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IS PUDONG NEWSLETTER
SUIS Pudong offer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enter a continuum of education from
Primary through to the end of Secondary to prepare them to become Global’s citizens for
the 21st century.

亲爱的家长，下午好，请您查阅五月第一封家长信。首先，分享一则关于我的喜讯！我的儿子
Myles宝贝在5月6日8点38分降生，体重8.5磅！等条件允许，我会带着这位浦东协和大家庭的新成

员来学校和你们见面。如图所见，他是一个极其可爱的孩子，给我的家庭带来了非常多的欢乐。
言归正传，本周家长信与您分享如下内容。长假前期，Miranda老师组织了盛大的地球周活动，
学生们共同探讨解决问题的方案，一起参加各色主题活动，活动的亮点当属游行活动了，孩子们
展示他们利用可回收材料制作的饰品，我们惊讶于孩子们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活动详细图文您
可查阅相关内容。五年级的学生顺利完成了剑桥学业水平测试，感谢大家在此期间的支持，成绩
将在不久之后公布。之后几周，学校将举行一系列的活动，请注意活动日程。最后，祝您周末愉
快！

书展
下周，即5月20日(周一)至5月23日(周四)将举办本学年的书展活动，届时，大量各具特色的图书将
静待学生选购。每个小学部班级都将有机会组织学生一起去浏览并购买自己喜爱的书籍。若您希
望自己的孩子参加，请为他/她准备好拉链袋、100元左右的小额零钱。班主任老师会提醒孩子不
要过度消费，以养成良好、正确的消费习惯。

Dates to Note:
May 20-24 多元文化周
May 20-24 诗歌周

Ms. Kim Sahi
Co-Princi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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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球 周
地球周活动：由二年级倡议举办的地球周活动，今年已经是第二届啦！活动让学生有机会了解全
球环境问题。我们主题学科的有关环境的课题与地球日主旨完美契合，不仅是二年级的学生，小
学部的每一位都积极参与，共同探索如何通过减少垃圾生成率、废旧物品再利用和再循环缓解当
下的环境问题。为期一周的地球日活动中，学生们都积极参与了根据各自年级与环境相关的教学
目标而设计的各类活动中。
庆祝活动: 4月26日星期五，作为压轴大戏，我们举办了全校的地球日慈善活动。学生们通过面部彩
绘创意画、出售自制的手环、纹身贴纸和壁画等募集善款，很高兴地在此宣布，当天共筹集了3000
元善款！第二个亮点当属创意游行活动，孩子们自豪地向全校展示自己的设计 – 所有原材料均为
废弃物品！
合作: 感谢美术组对于活动的鼎力支持，中学生志愿者们齐心协力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制作精美
的手工艺品，如手镯、面部彩绘和壁画用于慈善义卖。班主任老师精心策划了各类主题活动，让
学生乐在其中。周五，学生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地参观了校内不同的相关主题站点。
活动组织者和协调员：Miranda Dube, 二年级协调员

地球周活动亮点
Reduce
在餐厅享用午餐时减少食物浪费 – 每天由专人监督并记录。学生们学会了对自己的饮食习惯负
责，避免浪费食物。
在课间休息时间关闭灯、电脑及活动白板，由专人监督记录，评选出最佳节能班 – 培养学生在学
习环境中节约能源的文化。

05/17/2019

ISSUE 14

2

Reduce and Reuse
减少家中不需要的书籍，把家里多余的书本捐赠给需要的地方 - 五年级的Madison同学完成了她的慈善心
愿。响应她的号召，学生们总共捐赠了2000多本书。

