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hilarated by the work because it is done for the good of
the children and the good of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嘉洋国际学校的核心价值观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批判性

思维，创造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和自信心。这些价值观

深深植根于来自世界各地的最佳教育理念。一如既往，挑战

是将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并将我们的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

中。这是一份我们都愿积极参与的工作，我们都为此而感到

兴奋，因这是为我们的孩子们，也是为世界的未来而做。

（美方校长 RYAN GRIFFIN）

嘉洋国际
称

教，能够真正得到实施；注重基础知识，
注重培养学生的思路及5C能力的培养贯穿
在各学科的课程设计里。

千百年来淮安走出了众多的王侯将相
英雄豪杰。2018年，在淮安，在嘉洋，让
我们一起，教好每一个学生，从淮安走向
世界。

并积极参与到他们所在的社区中。
Though these thinkers have influenced

movements in modern education, many of their
beliefs are not new or even Western. In fact,
many would be surprised to find that one of the
earliest and most progressive advocates of
meaningful,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was the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 Confucius. From
Confucius, sincere teachers would do the
utmost to consider the students’ individual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when teaching
them. He argued that meaningful education
must put the student, not the teacher, at the
center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because the
ultimate goal was to empower the student to
realize and broaden his own life path. This
required going beyond preparation for tests
and, instead, the intentional cultivation of the
heart-min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character. There are many theories of Piaget,
Vgotsky, and Dewey that Confucius would have
undoubtedly found agreeable. Indeed, all the
major ideas about what constitutes good
education transcend nation, culture, and time
period.

虽然这些思想家影响了现代教育运动，但他

们的许多信念并不是新的，甚至不是西方的。事

实上，许多人会惊讶地发现，有意义的，以学生

为中心的学习的最早和最先进的倡导者之一是中

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孔子认为，用心的教师在教

学时会尽力考虑学生的个人优势和劣势。他认

为，有意义的教育必须把学生而非教师置于教与

学的中心，因为最终的目标是让学生认识并拓宽

自己的人生道路。这需要超越为考试做准备，其

实是有意识地培养心灵和道德品质的发展。皮亚

杰，伏戈茨基和杜威有很多理论，孔子无疑会发

现这些理论是一致的。事实上，关于构建优质的

教育的所有主要观点都超越了国家，文化和时间

的界限。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has chosen the

5C’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ity, Collabo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nfidence) as its core
values, and these values are deeply founded on
the best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hallenge, as always, is in linking
theory to practice, and in applying our
knowledge in day-to-day life. This is the work
that we are actively engaged in, and we are
exhilarated by the work because it is done for

From Russia, Lev Vgotsky established
important theories about how learning is deeply
situated within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s. He
believed that learning could not be separated
from relationships, and he argued that children
construct knowledge actively through social
interaction.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at
teachers should collaborate with students in
order to construct meaningful learning together.
Instead of teachers unloading information from a
distance up front, teachers need to guide
students towards understanding from a close
relationship behind. Vgotsky’s theories are the
foundation for the best classroom practices of
group work and collaborative learning.

来自俄罗斯的 Lev Vgotsky 建立了关于学习

如何深入社会和文化背景的重要理论。他认为学

习不能脱离人际关系，也认为儿童通过社会互动

积极地建构知识。该理论的应用是教师应该与学

生合作，共同构建有意义的学习。老师需要和学

生先建立亲密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能引导学生

进入理解的层面，而不是仅仅从远处将知识上传

到学生的面前。Vgotsky 的理论是最佳课堂实践

中团队合作和协作学习的理论基础。
From the United States, John Dewey

established important theories about the role of
student engagement in meaningful learning. He
believed that students need to be motivated
internally to learn what is most relevant to their
lives, and he believed that schools should
develop life-long learners who can participate
broadly and meaningfully within society. Dewey
wrote that the measurement of success in
education should not be whether or not students
could remember and ‘produce’ correct answers,
but that they could develop a quality of mental
process that would allow them to think critically
and participate within their community.

