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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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2日
G4 a/e/f 外出探究活动

5月23日
G4 b/c/d/g 外出探究活动
G1 全年级外出探究活动

5月28-30日
三方会议(G2/G3/G4) 

学生主导会议 (PR/G1/G5)
G3 外出探究活动

5月29日
G4 b/c/f/g 外出探究活动

G3 中文探究活动
5月30日

G2 音乐会
5月30-31日

G5 毕业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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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各位家长：

本周的校园依旧热闹非凡，各年级纷纷继续第五探究单元学习, 并筹划展示他们的所学成果，

以此为单元学习画上圆满句号! 我们所有高年级各班将围绕当前第五单元的探究单元主题举办大

型活动：三年级学生们正着手策划身体系统科学展 ; 四年级学生们则思考着成为一名企业家究竟

意味着什么，并全力为小小企业家日活动做着准备；五年级学生们仍然在为他们的小学毕业成果

展添砖加瓦。敬请留意我们下期的协和新闻特刊，了解上述活动详情。

我们希望您会喜欢本期特刊内与家长息息相关的主题内容。我们对儿童哲学（P4C）课程作

了概述。随着学校申请儿童哲学课程示范校进入最后阶段，在此十分高兴地与您一同分享有关您

的孩子如何体验这一课程项目的更多讯息。该课程项目旨在发展他们的探究能力并深化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关怀性、创造性和协作性思维。此外，本期还附有一篇介绍父母陪伴孩子阅读将如何

使孩子获益匪浅的文章，在当今快节奏的生活中尤为重要，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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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儿童哲学（P4C）项目已经成为学校课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另一种核心探究形式培
养学生成为敏锐的思考者。 在每周一次的课堂上，孩子们自主提问，展开哲学对话。正是通过这个过
程，他们的质疑及推理能力日益加强, 逐步提高。

在四月中旬，儿童哲学项目带头人兼培训师Nick Chandley先生到访我校，并对该项目的开展与实
施情况作了评估。 此次访问也为我们即将在六月申请成为儿童哲学示范学校提供了支持。示范校称号
是授予学校的最高荣誉，意味着这所学校已经全面实施儿童哲学课程并持续取得良好成绩。Nick先生
现身课堂作了观摩、采访了师生与家长、也走访了许多教室。 此次访问取得了成功，同时我们也收获
了Nick先生给予的十分具有价值的反馈，基于这些反馈，我们还将一如既往地实施与推进课程，并不
断改善与进步。

访问期间，家长们接受了采访，分享他们在家中共同参与儿童哲学项目的体验。此活动刚刚展开不
久，家长们都热切地与孩子们一起讨论辩证问题，然而也十分渴望能得到有关如何在家中引导与培养
孩子的批判性思维的相关指导。 为帮助大家解决这一问题， Nick老师精心准备了一封致家长信，用自
己多年的经验为家长们答惑解疑。

您可以在下面找到Nick先生关于提问的一些建议，以及近期学生们在家中开展儿童哲学课程的情
况和照片。敬请留意下期新闻特刊中Nick先生写给家长的一封信。
我们问孩子们对故事（或任何刺激物）的看法，如果他们有任何问题，我们会通过精心安排的问题来
引导学生思考。我们是按照按苏格拉底提出的关于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和价值问题的顺序来提问的。
例如，罗伯特·费舍尔在他的著作《教学思维》(Continuum, 2008)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意义和真理的
“探究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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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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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 – 您是否认为某些文化比另一些好？

三年级 – 人们期望孩子们有一本记录儿童哲

学课程的日志，并带回家与家人们一同反思和

讨论。 它通常是与探究单元相关的主题，也可

以是一个独立的问题。以下是一些实例：

五年级 - 学生从儿童哲学课上提到的问题中选取一个，回家与家人一起讨论。在一堂课上观看了一段关
于人与自然界关系的视频后，以下是一位学生回到家后与家人展开的一段对话。