浦东协和的孩子们义务帮忙清点募集的书籍数量。

甘肃省Wang Jia po小学收到了这些书，通过整理归纳，现在开始他们有图书馆啦，看，孩子们正在享受阅读的快乐。

Recycle and Reuse
发挥奇思妙想，利用可回收材料，设计最具创意的帽子/服装！并在周五的游行中展示！

慈善义卖：出售自制的手镯、脸部彩绘纹身为慈善机构募集善款，让学生通过帮助有需要的人来实践同理心。

05/17/2019

ISSUE 14

3

G5 at suis pudong
Cambridge Exams Reflections

May 2019
Update

Grade Coordinator Statement
祝贺五年级学生顺利完成了本学年
的剑桥学业测评！
学年伊始，五年级组全体教师以最

专业的教学方式授课，使教学质量
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并且，我们注

Zi Yi G5 Dragon

Gina

&

Jackie G5 Lion

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孩
子们学会对自已的学业负责，通过
制定个人学习计划，设立目标，思
考和学习并最终在考试中取得优异
的成绩。
在此，也请允许我再次感谢为本次
考试竭尽心力的每一位监考老师。
请您留意本学期的一些后续活动与

Emily A G5 Tiger

时间节点：

Jolie G5 Panda

毕业旅行
23rd – 24th May

Grade 5 Dragon Reflection

学业测评周

By Zi Yi Xu

03rd – 07th June
学生主导会议
24th June
毕业庆典
27 June
th

我相信没有人对所有科目都充满信心，也没有人会不紧
张。当你提起笔时，你会试图回想这五年来在小学学到的所
有知识。当你以后找工作的时候，别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你

的剑桥成绩——谁都知道这有多重要。
然而，别想太多，考前熬夜不利于发挥，可能会导致在考

谨代表五年级组，祝愿每一位学生

场上昏昏欲睡；过度复习则可能使得你考试时太过劳累。来

顺利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祝愿你们

吧，提起笔，给整个小学的学习时光，画上一个圆满的句

即将开始的新篇章一切顺利！

号。

Michael T. 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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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5 at suis pudong
Grade 5 Lion Reflection

By Gina & Jackie

我们都知道五年级学生参加了剑桥考试。然而，剑桥考试非常具有挑战性，对学生要求也很高。
参加考试的一名学生Gina说：“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去复习并牢记我们需要在考试中使用的所有事实和
技巧。是的，反复地复习、复习、再复习”。另一名学生Jackie说：“记忆总是需要很长时间;但是一旦掌
握了这些概念，一切都变得容易起来”。这也是参加剑桥考试的考生们一整年都需要进行大量训练的原因

之一。

Grade 5 Tiger Reflection
By Emily A
紧张的气氛弥漫在教室里，仿佛汗滴砸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考生们在教室里左顾右盼，脸上都带
着焦躁的神情，等待着监考老师带着那一叠高高的试卷从远处走进教室，发放试卷，宣判考试的开始。考
场规则非常严格，警告的告示贴得到处都是，时钟的滴答声，咳嗽声，时断时续的交谈声让场面更紧张
了——考试马上就要开始了。

剑桥考试由数学打头，跟着是英语，最后是科学。为期四天的考试结束后，所有的学生脸上都挂着情
不自禁的微笑。快乐的喊叫声，鼓掌声，欢呼声陆续从四个考场中传来，时不时还有学生在交流着考试中
出现的问题，想要第一时间找出自己苦战的难题是对是错。

Grade 5 Panda Reflection
By Jolie

五年级的剑桥考试周刚刚过去。考试很重要，因为如果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会很有益于我们六七年级