来自美国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建立

了关于学生参与有意义学习的重要理论。他认为

学生需要从内部激励，学习与他们的生活最相关

的东西，而且他认为学校应该培养能够广泛而有

意义地参与到社会中的终身学习者。杜威写道，

教育成功的衡量标准不应该是学生是否能够记住

并“给出”正确的答案，而是可以培养学生高质

量有效的认知过程，能够让他们拥有批判性思维

A good education is no different from one
nation to another, because the human
imperative to nurture our children is universal.
Just as in a garden, natural growth requires
intentional placement of a seed in fertile soil,
consistent access to basic resources, and the
careful tending of a conscientious gardener.
Though geography and climate may change,
the fundamental process is still the same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Still, the questions
remain to be discussed: How do we cultivate
fertile soil, which essential resources are most
life-giving, and what are the best methods for
tending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our children? In
the West, the 20th century was a progressive
time for answering these questions.

好的教育在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之间没有

什么不同，因为人类培养孩子的迫切需求是普遍

的。就像在花园里一样，自然的生长需要在肥沃

的土壤中有意地撒种，持续不断地供给资源，以

及用心的园丁的认真照料。虽然地理和气候可能

会发生变化，但世界各地的基本过程仍然是一样

的。尽管如此，有些问题仍有待讨论：我们如何

培育肥沃的土壤，哪些必需的资源是最有生命意

义的，以及什么是抚育孩子健康成长的最佳方

法？在西方，20 世纪以来在西方对于这些问题的

探索是在不断进步中的。
From Switzerland, Jean Piaget established

important theorie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ld’s mental capacity. He believed that human
intelligence was not fixed but regularly
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based on
experiences with the world. The application of
this theory is that teachers should focus deeply
upon the needs of each child and use different
methods depending upon which child is in which
stage. This is a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hat has become a
best classroom practice in the world.

来自瑞士的 Jean Piaget 建立了关于儿童心

智发展的重要理论。他认为，人类的智力并非是

固定的，而是根据整个世界的经验定期组建和重

建。该理论的应用是教师应该重点关注每个孩子

的需求，并根据哪个孩子处于哪个阶段使用不同

的方法。这是以学生为中心学习的哲学基础，这

样的学习方法已成为世界上最好的课堂实践。

学生们冒雨参加开学典礼

9月3日上午，淮安市嘉洋
国际学校70余名教职员工及全
体400多名学生怀抱着新的梦
想、新的方向、新的希望、新
的目标在嘉洋国际学校校园参
加了2018－2019学年第一学期
开学典礼。典礼由学校校办主
任孙凯主持，嘉洋国际学校执
行校长JOHN KEITH、嘉洋国际
学校校董苏红梅出席并在国旗
下发言。

典礼第一项是举行升旗仪
式。五星红旗在嘹亮的国歌声
中冉冉升起，全体参加典礼人
员高唱国歌。升旗仪式之后嘉
洋国际学校校董苏红梅作了开
学致辞，感谢淮阴区政府及社
会各界的支持与厚爱，高度肯
定了自2015年学校筹建以来嘉
洋全体人员为迎接新学期开学
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并与全校
师生分享了以 “仁爱 正直
信念 卓越”为核心理念的嘉
洋精神，使嘉洋学校的师生真
切地感受到在嘉洋融合的“学
兼中外，合璧东西，厚植人文，
平衡物我”中西方文化。苏红
梅校董在开学之初则送给全体
师生一个字——“真”：希望
同学们在学习上要认真，在做
人上要真诚，在生活中要真实。
来自美国的John校长则希望同
学们努力学习，增强自己的学
习能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为参与越来越联系紧密
的国际化社会做好准备。同时，蒋甜甜老师、刘芷晗同
学还分别作为教师代表和学生代表，在飘扬的国旗下，
发出自己的宣言：认真学习和工作，践行“仁爱 正直
信念 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为自己的明天、国家的未
来而奋发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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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融洽的师生及家校关系，都是好土的重
要组成部分。有了好土，像园丁培养小苗一
样培养学生的老师们工作就可以事半功倍
了。园丁要做的，首先是遵守自然规律，让
每个小苗都可以按着自己的天性和特长按时
节茁壮成长。

小班教学，使得以学生为中心的因材施

样的拥有“仁、义、信、智”的学生才能在
未来的瞬息万变的时代，仍然可以拥有幸福
的人生。

近400名学生，就像400株小苗，种在我
们的校园里。要想小苗长得好，小苗的生长
土壤一定要肥沃。良好的校园环境和文化氛
围

随着时代的变迁，教育的对象、目标和
路径也在改变。千百年来，中国的传统私塾
和书院培养部分学生通过科举体系，学而优
则仕。工业革命以来的现代教育体系，培养
适龄儿童读书算术，接受专业训练，成为各
行各业的专业人才。在二十一世纪，这个人
工智能即将全面到来的时代，嘉洋的家长对
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嘉洋的培养目标是
什么？

