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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IS 家长通讯
上海市民办协和双语学校融合课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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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家长，

不知不觉2020-21学年第一学期已走过大半, 过去
的几周内,师生们一如往常地为各种学习活动忙碌着,
又一个探究单元即将告一段落, 各个年级的孩子们用
各自的方式与大家一同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

融合班音乐与戏剧部联袂为三年级学生打造了
一场令人难忘的高水平演出！再次感谢Angelique老师、
Smart老师、Amy老师和Valentyna老师的倾力协作。

五年级师生们则呈上了一场鼓舞人心的科学展
– 以“了不起的材料”为主题。很高兴看到学生们
将时事和科学联系起来，如，对防护口罩所用材料的
质量进行调查。

最后，让我们共同期待即将到来的冬季节庆。活
动定于12月25日举行（具体接领时间请参阅右下方），
将有一系列趣味活动等待孩子们的参与！

祝您冬日暖洋洋！

此致
敬礼!

Karen & Clara 李慧
融合课程小学部副校长

12月14-18 日
友爱周

12月15日
中学课程宣讲会（五年级家长）

12月24日 – 1月5日
一年级“米”探究展

1月21日
迎新年活动

1月22日
图案样式着装日- 心连心

慈善活动日
学生于中午12点陆续放学

12月25日/1月22日校门口
各年级学生接领时间调整如下：

一年级: 12:10
二年级: 12:15
三年级: 12:20
四年级: 12:25
五年级: 12:30 

致家长们的小提醒： 倘若您给孩子携带零

食到校，请准备健康的食物。近期我们发

现越来越多的孩子将垃圾食品带至校内，

如薯片、巧克力和糖果等等。在本期新闻

特刊的末尾，附上了学校的健康饮食倡议

书，敬请参阅。

健康饮食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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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
第二探究单元

在第二单元中，我们探索了中心思想“了解个
人历史有助于人们欣赏文化”。首先，我们探究了
个人历史与文化对其影响之间的联系。学生们发现
了他们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并懂得如何欣赏和珍惜
彼此生活经历中的异同。此外，学生通过了解过去
的家庭传统和预测未来可能形成的家庭传统，提高
了探究和采访技能。最后，学生们通过“画廊漫步”
的形式参观了同伴关于文化和传统的展示，既开阔
了视野，也加深了对朋友的了解。在本单元的学习
中，可以看到学生们越来越有自主探究的意识，因
为他们能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的探究成果。

我们如何表达自己： 个人历史 我们研究了古代的物品，认识了古
人，学生学习用素描寻找和画出明
代的花瓶，学习中国陶瓷文化。

学生们用报纸制作花瓶

回顾过去，可以
激发我们的艺术
创作。学生们从
他们的个人历史
中画出画像，把
它们变成图案来
装饰花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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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级的
第二探究单元

在这一单元，我们探究了超学科主题

“我们如何组织自己”，大家一起探讨了为

什么需要合作来帮助生物。通过探究性学

习，我们发现了要求和需求之间的差异。

除此之外，通过小组活动——堆叠和分类

有标签的杯子，我们还直观地了解到马斯

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随着单元的推进，我们了解了组织的

功能。与此同时，我们还有幸邀请到了来

自不同慈善机构的演讲嘉宾，帮助我们更

多地了解相关组织的信息，这些信息对我

们制定行动计划是非常有用的。从努力提

高人们的意识到倡议人们捐衣，大家都很

乐于尝试在社区里用行动做出改变，为慈

善事业出一份力。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努

力采取行动，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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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级的
第二探究单元

在第2单元学习中，通过“媒体影响人们的
思想和决策”这一中心思想的镜头，孩子们经
历了一次不可思议的探究之旅。孩子们对不同
类型的媒体进行探讨，并能够探索和理解“影
响”和“固定观念”等大概念。三年级的孩子
们讨论了沟通的意义，以及如何通过不同的方
式向我们发送信息。我们探讨了语言的说服力，
以及"新媒体"如何针对性地设计相关信息来吸
引特定的目标受众。

我们有机会在学校周边进行了走访，观察
各类信息。经过这次有意义的走访，我们得出
任何发布出来的信息都是带有目的性的（说服、
信息传播、娱乐）的结论，并且这些信息都围
绕在我们身边。此外，我们还去了热情欢迎我
们的苹果店，苹果店的员工教我们如何用不同
的媒介工具传达我们的信息。这是一次非常令
人兴奋和有趣的体验。我们还聆听了一场充满
教育意义的家长演讲。演讲者是工作于上海东
方传媒集团（原文广集团）的张老师。他向我
们展示了他们公司运营的不同种类的媒体服务。
他还教我们安全上网以及如何辨别假新闻的本
领。

