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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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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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日志

9月29日- 10月7日
国庆节假期

10月8日
家委会会议

三年级外出探究实践活动
（3A,3B,3F,3H）

10月10日
三年级外出探究实践活动

（3C,3D,3E,3G）

10月18日
家委会烘焙义卖活动

（高年段）

亲爱的各位家长， 学校新学期

的开学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整个

校园被浓浓的学习气氛包围，随处

可见师生间互动与协作的景象。

国庆长假即将到来，祝愿大家

享受一个美好的长假时光，与此同

时，不断探索您的周围世界，提出

您的疑问，探究实践活动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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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满中秋 情溢协和

“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中秋又至，月圆情浓。作为中国文化探究体验的一部分，
协和虹桥国际融合课程中文部上周五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庆活动。

狮楼大厅里张灯结彩，美术部老师们创作的以中秋佳节为主题的“广寒宫”绘画，俨然成了协

和师生们体验中秋文化的“网红”拍照圣地。

在中文课堂内，师生们身着中国传统服饰，展开了一系列的节日故事分享、文化体验、咏月
诵月等学习活动。

小学预备班的孩子们各种感官齐运用，在玩乐中体验中秋文化。他们不仅聆听中秋传说，创
作嫦娥奔月的手工贴盘，动手制作粘土月饼，还举行了一场中秋服饰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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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师生邀请了家长志愿者在教室
里和孩子们一起制作冰皮月饼，品尝传统美
食，其乐融融。

二年级的同学们制作了手工纸灯笼。
他们写写画画，把中秋佳节的祝福和收
集到的咏月诗歌点缀在灯笼面上，提灯
诵月，感受古意。

三年级同学们精绘团扇，用咏月古诗和意境配

画的形式再现中秋雅韵。

四年级的同学们研读咏月
诗歌、伴乐吟诵后进行了古诗
仿写，借月抒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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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母语的同学们聚焦环保，巧妙利用闲
置月饼盒进行了创意再利用。非母语的同学们则
制作了精美的中秋卡片，把浓浓的中秋祝福送给
亲朋好友。

中秋短假过后，同学们还在回味中秋节庆的乐趣，国庆佳节就将悄然而至。在此我们预祝全体师
生和家长们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国庆假期。

协和双语虹桥古北联合校区国际融合课程中文部

玩具募集(Toy Drive)

慈善活动~

玩具募集活动启动啦!

今年, 我们要求学生把他们的闲置玩
具集纳起来，捐赠给周边地区农民工子
弟学校需要物资的孩子们。

请将保存完好的闲置玩具或游戏装
入牢固的袋子带至学校。适合各年龄段
的各类玩具都可。

请贵子女将玩具袋交至Kelly老师办
公室。

感谢您的捐赠！

奖状设计活动

召唤所有才华横溢的小设计师啦！

我们需要你帮助设计一个全新的IB学习
者目标证书和学习成就奖奖状。获奖设
计师的作品将用于制作本学年将颁发的
证书。设计师本人也将获得校长颁发的
特别奖!

欢迎各年级学生参与设计竞赛。您
可从Kelly老师办公室获取设计模板。 祝
参赛愉快，取得佳绩！



9月19日星期三上午，

我们很荣幸地请到了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郑春华老师来为

我校师生做讲座。郑老师用

生动的语言，为我们国际融

合课程二、三年级的小朋友

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阅读

分享会。

无论是脍炙人口的《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还是

正在热播的《围裙妈妈》，

再到以国际学校为背景的

《奇妙学校》，都让在场的

师生体会到了阅读的乐趣，

领悟到了作者根据不同题材

进行创作的心得。

在讲座的最后，同学们

积极地和郑老师互动，珍惜

和作家相处的美好瞬间。郑

老师希望通过此次阅读分享

会使每个学生都能把阅读当

作一件开心快乐的事！

如题所示：阅读是件开

心的事，让我们一起遨游在

书籍的海洋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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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故事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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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校图书周活动的一部分，我们将邀请所有的孩子们参加写故事比
赛，当一回“小作家”。

