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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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来到了学年的尾声，老师们和学生们继续保持着昂扬斗志，热情
投入到最后阶段的教学学习中：学生们已开始进行第六探究单元的学习，老师们则忙
着计划各类课程与活动，让最后的一个月过得丰富，充实。

我们还要感谢所有支持慈善音乐会的家长，通过筹款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清洁
水项目。能够见到大家积极地参与其中，为那些还无法每天喝上干净的无污染水的人
们献出一己之力，真是令人感到欣慰。获取

此外，一台接着一台的音乐汇报演出还将持续，三年级之后即将看到二年级和小
学预备班音乐会的轮番上演。同样令人兴奋的还有即将到来的国际日活动，学生才艺
秀及五年级毕业典礼。

祝大家周末愉快！

重要日志

6月6日
国际日活动

6月7-9日
端午节假期

6月10日
返校上课

6月13日
音乐晚会

6月14日
谢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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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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单元，小学预备班的学生们对生物进行了探
究；从了解生物的意义到了解生物的基本需求，学习
了我们如何对生物负责以确保其生长。学生们对探究
和学习更多有关于生物的知识，包括他们自身时，感
到非常有趣。我们实地考察了上海动物园，通过导游
带领我们了解了某些生物，帮助学生们学到更多有关
它们的知识。在考察期间，他们与一些选定的动物亲
密接触，如企鹅，长颈鹿和羊驼。这次经历激发了学
生们的保护本能，他们想要保护尽可能多的不同生物。
当学生们回到课堂时，他们开始思考他们可以做些什
么来帮助确保周围生物的成长。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展
示了他们对责任的理解，例如制作海报或立体模型。
我们希望小学预备班的学生们继续采取行动，确保他
们周围生物的正常、健康地生长。



2019/5/31 第十五期 3

一年级学生在 “共享地球”单元中（单元的中心思想：减少使用、再使用和回收再利用帮助我们建
立对环境的责任感）探索了减少使用、再使用和回收再利用的概念。在全年级范围的工作坊中，老师和家
长们向学生展示了如何养成环保的习惯。这些工作坊包括将旧衣物回收再利用制成环保袋、把厕纸卷制成
电话座及玻璃瓶装饰成花瓶等艺术品，制作蜡烛及肥皂等。

此次工作坊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一些家长志愿者。这对学生、家长和老师来说都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学
生们喜欢让他们的父母帮助不同的小组。看到最终的成品来自垃圾真是太有趣了！

在这一单元，二年级的学生们一起探究了上海的历史，思考了体现上海历史的各种证据如何影响现在
的上海。在活动中，我们采访了从小生活在上海的张泓女士（虹桥校区校监）。她不但分享了自己的童年
回忆，还列举了上海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此外，张女士还带来了一些过去的物件，如玩具、
书籍及家具用品等让学生们参观。

在外出学习考察中，学生们一起漫步于上海旧时的法租界街道。了解了诸多历史建筑知识的同时，还
探访了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和著名画家张乐平的故居，欣赏了他们的作品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单元，学生们还制作了代表自身文化的文化宝箱，宝箱中包含代表自身文化的图片或物品。学生们
对自身的文化饮食、服饰、建筑、节日、艺术和舞蹈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展示与介
绍。在整个活动中，学生们表现出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以及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和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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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学生在第五单元探究了身体各大系统。在导入阶段，Mel老师为学生们组织了一场特别的
铜锣疗愈，我们通过声音振动来放松身心。同时，我们还邀请了Lorna老师来学校，教我们如何冥想，
以帮助我们改善呼吸和提高大脑运作水平。学生们认真地探究了呼吸系统和消化系统，通过做有趣
的实验来回答自己的探究问题，接着我们进一步地了解了其他身体系统。Juliette爸爸向我们细致地介
绍了辐射如何影响我们的身体。三年级的学生们以科学展的形式为本单元探究之旅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值得一提的是，我们通过使用回收纸箱来展示有趣的科学展作品，让观众们眼前一亮。其他各
年级学生和三年级学生家长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本次科学展，为三年级学生多样化的探究问题以及创
意十足的探究形式喝彩。