在最近一次年级校会上，一些班级展示了
他们的单元学习成果。学生们非常有创意地展
示了对本单元语文古诗、数学角、以及媒体沟
通技能的学习理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次3E
班的表演，他们展示了在“正面管教”课堂中
所学到的知识。我们一直在学习一些当我们不
开心、有烦恼时能帮助到我们沟通的本领。3E
班的学生通过角色扮演，向观众们展示了如何
运用“困扰和愿望”的沟通方法来表达自己的
感受，以及如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一次
非常有意义的年级校会，强化了“正面管教”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学生通过自己选择的媒体，向特定的目标
受众发送自己的信息来采取行动。这是一项针
对许多不同形式的媒体，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
我们每天生活的充满行动的探究活动。

3H班的孩子们在苹果店学习

3E班的孩子们展示“正面管教”行为

家长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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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的第二探究单元
第二单元的探究主题是“力和力在生活中的作用”。在本单元中，学生

们知道了生活中各种力的类型（如摩擦力、磁力、空气阻力、水的阻力等），
并通过各项实验对各种类型的力进行了测试。

在学生们深入了解了各种力的类型后，他们运用所学知识做了一系列的
科学实验，并在实验的基础上学习如何写科学小论文。实验伊始，他们确定
了自己需要探究的问题，并对实验的结果进行了假设，在接下来的实验中验
证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在实验过程中，学生们需要用表格的形式记录数据，
最后基于数据得出实验结论。这种“学生提出假设，引导学生通过做实验来
做探究”的形式贯穿于整个单元的教学中。

在本单元的评估中，学生们需要设计自己的实验。在设计自己的实验之
前，学生们以兴趣为导向确定了探究的实验主题，这些主题可以来源于课堂
或是其他的探究活动。确定主题之后，他们提出了实验假设，通过相关的实
验检测自己的假设是否正确，并在最后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根据最初的
假设、实验结果和实验结论来完成科学小论文。

学生们进行摩擦力测试和准备做检测重力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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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第二探究单元
在探究“世界是如何运作的”的第二单元中，五年级学生

进行了一场独特而激动人心的实地考察之旅——前往玻璃博物
馆参观，这次参观开启了他们对物质和材料的探索之旅!学生们
可以观赏到令人惊叹的玻璃吹制表演，从开始到充满火花的高
潮都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表演结束后，学生们探索了博物馆内
的展品，并更深入地了解到了不同类型玻璃的特性，同时也学
习了玻璃的历史、功能和发展前景!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五年
级的学生们在玻璃博物馆享受着一起学习的乐趣。

本单元的学习是一次科学探究之旅，学生们观察物质的变
化，对不同的材料进行实验，测试其独特的性能及其在日常生
活中的应用。这次科学探究之旅以五年级的科学展“了不起的
材料”圆满收官。在科学展上，学生们以一个现实生活中的问
题出发，通过自己设计实验来解决这个问题，并展示了他们对
科学探究过程的理解。五年级，好样的！

我们的学生还经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音乐会，名为“东西
融合”。虽然家长们不能亲临现场，但五年级的学生们仍然很
兴奋，因为音乐会通过线上直播，让每位家长仍能进行实时观
摩。学生们先演奏了一首东方器乐，接着是一首西方歌曲的声
乐表演，每首歌曲都由学生们自主挑选，充分发挥了孩子的主
观能动性。我们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努力和优秀感到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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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级“未来主义”灵
感下创作出栩栩如生的
动物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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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冬季

12月10日星期四，我们的家委会成员们用自己的休息
时间来到校内，为我们精心布置了冬季装饰，让师生犹如
进入了一个白雪皑皑的仙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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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联结再改变

所有的孩子都需要获取归属感和意义感, 这是正面管教最基本的原则之一。
孩子们只有拥有了安全感, 感受到被重视, 建立起了与外界的联结, 才能更好地
学习和成长。

当我们看到孩子行为不当或做出错误的选择时，我们本能地先去处理这些
有问题的行为并立即纠正。殊不知，有时我们必须停下来思考这种习惯性举动
的根源，问问自己“是什么让这个孩子如此气馁?” 接纳他们受伤的心情，并
努力修复关系（成人与孩子间的）比起立即让其改正错误的行径更重要。倘若
亲子之间没有建立起良好的联结，那么家长就难以对孩子进行积极的正面管教。

