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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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4日

中秋节假期

9月29日- 10月7日

国庆节假期

10月18日

家委会烘焙义卖活动

（高年段）

各位家长，

感谢大家于本周四晚上拨冗前来参加2018-2019学年
的第一次家长会。此次会议分为两个部分：新生家长介绍
会和班级宣讲会。

在新生家长介绍会上，我们向大家介绍了校区的两位
副校长和新的中层领导团队，他们分别是中外方副校长：
Karen Mathieson女士和李慧女士；课程部副主任张萍女
士；学生部副主任Oliver Allinson先生；英语高年段协
调员Kirsty Booth 女士；英语低年段协调员 Amme
Wheelers女士；中文协总调员李玉环女士；数学总协调员
刘婕女士。

会上，虹桥古北联合校区的大校长 David Walsh先生
也向家长热情致辞，介绍了学校国际融合课程的体系以及
上学年古北校区的升学情况，使新生家长对我们学校的课
程有了一个更清楚的认知。

此外，家委会主席Anita Stagg女士也登台致辞，鼓
励新生家长积极参与到学校、家庭学习共同体的建设中去。

会后，家长们陆续进入教室，参与到各班的宣讲会中。
老师们精心准备了宣讲会的内容，使家长们能在短短的1
个小时里就对本学年各年段的学习目标、要求和内容以及
学校常规工作有了全面的了解。班级宣讲会上，老师和家
长们互动有序，氛围和谐融洽。每位家长和老师都度过了
一个愉快而颇有收获的夜晚！

在此，我们也想强调一下本学年校区的安全准则。如
没有获得邀请，请家长不要随意进入校区。如作为志愿者
来校或是和老师有预约进行面谈，请务必带好邀请函或身
份证明，并在门卫处登记。请按要求佩戴访客证。如受邀
参加学校大型活动，请向门卫主动出示电子邀请函。请您
理解并配合这一准则，旨在为师生创建更加安全、美好的
校园环境！

中秋在即，特此送上祝福！愿阖家欢乐，团圆美满！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更优质
的课程资源,同时也为了创建
互动良好的学习型社区，我们
希望能获得您的鼎力支持。具
体内容请参见9月14日发送的
另一封家长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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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又到了我国一年一度的教师节。浓情9月谢

恩师，我们出色的家委会成员们在这一天来到学校，在晨

休时间为老师们奉上了精心策划安排的茶点，让我们度过

了又一个难忘的节日。 感谢你们！



爱因斯坦说, "游戏是最高

的研究形式"。秉承这一理念,

协和虹桥校园内创造了一个崭

新的创意游乐区。我们的学生

可在休息时间使用这一区域, 老

师们亦可将它用作教室外的小

舞台，孩子们在这个小世界里

扮演角色，表演玩乐。这也同

时体现了 IB PYP课程理念，即

学生可选择他们喜爱的学习活

动。

在创意游乐区，我们提供

了服装道具, 木偶玩具、小小厨

房、小小动物园甚至还能找到

键盘和电话 (孩子们可以扮演小

kelly老师呢！)。同时还设有一

个阅读角和写作角，孩子们可

在那儿享受安静的阅读和写作

时光。我们的美术老师Chris先

生用他艺术的双手在区域一侧

创作了一副美丽的中秋节壁画。

学生们已纷纷展现出对于

创意区的极大热情，他们各自

扮演建筑师、公主、女巫、厨

师等等角色，玩得不亦乐乎。

创意区让他们得以在平日的班

级学习之外发挥更多的创造性，

也有助于培养发展学生的词汇

学习与讲故事的能力。

愿我们的孩子在新的创意

游乐区里尽情地快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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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活动预热
中国传统佳节——中秋将至，国际融合课程中文部将于9月21日（下

周五）展开相关节庆活动。届时我们的狮楼大厅将会是一派金秋气象。在
当天的中文课堂上，我们将开展一系列与节庆相关的综合学习活动，内容
涵盖文学、文化、语言、艺术等领域。我们在此号召全体师生于9月21日当
天穿着中式服装或有中国元素的服饰。同时，我们也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
动手自制符合中秋文化主题的创意服饰。让我们共同期待这次精彩纷呈的
中秋节庆活动。

国际融合课程中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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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9月8日，上海协和双语学校男子足球
队参加了今年第一次的上海体育大联盟足球比赛。
这对我们11岁以下的足球队来说是一次真正的考
验。在未统一训练的情况下组队并参加比赛，证
明了我们足球小队员拥有健康的体魄、优秀的技
能和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

在比赛中，我们的A队小队员通过努力进入了
决赛，以2比1的成绩小负包玉刚学校。我们的B队
小队员也进入了半决赛。

值得庆祝的是，我们五年级的Jiwoo同学展示
了她杰出的运球技巧和控球能力，给每位教练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获得此次比赛最有价值球员
的称号。

每位球员都很享受此次比赛带来的欢乐，让
我们期待10月13日的比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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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FROM SUIS GUBEI CAMPUS

(From left to right) Catherine Cheng, Cindy Niu, Lia He, Julie Gu, Alexandra Bates,

Mr. Booth, Melissa Huang, Alan Hu, Angel Wu, and Crystal Li

On Monday, September 10th, SUIS

Gubei G10 LAMDA (London

Academy of Music and Dramatic

Arts) students performed an act

from their production, Zhuolu, an

adaptation of Shakespeare’s

Coriolanus set during the Huaxia

era and centered around the

famous “Battle of Zhuolu.” All

costumes and music featured in

the performance were developed

and created by the students.

Featuring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 dialogue and

recitations of classical Chinese

Shi’jing poetry, Zhuolu represents

on stage the ethos of the “East

Meets West” philosophy.

9月10日星期一，协和古北10年级LAMDA社团（伦敦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们演出了他们制作的作品“涿鹿之

战” 中的一幕。故事发生在中国华夏时期 ，改编自莎士比亚名剧“科里奥兰纳斯”，整个故事围绕着著名的“涿

鹿之战”展开。整台戏剧的服装和音乐均由戏剧课程中的学生开发和创作。戏剧用中英文两种语言进行并穿插了中

国古典“诗经”朗诵。“涿鹿之战” 充分体现了协和中西融合的教育理念。

The performance was met with great enthusiasm at Hongqiao Culture Centre during the Hongqiao Town 

Teacher’s Day Celebration. Bravo to our young dramatists! We wait with great anticipation to see how your 

next production will move us!

在虹桥镇教师节上，本剧在协和虹桥校区文化中心上演，收到了热烈反响和好评！ 让我们为我们年轻的戏剧表

演家们喝彩！期待下一次精彩剧目的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