接词
5、连接词后面的标点
6、编写顺序
7、有益的版面设计
8、图片/图表
9、词汇表

在写作活动中我们展现出了我们一贯的创造力。

3A的同学通过阅读指示来制作了可爱的折纸动
物。

在我们学校四处游荡的神秘龙把3B的同学们给
迷住了，所以大家写了如何捕捉龙的指示说明。他
们也反思了自己的优秀行为，并与他人分享了成为
完美学生的秘诀。他们还写了“叼苹果”的指示说
明！

午饭时间，3C的同学们通过给彼此指示说明，在
学校食堂里制作了美味的三明治！

3D的同学们为庆祝老师Christine的生日，设计了
很多有趣的游戏并且把游戏的说明写了出来。这使
得他们的指示性文本写作非常有个性！

3E的同学们充分利用了他们的艺术细胞来进行
创作，并编写了一套说明，以帮助其他人能够理解
如何制作美丽的工艺品。

3F的同学们一直很有创意，并使用他们书写的
指示说明来帮助大家制作了一些可爱的折纸作品。

3G的同学使用说明指示来制作黏泥。它们还学
习了如何沏一杯好茶，这项技能非常适合即将来临
的寒冬。

3H的同学们参加了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包括
如何捕捉龙、改写句子，和确定写作成功的步骤等。



11/23/2018 第六期 11

2018年11月17日，协和双语学校女子篮

球队参加了宋庆龄学校举办的篮球比赛。队

员们勇创佳绩，继上次比赛获得了第三名后

这次更是获得了第二名奖杯。在队友们的一

致投票下，Green Ji (5A)获得了体育运动精

神奖和Abbie Liu（5B）被授予最有价值球员

称号。女子篮球队下场比赛将于12月15日在

协和双语学校尚音校区进行。

2018年11月7日周六，协和双语学校

游泳队参加了本学年第一次SSSA（上海体

育学校大联盟）游泳比赛。此次比赛由上

海中学国际部承办，一共8个国际学校组

团参加，将近400个学生参与了这次游泳

盛会。协和双语学校一共有50名游泳小将

参加了此次比赛，其中有37名来自国际融

合课程，另有13名来自国内部。对于很多

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学生来说，这是他们人

生中的第一次游泳比赛，但是每个小队员

都精神饱满，一点儿都不怯场。 5年级的

Sophia Da Silva在比赛中赢得了9-10岁组50

米自由泳第二名，混合泳第二名和蝶泳第

一名的好成绩；Sandra Zhao在女子9-10岁

组蛙泳比赛赢得第四名；Helena Shen在11-

12岁组蝶泳中赢得第四名。Bruce He在男

子9-10岁组比赛中取得仰泳第四名和蝶泳

第五名的成绩。四年级的Victoria Chen在

女子9-10岁组仰泳比赛取得第四名。二年

级的Jerry Ling在男子8岁组以下比赛中取

得了100米混合泳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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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1日， 协和双语学校虹桥校

区一年一度地国际部四、五年级运动会如火

如荼地举行了。整个上午，学生们参加了许

多小组活动和个人活动。当天比赛从个人项

目开始，每个班的学生都在各种田径项目上

展示了自己的技能，包括50米、100米和200

米短跑，800米长跑，立定跳远，跳远和铅球。

同时，学生们在拔河比赛和团队游戏中也展

示了各班的实力和团队合作能力。四年级的

团队游戏包括五人四足，珠行千里等活动。

五年级的学生有他们自己版本的团队多人竞

走，团队过河和人形龙卷风。每个班级在这

一天的运动会中都展现了强大的团队合作和

体育运动精神。其中4B和5E在运动会中表现

出色，获得了体育精神奖。



古北校区高中部艺术课程学生近日接连造访上海当代
艺术博物馆与龙美术馆，分别欣赏了路易丝•布尔乔亚、大
卫•史瑞格里的主题展览。一年一度的艺术之旅原本旨在让
IBDP视觉艺术课程的学生们完成课程项目，而现今已发展
成为我校高中部艺术课程学生人人争相参与的艺术鉴赏活
动。

尽管活动当日阴云密布，但学生们仍热情高涨。参观
第一站为龙美术馆的路易丝•布尔乔亚中国首个大型回顾展
「永恒的丝线」，此次展览展示了艺术家职业生涯中最为
重要的系列作品，包括陈列在泰特现代美术馆涡轮大厅、
闻名于世的纪念碑式巨型雕塑：蜘蛛“母亲”。

在龙咖啡稍事休息后，学生们又前往上海当代艺术博
物馆一睹当代艺术界另一位颇具影响力的艺术家大卫•史瑞
格里的个展。他的作品天马行空，充满非凡的想像力与独
特的幽默感，既能让人们情不自禁、开怀大笑又能使让人
茫然若迷、莫措一语。这正是成功的艺术作品的力量！学
生们同时参观了位于当代艺术博物馆顶楼的“青策计划”
展，该展览面向40岁以下有志于策展的华裔人群，持续致
力于为中国年轻的策展人提供实践理想的平台，引领艺术
界新浪潮。

此次艺术之旅给了学生们诸多启发，他们的速写本上
满是插图与文字，记录了旅途中的点滴灵感瞬间，也让他
们得以更为深入地审视自己的艺术创作。感谢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与龙美术馆的盛情接待。也感谢学生家长们的大
力支持：学生们得以施展熠熠生辉的才华离不开你们一直
以来的鼓励与赞赏。

扫描二维码，即
刻关注上海协和
双语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古北校区艺术课程学生造访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与龙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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