以下是先联结在改变的方法:

A. 肯定孩子的感受。当孩子们感到被理解和被倾听时，他们
就会敞开心扉。下面的示例是一些连接语句。

B.“我知道你很难过,因为_______________ ”
C.“我理解你为何难过,我也十分为你难过。”
D.“我知道你其实是希望那样，我理解你的失望。”

冷静期

E.  适时地分享你的感受和想法，平等尊重地表达并尽量简明扼要。
F. 你甩门的动作让我感到不安。
G.我不想见到你和他_____我希望你们兄弟俩______
H.你 __________时，我很不开心，我希望你能 __________。

孩子们通过他们的行为来表达他们的感受，而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不良行
为都是一种呼救的形式。修复关系并建立联系永远是关键的第一步。当孩子
们的归属感和需求得到满足时，他们的不良行为就会随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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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和辨识情绪

Bugs & Wishes:解决问题的沟通技巧

培养积极的心态

大转盘: 解决问题和修复关系的小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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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新闻
对于体育课和学校校队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

月份。在体育课上，我们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来探索和发

展基本运动技能。一年级学生在课上学习了跳皮筋这样

的传统游戏，并通过游戏发展了关键的动作技能。二年

级体育课上，学生已经掌握了传球、控球和带球的基本

足球技能，并将此应用于小型比赛式的活动中。三年级

体育课上，我们初步学习了橄榄球。学生们正在发展关

键技能，如传接球和游戏应用。排球是四年级体育课的

重点，学生们在课上学习了基本的发球和传球，然后把

这些运用到小游戏中。在五年级的体育课中，学生们在

终极飞盘游戏中探索了一系列的投掷和接球技巧。

我们拥有很多令人自豪的融合班校队，如每周都在

训练的游泳队、体操啦啦队、篮球队、羽毛球队、乒乓

球队和足球队。

这个月，我们有幸前往其他校区参加比赛：

两支男篮校队参加了在尚音校区举办的跨校区篮球

联赛。A队在与尚音校区、万源校区和浦东校区的比赛

中保持不败，并在每场比赛中保持领先10分以上的优势。

两支女子篮球队也参加了尚音校区的篮球赛。这是

她们本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她们的得分超过35分！以6

分的优势战胜了尚音A队，以2分的优势战胜万源校区！

这次比赛对两支球队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同

时队员们很享受穿着新球衣参加比赛的时光！

三支男子足球队参加了在本校举行的足球友谊赛，

对手是来自虹桥校区国内部的2支足球队。比赛非常精

彩，随着比赛的进行，学生们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融合

班赢得4场比赛中的3场比赛后获得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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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足球队前往诺德安达双语学校，和来

自上海不同学校的球队进行了比赛。对于我们

女足队员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努力拼搏的学

习经历，能帮助她们在以后的比赛中变得更强。

游泳队在协和青浦校区举行的游泳比赛中

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那里，2-5年级的学生们

参加了一场大型游泳比赛，与其他校区同场竞

技。我们共获得36枚奖牌，其中包括个人项目

和接力比赛。

我们想借此机会感谢同学们、教练们和家

长们为协和双语学校虹桥校区运动队所付出的

努力！第二学期，我们希望有机会参加更多的

比赛，如羽毛球，啦啦队，乒乓球，甚至橄榄

球，给孩子们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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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 4

在第二单元“我们身处在什么空间和时间” 的音乐课上，一年级学生们探索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文化。

首先，学生们学习了跳“On the Clock”，体验来自非洲津巴布韦的舞蹈动作。

他们唱着朗朗上口的有趣民歌，比如“Che Che Kule” and “Fanga Alafia”，并学

习演奏了非洲音乐中主要的乐器：非洲鼓、康加鼓和邦戈鼓。接着，他们通过唱跳

法语歌曲“Frere Jacques”和“Alouette”来探索欧洲的音乐文化。然后，他们通过

演奏Guiro（刮胡）来了解拉丁美洲的音乐文化，并学习了拉丁音乐以及它是如何

与舞蹈完美结合的。本单元的最后一个探究方向是探索亚洲的音乐文化。他们一边

听韩国民歌《阿里郎》，一边跳舞，此外，他们还唱了中国传统民歌。

这个奇妙的旅程引导学生们探索他们自己的个人音乐文化。在最后一周“我的

音乐文化”中，学生们有机会在课堂上通过各种乐器的表演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和技

