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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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长莺飞，正是踏青赏花、生机勃发的好时节。假期刚过， 我们的校园里本周各年级

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探究单元的学习, 包括五年级学生们最后的小学毕业成果展(这也是学生

在整个小学阶段学习的汇总)。通过探究学习，家长们得以了解探究究竟如何从一个小小的

问题而来，又是如何一步步地展开与深入，从而帮助学生养成批判性思维，懂得思考，最

终解决问题。本期新闻特刊内容将包括中文探究学习概述，以及各年级第四探究单元学习

的精彩小结。

上周，三年级的学生、家长与老师们参加了关于正念的工作坊活动，以及各种培训会

和信息分享会等活动。我们将在未来几个月和下一学年将这些活动融入日常的校园生活中！

此外，我们与外派中心（TEC，一个与上海家庭生活相关的非营利组织）合作，它为学

校和家庭提供了一系列的服务和机会，例如，重新安置回中国或新来中国的家庭。我们将

通过电子邮件或家委会代表向您发送有关TEC及其活动的更多信息。

祝您周末愉快！

重要日志

4月19日
家长工作坊活动

4月24日
小学预备班与一年级运动会

4月25日
三年级音乐会

4月27日– 5月5日
劳动节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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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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探究? 它又是如何帮助学生成为自己学习的主导者? 在国际文凭小学项目中, 老师
们精心准备探究单元，使课程内容知识与学生取得成就所需的重要技能相结合。

探究是有目的的、真实的行动。它结合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支持学生实现个人和团体
的共同目标。当原始的好奇性探索产生新问题和疑惑时，探究就会扩展学生的学习。通过将
探究置于有意义的环境中，个人经历与本国及全球机遇和挑战便产生了联系。 （国际文凭小
学项目IB PYP：从原则到实践）

学生提出的问题有助于推动我们课堂上的探究。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找到他们问题的答
案。有时，学生可能会将问题带回家与家人一起探究。

那么, 家长可以做些什么来支持家庭探究活动呢？

我们鼓励家长留出时间与您的孩子一起探索周围的世界。这可以是在公园或周边散步, 
或是听取孩子提出的问题，然后尝试帮着他们寻找答案。了解您的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生活也
可帮助您更好地支持和辅导孩子。例如，三年级的一个探究单元是学习交通系统如何促进社
会发展，家长们可以让孩子使用地铁/公共汽车地图或应用程序，计划在上海出行的一天。同
样的，此举也适用于在国内出游，甚至国际旅行。

利用博物馆和画廊可以支持进一步的学习，让学生找到问题的答案。当孩子们提出与所
学知识相关的问题时，与世界各地的家人进行视频通话可以带来全新的意义，发展其更深入
的观点。以下图文中您可了解到我们各年级的学生（从小学预备班至五年级）想要探究的问
题。

在下面的图片和文字中, 您可以看到各年级的孩子们（从小学预备班到五年级）都想探
究什么样的问题。

小学预备班：生物的基本需求确保了它们的生

存与成长。以下是孩子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蚯蚓是如何生活的？动物如何思考怎样建造自

己的家园？蜗牛怎么呼吸？

地球是生物吗？ - 学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

因为她想到了生物是如何生活在地球上的。

昆虫如何呼吸？鸟怎么做巢？猎豹怎么跑得快？

这些都是我们学校最年幼的学习者们提出的好
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又会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
产生新的问题。老师们将利用即将到来的探究
活动（去动物园）向专家寻求解答，而其他人
将通过课堂研究和调查找到答案。

一年级：减少使用、再使用和回收再利用帮

助我们建立对环境的责任。这是一个令人激

动的探究单元。学生们的问题如：

我们学校产生多少垃圾？

我们可以回收它吗？

这些垃圾在垃圾桶里之后会去哪里？

为何有些垃圾不能被回收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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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遗迹揭示了过去人类生活的线索。

