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UIS 家长通讯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融合课程部

亲爱的小学融合班家长：

愿您和孩子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清明小长假。在这春意盎然的时刻，出门踏个
春正可谓最理想的“探究”时节！

本期的新闻特刊将为您呈上各个年级第四探究单元的精彩概述。 您将看到各
年级正在进行着的激动人心的教学情况。

本学期第二轮的三方会谈于4月1、2日进行完毕。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家长分享
学生们的英语阅读和数学MAP测试数据。下一轮会议预计将于6月11、12日举行，
届时老师将与您分享学生春季的MAP测试结果。这一轮也是本学期的最后一轮会
谈，将为学生主导会议。

五年级小学成果毕业展的准备工作已正式开启。五年级的学生们在班主任老
师和指导老师的协助支持下将为我们奉上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探究学习之旅。一些
孩子还踊跃地做了小小指导员，在教师会上表达了他们的兴奋与喜悦之情。

地球日活动即将到来，我们也正在筹备着这一盛大的主题活动。所有学生都
将被要求写下一份“生态宣言”。希望家长们也能同心协力，让我们共创一个美
好的绿色星球。

此致
敬礼!

Karen & Clara 李慧
融合课程小学部副校长

4月12-16日
科学展
4月22日

地球日活动
5月3-5日

劳动节假期
5月6日

四、五年级“跳绳强心”主题活动日
5月12日

一年级“跳绳强心”主题活动日
5月13日

二、三年级“跳绳强心”主题活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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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探究第四单元

在第四单元，一年级学生围绕“生物的生存依赖于他
们的自然环境。”这一中心思想，仔细观察了不同生物的
特征，以及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学生们还探究了栖息
地如何满足生物的需要，以及生物生存的需要。在探究了
不同的栖息地之后，学生们研究了猎物和捕食者之间的关
系，以及生物的食物链。

为了更好地了解生物及其栖息地，一年级学生进行了
第一次外出实地考察，去Mr. Zoo观察不同栖息地里的生
物。学生们参观了海洋、雨林、农场、天空、丛林和洞穴
等六个栖息地。一些学生还勇敢地摸了蛇和鬣蜥！在这次
实地考察中，学生们近距离地观察各种生物，了解了许多
关于它们的趣味知识。通过这个单元的探究，学生们学会
了欣赏和保护世界上不同种类的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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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的探究第四单元
这一探究单元非常有趣，我们一起探究了“生命受可观察、可测量和可解释的自然事件影

响”这一主题，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研究了奇妙的天气！

作为二年级的学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一年四季。在学习中，我们又提出了更多的问题：为
什么有些地方只有两个季节？为什么在地球上有些地方总是很温暖，而有些地方却总是很冷？
我们已经知道地球绕着太阳转的同时还会自转，而这会影响地球的天气模式。那么你知道地球
上还有一些地方会发生极昼和极夜现象吗？事实上，地球的倾斜在四季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极
其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学习延伸到了水循环和极端天气。原来，降雨是小水滴在水循环过程中进行了蒸发
和凝结这些环节后形成的，雨水落到地面之后，又会重新汇集到江河湖海之中。而有时候，那
些温和的天气也会转变为像台风和龙卷风这样危险的天气。因此，我们还一起探究了如何预测
以及如何为这样的极端天气做准备。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还进行了很多实践活动。通过选择合适的工具来观察并记录天气状况，
使我们的研究技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除此之外，我们还学会了如何用温度计来测量温度，用
雨量计来测量降雨量，用风速计来测量风速，用风向标来确定风向。

通过这个单元的学习，我们了解到了更多关于天气的知识，也知道了天气如何对我们产生
影响。地球真是一个奇妙的地方啊！



第七期

三年级的
探究第四单元

在第四单元中，我们通过中心思想“科学和技
术的进步使社会适应地球的变化”探索了地球的深
度和高峰。在假期期间，学生们探究了地球的结构
并制作出大量有趣的作品带到了学校，推动了我们
进一步深入的学习。我们使用这些知识来探索地球
正在变化并将继续变化的方式，以及针对这些变化
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计划和回应。