能，如小提琴、大提琴、尤克里里、钢琴、吉他、木琴和古筝。大家跟随音乐，有

时自发地跳起了热情的舞蹈。

孩子们喜欢学习其他国家的传统歌曲，这也增强了他们学习第二外语的能力以

及看到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在整个过程中，学生们也学会了如何欣赏和尊重来自

不同文化背景的孩子，与此同时，他们也越来越欣赏自己国家的传统和音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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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星期四，五年级的学生们献上了一场主

题为“East Meets West”的精彩表演，八个班级的学

生分别用乐器演奏了一首中国传统乐曲，并演唱了一

首英文歌曲。Mr. Smart为他们选择了中国传统乐曲，

而英文歌曲是由每个班级自主选择的。由于疫情原因，

本次音乐会未能邀请家长来校观演，因此学校通过现

场直播和录像的方式，与家长们共享音乐盛宴。

整场音乐会以5H班演奏的《瑶族舞曲》开场。乐

曲中和谐精准的鼓声与琴声向我们展示了学生们高超

的演奏技巧。之后，他们结合独唱与合唱的方式，为

大家演绎了英文歌曲《Waiting for Love》。

5G班以一首优美的《茉莉花》开

始了他们的演出。接着，他们演唱了

一 首 Alan Walker 的 《 Darkside 》 ，

Jorden以他出色的钢琴演奏引领了所有

人的表演，而Henry的爵士鼓也为这首

歌增添了许多亮点。

5F班的孩子们首先演奏了一首传统的民

间音乐《凤阳歌》，这首歌的亮点在于出色

的鼓声以及专业的键盘演奏。然后，他们演

唱 了 一 首 最 受 大 家 欢 迎 的 歌 曲 ——《Ice

Cream》，观众们也跟着节奏一起拍手。

5E班的学生们以一首节

奏欢快明亮的《娃哈哈》开

始了他们的表演。然后，他

们 演 唱 了 英 文 歌 曲

《Demons》，其中一些小组

的演唱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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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班的学生演奏了一首中国传统歌曲，简称《笛里吐》。Joyan演奏的大提琴和Wendy演

奏的小提琴，为这首曲子增色不少。此外，5D的学生们还一起演唱了一首充满活力的英文歌曲

《Come Back for You》，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5C班为我们带来了一首传统乐曲《纺棉花》。这群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家们仅通过键盘

和鼓，就把这首乐曲演奏得非常出色。之后，他们还深情地演唱了一首英文歌《Fight of Your Life》。

5B班的学生们献上了欢腾、振奋的传统名曲《赛
马》，将赛马的热烈场面演绎得淋漓尽致。随后，整个
班级在Aurora的钢琴伴奏下，演唱了Selina Gomez的
《Wolves》。

接着登场的是5A班，他们在舞台上用各种各样的乐
器，如琵琶、小提琴、长笛、大提琴、键盘和鼓来演奏
了《阿佤人民唱新歌》，还倾情演唱了一首非常受欢迎
的《Dance Monkey》。

最后，所有五年级学生们一起演唱

了深受大众喜爱的中文歌曲《下山》，

以此为音乐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此次音乐会展示了协和学子在乐器

和歌唱方面的才华，每一个作品都带给

我们绝佳的视听感受。尽管家长们没亲

临剧院与我们一起现场聆听，但透过现

场直播，他们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用心，

共享音乐带来的欢乐。此外，我们还全

程录像，并制作了 60分钟的视频以供下

载。

祝贺五年级所有优秀的音乐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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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

虹桥初中部简讯
在整个11月份，虹桥校区中学部的老师们，

开启了提高“胡子节“知名度的溜须比赛慈善

活动。

在Halliday老师的带领下，六名中学部老师

们留了一个月的自然胡须，然后让同学们投票

选出他们最喜欢的胡须。同学们热情参与，六

年级的男生女生们纷纷捐款，还戴上了假胡子

作为活动装饰。

此次比赛的获胜者是Halliday老师，并且此

次活动共筹集了近3000元的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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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校区简讯
关于十二年级 Theory of Knowledge (TOK)课程

撰文：十二年级/徐喆圣，王晨，何婧，胡渃斐

知识论能提高人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促使人们深入探究并更好地理解自身所处的世界。”