问题如：

过去的人怎样制造打猎工具或衣服？
过去和今天有很大的变化吗？
过去和未来能用什么线索揭示出来？
人们如何找到旧事物？山顶洞人是如何在森林里生存的？

三年级：人类身体是由维持
生命的各个系统组成的。

从这些小便利贴上我们可以
看到学生们探究问题令人惊
讶的深度。

四年级：在市场上进行的贸易
活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

思维的深度可以看作是学生每
一年学习上的进步，因为他们
与生活着的世界建立了联系。

五年级的学生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着他们的小学毕业成果展活动。这是他们在国际文凭小学
项目整个阶段的学习总结。学生们自行决定探究主题，每个小组都会提出他们认为重要的问
题。最后的体验将会是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充分探索他们的探究问题，同时利用多年来在
小学项目中积累的所有技能解决它们。

这些问题包括学生提出的中心思想，及其引出的不同观点。

今年成果展将呈现的中心思想的几个举例：

人类可以采取行动，通过做出明智的选择来减少过度包装
转基因植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影响人类和环境
压力会影响人们的健康和行为
对各种设备的使用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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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材料、材料，小学预备班的孩子们在“材料性能决定其用途”的探

究单元探究学习了我们身边不同类型的材料。他们观察了不同材料的不同性质，

对下沉、漂浮、粗糙、光滑等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学生们逐渐了解到某些

特性在许多材料中是常见的。为进一步深入地学习，学生们参观了上海玻璃博

物馆，他们看到了玻璃是如何形成和制作成不同形状的，并且意识到不是所有

的玻璃都是透明的。他们装饰了自己的玻璃储蓄罐，并在旅行后把它们带回家；

我们希望他们能更好地利用玻璃储蓄罐。为了总结他们在本单元的学习，学生

们在自己的设计之上，挑选材料并再创造了自己的组合艺术，最后在班级里举

办了小型作品展。学生们成功地展示了他们的艺术，并向他人解释了其选择材

料的原因。我们都为学生们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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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探究第四单元的主题“世界如何运作”——中心思想“生物

以不同形式互相联系”，一年级学生们前往长风海洋世界进行了参观学习。在

海洋馆中学生们观察到生活在海洋中的各种生物，如海马、海星和海蟹。当穿

过海底隧道时学生们还看到了鲨鱼从头顶游过。这次的导入活动成功激起了学

生们对之后探究内容的兴趣。

探究课上，学生们探索了

生物的特征及其栖息地、生物

如何依赖彼此和生物之间的异

同。各班教室也布置了不同的

栖息地观察角来帮助学生们更

好地进行提问和探究。学生们

还选择一种动物进行写作，并

向其他同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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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使地球上的生命发生变化。”这一探究单元一直都是二年级学生非
常喜爱的一个单元，因为天气的概念与学生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学生们非常享受观察并记录天气的过程，
在数学课上学习的温度计知识正好与天气单元
完美结合。他们除了知道如何使用温度计，还
认识了其它用于测量天气的工具，比如风速仪。
几周前，学生们将所学付诸于实践！在闵行文
化公园考察期间，他们亲自动手，测量并记录
了公园中不同场所的温度和风速。

学生们从定义“天气”开始——什么是
天气？是什么让天气发生改变？他们积极探
究水循环的过程并展现出自己的理解。此外，
还探究了天气与气候之间的不同。

通过了解地球绕太阳公转时的位置，学
生们探索了地球不同地区的天气是如何变化
的以及为什么会产生变化。

在学习有关极端天气的知识时，学生们也被大自然的力量深深吸引。
他们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极端天气类型（比如飓风、龙卷风、暴风雪等等）
进行团队合作探究，成为了小专家后向其他二年级的学生进行汇报展示。

最后，学生们还学习了人类活动是如何影响地球并导致全球变暖。放
眼全球，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在关注这一环境问题。二年级的学生们
在课堂上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在努力思考如何采取行动，从自己力所能及
的事情做起，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个精彩的单元成功地激起了学生们的好奇心，并引领他们不断探究，
不断前行！