Chiara 家人们的反思摘录：
当我的妈妈和我的兄弟观看MAN视频时 ……

妈妈的反思：所以我认为我们必须严格地采取行动，因为环保问题是一个严肃认真的问题。我现在
要为保护地球做出努力, 比如努力创设“零垃圾”环境……我还决定不再穿着和购买用动物皮毛制成的
衣物。

我兄弟的反思：当我看这个视频时我感到很害怕，我想采取行动减少环境污染。 我也感到伤心，希
望未来的地球家园是干净、平和的。

我的反思：这个视频向全世界的人们倡议，我们应即刻采取行动，因为它告诫人们若不及时改变，
未来我们将承担怎么样的后果。从现在起我决定尽可能地减少使用纸制品和塑料制品。 然而，很多人也
许还未意识到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人们只关注着自己的钱财与生活，对环境问题置若罔闻。 我
希望这项倡议能得到广泛传播，我们能像Bea Johnson那样采取有效行动，在2030 年之前创造一个平和宁
静的绿色家园。

小学预备班 –最近，我们向小学预备班学生提出了
一个P4C的问题：是否可以杀死生物？ 许多学生坚
持认为我们不应该杀死生物。 父母帮助提出了一
些深思熟虑的问题，例如“为了食物而杀死生物是
否可以？ 动物可以杀死生物吗？”经过一番来回
讨论，有些人意识到我们确实需要杀死生物，其他
人则建议我们需要在杀死生物的数量上保持平衡。
例如：我们可以杀死生物，以便我们有足够的食物
生存，但是我们不应该过度杀害。小学预备班的学
生们的想法真是太棒了！

一年级 – 与探究单元相关的问题: 创设无垃圾环境
可行吗?

四年级 - 孩子们与家人一起反思儿童哲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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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年的 Talk for Writing是一个能真正吸引学生，并激发他们写作兴趣的动态式全脑教学
序列。该项目由Pie Corbett先生首创，是流行于alk for Writing写作教学法已被引入一、二和三年
级作为英语教学的一种方法。 Talk for 英国及世界各地的双语和国际学校的一种英语读写技能
的教学法。

Talk for Writing从提出一个有创造挑战性的、能引发学生们不同意见的写作主题开始。我
们今年成功的“激发活动”之一是 "寻龙行动"。"龙" 在我们的校园内留下了它的足迹, 在我们
的操场下蛋, 还被拍到在空中飞。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激发孩子们创作 "如何捕捉龙" 说明文的
写作热情。另一个成功的“激发活动”是三年级的创造“班级怪物”活动 ，孩子们围绕着
“萤火”，分享故事，为学习如何创作神话《打败一个怪物的故事》做准备。

随后, 孩子们的写作遵循即兴创作、熟悉要求、模仿创造和自主创新的流程。

Anna老师, 即1E班班主任, 是体验了Talk for Writing 形式并取得了杰出教学成果的众多教师
中的一员。她写了这个案例研究, 讲述了Talk for Writing是如何在其课堂上运作的。

为了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在新单
元的第一天我们播放了一个简短的视频。为了
评估他们对新文本类型的理解，学生们被要求
写一个关于黑熊的简要介绍。 我们鼓励学生
根据视频内容和之前所学知识写下有关黑熊的
信息。 正如预期的那样，大多数学生并不了
解信息文本的形式，但能够写出2-3个与主题
相关的句子。

在第四探究单元中，1E班学生学习了
新的文本类型...信息文本。 学习《大熊猫》
一课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让
他们在自己创作之前先揣摩沉浸在原作者
的语境中。 随后，他们与小伙伴一起在各
自的小组展开创作，每个人都是自信的小
作家。 在单元结束时，每个学生都能独立
编写关于自己的信息文本。