今年的主题是“东西融合” ，学生原创一则包含东方和西方元素的作品。
他们可以描写各种西方的人物形象，如英雄人物（钢铁侠，神奇女侠）
童话人物（小红帽，灰太狼），希腊神话人物，如独角兽，小仙女等等。
他们可以创设一个西方的故事环境，如欧洲城堡，英国森林，伦敦或纽约。

然后，我们建议孩子们将这些西方元素与孙悟空、花木兰这样的东方
人物、神龙、凤凰这样的东方生物，以及上海，东京，水乡和稻田这
样的东方环境相结合。

学生可以用英文，中文或双语写作，并包含插图和封面。

请将完稿的故事作品交给班主任老师，若是电子版，可通过以下电邮形
式将其发送给Kirsty、Amme和Sabrina老师: kirstyb@suis.com.cn; 
ammew@suis.com.cn; sabrinal@suis.com.cn.

我们的创作截止日期是10月12日。随后将从每个年级选出一则获奖故事，
并制作成书籍供孩子们在活动周期间购买阅读。

我们期待阅读您孩子引人入胜，创意十足的原创故事！



9/28/2018第三期 7

了解小学项目课程的学习者目标

9月26日（周四），协和虹桥国际融合课程顺利举
行了本学年的首次家长工作坊活动，大家围绕着国际文
凭学习者目标以及国际情怀一同进行了探讨。我们很高
兴看到家长们在活动中共同分享、合作及探讨小学课程
项目理念的各个不同方面。

同时，请关注我们即将在10月份举行的各场家长工
作坊活动：

10月9日 14:00-15:30

小学项目课程中的中文非母语

语言：英语

地点：龙楼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报名截止：10月7日

https://www.wjx.top/jq/28332359.aspx

10月11日 14:00-15:30    

小学项目课程中的中文母语

语言：中文

地点：龙楼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报名截止：10月9日

https://www.wjx.top/jq/28332968.aspx

10月18日 14:00-15:30

英语自然拼读法

语言：双语

目标受众：PR-二年级家长

地点：龙楼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报名截止：10月23日

https://www.wjx.top/jq/28332014.aspx

10月25日 14:00-15:30  

小学项目中的数学

语言：双语

地点：龙楼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报名截止：10月23日

https://www.wjx.top/jq/28332014.aspx



9/28/2018第三期 8

协和校园绿色环保行动

协和学子们不仅在校园内，也在日常生活中积极推进绿

色环保行动，并为之感到自豪。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下列环

保组织使您了解到您可通过以下方式支持环保。

泰瑞环保（一家致力于零废事业的社会企业）

泰瑞环保回收与口腔护理相关的产品包装，如空牙膏管、

牙刷、牙线盒、漱口书瓶及盖等等。请将这些物品保存好让

您的孩子带来学校吧！

福田环保教育站

福田环保回收所有旧衣鞋。当您在秋季清理您的衣柜时, 可将闲置的衣物鞋子

带来回收。该组织与中国其他一些相对较偏远的捐赠地有联系，可将物品送至那儿。

通过了解这些环保组织，可使您与孩子共同探讨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思考如何

再利用这些物品，以及我们的举措将会为环境带来怎样的变化。

课堂内的环保小发现:

3G 4A

我们的师生们已经通过把废弃物品进行再创造利用的方式在课堂内纷纷开展

起环保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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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音乐课围绕着第一单元“我们是

谁”火热展开，学生通过歌曲和创作探索个人成长。

协作是本单元的中心思想，协作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

的发展，一直是学习过程中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我们在小组的环境中创作音乐和分享想法。我们