我们把双手变“黑了”，因为我们使用奥利奥
饼干探索了板块运动影响地球创造出各种有趣地貌
的方式。我们使用学到的知识来建立模型，对地球
在几百万年后的状态进行预测，并了解我们如何确
保自己的安全。

Jennifer老师和Lamb老师非常慷慨地用自己的
时间给我们分享了她们的探索经历，因此我们能够
将世界上多种迷人的地方与我们学习的知识产生联
系。

这个单元也是一个有着丰富数学活动的单元！
每个班级都选择了一个勇于尝试的学生参加了“谁
将成为下一个数学大师”的挑战。每个参与者都竭
尽全力，并以惊人的速度解决各种数学问题。从3
月15日到19日的数学周期间，我们还体验了各种充
满了挑战的游戏和活动。学生们每天都参加“每日
一题”的活动，并在教室里通过小组合作来搭建杯
子和气球塔。在装扮日当天，学生们也充分展示了
自己的创造力以及对数学元素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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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探究第四单元
在第四单元，我们学习了移民带来的挑战，风险及机遇。学生们探索了世界上的各种移民经历，

并针对不同的移民经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团队合作”是这个单元的关键词，因为学生们必须通过合作来完成和中心思想及探究线索有关
的各项任务及活动。

所有的任务和活动都是基于真实情境下设计的游戏而展开，并加入了竞争元素来引导学生们完成
整个学习过程。学生们在完成一项任务后老师会颁发一个“签证”，同时还会获得一张惊喜卡指示他
们进入下一项活动。为了模拟在真实的移民过程中会面临的挑战，我们还在班级里展示了一张表格用
来呈现每个移民小组的食物及金钱的拥有情况。

在单元学习进行到一半时，四年级学生们还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那里陈列了世界第二次
大战时期犹太难民们在上海生活的这段历史。通过这次外出考察活动，学生们深深体会到了上海人民
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个单元的学习即将进入尾声，孩子们需要为自己创作一段移民的经历，在创作过程中需要使用
到所学内容，例如有利因素及无利因素，需要使用到的航海和地图技能，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等。最
后学生将通过提问的方式为大家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



五年级的探究第四单元
在“可持续发展（共享地球）”这个

单元中，五年级的同学们探究了人们在维
护地球健康的斗争中所拥有的权利和需要
承担的责任。通过探究，同学们的各项技
能得以提高。校外考察活动中，五年级的
同学参观了上海浦东开能环保产业园。在
参观过程中，他们看到了屋顶上的机器人
自动化生产车间和有机蔬菜园。这场参观
给同学们展示了采取可持续发展行动的不
同方式。此外，同学们学习了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目标，他们选择了一个主题进行了
深入的探究，并以各种方式呈现了他们的
探究成果，例如Ted讲座、迷你课程和视
频等。这项探究活动帮助同学们认识到社
会、经济和环境因素对人们的可持续发展
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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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是如何运转的：生物的生存

取决于它们的自然环境。

在本单元中，学生们学习了植

物和动物插图的风格和用法。他们学

会了如何用油画棒写实地画出指定的

生物以及它的生物栖息地。此外，他

们还使用金箔来装饰自己的作品，以

此说明我们可以塑造自然，但如果我

们想让自然中的生物生存，就不应该

试图控制或驯服自然环境。最后，学

生们通过观看和讨论自己以及同伴的

作品来挖掘自己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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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学生非常喜爱他们之前的视觉
艺术课。这是一个有趣且内容丰富的单元。

我们的2年级学生从设计原理中学到
了“平衡”，从艺术原理中学到了“空
间”，并创作了能展示他们的知识和理解
的艺术品。

被这些新“艺术品”装点得五彩斑斓
的艺术教室真是令人赏心悦目！

学生们通过剪切，粘贴，绘画和创作
令人兴奋的艺术品，帮助他们对元素进行
了更深入的了解。

艺术创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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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如何运转：科学技术的进步使社会

