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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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气温的攀升，我们也感受到了五
月的热情。从这个月开始，各类校园活动
和年级活动接二连三地展开，这股活动热
度会一直延续到学期末。即将举行的音乐
会、演出和庆祝活动将为这一学年的结尾
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年级的学生们完成了他们小学阶段
最重要的展览——PYP学习成果展。这是
他们在学校所学知识的综合体现，令人欣
喜的是，五年级的孩子们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们对自己的探究内容非常自信，并能够
清楚地阐明他们探究的问题及其重要性。
透过展览，我们可以很自豪地告诉您，这
些学生将是未来的变革推动者，他们准备
好了。

这学期的最后一次募捐活动“为爱而
跳”也在5月顺利举行，整个学校、社区
为爱而聚，共同为本学年的慈善活动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我们衷心感谢支持这一有
意义的事业的每一个人。

此致
敬礼!

Karen & Clara 李慧
融合课程小学部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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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
一年级音乐会

6月1日
国际儿童节

6月3日
国际日
6月10日

二年级音乐会
学生主导会议

6月11日
学生主导会议

6月14日
端午节
6月24日

五年级毕业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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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迎来了四年级的茶文化探究
成果展。四年级的孩子们用富有创意的形式，
展示了他们的探究过程和探究成果，赢得了
大家的喝彩！

四年级茶文化探究成果展

四年级本单元的探究主题是植物（植物是人类和其他生
物赖以生存的重要资源），中文课上我们围绕神奇的东方树
叶——茶展开了不同角度的探究。探究伊始，同学们分享了
自己对“茶文化”已有的了解，并提出了对“茶文化”的疑
问。围绕这些问题，他们通过观察、对比等形式探究了各种
各样的茶，了解了茶的种类、制作过程和功效。接着，他们
聚焦重要概念“联系”和“变化”，深入探究了中国茶的发
展史、各地的茶习俗、茶的影响和世界各地的茶等。同学们
通过丰富的形式呈现了他们对茶文化的理解：茶文化的发展
时间轴、在茶叶包装盒上创意展示茶历史文化故事、用黏土
还原各地茶馆、创作茶诗、制作中日英三国茶文化对比海报
等。最后，同学们通过做调查了解了茶文化的现状，并合作
设计了未来茶文化体验空间。



展会上古筝悠扬，茶香四溢，来访者们欣赏
着孩子们的作品，久久驻足、连连称赞！期待孩
子们在明年的茶文化探究活动中有更出色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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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第五探究单元
共享地球单元中，一年级的学生一直在探究4R（拒绝使用、减少使用、再使用和回收再

利用）如何帮助人们对环境负责。探究导入阶段，学生通过视频片段和照片认识到地球的美丽;
真实的地球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随后理解了人们的选择如何影响地球，以及如何改变着地球
的自然美。学生们探讨了一些大的问题，如“这是谁做的?”“为什么地球在变化?”以及“我
能提供什么帮助?”他们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行为，并决定采取行动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学生们制定每周环保目标和承诺，并告诉家人每天可以拒绝使用、减少使用、再使用和回收再
利用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们找到更环保的方法，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本单元的探究
已经结束，但学生们将继续为改变和行动而努力。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守4R原则！

一年级组织了一次全年级范围的活动，让学生了解更多帮助地球的方法。这些活动包括用
旧的可回收物做园艺，探索如何用天然材料制作玩具，以及把旧T恤、卷纸芯和鸡蛋盒等物品
变成新的东西。学生们意识到自己的“垃圾”可以成为别人的“宝贝”。在扔掉东西之前，他
们会仔细考虑如何再次利用。学生们有机会在新的环境中与其他班级一起学习。本次活动非常
有意义，向学生们展示了尝试可持续生活方式的简单方法，他们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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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的
第五

探究单元
大家了解三十年前的上海乃至其它国家和地区的生活方式是怎样的吗？我们可以告诉你！我们对本单

元的中心思想“证据揭示了过去的线索”及跨学科主题“我们身处何时何地”进行了探究。

单元伊始，我们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上海人的生活方式进行了探究。我们收集了许多那个
时期的物品，探究了它们的名字和用途，并从中学到了许多新知识。你们知道吗？那时上海有种像花瓶一
样的容器竟是用来当马桶的，真是太有趣了！为了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时期的上海进行进一步
的探究学习，我们还做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将采访获取的信息作为第一手研究资料以及如何撰写采访稿
是十分重要的。于是，我们通过采访上海市民、查阅书籍、观看视频以及回顾旧照片来探寻三十年前的上
海。大家知道吗？那个时期的上海，小朋友们会在学校或者其它地方玩许多有趣的游戏呢！你们猜猜都有
哪些传统游戏？