2019/4/12 第十二期 7

三年级学生非常热爱第四单元的学习内容, 他
们在学习过程中不断地探索世界各地的地貌是如何
形成的。学生们对板块构造、自然资源的开采以及
人类与地貌的相互作用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每个班
级都针对全球不同的地貌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辰山植物园的实地考察绝对是本单元的一个亮
点。学生们利用所获得的知识以及所提出的问题
来研究植物园内的景观。其中，矿坑花园、温室花
园、桥梁、湖泊和瀑布深受学生们的喜爱。所有师
生在辰山植物园都度过了美好的一天, 这次考察在
那天灿烂的阳光下变得更加难忘。

数学周丰富多样的活动激发了三年级学生们学
习数学的极大热情，也让学生们深刻地感受到数学
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每位学生都热情高涨，积
极参加24点数学挑战，并在班级进行组内自发性练
习。经过一周激动人心的挑战, 来自 3 H班的 Jerry
成为了年级24点决赛的总冠军。除此之外, 学生们
在数学周中还扮演了工程师的角色，用杯子和气球
来进行数学工程的挑战。每位学生都乐在其中，我
们也已经开始期待明年的数学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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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在开始“我们身处的时空——人类的迁移是对挑战、风险和机遇
的回应”这一单元的学习时，开展了一系列有趣的先期活动，包括：世界上
不同的移民活动中体现出的优劣势。这些有趣的先期活动能激发学生更深入
地思考并提出关于迁移的好问题。

随着单元学习的深入，我们探究了历史上发生过的国内和跨国迁移，地
理上涵盖了中国、叙利亚、美国、爱尔兰和世界上其他地区。我们有机会探
究地图及其地理特征，以及迁移人群会遇到的挑战。这也与数学相关内容进
行了有机融合--我们探究了了坐标、经纬度和地图刻度。

在该单元的第五周，我们有幸邀请到了4E班董思瑶 (Isabella)的母亲
Fernanda女士来学校为四年级学生讲述她的移民经历。 随着她的娓娓道来，
她的经历、她的故事、她的感受，瞬间把我们都带进了她的世界。在此我们
要特别感谢Fernanda女士用她的宝贵时间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演讲。

毫无疑问，该单元的亮点之一是我们的上海犹太移民博物馆之行。 我们
有机会探究了上海的犹太人社区，以及他们在二战前是如何迁移到上海的。
该单元将以非常令人兴奋的小组评估结束，我们将以小组为单位进行展示，
内容包括关于历史上某次迁移的角色扮演、时间轴、海报和详细标注迁移路
线的地图。 学生们在整个单元的学习中合作良好，也对迁移如何影响社区和
人们迁移的各种原因形成了更深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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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孩子们刚刚完成了“共享地球”跨
学科主题下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探究学习，他们在
此次令人兴奋的学习过程中展现出的知识储备与
行动力，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学生的自发行动：来自5E班的一组孩子——Bill 
Kao， Justin Jiang， Kevin Wang 和Shirley Zhang，
他们自发地采取行动，帮助全校教职员工减少纸
张浪费。在学校的每一台打印机旁，他们放置了
一个“回收利用托盘”，用以倡议全校职工对旧
的纸张进行回收再利用。在此次行动中，他们投
注了巨大的热忱。他们几乎每天都会去检查托盘
内的旧纸张的剩余数量，必要时进行填充，以此
鼓励老师们在打印、复印时节约纸张。

3月22日至24日期间，来自5C班的Alice Sheng，作为某公益徒步组织的一员，
踏访了安徽省歙县金川乡金川中心小学。Alice说：“这是一所非常古老破旧的
学校，感觉教学楼摇摇欲坠，他们迫切需要这笔捐款。”随后，她与她的十位
朋友进行了一场公益徒步活动以筹款募捐，帮助这所学校的孩子。
此外，五年级的学生们也通过在全校集会上演讲、在年级内做TED演讲的方式，
与学校师生分享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知识，提高人们采取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的意识。在音乐课上，他们还以“可持续发展”为题，自编自唱了一首说唱歌
曲。

外出考察：五年级的孩子们还有机会外出考察了上海开能环保公司，学到了许
多关于水处理的知识。通过此次考察实践，他们意识到水的污染源的多样性，
以及污染源的化学成分与浓度，与水污染的严重后果有着紧密联系。
这个单元中学生们积极踊跃地参与探究过程。对即将到来的小学毕业成果展，
我们翘首以待，其间学生们将独立完成探究活动，知行合一，为了让世界更美
好而做出努力。



