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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

忙忙碌碌的日子过得飞快，转眼第一探究单元的教学已顺利结束，我们的师生
们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第二单元的教学中。

本学期的第一场运动会终于在众人的期盼下“千呼万唤开出来”。 四、五年级
的孩子们展示了他们卓越的运动才能和扎实的体育技能，团结合作，友好竞技，看
着场边的伙伴们为每一个参加者呐喊助威，不论是来自红黄蓝绿中的哪支队伍，真
是令人感到温馨又美好！场景一：一名参赛者的鞋子突然掉落，另一名身旁的小伙
伴见到后立即捡起将其迅速递给这名学生。场景二：老师们齐刷刷地在场边摇旗呐
喊，时刻准备支援需要帮助的学生们。

每年的读书周在十月展开，今年也不例外。学生们参加各类阅读活动，徜徉在
书海里，探索奇妙的大千世界，享受阅读的无限乐趣。

紧接着，您将了解到一至五年级各年级的第一探究单元学习内容的精彩提要。

“正面管教”工作坊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参加完前几节课的家长们互相
交流与学习。12月我们还将举办一期用英语介绍的工作坊。倘若您感兴趣，请务必
在11月30日下午12:30-14:00举行的Zoom介绍会上报名。

本期中，心理辅导员还将为您送上一些育儿小贴士，不要错过哦！

此致
敬礼!

Karen & Clara 李慧

融合课程小学部副校长
11月12日

五年级音乐会
11月19日下午 3:45 - 4:45

11月20日上午8:00 – 下午 3:45
一年级家长会

二至五年级三方会谈
11月27日

“心连心”慈善活动日（请携带牙刷、牙膏、湿巾
或10元人民币）波点装饰、疯狂大胡子活动日

12月3 -4日
五年级科学展

注意事项：外卖食物禁止入
校规定

为保障食品安全，校园安全，
从11月1日起学校将禁止任何外带
送餐的食物到校，包括：外卖、饮
料等。校门卫室一律不再接收。
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



小学部融合班本周拉开了精彩的读书周
帷幕，一年一度的每日问答、声情并茂的图
书推荐视频，以及“疯狂阅读”照片大赛等
备受学生们的欢迎和喜爱。今年“疯狂阅读”
照片大赛的获奖者是Patrick (1E), Sveva(2E), Joe
(3E), Marc Sun(4B), Dora(5E),他们用创意的照
片展示了对阅读的无限热情。

以书中人物为主题的服饰装扮创意无限，精彩连连。老师和学生们在校会时间进行

了装扮展示，互相分享创意装扮带来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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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们还有许多老师和五年级学生志愿者利用

午休时间在图书馆给大家阅读，共同分享阅读的乐趣。

作为读书周的传统活动，我们荣幸地请到

了两位深受孩子们喜爱的儿童文学作家谷清平

老师和章鱼老师。谷清平老师深入浅出，用一

个个精彩的历史故事引领孩子们走进了中国历

史文化的殿堂，同时她还带领孩子们通过上古

神话及大航海时代的对比，感受了中西文化的

异同，激发了孩子们对阅读历史书籍的浓厚兴

趣及对文化探究的热情；章鱼老师用一个个想

象奇特的故事，带领孩子们走进了神奇有趣的

食物王国和垃圾王国，在轻松愉快的故事中，

增强了大家的均衡饮食和环保意识。讲座过后，

孩子们纷纷自发地跟作家老师们进行了沟通，

分享了自己创作的小故事。

本轮的故事及诗歌创作大赛以国际化和全球意识为主

题，关注多元文化。学生们投稿踊跃，角逐激烈。评委老

师团斟酌良久才艰难选出了最后的获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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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令人激动又兴奋的一周！让我们继续徜徉书海，享受

阅读，无时无刻，不分国界！

让我们恭喜以下获得一等奖的小作家们： Yihan (1D), Zack
Fu (2F), Carol Xu (3H), Joey Shan (3A), Ruby Lu (4E), Joshua
Pang (4F), Josie Xue and Zoe Wang (5H), Bella Miao (5B)