接下来就是展示学习成果的时刻了！我们用到了在本单元所学的研究方法帮助我们探寻历史的足迹。
大家各自选择了自己感兴趣的国家，并努力去寻找各种各样的线索来探究它们的历史。在选择国家时，我
们会思考“哪个国家的历史你最感兴趣？”以及“你认为三十年前哪个国家的生活方式最有趣？”等问题。
在研究后，我们制作了调查结果展示图表，图表里充分展示了所搜集到的证据和线索（这些证据和线索都
来源于可靠的参考文献，因为我们认为信息的来源也非常重要）。最后，我们进行了合作探究学习，互相
分享研究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又了解到了许多其它国家过去三十年的生活方式，真是有趣极了！



三年级的第五探究单元
在第五单元，我们一起探索身体系

统，了解“人的身体是由维持生命的
各个系统组成的”。学生们学习了消
化系统、呼吸系统、骨骼系统、神经
系统、循环系统和肌肉系统。

学生们有机会使用回收利用材料
（如水瓶）和其他材料（气球、吸管
等）制作身体系统模型。我们十分幸
运地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为我们进行相
关的演讲。他们分别是来自上海德达
医院的Dr. Kaito 简医生和来自上海嘉
会医院的Dr. Alice柳医生。通过两位嘉
宾的演讲，我们更加了解身体系统之
间的联系和它们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作用。

三年级的学生也参加了一年一度
的科学展。今年，学生们有机会去展
示并解释他们的实验、所用知识和科
学发现。学生们对自己的作品付出了
百分百的努力，因此大家的作品十分
出色，令其他学生和教师们印象十分
深刻，很多同学更是获得了奖励。

地球日当天，我们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节能环保，不使用电子产品、不
开灯，并思考如何正确使用物品和资
源。

我们全体师生都非常期待在本学
期的最后一个单元，大家可以“在玩
中学，在做中学”，收获更多的知识、
获得更多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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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第五探究单元
我们如何组织自己

活动概述
在“我们如何组织自己”这一主题下，我们探究
资源的分配方式及其影响，探讨如何做出选择。
本单元第六周周四和周五的上午，学习社区的每
一位成员，相聚一堂，行动了起来！

欢迎光临！
Chris老师在每场跳蚤市场开始前，带领大家迅速回顾我们作为销售
者的责任：互相尊重，关爱他人，礼貌待人。四年级的同学们还一
起反思了资源管理的重要性，如何在社区中更高效地利用资源，以
及我们如何采取行动，将点滴行动汇成山河湖海。

跳蚤市场
集市举办过程精彩纷呈。同学们和校区中各个年级的同学
们交流、互动，将旧玩具、二手书、旧游戏类用品变废为
宝，为它们找到新主人和新家。在集市上，四年级同学们
为产品合理定价，并努力记录已售出的产品及金额。集市

结束后，为“心连心”慈善机构募款近9000元人民币。

Jennifer老师在集市上询问及选购物品

Chris老师开场演讲



五年级小学毕业成果展
这个单元，我们举行了小学

毕业成果展。这是一项有着重大
意义的盛大活动。它给学习者们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把他们
的热情和小学阶段学习到的技能，
与学习社区分享。今年，学生们
表现出了广泛多样的兴趣：有与
科学相关的力和化学方面的探究；
有与环境相关的污染和全球变暖
问题；有对动物和人类福祉的关
注；有与艺术和文化相关的主题；
还有关于性别和种族问题的探究。
同样，学生们表达自己的方式也
多种多样——通过视觉艺术、戏
剧、音乐和科技。在学生们这次
学习旅途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就是为自己关注的问题采取行动，
并力图有所改变。看到这些年轻
的学生作为全球公民站起来采取
行动，让人很感动。

小学成果展是一个“协作的、
跨学科的调查过程，使（学生们）
能够识别并研究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或话题，并为自己选择的问题
或话题提供解决方案”，这一过
程锻炼了我们五年级学生的组织
策划能力，并促进了学习者培养
目标的养成。学生们通过导师和
家长的指导以及老师的支持，以
及学习社区的积极参与，他们逐
渐成长为自信和知识渊博的交流
者。看着我们五年级的学生自豪
地展示他们在小学项目毕业展期
间的劳动成果，这是一件多么令
人激动和鼓舞人心的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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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单元学生们为音乐会紧锣密
鼓地进行排练，学会唱来自不同国
家和文化的歌曲。学生们小心翼翼
地使用各种调音和无需调音的打击
乐器。他们还将上一单元学到的动
作和空间意识的知识和经验应用到
本单元的歌唱动作和舞蹈中。学生
们在稳定的音乐节拍下练习特定的
分离动作和配合动作，并学会演唱
旋律起伏多变的歌曲，这表明他们
的听觉意识在提高。在春季音乐会
上，他们已早早学到了舞台表演的
台风礼仪。