的主要讨论集中那些可以影响他人生活的人身上。通

过歌曲来看待这些领导者的特点以及他们为使世界变

得更美好所采取的行动。 “We Shall Overcome”是

马丁·路德·金在六十年代美国民主运动中用来激励

他的追随者的一首歌。这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深受孩子

们的喜爱。还有一首名为“Pride”的歌曲，讲述了

马丁·路德·金的生活以及他为追求所有人平等而做

出的努力。玛丽亚·凯莉的一首歌曲“Hero”同样讲

述了一位英雄的特征，如果你看到你的心，你就不必

害怕。我们还演唱了表达纳尔逊·曼德拉保卫人民权

益的歌曲。 Labi Safri在一首名为“Something 

Inside So Strong”的歌曲中也涵盖了领导者的价值

观、信仰、行动和特征。

学生们通过研究这些歌曲，不仅获得了知识，还

加深了对歌曲的理解，之后就开始撰写自己的关于个

人成长的歌曲。这个小组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

与其他小组的成员合作，交流各自的歌唱、乐器和作

曲技巧。学生们开始认识到协作可以解决他们自己无

法解决的难题。

他们的作品包括关于英雄的歌曲，伟大的领导者

以及在个人成长中表现出来的特征和行动。许多歌曲

旨在激励他人成长和发展领导力的特征。

通过小组成员们的共同创作，学生们开始意识到

协作在音乐中的重要性，以及他们如何在协作环境中

相互学习。他们的原创作品证明了个人成长可以通过

音乐与共同创造音乐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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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我校网球队14名学生参加了在上海中国国际部举

行的上海市国际学校网球比赛。来自四个学校的33名学生参加

了11岁以下组的比赛。这次比赛以一局抢11分的比赛规则和记

分方式进行淘汰赛。

今年有很多新的学生加入到网球校队，这是他们第一次参

加正式的网球比赛。有的孩子非常紧张，有的孩子非常兴奋。

4B班的Taylor Wu以两分之差止步于四分之一决赛。4E班的

Leo Li奋力拼搏闯入了决赛，并以11比9的成绩赢得此次上海市

国际学校网球比赛的冠军。祝贺你，Leo Li！

最后，感谢所有网球队队员们的辛勤付出和家长们的大力

支持！

协和女子足球A队喜摘联赛桂冠

我校女子11岁以下年龄组足球队于9月15
日（周六)在宋庆龄学校参加了本赛季开赛以
来的首场比赛。A队的参赛队员有：队长 Nikki，
队员Lumy, Joanne, Abigail, Amelia, Andee, May,
Julia, 和Ashley.

B队在联赛中取得了一场胜利、一场平局
的战绩。参赛队员有: 队长 Juna, Nini, Savannah,
Flora, Yi Fan, Winnie, Chiara, Jane 和Charlie.

两支球队的最有价值球员称号分别被
Lumy 与 Savannah获得。体育精神奖则授予了
Nikki 和 Flora. 下一场比赛则将于10月进行。教
练Mr Paul和Ms Sondra 为有这么一群专注投入
又有才华的小球员们而感到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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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FROM SUIS GUBEI CAMPUS

本周另一个值得关注的拜访是来自美国最
古老的、成立于1769年的常春藤联盟校之一的达
特茅斯学院。作为其高级招生官，Zholl Tablante
先生为我们十年级及以上的同学们进行了生动
的大学介绍，并在之后特意留出充裕的时间让
学生们有机会深入探讨并提出有价值的问题。

Our deepest appreciations go to both Mr Kao and
Mr Tablante for offering their time and insights to
our community.

诚挚感谢John Kao先生和Zholl Tablante先生
对我校的拨冗访问，为我们带来了独到及深刻
的见解。

Yet another noteworthy visit from the week was Zholl

Tablante from Dartmouth College. One of the oldest Ivy

League scho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founded in 1769), a

select group of brilliant learners from SUIS GB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 smaller,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Mr Tablante before he delivered his seminar to the wider
school community.

9月20日，协和高中举办了本学年的第一场家长会，邀请了
6年级的学生家长参加，整场家长会取得了瞩目的成功。有幸的
是，当晚我们还请到了正在前往天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路上而
途径上海的前哈佛大学教授John Kao先生，他答应作为我们的
特邀演讲嘉宾并特意腾出了一小时的时间来和我们的学生和家
长分享并探讨培养学生创造力、创新力和企业家精神的见解。
左图展现了John Kao先生在进行即兴创作的钢琴演奏。演讲结
尾的问答环节更是引发了同学们和家长们的积极参与。

On September 20, SUIS GB held 

the first PTM of the year inviting 

Grade 6 parents onto campus. 

The evening was a huge success 

overall, but most notable was our 

guest speaker of the evening, 

former Harvard professor, John 

Kao. On his way to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in Tianjin, Mr Kao offered to spend an hour 

sharing his insights into creativity, innovation, and nurturing 

entrepreneurship in our children with parents and students 

alike. An engaging Q&A session followed the musical 

performance from Mr Kao himself on the pian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