今年，我们的阅读挑战是学院之间的角逐赛。开始领

先的是碧龙队，但是其他学院们后来居上，赛况十分激烈。

最终的结果我们将在周一宣布。让我们共同期待。

家委会还组织了为期三天的二手书义
卖活动。学生们把自己读过的好书带至学
校。经过家委会细心的分类和周密的筹划，
每个年级的学生们都得以在不同的时间段
去挑选自己喜爱的图书。我们在此感谢家
委会妈妈们的辛勤付出，这次环保意义十
足的二手书义卖活动让图书更有价值，让
读书周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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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级的第一单元中，
我们探究了跨学科主题“我们
是谁” 。我们学习了五种感官
的功能，也学习了如何使用一
种以上感官来理解世界。通过
不同的探究性学习经历，我们
发现自己经常同时使用多种感
官，而不仅仅是一种。我们发
现身体中感官通过神经与大脑
协同工作。我们在校园里体验
了 “感官漫步” ，运用感官
看、听、闻、触摸校园里的事
物，学会描述自己所见、所闻、
所听、所感以及所品尝到的东
西。我们也蒙住双眼，体验失
明的感觉，或者仅凭听觉来猜
测声音。通过扮演失去五感的
人们，每一天使用感官去体验
周围的事物，我们学会了观察
周围的环境，安全地玩耍，以
及尊重他人。本单元帮助我们
最大程度地运用五种感官欣赏
和探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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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欢乐与喜悦，我们安全回到了熟悉
的校园，开始了精彩纷呈的第一单元探究活
动。

在这一单元，我们探索了超学科主题
“我们是谁”中的“我们所做的选择如何影
响自身健康。” 每周我们都会着重于不同的
健康要素进行探究，包括卫生、运动、营养、
睡眠和精神健康。你知道吗？卫生、运动、
营养和睡眠与你的精神健康是息息相关的。

其实，每个要素对我们的健康都至关重
要。卫生是今年重点关注的话题，我们通过
一段时间的探究来理解良好的卫生习惯对于
自己和他人的意义。运动是健康的另一要素，
想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一定离不开适度的
运动。此外，我们还探究了食物的选择、营
养的均衡、充足的睡眠和健康的生活方式之
间的联系。最终，我们得出了结论----健康的
各个方面都同样重要。

我们期待运用在第一单元学到的知识，
帮助自己做出健康选择的同时，也能帮助我
们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保持健康、快乐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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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假期生活结束了，我
们愉快地开启了三年级精彩的学习之
旅。在第一单元的探究学习中，我们
探究了“自然资源是生命所必需的”
并以此展开对水的探究。在探究学习
中，同学们观察了水的形态，每日用
水记录和测量不同瓶装水的PH值，学
会在生活中更加合理地使用水。在学
习过程中，同学们已经开始采取行
动——节约用水。这是多么令人兴奋
的探究单元！

在本单元探究学习的前期，我们
进行了本学期的第一次实验，同学们
仔细观察了水的三种存在状态——固
体、液体和气体。真是太有趣了！

9月21日星期一，我们非常荣幸地
邀请到了惠外科技的曹先生为我们做
了一场关于“水安全，污染与防治水
污染”的讲座。在最后的问答环节中，
三年级的学生积极思考，主动提问，
非常投入。

在我们的探究接近尾声时，学生
们有机会记录和跟踪他们自己的用水
情况，这就是为什么你们看到学生们
拿着秒表到处走来走去（希望闹铃没
有在半夜把你吵醒）。

我们探究过程中的最后一步是研
究节约用水的可行方案和行动计划。
一位同学分享了她的的金点子：在室
外给她的宠物洗澡，这样就可以将已
经用过的水来浇灌草坪了。这是多么
棒的主意啊！