在Talk for Writing的第一个关键阶段, 即
模仿阶段, 学生们花了许多天的时间熟悉《大
熊猫》的文本内容, 并了解了一些技术词汇。
然后，教师会用连环画的形式呈现整个文本,
学生在看图说话的同时，会边说边做动作, 这
给予了学生充足的时间和视觉辅助，来用心
学习文本。除了学习大熊猫的基本属性外, 学
生们还通过范文来学习形式、句子结构、语
法和标点符号, 并在口头和写作中扩大词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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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k for Writing的第二个关键阶段是
创新阶段。在这个阶段, 学生们查看了信
息文本的各方面--标题、小标题、事实、
照片、字体、图表和标签。学生们学会
了如何做简单的研究, 并做了要点记录。
学生们会依照写作提示进行创作。随后, 
他们通过对研究数据的整合来创新《大
熊猫》文本。学生们与他们的伙伴一起
口头复述他们的新发现。当听到他们如
何在自己的造句中活用《大熊猫》文本
的句子结构和语法时, 真是令人印象深刻。

在最后阶段, 即发明阶段, 学生们独立地撰写自己所选生物的信息文本。家长们还通过帮助孩子在
家查找资料来参与其中, 让这一经历更加富有成效。收集到的信息变成了要点关键字, 然后在个人文本
中形成书面的完整句子。这些句子最终被用于探究单元的共享活动, 以此来自信地呈现他们的发现。

学生写作作品的例子:

Talk for Writing对1E 班学生产生了重大影响, 他们不断成长、进步，正如他们最后的写作成果
所揭示的那样。

纵观全校，通过我们对Talk for Writing的学习, 我们看到学生的英文写作质量和对读写的热情都
有了显著提高。他们能够更好地使用高阶词汇, 更复杂的句子结构, 并遵循文本的形式, 深入探索范
文文本。

我们希望明年能进一步拓展Talk for Writing教学方法的使用, 继续激励和培养我们的学生, 使他
们成为更好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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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实在太爱阅读了。很小的时候，我就能花上几个小时沉浸在故事中。我们经常会买一本书然后全家

人一个接一个地把它读完，然后在周六早晨的早茶时间聚在一起讨论。是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孩子！

但是，我的另一半讨厌阅读。他曾经问过我最喜欢的书是什么，甚至表示让他也读一下。然而当我向

他展示这本书时，他意识到这书大约有400多页，他礼貌地（其实一点都不）拒绝了。我意识到，这就是

小时候没有阅读的悲剧！因此，当我们讨论未来和有了孩子之后的计划时，我明确表示我会教孩子阅读，

并培养他们对阅读的兴趣，让他们爱上阅读，这样长大后就不会对大人的读物“能躲则躲”了。不确定我

的另一半是否认同我的理念，亦或是他压根不愿意与一位“疯狂”的女人争论。

但实际上，世界各地的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故事，所以也许我并没有那么“疯狂”。尽管我们的国

家以边界、海洋和数英里的土地相隔，但我们都拥有书本，而它的存在即为了鼓励孩子们阅读。无论是在

《小熊维尼》、《伊索寓言》、《东东，等一下》、《纳尼亚传奇》、《小象巴贝尔》，还是任何罗尔

德·达尔的作品中，书中的这些人物都面临着相似的人生困境和道德难题，通过阅读可以帮助孩子们感知

生活、了解世界。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有儿童文学，阅读的好处究竟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点，我不得不追溯我如此热爱阅读的根源，那就是我的家人。对于我和父亲来说，

这是我们每天能够亲密相处的唯一时间。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工作十分忙碌，经常一段时间不在家。所

以当他回到家时，我很希望他能为我读上几本书。当我回想过去，我最喜欢的一件事就是当他读到罗尔德

达尔的“詹姆斯和巨型桃子”的那一刻。他用不同的口音来演绎不同的角色，把这本书变成了一个十足欢

快的表演秀。不管他把这本书读了多少遍，当读到“蜈蚣把他的鞋子扔在萤火虫身上，为了让她的‘尾灯’