能够适应地球的变化。

在这个单元中，三年级的学生学习了地

形以及如何阅读地形图。他们运用他们对海

拔线和色度值的了解，用水彩和纸张创建了

2D和3D的展示地球物理特征的地图模型。

Angela Zuo 3H

Donna Wang 3H

来自3F,3G 和3H班的学生作品



四年级
四年级的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了

如果他们被迫要移民，哪些必要物资可以放

在手提箱里。他们商量后决定了组内成员每

人用粘土做什么物品，待所有物品制作完成

后，每个小组都为自己创造的手提箱物件拍

摄照片作为记录。

五年级
经过大量的研究，每个学生都选定了自

己认为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并精心制
作了一张海报，以展示他们选择的可持续发
展目标。最后，他们向全班同学展示了自己
的海报作品，并分享其可持续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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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送暖，3月份的SUIS虹桥校区融合部
迎来了多场运动比赛。校男足在开学第一周
就参加了SSSA的比赛，孩子在足球场上挥洒
汗水，奋力拼搏，最终获得了第四名。由于
Coca出色的守门技术和Xander精湛的球技获
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我校女足也巾帼不让须眉，参加了3月在青
浦校区举办的SSSA女子足球比赛。这次我们分别
派出了有四、五年级组成的A队和有三、四年级
新队员组成的B队。在半决赛中我们惜败于诺德
安达双语学校，最终获得了季军。而Quince 和
Valentina 获得了最有价值球员。

而上个周末我校男子篮球队也迎来了第一场SSSA篮球比赛。这次比赛虽然缺少三名主力球
员，可谓是背水一战。我们的对手有实力雄厚的杭州国王学院和诺德安达学校，但是我们的孩
子敢打敢拼，最后折得桂冠，Danny获得了本次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

所有的运动健儿们在比赛
中赛出了风格赛出了水平，真
为我们运动健儿感到骄傲！

在接下来的四月，一-三年
级将迎来他们的运动会，而校
游泳队也将会参加多场SSSA比
赛，让我们静待佳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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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音乐探究
第四单元

在本单元中， 一年级学生将重点学习变化和

联系的概念，并学习识别音乐中的变化，如乐器、

主题、动态(响亮和柔和)或节奏(快和慢)、音高(高

和低)的变化。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使用视觉、音

高和节奏名称来识别歌曲的元素。所使用的材料

多为欢快的少儿民歌。学生还在音乐伴奏下做运

动，练习协调和合作技能，同时识别音乐的变化。

他们演奏歌曲或节奏（身体敲击动作，鼓掌或敲

打单词模式），包括带有间隙休息的节奏。学生

们喜欢在调音和未调音的打击乐器上按节拍演奏，

从而创造出简单的音乐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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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的音乐探究第四单元

在这个单元中，我们的二年级音乐教室充满
了生动的音乐游戏和活动，突出了合作和良好听
音技巧的重要性。在稳定的节奏下，学生通过展
示节奏知识来练习基本的音乐技能。此外，学生
还与伙伴一起发展了运动协调技能，因为游戏要
求每对学生都必须有同步的动作。我们学习并享
受了一系列充满活力的活动，其中包括为利比里
亚儿童歌曲“ Kokoleoko”拍手的游戏，这是关
于一只公鸡试图叫醒在午睡中的母亲的故事。一
种传统的名叫“ Titi-Torea”的毛利棍子游戏，
包括有节奏的投掷和人拍击，我们还播放了毛利
民歌“ E Papa Waiari”；还有伴随着巴西儿歌
“ Borboletinha”的呼啦圈音乐动作游戏。我们
还了解到学生们最喜欢的一项运动——世界杯比
赛，世界各地的孩子和成年人都很喜欢这项运动。
学习协调身体运动与音乐节拍，同时与伙伴合作
是一个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整个大脑
的聚精会神!看到学生们用不同语言演唱歌曲的
热情，以及他们与合作伙伴合作的专注神情，我
感到非常高兴。经过大量的努力，有挫折，更有
欢笑，看似“乱成一团”的活动原来进行得如此
有序，并且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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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年级的音乐探究第四单元