音乐新闻

二年级音乐
第五单元 在这个单元里，我们忙于排练，为一年一度的二年级音乐会做准

备。每个学生在乐队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大提琴、小提琴、吉他、

长笛、钢琴、木琴和其他各种打击乐器都将得到展示。一些学生演奏

旋律线，一些学生保持稳定的节拍，而另一些学生则在音乐中加入有

趣的节奏变化。学生们通过听、玩、节奏协调和相互合作来发展基本

的音乐技能。除了器乐练习，我们还学唱了他们的父母过去常听的流

行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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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年级的音乐课上，我们一直在学习管弦乐队的乐器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
乐器。对管弦乐队乐器的研究涉及管弦乐队中的四个家族，即弦乐器、木管乐器、
铜管乐器和打击乐器。学生学习每种乐器的图片，听每种乐器的声音，观看音乐
家演奏每种乐器的录像。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会把真正的乐器带到课堂上让学
生体验。学生们听一些管弦乐团的节选，以帮助识别管弦乐团中单个乐器的声音。
世界上还有很多其他有趣的乐器，本单元的第二部分是听和看一些学生以前可能
从未体验过的世界上其他乐器的图片。

在四年级的音乐课上，我们特别强调单元的第三个问题，即我们作为负责任
的消费者的角色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我们特别讨论的是广告，以及音乐如何成
为广告效果中非常有说服力的因素。我们研究了许多广告，并就广告中的音乐如
何使其对消费者更有效进行了课堂讨论。还有大量使用古典音乐的广告，我们确
定了正在使用的音乐，并讨论了如何利用过去令人惊叹的音乐来销售今天的产品。
作曲是本单元的最后一项活动，学生们聚在一起，为推销产品而创作曲子。他们
向全班展示他们的创意，并讨论歌曲对销售的影响。

在五年级的音乐课上，我们学习著名作曲家的生平和音乐。本单元围绕“何
处何时”展开，研究巴洛克、古典、浪漫和20世纪风格时期的作曲家。首先讨论
了巴赫、韩德尔和维瓦尔第的巴洛克音乐的复杂性。接着，我们继续欣赏古典作
曲家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的精彩旋律。进入浪漫主义时代的是格里格、柴可夫
斯基和普契尼等作曲家创作的充满情感和描写的音乐。本单元的最后一部分讨论
了20世纪先锋派和开创性的音乐，我们将讨论普罗科菲耶夫、勋伯格和约翰·凯
奇。我们讨论了这些作曲家的生活，尤其是他们成长的年代。我们也听每个作曲
家的音乐节选，并试图了解这些大师的经典曲目。一些五年级的学生也利用他们
在音乐课上的时间为他们的小学毕业成果展作品创作音乐作品。

三、四和五年级音乐第五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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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音乐会
5月20日星期四，小学融合班举行了四年级音乐会 --- “音乐中的故事”，为喜爱

欣赏音乐的观众们献上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每个班级都以音乐的方式讲述了一个故事。

4A班以一首名为“看守人”的歌曲开始了音乐会，这是一首来自英国的古老民
谣，讲述了一个猎场看守人狩猎鹿的故事，但最后看守人觉得很抱歉，放走了鹿。他
们还唱了一首叫“祖鲁战士”的歌，这首歌分为两个部分，全班同学同时分唱两个不
同的部分。

接着，我们听到4B班带来一首来自英国的现代的歌曲，叫做“黄色潜水艇”，讲
述了四个年轻人在潜水艇里冒险的故事。4B班随后用法语演唱了一首叫“Alouette”
的加拿大歌曲。

4C班唱了一首关于一个人养了一只他似乎无法摆脱的讨厌的猫的歌。这首歌的名
字叫《猫回来了》，讲的是一只猫的故事。4C接着唱了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叫做
“Tongo”。

4D班以一首名为“华尔兹玛蒂尔达”的澳大利亚歌曲开场。这是一个流浪汉的故
事，他抓住了包里的一只羊，但被护林员逮住了。他们还唱了另一首来自澳大利亚的
歌曲，叫做“笑翠鸟”。