在本单元的数学课上，三年级学生们进一步学习了除法运算。我们能够联系生活实际，通过提
问、计数和绘制图表的方式来收集分析数据。与此同时，一些三年级的学生们通过采访、调查、探
究，找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以帮助学校减少塑料的使用。在三年级的儿童哲学课堂中也处处体现了
这种关爱意识和善意之举。我们一起探讨了关于友谊的话题以及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他人。

三年级的语言课堂精彩纷呈，学生们通过
各种方式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写作和表达技能。
本单元中英文写作与探究学科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在中文课上，学生们通过对话描写，创作
了有关身体主题的小故事，并用富有创意的形
式展示了自己的童话故事。在英语课上，学生
们对古代神话和传说兴趣盎然，通过细腻的描
写，完成了自己的神话故事。希望在第六单元
的学习中，我们也能保持这份探究热情，享受
精彩的探究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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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四年级学生探究了“在市场上进行的贸易是为了满足人们需求”这一中心
思想。通过KWHL图表或活动，学生们表达了关于这一主题，他们已经知道的内容，和想要进一步
探究的内容。他们能够通过各种市场和贸易相关的游戏，来探索学习“供需如何影响市场”这一探
究线索包含的各种概念。 家长开放日，我们的“丝绸之路游戏”是一堂数学和探究融合的综合课程，
不仅让家长们能积极参与其中，更重要地是我们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生活情景，并为他们提供了有
关全球贸易和市场运作方式的宝贵见解。

关于本单元的户外探究学习，我们的学生参观了珍
得巧克力工厂，在那里同学们了解到了巧克力如何从可
可原料到成品的整个制作、生产过程，以及公平贸易的
重要性。



2019/5/31 第十五期 6

关于本单元的演讲嘉宾，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了“之禾”服饰品牌亚群女士以及4D班李琦萱同学
的父亲，教授了大家许多宝贵的创业小知识。同学们同时也将这些宝贵的建议和收获运用到了他们自己
的商业经营活动中。

今年，四年级学生们以“小小企业家日”的活动作为第五单元——“我们如何组织自己”的总结性
评估。5月16日当天，四年级的学生们怀着无比激动和兴奋的心情于协和双语学校虹桥校区内进行了
“小小企业家日”的活动。当天，四年级学生们设立了超过150个不同的销售摊位，并售出了许多独特
的纯手工产品并提供各种服务。在前期准备过程中，学生们创造了丰富多样的产品，设计广告，并完成
了经营计划书。学生们挑战自我，积极发挥创造力，其商品的高质量使购物者们欲罢不能，纷纷倾囊而
购。家长们，老师们，以及全校学生们都被这些独特而有趣的商品所吸引。闪亮的灯泡，自制的珠宝，
中国的建筑模型，算命摊和魔术表演只是一些优秀创意的例子。学生们发现他们能很好地把在第五单元
中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付之于实践：学习了小数并把它运用到计算利润的过程中；了解了供给和需求间的
关系；明白了跟踪成本以及有效的销售和营销策略的重要性等等，这仅是其中的几个例子。在“小小企
业家日”当天，学生们的销售所得将被用于购买各种学习物资来帮助一所贫困学校及其学生。总而言之，
今年“小小企业家日”总收入超过10,000元人民币，其中超过5000元人民币将被用来作为慈善捐款。

同学们将会在四年级最后一次校会的时候把他们此次活动利润的10%捐献给张老师所在的贫困学校。
他曾在四年级第一单元的演讲中分享了他如何帮助乡村儿童的学习，这笔钱将很好地帮助那些贫困的儿
童。四年级学生希望对所有的学生、家长、老师和学校工作人员们说声谢谢，感谢他们在此次的“小小
企业家日”活动中所给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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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经过历时七周的合作学习，研究的话题涉及健康与
生活；动物权益；环境问题，电子产品等。他们展示了自己的
技能和学习者目标，并反思个人学习之旅。终于，他们迎来了
庆祝的一天，就是小学毕业成果展。他们的老师，家长包括他
们自己都为这次展示 所呈现的创意感到自豪。五年级，真棒!