近期，我校12年级学生完成了TOK课程的陈述与评估。学生们深入浅出地诠释了自己对于TOK课程

的理解与相关课题，给老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什么是TOK？

TOK即“Theory of knowledge”知识论，是协和古北11-12年级学生们必修的IBDP课程之一。TOK是

一门对认识过程进行批判性思考和探究现实中的形式与规律的课程，它能加强学生对知识逻辑的诠

释和理解。TOK课程的宗旨在于促使学生：

•发展对个体和群体如何建构知识，以及如何对此过程进行批判性考察的认知。

•对自己的信念和假设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开拓视野，锻炼多维度的逻辑思辨能力。

学生在学习这门课程时可以拓展他们的合作和交流能力，学会知识整合以及展示能力。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采访的形式与同学进行了简单的交流，阐述了对TOK课程的认识和理解。

徐喆圣：“就个人而言，您认为一个成功的TOK演示，它的标准是什么？”

古紫渊（十二年级）：“我个人认为TOK演示是一个由表及里的探索之旅。成功的演示文稿总是包

含激发演讲者和听众兴奋的元素。能够表达出演讲者的激情并拓展彼此的兴趣及知识范围。”

徐：“如果你有机会再次尝试TOK，你会有什么不同选择？”

古：“我可能会选择不同的主题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徐：“TOK课程是否值得学习？它又是如何改变您感知世界的方式的？”

古：“这门课程非常值得学习，它的确改变了我的很多观念。譬如在学习TOK前我不会考虑自己该

以何种方式看待世界，以及为什么这样看。获取知识时，我也不会留意知识的来源和形成。而学习

了TOK课程后，你就会知道，人类观察、思考、归纳、习得知识是有相应体系的。同时，我们要认

识到语言的重要性：口头表达、肢体语言，甚至专业术语（譬如数学词汇）是所有知识的表达、分

享和诠释、传播的基础。因此极为重要，不容忽视。”

徐：“TOK课程对IAs(内部考评)有帮助吗？”

古：“这个问题因人而异，对我而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帮助的，但作用有限。当然，重要的是

TOK课程是一个精密的知识理论体系，值得我们深究与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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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古北联合校区小学部：健康饮食倡议

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学生们在健康饮食时的表现力最佳，这包括：营养均衡的早餐、午餐及晚餐。
老师们发现，吃过早餐的学生拥有更多能量，课堂专注力更为集中。拥有健康饮食习惯的学生们能习得
更多知识，鲜有课堂行为问题。食用非健康食物，诸如：糖果、薯条、甜品等将使学生很难在课堂上保
持 专注力。

鉴于上述原因，我们提出健康饮食倡议。所有来自小学预备班至五年级的老师们将鼓励并协助监督
学生们在校期间摄入健康的点心及午餐，确保其遵守健康饮食守则。我们不推荐学生食用下列清单中的
食物。若学生有特定的饮食要求，请家长及时告知贵子女的班主任老师。

非健康食物

糖果、棉花糖和口香糖
巧克力和巧克力夹心糖果
薯条
布丁和果冻
甜点和蛋糕
含糖类果汁、苏打水、思乐冰、能量运动型饮料及其它糖类饮料

健康食物选择

请诸位家长为您的孩子选择下列清单中的食物以帮助其遵守健康饮食守则：

建议食用的健康食物

由肉类、蔬菜和全麦面包制成的三明治
剁碎的蔬菜，诸如：胡萝卜
鸡蛋
切片或整只水果
干果类，例如：葡萄干
全麦燕麦和谷物棒
全麦饼干
生/烤制坚果或果籽
海苔
未添加甜味剂的茶饮和水

外出活动

我们鼓励家长在学校外出活动时为孩子准备营养健康的午餐。请尽可能减少非健康类食品的携带数量。

教师期望

我们要求教师在学生面前以身作则，共同遵守该健康饮食倡议。
教师可奖励学生的健康饮食习惯，我们鼓励其使用适宜的课堂奖励体系嘉奖学生在相关方面的突出表

现。但不可使用食物作为奖品。若教师计划庆祝假期或举办班级规模的聚会，请在计划前与PYP课程协
调员确认。

其它健康饮食习惯指导意见

我们理解，保持健康生活方式不仅限于饮食选择。校方鼓励家长通过如下形式帮助孩子们养成健康的
生活习惯：

每晚拥有充足睡眠时间 (5-12岁儿童建议睡眠时间为10-11小时) 
限制“观屏时间” 及电子产品使用度（包括电视机）
洗漱后以干净整洁的姿态到校上课，包括身着洁净的校服
关注口腔卫生：每天刷两次牙，每年至少看一次牙医
校外体育锻炼，并鼓励孩子坚持每天锻炼身体

快递食物
学校不允许食物以快递形式送抵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