三年级音乐第四探究单元是学习地球和自然灾害。音乐课的学习与课堂UOI相结合。我们
观看和聆听了各种各样的歌曲，这些歌曲是为应对自然灾害而创作和表演的。这门课讨论了
为某一主题而创作的音乐，我们探讨了是什么让著名的音乐人和艺术家纷纷就自然灾害这一
主题创作主题音乐。我们听了为2005年海啸、2008年四川地震和2011年日本地震而写的歌。我
们还唱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叫做“The Promise”，这是为四川地震写的。然后，学生们组成
小组，组员们创意完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关于自然灾害的歌曲。他们使用各种乐器和他们的歌
唱技巧在课堂上进行表演。我们也将这些演出录制保存下来。

在四年级的音乐课上，我们的课程与第四单元UOI的迁移主题相结合。学生们开始唱一些
流行歌曲，然后全班一起修改歌词，讲述一个移民的故事。下一步是让学生们分成几个小组，
唱一首关于一个移民的故事的歌，并通过特定的歌曲来讲述这个故事。各小组在课堂上表演
了他们的作品。这首曲子可以是一个原创的想法，也可以是借用了另一首曲子。小组作文的
主题是讲述一个移民的故事。学生们可以使用各种各样的乐器来讲述他们的故事。学生们的
作品讲述了各种各样的移民故事，每个小组都在课堂上表演他们的作品。表演被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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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年级，音乐的可持续性是我们的主要关注点。
我们用“说唱”来传达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想法。学
生们首先学习了“可持续性说唱”。先以班级为单位，
共同学习和排练这首歌，然后再分成小组在课堂上表
演并录像。我们还学习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说唱歌手
如黑眼豆豆和王嘉尔的代表作品。然后，学生们用他
们新学到的说唱音乐知识创作了自己的说唱音乐，贴
合可持续发展的主题。他们使用了各种各样可获取的
资源来创造他们的说唱乐，包括电子键盘，电子设备
上的Garageband和本来就有的背景音乐。这些关于可持
续发展的说唱作品随后在课堂上以小组进行表演并进
行了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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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的学生们制作了图表，展
示了各类地形是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而
出现的。他们学习了如何在Keynote中
创建复杂的形状，以及如何使用颜色
和纹理使场景生动起来。他们还标记
和描述了他们的图表，以便其他人可
以借此了解不同类型的地形。

四年级创造了关于全世界移民信
息的图表。他们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
直观地解释事物，并绘制地图、图表
和时间线来解释他们的主题。在单元
的最后，他们能用各种图表，非常直
观地呈现一个复杂的故事。

五年级的学生们研究了如何让演
讲更有趣、更吸引人、更有效。学生
们设计了一些方法，通过有趣的图形
和视觉化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可持续
发展的观点。最后，他们制作了让人
印象深刻的演示文稿。

信息技术（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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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古北校区的简讯

一年一度的协和古北大学展于上月底顺利举办。受疫情防控限制，本年度我校采取

了线下线下并行的方式：约50所大学进驻校区与我校九至十二年级的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沟

通；另有约45所大学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与同学们展开交流。参展大学囊括美国、英国、

欧洲其他国家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一流院校，各位与会招生官除了当

面为我校学生答疑解惑，更开设了四十余场升学主题工作坊，向我校学生家长获取大学

升学信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各大院校的参与度和积极性均极为高涨，我校升学团队和

与会学生也颇有收获。

四十余场线上升学主题工作坊各具特色，内容不局限于简单的学校推介，而是对学

生和家长最为关注的问题进行了研讨。譬如：

❖如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美国大学？

❖如何做好工程、医学、法律专业的专业预科准备。

❖剑桥大学申请流程详解

❖申请英国大学如何撰写个人文书

❖欧洲留学介绍等等。

此次协和古北大学展深受学生、家长和与会高校的好评。有赖于我校大学升学指导

团队的悉心安排；技术、后勤等各部门的强力支持，此次协和古北大学展得以完满落幕。

在此我们特地要向十二年级的各位学生志愿者表达最真诚的谢意，正因为有你们的指引，

学弟学妹们得以获得成长道路上最直观最宝贵的经验。

协和古北大学展不仅是多年来我校与各大高校良性交流的成果，更是为学生家长提

供了与招生官门面对面交流的绝佳机会。期待来年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