关掉”这一段时，总会让我忍俊不禁。

对于我母亲来说，情况则略有不同。她每年圣诞节都会为我买一本书作礼物，这项传统一直保持到了

今天。我们最喜欢的是一起读夏洛特·勃朗特的《简爱》。当我五岁时，我并不理解书中所有想表达的含

义或困境，但我了解这本书对我妈妈的重要性; 这让我很高兴听她朗读。我们并不经常能这样一起阅读，

但是每次读的时候，我感觉和她靠得很近。从情感上来讲，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连接体验；同时，这也

意味着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学到了很多复杂的词汇。

通过回顾我的青少年时期，我深深感到阅读是如此重要;它为我和父母提供了高质量的亲子时间，让

我获取了新的概念，也学习了新的词汇。通过进一步的研究，阅读的好处可以归结为三个要点：阅读可以

开发智力，提高情商，以及有助于养成临睡前好习惯，从而促进身心健康及与家人的紧密连接。

阅读和儿童文学的积极影响
作者：《父母与孩子》总编辑 Beth Roul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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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如何开发智力？

“阅读理解不仅仅只停留在当下对某一个特定段落上，还将引申出更广泛认知影响。并且这些认

知从本质上又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对广泛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Anne E. 

Cunningham和Keith E. Stanovich 1998。

美国的研究表明，有六分之一在三年级时未具备良好阅读能力的学生会出现延迟毕业的情形。

这表明，如果一个孩子不擅长阅读，这不仅会对他们的读写能力和语言产生深远的影响，而且会对

整个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统计数据显示，68％的美国四年级儿童的阅读水平低于熟练水平，这可能

是因为美国每天只有不到一半（48％）的孩子经常阅读。根据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的统计，与那些不

经常阅读的孩子相比，有26％每周阅读三到四次的孩子在上学前都已识别所有字母。在英语中，识

别字母不仅是阅读理解的基础，也是掌握词语结构和流畅性更深入理解的基础。研究表明，如今生

活在美国的那些具有较强识字能力的人中，只有4％的人生活贫困; 这表明识字流畅性与成年期的成

功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事实上，正如苏利文和布朗在他们的期刊“在16岁时体现出的社会认知程度

的不平等现象：阅读的作用”中所说的那样，那些在10岁时经常阅读，16岁时每周阅读一次以上的

孩子，比起那些不阅读的孩子，在数学测试、词汇拼写测试上都将取得更好的成绩。

通过阅读，孩子们得以接触到那些在日常会话中不常用的词汇。正如Anne E. Cunningham和

Keith E. Stanovich在他们的期刊中所说的那样，“阅读如何有益心灵”，儿童书中使用的“罕见”词

语的数量实际上远远大于成人对话或黄金时段电视，高达50％。例如，“支配”，“挑衅”，“放

弃”和“等同”是在英语口语中不常见但在书面作品中出现频率较高的“罕见”词。研究表明，英

语为母语的一般成年人能掌握的词汇量约为20,000字，但在日常用语中，我们使用的词汇量仅为3,000

字。因此，为了扩展孩子或任何成人的语言知识与能力，我们必须阅读！当然，单凭大量词汇并不

能证明你“聪明”;事实证明，“聪明”有很多种。然而，我们确实知道，拥有更多的词汇量可以让

我们的孩子正确地表达他们的想法和感受，发展更深层次的批判性思维，即伸展想象力。

阅读如何提高情商？

大约一年前, 我走进姐姐的卧室, 看见她们全家都围坐在一起听故事。我侄女就快满 4岁, 侄子 6

岁, 另一个小侄子刚满 1岁, 在那里他们听我姐夫读《我的邻居托托罗》一书。时不时地，其中一个

孩子会停下来向我姐姐提问, 她的回答总是那么地直截了当，就和她回答一个成年人的提问一样。更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们的谈话是多么的理智而深刻。孩子们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提出了令人难

以置信的哲学问题。作为一名家庭教育实践者, "为何阅读如此重要"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我姐姐来说太