2019/4/12 第十二期 10

近两周，在国际融合课程一二年级课程开放
日的当天，也迎来了两个年级的中国文化探究展。
一二年级的孩子们把最近进行的“米”文化探究
以及“云和雨”的文化探究学习进行了极其创意
的展示，同家长和其他同学们共同分享了学习的
乐趣。

一、二年级中国文化探究展

4月2日周二，狮楼大厅进
行的是一年级中文母语班级的
“米”文化探究展。孩子们延
续并深化了食物系统单元的探
究，他们选取了重要的主食大
米，分享了自己对“米”已有
的了解，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自己的疑问。他们通过观察、
对比等形式探究了各种各样米
的样子,并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
性，把探究结果用极具创意的
形式展现了出来，有写写画画
的米盘制作，有自行设计的谜
语猜猜猜，等等。紧接着，结
合“联系”这个重要概念，孩
子们探索了“米”与汉语以及

我们日常生活的几种联系和由此衍生出的粮食文化。他们手脑并用，用米
字转盘的形式呈现了对带“米”字旁形声字探究的理解；用超轻粘土制作了逼
真的米制食物。在探究了以米为代表的粮食文化后，孩子们还紧紧围绕“责任”
这一重要概念，自发地掀起了珍惜粮食的光盘行动，他们不仅自己把饭吃得精
光，还通过精美的宣传小卡片和视频倡议的形式来提醒周围的伙伴们一起加入。
展示当日，有很多家长向我们表示他们很高兴地看到孩子们在家继续践行光盘
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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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周三，狮楼大厅进行的是二年级的“云和雨”文化探究展。在以天气为主题的探究
单元，孩子们的中文课聚焦中国古代气象学重要的天象特征以及重要的文学文化意象—云和雨。

孩子们先从阅读《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开始，
把神话中云和雨的形成原因与 UOI 课上探究学习到的科
学性原因进行对比并提出自己的疑问。之后，在“原因”
这个“天气”单元的重要概念驱动下，孩子们进一步深
入地探究到中国古代“靠天吃饭”的农耕社会现象和由
此产生的雨水崇拜。紧接着，孩子们围绕第二个“天气”
单元的重要概念“形式”，探究了汉语语言里的“云、
雨构词”和“祥云纹”、“祈雨诗”等不同的“云雨”
文化表现形式。探究展当日，在狮楼大厅里布满了创意
满满、精彩纷呈的绸布伞，孩子们以不同的形式展现了
对“云和雨”的思考和探究学习。

本次一二年级的中国文化探究学习和展览赢得了家
长们的广泛好评。三四五年级的文化探究展也将会在5、
6月份陆续展开，让我们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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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5日和26日，我们邀请到了Megan Hicks女士为

三、四、五年级学生带来了“故事大会”。 Megan女

士是一位有着丰富经验，会说爱说故事的人，她用折

纸讲故事，通过这样的互动形式使孩子们专注聆听，

感受故事的魅力。同时学生们也纷纷学起了折纸，用

它们述说自己的故事。

此外，此次分享会也同我们的探究单元或英语主

题紧密联系，十分有意义。三年级的学生们聆听了与

新的英语单元相关的神话和传奇故事。四年级不仅加

入故事分享会，还参与了由Megan女士和Sonia 女士共

同主讲的创业者工作坊，主题是如何“跳出思维框框”

及使用折纸打造创意想法。五年级则聆听了那些能激

发他们去实践的故事，并帮助他们认识到讲故事是能

将这些所思所想与大家分享的一种方式。这些也都将

为学生们最后的小学毕业成果展做准备。

学生们十分享受这次的讲故事活动，也学习了新的

技能，度过了开心的美好时光！

此外，我们的一些老师还参加了一个关于如何使用

折纸作为诸多学科领域教学工具的研讨会。敬请期待

稍后孩子们在家中用折纸一展身手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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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虹桥男篮队参加了3月23号在尚音校区举办的上