这是一个精彩而意义非凡的单元，
我们为同学们的不懈努力而鼓掌。你
们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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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光阴似箭，暑假的时光飞驰而过，一眨眼第一单元的学习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在本单元中，学生们探索了“我现在是谁”“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思考了“暂时还
做不到”带给我们的力量， 明白了我们可以利用自己不同的优势来将“我暂时还做不到”转变
成为“我可以”；探究了“什么是榜样”和“榜样身上的特质”，并反思了他们如何获得这些
特质，以及我们如何让自己身上也具备这样的特质。

在本单元中，我们有幸邀请到了两位生
活中的榜样来为我们做讲座：赵丹萍（麦田
教育基金会理事）和罗猛强（华山医院医
生）。赵理事是我校一位已毕业学生的家长。
这位学生目前就读书于六年级（初中部）。
赵理事在讲座中给我们详细地介绍了麦田教
育基金会，该组织致力于为贫困山区儿童提
供教育的公益活动，暑假期间他们在青海举
办夏令营，在夏令营中为青海的农村学生提
供教育，并筹集资金为他们捐赠教育资源。
罗医生是一位首批从上海奔赴武汉抗疫的医
生，他与学生们分享了他抗疫期间愿意驻扎
于重症病房的原因，以及如何帮助病人进行
治疗的经历。

在最后的学习项目中，我们集思广益探讨了学
校、家庭和社区所存在的问题，如：欺凌、乱扔垃
圾、浪费食物、交通堵塞、乱停车等。然后回顾了
本单元我们探究的S（社交） .P（体育） .I（知
识）.C（创造力）.E（情感）五大技能领域，进一
步了解了我们自身的优势和劣势，并决定了我们可
以利用哪些自身的优势来解决这些问题。最后将这
些与“我暂时还做不到”的力量联系在一起，得出
了结论：即使我们现在还无法实现所有的目标，但
只要心存正念，我们就可以通过克服自己身的劣势
来逐渐实现这些目标。

4D班的学生们努力探究学习中

罗猛强医生和4C班
Ada老师

4A & 4B班学生们
正踊跃以找到讨
论社区问题中的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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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五年级的学生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深入学习了第一单元（过去

的文明对现今社会产生影响）。这些活动激发了他们的好奇心，锻炼了

他们的提问技巧，并运用了他们的背景知识。学生们学习了利用

“GRAPES”图表来了解古代文明的各种特征，以及利用可回收的材料

制作自己的文明，还进行了一次古代文明知识寻宝活动。在P4C课上，

一个班级的学生积极探讨了“为什么过去很重要”；而另一个班级则制

作了思维导图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文明人吗？”这个单元的

学习让学生们能够充分锻炼和运用他们的研究技能和批判性思维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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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连心”
慈善项目

今年, 温暖的协和师生及学子们将继续支持公益项目"心连心"计划，为迫切
需要心脏手术的儿童提供资助。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共筹得7万多元的善款，
资助了两名家庭无法负担其手术费用的心脏患儿实施了手术。

10月20日，家委会代表Jinn女士、Carol女士和五年级的班主任Mr Joe去医院
看望了正在康复的孩子们。有了我们的捐赠，他们成功地进行了手术，现在恢复
良好。一位接受手术的孩子已经顺利度过术后观察期，返回家中修养。作为学校
社区，看到孩子们重新过上了正常的生活，我们感到由衷的喜悦。

如果您想更直接地参与“心连心”活动，现在也不迟哦！ “心连心”仍然需
要志愿者来帮助组织已捐赠的资源。 如果您想提供帮助，请联系我们。衷心感谢
所有师生与家长为需要帮助的人们献出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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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是学习的好机会

没有人喜欢犯错误,也没有人故意犯错误。人们根据自己知道的
去做,就会免不了犯错。对孩子来讲,尤其如此,他们还没有足够的生活
经验和训练,导致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容易经常犯错。我们对他们犯错
的处理方式直接影响孩子们看待错误的方式。通常，家长和老师希望
引导孩子做好每件事情，殊不知因此容易对他们的错误做出消极反应。
当我们以羞愧和批评来责备孩子的错误时，他们会因为遭到羞辱和无
法达到完美而不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请谨记，倘若孩子不愿意冒险和犯错，他们就得不到学习和成长。
在家里营造一种不怕犯错的氛围环境，那么家庭里的成员们就能大胆
地分享各自所犯的错误和吸取的教训。下次若您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
请务必肯定他们为尝试而做的努力和勇气，并鼓励他们朝着自己的目
标继续迈进。

