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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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各位家长：

转眼间, 学生们即将完成他们第五探究单元的学习, 并将迎来整学年的最后一

个探究单元，这也将是一个围绕行动展开的精彩单元。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在过去的一周里, 小学预备班和一年级学生运动会让我们兴奋地见证了这一群

最年幼的小娃娃们与伙伴们齐心协力，奋勇拼搏的场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们的

体育精神。在此特别感谢体育组精心策划组织的这场充满乐趣的活动， 让我们度

过了美好的一天！更多详细内容敬请留意下期的协和新闻特刊。

为期一周的小长假即将来临，希望您与孩子们享受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假期时

光。无论是探索我们身处的上海或是其他地方，还是走访亲朋好友，请与您的生活

尽情地来一场“亲密约会”吧!

重要日志

4月27日– 5月5日
劳动节假期

5月6日
返校上课
5月16日

四年级小小企业家日
5月28-30日
三方会谈
5月30日

二年级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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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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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闻特刊第六期里, 我们研究了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IB PYP）中的学生行动, 学生

们根据探究采取行动，从而发展与改变周围的世界, 这就是通过学校学习而带来的成果。

本期特刊我们将通过研究学生能动性拓展学生行动。我们将更深入地探究什么是学生能

动性以及如何支持学生通过实践开展学习等问题。

"具备能动性的小学项目学生善用他们自己的自发性和个人意愿，乐于承担自主学习

的责任。他们基于强烈的身份意识和自信，也考虑到别人的，来主导自己的学习，并由

此建立起社群意识，并意识到他人的意见，价值和需要 " 摘自 (国际文凭小学项目：从理

论到实践)。

通过我们的课程鼓励学生主导自己的学习, 特别是与对他们重要的事情有关。以下我

们将与您分享来自小学预备班至五年级的一些实例，看看他们是如何收到启发的！

小学预备班： 孩子们经常
喝养乐多饮料，问老师：
这些空瓶子能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网上找了一些小创
意，现在它们是一群可爱
的笔筒啦！

一年级：1F 班徐君培
同学想看看我们都用
了多少吸管，如果积
累起来又会是多大的
数量。经过全班的讨
论后，学生们决定喝
养乐多的时候不再使
用吸管。

二年级：Boris将家中环境整理、
打造了一番，并将他的行动与
全年级同学们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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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来自3D班的两名学

生Mel和Erica认为, 我们的游

戏结构需要更新。他们想出

了一个非常有创意、周详的

计划。他们甚至约了副校长,

讨论他们的计划呢！

四年级：学生们正逐渐意识

并察觉身边哪些地方是力所能

及可以改进的，或我们还缺少

些什么？

4F班的潘司轩同学觉得伙伴们
需要一份报纸，他正展开调查
思考如何将其实现。

五年级：学生们正在将他

们小学阶段所学技能作回

顾总结，这能让我们看到

他们如何一步一步深入探

究与采取行动的。

4C班的Kaitlyn McIntyre为地球

日设计了一项活动，提高大家

的环保意识，为植树项目筹款。

4D班的朱涵萱和陈欣蕾同学想借此
地球日活动来提高人们对植树必要
性的认识。他们决定在当天帮助策
划游戏和面画项目用以筹款，将筹
集到的资金捐赠予“根与芽” (中
国植树慈善机构)。

四年级学生们利用课间休息时间
照看、打理植物。

5E班的蒋歆余和宋知行同学模拟

校园管理，他们设计了一个方案，

一个团队，甚至一个剧本！

5F班的张子涵正在学习土地荒漠化知识, 她
决定利用周末的时间和母亲一起为大家发
放种子，以提高整个社区对环保的认识。

第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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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星期六, 国际融合课程三、四年级的一些学生在学校的组织下，