我们对于这次小学成果展的高质量展示引以为豪。这次成
果展在上海、苏州乃至长三角区的IB社区与学校中都是出类拔
萃的。各个学校来访者们都对成果展的探究深度和展示质量给
予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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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协和家长们：

我很高兴见到各位家长拨冗前来，也很抱歉由于行程安排的原因没能早点来到协和与您会面。我也
高兴能见到孩子们, 看到他们迫切地想要上儿童哲学课，在课堂上共同尽情地探索新想法。 关键的是,正
是这群孩子的想法给了我启迪 - 也让我思考了起来！访问结束离开时，我感到十分的欣慰，因为孩子们
的老师和学校领导团队会一如既往地大力倡导与积极培养具有思辨能力的，自信有爱的社会公民，正如
我在课堂所观察到的一样。如果说在当今快速发展的世界里，要去培养与发展每个人的批判思维，创新
思维，关心与合作思维的话，那就是现在。

我已递交给学校一份由我同事起草的书单, 相信您很快也会看到。 这份书单里罗列了众多优秀的绘
本故事，这些绘本通常都蕴含着一些“深意”，足以让您开展与孩子们的深入对话。在儿童哲学课程中，
我们努力尝试去做的重要一点，即避免给出自己的意见。 我们先问孩子们对这个故事的看法, 如果他们
有任何问题，我们就通过启发式的引导提问来鼓励其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想法。 苏格拉底的哲思往
往按照意义、真理和价值的顺序展开, 这也正是我们所做的。 例如, 以下是罗伯特·费舍尔在其著作
《教学思考》 (续, 2008年) 中提出的一系列 "探究" 问题, 即意义和真理:

寻求澄清的问题

你能解释一下......吗？
你这话的意思是......？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那有什么用？
有人有问题吗？

调查证据和原因的问题
你为什么认为……？
我们怎么知道……?
你的理由是什么？
你有证据吗？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探索不同观点的问题
你能换个说法吗？
还有其他观点吗？
如果有人建议……怎么办？
不同意你的人会怎么说？
那些观点/想法有什么不同？

测试含义和结果的问题
从你所说的……中得出什么结论？
这和前面所说的一致吗？
那样的结果会是什么？
这有一般规则吗？
你如何检测这是不是真的？

关于问题/讨论的问题
你对此有什么问题吗？
这是什么问题？
刚才所说的对我们的思考有什么帮助？
我们讲到哪儿了？/谁可以做一个小结？
我们离回答这个问题更近了吗？

补充一些有价值的问题：

你为什么认为这很重要？
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教训或道理（或结论）？
有人有别的（或者更好的）主意吗？
这对你/我们意味着什么呢?”

儿童哲学
(Philosophy for 

Children)
前不久，儿童哲学课程专家Nick Chandley到访我校, 对学

校目前的课程发展做了专业评估，并为协和家长们写了一封
信。在上期的新闻特刊中我们已经撷取了其中的一些提问先
睹为快，以下是致家长信全文,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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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 我和一些孩子分享了一个名为《The Giving Tree爱心树》的故事。 这是一个讲述一位男孩和他
的玩伴, 一棵大树的故事。起初男孩很喜欢与大树一块玩儿，他们是对方的好伙伴。随着男孩日渐长大，
他想从大树身上获得的也越来越多，而大树也愿意满足他的要求。 孩子们被问到他们对故事的哪个部分
最感兴趣，并提出自己的问题。 随后，他们投票选出最想展开议论的问题进行深入地探究。 以下是家长
与孩子可能就此引出的互动：

孩子: 我真的很喜欢那个故事。

大人: 你为什么这么想？("意义" 问题)

孩子: 因为这棵树真的很好。

大人: 你怎么知道这棵树很好？ (一个 "真相" 问题)

孩子: 因为它一直给男孩想要的一切。

大人: 给人们想要的一切是好事吗？
(你能看到我们从故事慢慢引入到现实生活)

孩子: 有时候, 是的。

大人: 你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孩子: 比如当一个人拥有不多的时候, 
我们应该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成人: 为什么？