Sue Chun
心理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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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家长课堂
10月21日，报名参加“正面管教”家长课程的家长们陆续来到了协和双语学校虹泉路

校区。此时课程主讲人余丹老师已经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笑意盈盈地站在教室中央等候大
家。自此，为期42天总共6课次的第一期SUIS家长课堂正式开营了！

首先，余丹老师就以一种别开生面的自我介绍方式提起了参与者们的兴趣，通过三轮
游戏，让原本陌生的家长们熟悉了起来。家长们也通过游戏，意识到在接下来的这段学习
过程里，所有参与者将是一个整体，彼此之间需要多多沟通交流，互相帮助。

接着，余丹老师请家长们自由发言，共同制定课堂约定。这下家长们仿佛打开了记忆
宝盒，将自己小时候的每条课堂纪律几乎说了个遍，除了“守时”、“按时完成作业”等
传统项目外，还增添了“打卡”、“手机静音”等新条款。

之后，余丹老师引导大家想想，作为集体的一份子，每个人可以为大家承担什么工作？
大家各抒己见列出了能想到的任务，并且每个人都认领了一个任务。通过这个小小的活动，
家长们意识到了主动承担责任和被强制要求完成任务之间的区别，受益匪浅。

接下来，课程从“挑战”和“品格与技能”开始，分析了“高和善”、“高坚定”、
“低和善”、“低坚定”不同组合时会有的不同影响。家长们积极地参与头脑风暴、小组
讨论、角色扮演等有趣的活动，结合生活场景的演练让他们试着站在孩子的角度思考，反
思并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大多根源于父母。最后，大家分享了游戏中的切身感受，做了积
极的反思。正面管教是我们家校共育的一种新理念，希望我们可以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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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五, 小学部融合班举行

了四、五年级运动会。

这是今年学校体育项目类一个令人

兴奋的开端。那天阳光明媚，每个

队的气氛都很热烈。所有的学生都

参加了3个奥运会类型的项目，包括

投掷，跳跃和跑步。此外，他们还

在团队游戏中完成了有趣的挑战，

如定向越野，投篮和接力跑。运动

会中，我们不仅看到一些优秀的个

人表现，还有不少校纪录也被刷新，

比如标枪15米和跳远3.7米的最新校

纪录由此产生。另外，4F和5C在投

篮项目中优异的团队配合以及4A和

5A在定向运动中绝佳的团队合作都

是对运动员精神的极好展现。

那天学生们精力充沛，体育精

神和相互尊重的程度堪称楷模，非

常高兴能目睹这样的场面。今年获

得运动员精神奖的班级是4C和5H。

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让这一天变

得如此特别和难忘的人们。让我们

一起期待下个学期一至三年级的运

动会吧！

协和融合部体育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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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

协和双语学校中学部的同学们度过了一个忙碌的十月。同学们参加了第二次院际
比赛活动，努力完成了第一次学科测验，并即将完成第一轮社团选修课。

在10月10日，我们举行了第一次院际足球比赛。各院派出一队学生为夺取冠军而
努力拼搏。经过六场预赛和一场决赛的激烈角逐，我们迎来了最后的冠军——金虎学
院。恭喜金虎学院！

在11月5日，我们将迎来由红凤学院主办的下一场院际比赛——障碍赛。在最短
时间内完成障碍赛的学院将赢得100个积分球作为奖励。

我们很高兴在 11 月 6 日（星期五）及 11 月 9 日（星期一）邀请中学部家长走进
校园、走进教室，参加六年级的第一次学生-教师-家长三方会议。期待家长的到来。

协和双语学校中学部管理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