第二组是4G班，他们唱了一首名为“椰子之歌”的歌，这首歌讲述了椰子的故事，
解释了椰子为何不是坚果。然后，他们唱了一首来自美国的歌曲《信徒》。

4H班随后演唱了一首名为《狐狸》的歌曲。这是另一首来自英国的民歌。它讲述
了一只狐狸外出打猎，为家人抓了一些美味的鸭子的故事。然后，他们唱起了一首来
自俄罗斯的歌曲《在伏尔加河上滑冰》。

接下来，4I班演唱了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莫莉·马龙》。这首歌讲述了一个
鱼贩的故事，他的鬼魂在街上游荡，叫“牡蛎和贻贝活着，哦”他们还唱了一首叫
Tingalayo的歌，这首歌是他们自己写的歌词。

4E班随后唱了一首名为“独角兽”的歌，讲述了为什么今天没有独角兽的故事。
接着他们唱了一首名为“扬基歌”的美国民歌。

最后4F班演唱了一首讲述泰坦尼克号悲剧故事的歌曲，他们还唱了一首来自摩洛
哥的民歌“Ram Sam Sam”。

这是一场精彩的以音乐讲述故事的特别音乐会，四年级的同学们共同演唱了
《Dream it Possible》，这首歌讲述了积极态度的力量，以及我们如何用积极勇敢的态
度去实现梦想。

衷心感谢所有参加我们音乐会的家长。同时也要感谢四年级的老师们，感谢他们
的帮助。当然，每个人都很感激那些才华横溢、充满热情的四年级学生，他们花了那
么多时间来准备和表演这个节目。你们太棒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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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视觉艺术
单元学习

在第五单元中，一年级的学
生思考了艺术创作对环境的影响，
以及我们如何做出更好的选择来
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学生们
学会了如何回收旧纸来制作文件
夹和纸粘土。他们以空中风景为
灵感，用纸粘土制作了一件低浮
雕艺术品。他们还在文件夹上画
了一幅花卉的静物画。在这两个
项目中，学生们重复使用干掉的
颜料，我们将其切割并重新水化，
再给粘土和静物画上色。

环保“4R”守则帮助人们提高环保意识、
解决环境问题，共创美好家园。



二年级的
视觉艺术单元学习
学生们研究了古代的书写形式，

他们学习运用艺术元素 - 创造象形文
字的线条和形状。学生们玩着、研究
着、探索着粘土。他们使用粘土进行
雕刻、还原和浅浮雕等新技术，创造
了一个刻有自己姓名的埃及卡通画
（粘土挂件）。学生们学习了有关化
石的知识，并用他们所学到的粘土技
能制作了恐龙骨骼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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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五年级的
视觉艺术
单元学习

在PYP展览的准备
过程中，艺术教室成
为了一个活动的蜂巢！
各种雕塑，绘画和模
型制作都在这里有条
不紊地进行着。学生
们精心设计，希望自
己的艺术作品能为最
后的展览增光添彩。

三年级的学生非常喜欢他
们学到的新技能——衍纸！他
们利用他们的卷纸技巧，设计
并装饰了他们选择的一个身体
部分/系统。他们学习了超现实
主义，并开启他们的想象力，
将不同媒介融入自己的超现实
主义作品中。

四年级的学生穿梭回
到了60年代，并学会了扎
染！他们探索了各种各样
的技巧，并在素描本上设
计了一系列的图案。最后，
呈现出了一场色彩鲜艳的
展览，美轮美奂！



三至五年级的戏剧课

学生们通过不同的戏
剧惯例探索他们的身体系
统。学生们非常喜欢在课
上的热身运动，不仅有趣，
还教会了他们表演慢动作、
合唱和哑剧的技巧。

三年级

四年级
你曾经做过广播广

告吗? 如果你想学习制
作广告的技巧，欢迎加
入“协和市场部”。通
过为不同的观众探索不
同的声音，四年级的学
生们创作了属于自己的
广播广告。

五年级

继精彩的皮影戏作
品后，五年级的同学们
纷纷投入到戏剧作品的
制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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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的学生们在typing.com上练习打字，并将结果用图表表示出来。他们还对小伙
伴进行了调查，了解了他们用于不同类型数据的不同类型的图表。

四年级的学生们学习了一些平面设计的基础知识。然后他们利用对比和重复做了一
些实验，并重新设计了一个广告。最后，他们用学到的技能设计了一个标志和海报。

五年级的学生们学习了如何使用各种工具来支持小学成果毕业展。他们还探索了通
过网络进行协作的方法，以及如何调查在线信息的真实性。然后他们用这些技巧帮助我
们准备成果展。

Doris 3G

ICT 概述

Audrey 4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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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
体育课和运动队经历了