孩子: 因为有些人有, 有些人没有, 这是不公平的。

大人: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一个 关于“价值”的问题)

您可以看到我们如何倾听孩子们的声音, 探索故事, 但后来我们最终谈论的是一些与生活有关的事情
(但重要的是, 故事激发了生活的某些部分, 你的孩子将能够, 也有足够的兴趣去谈论)。

我并没有刻意想把对话搞得一团糟, 但事实上, 学校里的孩子们真的很喜欢这种辩论, 很高兴听到他们
说“Jacob,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因为..... ”或者 “Sarah，我同意你的看法,  但是基于不同的理由”。

您可能想在网上看看我为 CBeebies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儿童频道) 做的哲学节目: What’s the Big Idea
什么是创意？并为孩子们提供了很好的谈话要点。我经常在主角雨果提出的每一个 "大" 问题后暂停视频, 
然后问孩子他们的回答是什么。如今此节目已在超过100多个国家播出，据我所了解，中国也是其中之一。

我还为学校提供了一些提问举例, 我通常会鼓励学校在午饭时间提出这些问题, 只是为了让孩子们自发
地进行讨论，培养他们的批判性、创造性思维。 我已告知学校将这些问题也转发给您，或许您也想试试
在就餐时抛出几个与孩子一起探讨。

若您还有任何想要了解的，请随时与学校取得联系。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再次回到这里与大家会面。
再次感谢您对儿童哲学课程的热情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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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音乐部举办了一场慈善音乐会，支持刚果民主

共和国金沙萨的清洁水项目。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的报告，全世界有超过20亿人无法获得干净的无污染水。

其中许多受到影响的国家都在非洲，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由水

传播的疾病，如伤寒和霍乱。在这些非常偏远的农村地区，来

自贫困家庭的儿童通常承担着漫长的、且往往充满敌意的水资

源寻觅之旅的任务。许多孩子每天都要花上一整天的时间寻找

水源，然后不得不负担把沉重的水运回家的艰巨任务。

TresorMukuna是在金沙萨社区的生态友好水项目的创始人，

他的目标是为整个社区提供自来水。为了响应Tresor的鼓舞人

心的倡议，Smart先生和他的音乐团队有机会主办了一场慈善

音乐会。这使得我们的协和音乐家能够分享他们的音乐，同时

在我们学校和金沙萨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意义的联系，从中

国到刚果！当晚最精彩的是Linda女士出色的合唱团为观众带

来的动听的演唱；以及Amy女士的弦乐团演奏的交响弦乐和我

们杰出的钢琴家门演奏的钢琴乐曲。这场音乐会售出几百张门

票，赢得了全场观众的喜爱，取得了非凡的成功！我们致力于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同情心，我们为他们能成为坚强的关心

社会的年轻公民而自豪。通过这次活动，我们见证了我们许多

的音乐家们和学生们成为积极的推动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金沙萨清洁水项目和我们协和音乐部对领导团队和整个学

校表示无限的感谢。我们协和学校为提升和赋予另一片大陆上

的另一个社区能力所做的联合努力意义深远。我们感谢所有参

与并为活动筹款做出贡献的老师、家长和学生。我们总共筹集

了14，500元人民币！这些资金将用来改善更好和更健康的水

设施的安装，创造出更可持续的维护条件，并继续为未来的水

工程采购取水工具。

我们感谢Smart先生、Linda女士和Amy女士以及表演音乐
家们的专注而专业的指导。他们通过音乐的美妙，提升了 人
们的意识，并阐明了世界上许多人在没有干净水的情况下面临
的一个重要困境。音乐超越国界，是推动和激励世界积极变革
的有力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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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9日，人头攒动的缪斯剧院里举行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音乐表演。这是一场名为“水花”的三