简单了。阅读就是这么一个最有力的工具，它拓展了我侄女侄子们对语言的学习和对世界的认知，

激发他们的想象力， 促进身心健康，增进与家人的紧密连接。

正如玛莎·克里彭在她的杂志《儿童文学的价值》中所说, "儿童文学有助于提高孩子的情商。

故事有促进情感和道德发展的力量。 来自国际儿童中心（LUC）的学龄前教师利亚姆·哈特利揭示

了这一点。在利亚姆教学的年级, 他们使用了一本名为《奥利弗的蔬菜》的书。利亚姆认为, 因为奥

利弗是一个与孩子本身情况很接近的角色, 这让他的学生有机会敞开心扉, 诚实地谈论他们喜爱和不

喜爱的食物。尽管吃什么是个两难的问题, 但这个话题让学生们就他们对食物的感受展开辩论, 比如

应该吃什么, 应该少吃什么。在英国执教四年, 又在中国执教二年后, 利亚姆认为这种情绪反应是跨文

化的。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孩子对阅读的反应极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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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国, 利亚姆学习了儿童哲学(P4C), 这让他更深入地了解孩子们是如何在他们的心中建立联
系的, 并改变了他看待儿童书籍和阅读的方式。他在英国的经历指引他在国际儿童中心开展DEAR项
目，即 “放下一切, 阅读吧 (“Drop Everything And Read”)”。作为学生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DEAR项
目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安静和沉思的机会, 进而发展学生们的批判性思维、拓展语言能力，并引发哲学
性讨论。

“不管是一本文字书或只是绘本, 当我们和孩子们坐在一起的时候, 一本小小的书却可以引起大讨
论, 甚至深入到哲学问题。比如, 如果我们正在看一张一个男孩在沙滩上的照片，我们可能会从简单
的问题开始, 如: ‘男孩在哪里？’‘他在做什么？’‘他和谁在一起？’‘照片中还有谁？’‘一
个女人。’‘这个女人是谁？’‘男孩应该和她说话吗？’‘你会跟她说话吗？’等等一系列展开
提问。”

利亚姆说, 阅读为你提供了一个能和孩子们做很多事情的平台。“以我的经验, 它使您能够将艺
术、地理、科学与语言联系起来。”利亚姆用《奥利弗的蔬菜》一书来激发不同的活动, 并创建与其
他科目的联结。在英语课上使用真实的蔬菜, 学生们能够灵活运用他们的五种感官并将其与书中的单
词对应；从而激励他们使用新的词汇来描述蔬菜。这引发了孩子们之间的对话, 使他们对每个人的不
同意见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他们甚至能够讨论不同蔬菜的来源, 并自然而然地谈到不同的国家与文化。由于上海国际学校的
许多孩子都拥有跨文化背景, 这就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们交流关于自己国家特产蔬
菜和食品的诸多趣闻。

通过阅读一本书, 孩子们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同龄人和周围的环境。当孩子们互相倾听, 了解
彼此的感受, 对他人表现出耐心时, 这不仅表明他们愿意关心他人, 也理解了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阅读有助睡前习惯的养成

我姐姐和她丈夫在育儿方面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养成孩子的睡前习惯, 从他们的第一个儿子满一周
开始至今，95%的时间睡前都做同样的事。近八年过去了, 按时就寝几乎从来不会成为一个问题。就
像我和姐姐小时候父母给我们读书一样, 我姐姐和姐夫现在也在孩子睡觉前给他们读书。

我给侄子买的第一本书, 不对，我的意思是我买给侄子的第一批书其中之一就是 《抱抱兔》。
这都是为了 “让他们睡觉 ”。专门写有就寝时间的儿童文学, 是开始或巩固这个习惯的好方法。我
首先发现的关于孩子的事情之一, 不仅是他们需要养成习惯, 事实上他们也喜欢养成习惯。孩子们喜
欢一遍又一遍地听自己喜欢的故事, 这是有理由的,因为这让他们感到身心愉悦!正如国际儿童中心的
利亚姆所说, 尽管孩子还不识钟, 但他完全明白, 当大手指向上, 小手指向下的时候, 就到了他和妈妈一
起读书的时候。他也知道，他马上就该睡觉了，这帮助他放松了下来。