自愿前往宝山吴淞炮台湾湿地公园参加了海滩清理环保活动。 这是一片隐藏

在公园一隅的海滩，因受潮起潮落的水位变化影响，每天都有成堆的垃圾被

海水冲上海滩。我们勇敢的孩子们在家长的陪同下, 将一袋又一袋化学垃圾，

塑料袋、塑料瓶、救生衣和吸管等(仅举几例) 一一捡起进行清理。最后， 我

们总共装了满满30袋，从海滩上移走了100公斤的垃圾！ 大家干得太棒了！在

此衷心感谢支持活动的学生和家长， 还要特别感谢Stuart老师对环保项目的热

情，促成了此次行动的顺利开展与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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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3日，许多学校聚集在上海德威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浦西校区)，参加了

生态峰会活动。学生们聆听了多位主题发言者们的演讲，他们谈到了自己如何

采取行动, 又如何感染与说服他人采取行动的经历。在活动上，学生们了解到微

塑料会被海洋生物吸收, 可以在动物和鱼类体内被检测出来，这些都将对我们的

日常生活产生影响，也同时认识到改用竹制牙刷和金属吸管等是重要的环保行

为。我们也要尽量减少使用塑料袋，每天采取这样一些简单的小行动，让环境

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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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Earth
by Aniruddh, Isabel, Joey, Russell

Our earth is kind
Here we can find
Trees everywhere 
Giving fresh air

To show that we care
Let’s all be aware
You should prefer 
A scrap paper

Animals give us food
People misunderstood
We should not waste food
Because it’s not good

Do not waste water
So that later
We do not suffer
The loss of water

Let’s be brave
Let’s all save
Let’s keep the earth safe
For our future’s sake

If We Don’t Care

Earth, our own and only home, 
If we don’t care, it will reply to us with a 
BOOM, 
So let’s start using ways that don’t hurt 
her. 

Decrease pollution, desertification, 
Landfills and deforestation
Plant more trees, 
Clean the water and air
Show us that you care. 

-Mickey Li

Deforestation
Deforestation is not a laughing matter
And doing nothing does not make it 
better.
Do you know this is getting bad?
Mother Earth is getting MAD!
If we care about the Earth
And if you care about the future births,
Then take action and we might save our 
nation.

-ZhiHeng K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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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家长:

我们是来自5B班的肖悦妍,陈子余,杨润源和陈俊亨。在小学毕业成果展上，我们将关注探讨
流浪猫狗的安全、健康和数量增多的问题。

您是否在居住的小区内见过流浪猫或狗？想必大多数人都有。当我们遇到流浪猫或狗时，
通常会怎么做？给它们喂食？和它们一起玩？或是无视这些无家可归的小猫小狗们？

我们小组还就流浪猫狗数量增多的现象进行了探讨，认为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其数量,
原因如下图所示：1只母猫通常生4只小猫，其中2只可能为雌性，而这2只小猫又会繁衍2只,生命
周期如此延续。同时,这些流浪小猫小狗们还会遇到如：挨饿，疾病，被车辆碾过等情况。

经过研究，我们发现一个名为“十五年计划”的慈善组织。该组织收养流浪猫狗，给予照料,
然后无偿赠予那些真心想要收养它们的人。我们小组还与副校长Karen女士讨论了这个问题,她允
许我们使用学校门厅的展示版张贴相关流浪猫狗收养信息的海报。倘若孩子们对此感兴趣，可
将海报带回家，让父母扫描二维码，提出收养申请。

感谢您浏览此简讯。希望您能采取行动，收养一个流浪小猫或小狗。

5B 班流浪动物小组
2019.4.23

关于流浪猫狗的一则简讯 (由学生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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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姐姐”伍美珍
座谈会