年级音乐会。这场表演讲述了许多动物为了躲避即将到来的洪水而进行的一次欢乐的航行。

由3A班饰演的一群海鸥开始，伴随着歌唱和舞蹈，向每个人讲述着生活是一次神奇的旅程。接着，

3B班饰演的一群动物走了过来，边唱边跳，演绎了一首非常悦耳的歌曲，叫作“Two by Two”。每位观

众都不由自主地随着这首音乐的节奏打起了拍子。3F饰演的“老鼠海盗”随后走上舞台，气势汹汹地唱

起了海盗之歌。另一群由3G班扮演的动物随后登上舞台，用美妙的歌声赞美着他们在这漂浮动物园里的

趣事。3C班扮演的猴子和其他动物随后上场，并演唱了一首非常有活力的摇滚歌曲，名为“Everybody

Monkey Around”。那首曲子里的摇滚乐真是太棒了。3D班饰演的一群悲伤的动物进入了舞台，唱了一

首优美的歌曲，叫作“When Life Was Good”，因为他们回忆起了自己的 过去。那群孩子可爱的歌声打

动了每个人的心。一个充满希望的团队3H班跳上了舞台，唱起了一首欢快的歌，叫作“Blue Skies

Ahead”。节目以3E班饰演的一群动物唱着“When a Rainbow Fills the Sky”结尾。所有三年级的孩子们都

聚集在舞台上，用他们活泼而喧闹的方式演绎了歌曲“Put on a Happy Face”，振奋了观众。

这场表演和我们去年举办的音乐会有些不同，因为它包括了一群通过表演来讲述故事的演员。所有

的观众都清楚我们学校有一些很好的年轻演员。他们台词学得很好，表演得也很好。他们放弃了大量的

午休时间去排练，特别感谢他们的积极投入和付出的努力。我们在《水花》中的优秀演员：Jessica(3A),

Joyce (3B), Aurora (3C), Loretta (3D), Lily (3E), Abby (3F), Emily和Rae Lin (3G), Nicole 和 Jacob (3H).

感谢所有三年级的老师们，他们对演出的筹备给予了许多帮助，也感谢协和的音乐部门。家长们很

高兴能享受到一场由一群非常有才华、热情、敬业的三年级学生带来的音乐会。



2019/5/31 第十五期 12

协和虹桥校区于5月11日举办了男子篮球联赛。一共有六支队伍参加了这次比赛。

比赛采取单循环赛制，总积分最多将成为冠军。虹桥A队在与尚音校区的关键一役中以

一分憾负对手，屈居第三名。这也是虹桥A队中大部分三年级孩子第一次正式参加联赛，

此前他们都是B队成员。 这次比赛也培养了孩子们的价值观，打磨了个性。对于在这一

学年取得多次辉煌战绩的男子篮球队来讲，本次篮球赛也是一场收官之战。



笃行致远 逐梦扬帆 记协和古北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

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
海协和双语
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上周五，协和古北2019届学生毕业典礼如期举行。正如我校校长
Walsh先生所说那样: 本届学生展现出的坚韧不拔、锐意进取的精神
格外令人折服。这些卓越学子们面对挑战从不回避、永不妥协，坚
持不懈攻克IB课程中所遇到的每一个难题并最终斩获世界各地一流
高等学府的录取通知书。

而中方校长陈杰妮则在致辞中提到成长的道路注定充满艰辛与挑战，
但只要关注真实的人性和生活，步伐坚定、目光远大，定能成就各
自精彩的人生。 摄影: Barefoot Portraits

典礼现场，九年级、十一年级、PreIB以及毕业
生中音乐课程的学生们先声夺人，用曼妙的音乐
与歌喉装点整个礼堂，全场洋溢着青春喜悦的气
息。家人、亲友、老师聚集一堂，见证我们卓越
学子逐个登上舞台，领取毕业证书，挥别高中生
涯，步入新的人生阶段。学生代表亦上台致辞，
感恩过往岁月，展望美好未来。

欢笑、泪水、祝福、感恩，毕业典礼结束，大家
依依惜别，即将启程奔赴世界各地。无论去往何
处，他们永远都是协和古北的一份子，这里留存
着每一位学子的辛勤汗水与美好回忆。

再次向我们2019届的毕业生们送上最真挚的祝福！
人生之旅漫漫、考场绝非终点，愿各位卓越学子
能在全新的舞台上闪耀出更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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