但仅仅因为是就寝时间, 并不意味着谈话和亲密时间就结束了。事实上, 这可能是最好的时机。
心理学家兼家庭顾问玛丽·哈特威尔-沃克认为, 黑暗的房间里有一本足以引起交流的好书, 必然能产
生些什么。当你的孩子明白, 每天这个时候, 在舒缓的浴缸或淋浴后, 他们将得到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时
间, 这不仅有助他们放松和顺利过渡到睡眠, 还往往能消除他们的忧虑或担心的问题。
因为儿童文学中包含可关联的人物角色, 这些人物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这通常会激发孩子想与你
进行探讨的欲望。因为他们知道睡前时间是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优质时间, 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安
全安静的时间, 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开心扉，向你诉说一日来的烦恼或压力，也有助于缓解可能的
夜梦或无法安然入睡的情况。

阅读，如果不是最关键的， 也至少是一个非常棒的有助培养良好睡前习惯的方式……我们都明
白在有关教育孩子的事情上，从来都不要奢望一帆风顺，它永远充满了挑战和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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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4F 班 Annie 

2019年5月8日

我们为何需要减少对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
-探讨现代人每天花费2-3小时使用电子产品的现象

如今，人们经常过度使用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iPad等电子产品。大多数人都同意这一倡议,
即我们应减少电子设备的使用时间. 它可能会引起精神紧张、造成对视力的伤害等等。以下列举了
更多理由，告诫人们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事实上，对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对我们造成伤害。例如，众所周知，它
会影响您的视力，或导致视觉疲劳。如果长时间这样下去，可能最终导致视力下降。我们真的需
要玩电子产品吗？它是必需品吗？在使用前人人都应该想到自身的健康状况。

对电子化设备的过度使用还可能导致抑郁或精神压力，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如久坐）而
引起一些抑郁情绪，思想和行为。根据“国际儿童健康与人类发展杂志”的一篇文章所述，1500
名儿童中有30％（或换句话说，450名）（每天）在电子产品上花费约3小时或更长的儿童被发现
患有抑郁症。

您是否也知道在睡觉前使用电子产品会导致大脑无法进入放松状态从而难以获得深度睡眠？
（或影响您的睡眠模式）这意味着您不会深度睡眠，睡着后也不会感觉良好。为了让您睡个好觉，
您只需要阅读一本好书或听一些可以帮助您放松的舒缓音乐。

如何才能克服过于频繁地使用电子产品？首先，你必须控制自己。一定程度的使用是可以接
受的，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时代，但不要失控和过度！你也必须严格控制，利用屏幕使用时长提示
功能和学生模式来掌握使用时间。制定规则并列出它们也很有帮助。另一个方法可以是“在做其
他工作时将电子设备拿走”。没有分心，工作就可以更有效率和高质量地完成。同时禁止餐桌上
出现电子设备，因为一边忙着玩电子产品，一边吃饭会导致你摄入更多的卡路里。根据常识媒体
（Common Sense Media）的报道，家长可以通过教孩子选择有用和适合其年龄的媒体（内容）来
帮助他们克服对电子产品成瘾的问题。

既然您已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采取行动以及如何做到这一点，那么在为时已晚之前立刻行动
吧！向父母和亲戚寻求帮助！开始制定计划以减少日常生活中对电子产品的使用，并将时间花在
比盯着屏幕更重要的其他事情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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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4日，协和
双语学校虹桥校区迎来了
国际部小学预备班和一年
级运动会。运动会分为团
队项目和个人项目。当天
比赛从团队项目开始，从
团队合作游戏中我们看到
学生的团队凝聚力和合作
能力。一年级的团队游戏
中包括了呼啦圈过河，南
水北调，记忆大师等活动。
小学预备班的团队活动中
包括了勺子接力，障碍物
接力等活动。