海国际学校体育大联盟篮球联赛。虽然我们队伍被分在了实
力较强的小组里，但是首战一役轻松拿下包玉刚校队，不过
遗憾的是第二场输给了上海中学。第三战无论对于对手宋庆
龄学校还是我们都是关键一役，倘若获胜就能昂首挺进半决
赛。孩子们在关键时刻表现出色，最终以一分的优势成功晋
级。接着,他们一鼓作气，在半决赛中通过出色的盯人防守，
有效阻挡了对手康桥国际学校的进攻，凭借着积极的篮板球
拼抢与万花筒般的进攻最终击败对手。最后，孩子们势如
破竹、勇不可挡拿下浦东校区，夺得了他们的第一座冠军奖
杯。在他们心中，这次比赛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个人的英雄
主义，而是团队共同努力拼搏与合作的成果。让我们期待下
一次我们主场5月11日举办的篮球联赛的收官之战！

3月23日周六，本校区举办了11岁以下组上海国际

学校体育大联盟女子足球赛。在决赛中，我们的

“A”队在点球大战中击败了非常优秀的协和尚音校
队，最终取得胜利。我们的守门员Abigail Cai在点球大
战的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助球队拿到了胜利的奖杯。

接下来的3月30日周六，我们11岁以下组的男子足
球队A队和B队分别代表学校参加了比赛。A队去了协
和浦东校区参赛，并最终以1比0在决赛中胜出。
Gustave 更被各个学校教练们选为最佳球员。同时，
我们的B队在本校区参加比赛，当天一共8个学校参赛。
B队在决赛中以 2比2的比分惜败给上海诺德安达双语
学校。

我们的足球队小将们以最棒的姿态代表学校参赛，
感谢他们在比赛中用精彩的表现为学校增光增彩。

3月30日周六，学校临时组织了

一支羽毛球队参加了由德法国际学

校举办的SSSA羽毛球单打比赛，通过
自由报名的形式，此次比赛一共6位学
生参加，他们是来自五年级C班的
Danil SUPRYAGA，Winnie WANG ，
Channing BAO ，Renne LOU和五年级
B班的Abbie LIU 和 Happy LI。在比赛
中，每位小队员都不怯场，很快适应
比赛的规则并进入比赛状态。最终，
Channing BAO从循环赛和淘汰赛一路
走下来，在决赛中以15-12获得第三名
的好成绩。同时也感谢Channing爸爸
（持有羽毛球一级裁判证书）在比赛
中给予小队员技术上的支持。



学生斩获斯坦福、藤校、茱莉亚音乐学院

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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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协和双语
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古北校区2019年度大学展于上个月完满落下帷幕。活动现
场气氛热烈友好，到场家长、学生成熟礼貌、准备充分，
与诸位大学代表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彼此寻找心仪的
对象。

会展期间，大学升学专题系列研讨会颇受欢迎，让到场家
长学生获益良多。最为火爆的是由剑桥大学国际招生副主
管克莱尔·坎宁女士带来的“剑桥大学申请流程”研讨会。

近日，协和古北的卓越学子们捷报频传，陆续收到诸多名校的录取通知，其中包括斯坦福大学、茱莉
亚音乐学院以及隶属常春藤联盟的达特茅斯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分属四位不同学生）。这些学校
的成功录取是我校的历史性突破。

今日的收获离不开我校卓越教学体系的长期耕耘：注重整体发展，学生们学业出众、多才多艺，不仅
能出色完成中学阶段的课程，更具备终身学习的激情与能力。在我校管理团队的有力领导下，通过
Hirshall女士带领的学术团队以及专业升学指导团队的不懈努力，我校学生得以进入顶级大学亦属坚持
全人教育、水到渠成的必然结果。

协和古北学生同样深受海外艺术类院校青睐，录取学校包括视觉艺术学院、帕森斯学院（新学院）、
伯克利音乐学院、普拉特学院、皇家音乐学院、萨凡纳艺术与设计学院、马里兰艺术学院、芝加哥艺
术学院、伦敦艺术学院和伦敦金史密斯大学等。而就在此刻，我校又喜获一枚世界顶级音乐学府 -- 茱
莉亚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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