2019年4月25日上午10点30分，上海市民办协

和双语学校虹桥校区迎来了期盼已久的“阳光姐

姐”——伍美珍老师，为国际融合课程五年级母语

班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座谈会。与此同时，

此次座谈会也为五年级母语班学生们结合“儿童权

利”单元进行的《蓝天下的课桌》共读活动划上了

完满的句号。

座谈会以一部短片拉开了序幕。这部短片集合了学

生们为期三个月的阅读活动中产出的各项成果，受

到了伍美珍老师以及师生们的一致称赞。随后，伍

美珍老师为师生们分享了这本书中小主人公背后的

故事，以及现状。5C班的Alice和Mandy同学当场分

享了她们写给伍美珍老师的信，并提出了自己的疑

问。伍美珍老师耐心地给予一一解答，并表示“以

后会根据Alice同学提的建议，进行更多的儿童纪实

文学的创作”，这让同学们对此充满了期待。接下

来，几位学生的提问将座谈会推向了高潮。其中，

伍美珍老师对如下两个问题表达了肯定及赞赏之情：

您为什么把这本书命名为《蓝天下的课桌》，而不

是《山里的孩子的苦难》呢？为什么选择这六个孩

子作为书中的主人公呢？伍美珍老师表示，这本书

是迄今为止，她耗时最长的一本书，但也是能读到

励志、读到温暖的一本；希望每个孩子都能如总理

所说的“享受同一片蓝天，享受同样的权利”。最

后，座谈会在学生们翘首以待的签名中圆满落幕。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喜欢上

《蓝天下的课桌》这本书，有更多的人能为如书中

所写的弱势群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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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8日星期四，四年级的学生用音乐分享了他们对移民的想法，他们的
父母享受到了一次美妙的音乐体验。音乐会被称为“美梦成真——移民的故
事”。学生的能动性在音乐课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因为每个班级都选择了一首
歌来表达他们对移民决定搬家时可能会产生哪些梦想的想法。他们还从世界各
地的各种歌曲中选择了一首国际歌曲来表演，这些歌曲是他们在第三单元“文
化节庆研究”中学到的。

学生们以一个打算移民的人的身份、口吻写下了虚构的日记。其中一些内
容被用作班级表演的开场白。而在每次表演中，他们都使用了各种各样的乐器。
每个班级都演奏了鼓、打击乐器、电子琴和木琴。此外，那些大提琴、长笛、
单簧管、小提琴和古筝的独奏者也为演出增添了许多丰富的乐音。

极具表现力和感染力的歌曲“梦想成真”是音乐会的最后一幕，因为175
名四年级学生齐登舞台，用他们坚定有力的声音唱响了最后一曲。观众们都被
演出深深地打动了。

这场音乐会充分证明了学生
能动性在音乐课堂上的重要作用。
学生们主动决定他们将要表演的
歌曲曲目、对乐曲的编排、在表
演中添加的任何动作、想要演奏
的乐器以及希望通过所表演传达
的信息。这一切都向学生和他们
的老师证明，当一群孩子对表演
有一个愿景和想法时，他们所要
做的就是让梦想成真。



《暴风雨》雨歇云收完美落幕

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
海协和双语
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由我校九年级LAMDA（伦敦音乐和戏剧艺术学院）课程学生改编并执导的年度大剧《暴风雨》于本月18日至20日进行了
为期三晚的演出。这一包含复仇、宽恕、奇幻与爱情的故事脱胎于莎士比亚生前最后一部同名著作，采用伊丽莎白时
期的英语对白与中文原创旁白，并穿插以京剧、合唱和现场音乐表演等多种艺术表现元素，即融入本地文化又不失经
典精髓。

伦敦音乐和戏剧艺术学院（LAMDA）设置实践考试已有130余年历史。现今，他们在英国本土和世界范围内颁发LAMDA课
程认证证书。LAMDA课程教学大纲围绕“表演”与“沟通”两大块，每年有30多个国家、近9.8万人次参加LAMDA课程考
试，伦敦音乐戏剧学院因此成为世界上最权威、主流的演讲和戏剧类证书颁发组织。

伦敦音乐戏剧学院成立于1861年，作为LAMDA课程发源地，该校的良好声誉与悠久历史奠定了LAMDA课程在表演课程领
域的领军位置。

参加LAMDA课程的学生在舞台上锻炼自我、增强自信，散发光芒，并将这份能量带入日常的学习与生活。他们在同学面
前能更好得展示自我、与同龄人或老师的合作更为融洽。期待这些充满才华的学生能在下一学年为我们带来更为惊喜
的新作！

摄影：
Margo Li (G11)2019/4/26 第十三期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