接下来的个人活动更
是将学生们的实力展现得
淋漓尽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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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米短跑、立定跳远、一
分钟跳绳和30*8接力赛。

最后的压轴大戏拔河
更是点燃了全场的氛围，
参赛的学生们纵情地投入，
来自家长们的助威声此起
彼伏，在一阵阵呐喊与掌
声中给学生们化作无穷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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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预备班1班和1B班表
现出色，获得了体育精神
奖。最终，获得此次运动
会冠军的是我们的金虎队，
恭喜金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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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4日举行了第9届年度Rocket Science Sports上海长池游泳锦标赛，来自亚洲各地游泳俱乐部超过1350名
参赛选手，30多名教练及2000多个家长，在世界著名的上海东方体育中心欢聚一堂。

我们的协和游泳小将们参加了此次比赛， 7-8岁组的Mundi Lu， Tavia Yip， Aiden Wu， Annika Kobus，
Stanley Fang更是第一次参加长池50米的比赛， 在比赛中都发挥了最好的成绩。9-10岁组的Victoria Chen在200
米蝶泳的比赛坚持不懈完成比赛，迎来一片掌声。Sophia DaSilva在100米自由泳比赛中游出了32秒67的好成
绩, 并在此次比赛中获得奖牌；还有我们11-12岁组的女孩子们：Savannah Barrack, Helena Shen, Sandra Zhao和
Kitty Jiang( 古北校区)，在接力比赛中发挥了强大的团队合作能力，游出了2分22秒的好成绩。

更多协和游泳小将们也随俱乐
部报名参加， 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11-12岁组的Channing Bao第一次编
入11-12岁组参加比赛，在接力比赛
中， 赢得第一名。

恭喜每一位游泳小将们！
加油！协和游泳小将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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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双语学校田径队队员参加了4月19日在包玉刚学
校举行的SSSA田径运动会。田径队的队员们对这次比赛对
非常投入，他们在各个项目的比赛中充满动力和热情。我
们的团队能够选择参加田径比赛，并得到这些出色的成绩，
很好地反映出了他们在这一整年的训练中所付出的努力。

竞赛类项目
女生300米 - Amelia第二名，Nini第四名
男生300米 - Taka第四名
女生1公里 - Amelia 第一名
男生1公里 - Jason Qi第四名
男生接力赛 - 第三名
女生接力赛 - 第二名

田赛类项目
女生跳高 - Leana第一名，Amelia第二名
女生跳高 - Jiwoo第二名，Jason Qi第三名
男生铅球 - Jason Qian第一名，
女生铅球 - Savannah第一名
女生跳远 - Leana第一名，Lumy第二名

祝贺所有田径队队员，为你们在比赛场上和周五训练
时付出的的努力而鼓掌！



2019年协和古北科学展

扫描二维码，
即刻关注上
海协和双语
高级中学微
信公众号

协和古北一年一度的科学展再次取得巨大成功。科学展中，学生所展示的作
品选题丰富：既有上天探索宇宙的奥妙亦有入地挖掘根系运作的秘密。科学
展活动当天气氛热烈，全校师生不分年龄、无论长幼都沉浸在科学的奇妙世
界中。

学生们在科学展中所表现出的机敏才智与创造力离不开我校科学组老师们的
对学生们长久以来的启发与教诲。Jones老师与Ford-York老师为筹备此次科
学展投入了大量的时间与心力，确保我们的小科学家们能拿出最棒的作品，
并从中收获学识与经验。评审团则由我校工作人员与十一年级学生联合组成，
以确保每项参展作品能得到公平的展示。

科学展向来是协和古北每年最值得关注的活动之一。在欣赏了今年学生们极
富创意与想象力的作品之后，我们迫不及待的期待明年科学展的到来。届时
一定会有更多惊喜等着我们！

摄影: Edward Wang (G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