的学习。剑桥考试的特点在于每年的考题都不一样，由英国一所非常著名学府（剑桥大学）出题。
正式考试的那一周，我人生中第一次感受到了紧张与压迫感，因为担心自己考试考得不好。但当我看
到考题的那一刻，我感觉平静了许多，因为内容很简单。我仍旧觉得有些紧张，因为始终有两个监考老师
在教室。考题是难易相伴的，当我们交完试卷，交流自己的考题思路时，我觉得轻松了许多。
一开始，我们都觉得有些害怕，但考完之后，一切又恢复了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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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遥顺杯高尔夫比赛-协和双语获得小学部冠军
清明假期，上海有200多名学生参加了 "遥顺杯" 的高尔夫球中
小学生比赛。
今年是第六届的遥顺杯比赛。协和双语学校有多名学生参与
了这次比赛。其中浦东校区四名同学(Madison Song G5L、
Pearson G4T、Hannah YU G3T 和 Jessie shen G3T)荣获小组第
一。在同一场比赛中，诺德安达学校和 吴宁小学分列第二和第三名。上周，奖杯已送到
了我们学校。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骄傲的时刻。
-宋凯琳Madison G5L
I felt great when l saw the scoreboard that we have won
Next time we will also try our best to win the competition.
My parents told me that it is okay to make mistakes but,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fix and don’t give up and regret you only need to try your best!
-Pearson Fang G4Tiger
I didn’t play well at the beginning, but I didn’t give up. I did
a great job for the last hole finally. I think we never lose
hope in the competition.
-Hannah Yu G3 Tiger
大家好，我是沈玟圻，我来自G3Tiger班。告诉大家一个好
消息，在《第六届“遥顺杯”上海市中小学生高尔夫校际
对抗赛》中，我校获得了小学组的团体冠军。这个好成绩

离不开我校每个高尔夫球员平时的刻苦练习。我们将继续
努力，取得更好的成绩，为学校争光。
- Jessie Shen G3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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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ment Notice (for Grades 1-5)
请知悉2019-2020年学费缴费截至日期是2019年6月24日（周一），学费缴费通知单将于2019年6月10
日那周下发，届时，敬请查收！
为支持到下学年招生部工作，如您孩子下学年将不在我校继续就读，请于2019年5月25前邮件告知至
邵老师 yevans.pd@suis.com.cn 。

学生体检
下周，校医将组织学生进行身高、体重及视力的年度检查，地点在校医务室，检测结果会记录
在家校联系册上，届时，请您注意。

阳光下的微笑
4月18日，一个阳光灿烂的上午，浦东协和双语小学的二十多个小朋友带着水果，带着点心，带着阳

光，来到沙田敬老院，看望在这里生活的老人们。
作为一个志愿者爸爸，在观看协和小朋友文艺表演的老人中，有两个神态迥异的老太太引起了我的
注意。一位老太太衣饰整洁，戴着眼镜，始终微笑地看着孩子们的表演，并不时地用温尔文雅的鼓掌来
表示自己的赞赏，他们说老太太以前是个老师；另外一位老太太，却眉头紧锁，一脸愁容，似乎在和什
么人正生气呢。但是随着孩子们真挚的表演，老太太的眉头舒展了，嘴角也有了隐隐的笑意，当孩子们
的表演最终结束时，护工阿姨来搀扶老太太回房间，老太太却执拗地坐着，久久不愿离去。
身披阳光，走出敬老院，看着嬉笑着的孩子们，我忽然想到，协和一直在给孩子们做生命教育。这
次的敬老院之行，一方面是让孩子们去关爱老人，去付出爱。另一方面，何尝不是那些历尽人生的老
人，将阳光下的微笑留给了孩子们呢。

听听学生们都讲了些什么？
It was nice to support the elderly. It was incredible that there was a 102 year old lady who made it
through World War 2! Even though it was very scary at times, I enjoyed it very much. It was fun to give the
elderly cookies.
On a Thursday morning in April, the Student Council and the House Captains went on a trip to a
retired house. We performed magic tricks, ballet, playing piano etc.
Although it wasn’t as fun and exciting as I expected, I had a pleasant feeling or an honor to help them
such as cutting dragon fruit, taking banana out of bags and giving them to the elderly. The real thing is to
make them happy. Seeing those happy faces staring at us, I was happy, too. And I also like the way they sing
the songs. Making this happiness rejoin altogether again.
When I went to the retired house, I felt excited. Because I’m going to meet those grandmas and grandpas. We went to the activity room and did many performances. I think all of them are all very wonderful m.
All the old people were all very happy and healthy. They even had some songs for us! I think when I grow
up, I’m going to become a teacher and leads us in a field trip to a retired house, too. I think I have a terrific
and super fabulous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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