一个令人兴奋和繁忙的第五
单元。

一年级在体育课上探究
了废弃物品“再利用和再循
环”的含义，并用回收的物
品创造了一系列游戏。你可
以看到两张照片，分别来自
1C和1B。二年级的学生在击
球和棒球等比赛中发展了自
己的技术。他们成功地在改
进过的棒球比赛中运用了所
学的投球、接球和击球的技
巧。三年级学生通过拳击和
不同强度的运动探究了身体
系统和运动之间的关系。四
年级探究了攻防游戏的结构，
能够创造攻防策略，在一系
列游戏中取得成功。你可以
看到 Boern Lee (4A) and Marc 
Sun (4B)对游戏策略的反思。
五年级通过一系列的团队挑
战和活动发展了人际关系。

我们的运动队参加了各种SSSA和其他比赛：

我们的学生在诺德安达举行的SSSA乒乓球比赛中表现
突出色。
我们获得了第一名和第二名：



我们的SUIS虹桥校区融合班橄榄
球队取得了进一步的成功。他们参加
了一场“Jam 触式橄榄球”比赛，并
成功获得第二名。

最有价值球员：
Millie Huang (4A)
Dora Li (4F) 
Wayne Yang (3H).
最佳得分选手：
Dora Li (4F), Felix Pinard (5F), Wayne 
Yang (3H) and Yibo Wang (4G). 

我们的女子足球队也参加了在诺德安达举办的SSSA U11女子足球比赛，最终获得
了第四名。教练们投票选出的最有价值的球员是：Megan Zvikomborero (4I)  and Leane
Labuschagne (4E)

这个学期即将结束，我们期待在游泳、网球和篮球方面有更多的作为。我们还将
举办校队周年庆典，更多信息敬请期待。

再次感谢所有教练员的辛勤工作和对SUIS虹桥校区融合部运动队的无私奉献。

体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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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而跳”
我们怀着感激和自豪的心情向您宣

布，协和大家庭近期举行了为爱而跳的
活动，通过趣味跳绳的方式再一次向那
些近期需要心脏手术的孩子们伸出了援
手，学生、家长及全体教职工齐心合力，
一共为孩子们筹得 130000元善款。所有
的学生和老师都参与了这项有爱又有趣
的活动，在提升慈善意识的同时，也锻
炼了自己的身体，并意识到身体健康的
重要性。在此要特别感谢体育组以及
“为爱而跳”小组老师们的精心策划，
让一切从想法变为现实。

四年级的学生们结合本单元的探究
活动，通过售卖二手物品为心连心基金
会筹集善款。透过二手市场，他们了解
了碳足迹的影响和重复使用物品的好处。
在亲历了市场的喧嚣之后，学生们用辛
勤的劳动和努力，得到了约11921元的心
连心善款。

仅这两次活动，我们就筹集到了
146581元慈善款，再次感谢协和大家庭
所有成员的慷慨与爱心，帮助了那些需
要健康心脏的孩子。本学年，我们一共
筹集了至少可供8个孩子心脏手术的费用。

谢谢所有人的爱心！

环保义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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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 VS 合作

在我们的社会中，竞争无处不在。虽然健康的竞争可以成为推动自己和发挥潜

能的动力，但过度的竞争和攀比会阻碍我们的成功和自我提升。

孩子们之间的竞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自我价值过分依赖外部评价，造成缺乏自

信和自我怀疑。有时，竞争也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嫉妒、敌意和优越感。然而，研究

人员发现，建立在合作基础上的活动会让孩子们取得更好、更持久的成就。在合作

活动中，他们锻炼了恰当的社交技能、建立信任、决策、沟通技巧等等。通过合作，

孩子们为了共同的目标与他人互动，学会理解和欣赏他人的各种优势和资源。建议

家长们在计划活动时，尽量包括更多的合作活动，而不是竞争活动。检查并反思你

与孩子的日常对话是否有竞争心态的暗示。请参见以下语句作为示例：

 你姐姐的房间打扫得比你干净。

 你弟弟不用我提醒就去做作业了。

 Johnny已经在读更高等级的书了。

 让我看看谁画得更好。

 做得好！你得到的分数比他们多呢。

 这组里你唱得最好。

 你要是赢了，我会奖励你的。

最重要的是，你自己不要成为竞争型的家长。当父母开始比较教养方式时，他

们会一直担心自己是否为孩子做得不够。请提醒自己，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不一样，

相信自己知道什么对孩子最好。孩子的成功往往与父母的教养无关；更确切地说，

孩子的成就来自于每个孩子自身的优势和爆发的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