首先嘉洋要培养学生拥有好的学习能
力，取得优异的成绩，成为杰出人才，这是
一个值得尊敬的目标；同时嘉洋也要培养学
生拥有自信、辩证性思维、交流能力、合作
能力和创造力（5C能力），成为领军人物，
这是一个高尚的目标；嘉洋更要培养学生在
任何环境下，都能够拥有幸福，这才是嘉洋
的终极培养目标。嘉洋的核心价值观 － 仁
爱（仁）、正直（义）、信念（信）、卓越
（智） － 正是聚焦在培养学生富有仁爱的
精神，敢于付出正直的代价，勇于坚持自己
的信念，并不断追求做更好的自己。唯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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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

关于芬兰访问的一些思考
上晚自习。感觉自己神清气爽，充满活力。在
学习时头脑很清醒，思考时更专注，学习起来
更轻松。这就是磨刀不误砍柴工。研究生时有
一段时间天天埋头学习没有时间运动，临考前
放松一下打羽毛球，打完球后明显感觉头脑里
供血充足，特别清醒。8-1>8帮助我们合理分配
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取得更好的学习成绩，
这是很多清华学子的学习心得。

8-1>8的另一个显而易见的益处就是
增强了身体的体质。清华的另外一个号召
是“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今年
我从清华毕业30周年了，今年4月底我们这
一届同学中有近80%的人返校参加了校庆。
同学们欢聚一堂叙旧，绝大多数同学们都
正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他们的中坚力量。学

校 老领 导对 大家 的鼓 励是——人 生正 芳
华。意思是这个年纪的人正拥有充沛的精
力，丰富的经验，正是做事的好时候。确
实，许多同学都开始了人生下半场的再次

创业。老领导对大家的另外一个鼓励是—
—保8争9上不封顶。我们在学校时的那些
老领导们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一个个仍
然兴致勃勃，对我们情深意切，充满了厚
望。清华的好的体育锻炼传统给大家都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好身体是达到这两个要
求的基本保障。每次返校时都能看到许多
毕业 50 年的精神矍铄的老校友和老教授
们，这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

8－1>8还有着更多更长远的益处。上

我校高中部举行学
生会选举

本报讯 2018年11月19日下午两点，淮安
市嘉洋国际学校国际部四楼英文语言艺术教
室，高中部竞选学生会成员活动正式开始，主
持本次竞选会的是国际高中部周文斌主任和斯
卫老师，与会人员有高中部各学科的中、外教
师和全体高中生。随着竞选演讲、选举投票、
公开记票、宣布结果各程序按部就班的进行，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高中部首届学生会主席的
桂 冠 花 落 十 二 年 级 学 生 David Zhao( 赵 浩
植)。

周在讨论学校的大课间时间是应该由老师
统一安排还是让学生自由组织时，Jon校
长很坚定地指出，每周的体育课时间是由
老师统一安排组织的，自由活动时间就是
最好的5C操练时间，一定要让学生自由活
动。学生们三三两两地在一起，打球，踢
毽子，跳绳，跑步，你追我赶做游戏，他
们正在自由地学习和运用他们的交流、合
作、思考和创造力。当年我从和我一起跑
圆明园的同学的交流中受益匪浅，现在看
来正是因为我们有了充分的时间来一起做
一件事，我们才能建立更好的关系，才可
以充分地交流，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不断创造出更好玩的游戏，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都变得更成熟更自信。

诚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也会遇到一
些挫折，我们老师们要首先保障学生们在
操场上活动时的安全，提供合适的运动器
材和游戏方式，同时注意观察学生们之间
的互动，有意识地走近某些小群体给予引
导和指导。期待着嘉洋这个土壤越来越有
营养，有深度，学生们在这个环境里茁壮
成长。（本文作者：苏红梅）

8-1>8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问每个清
华学子，他们都会告诉你，这是指用7个小
时来学习用1个小时来运动所获得的学习效
果远大于将8个小时都用来学习的效果。其
实8-1>8的好处不仅只是在学习方面。

在我上清华大学的时候，每到下午四点
半，校园广播便会响起：“同学们，走出宿
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保持强健的
体魄，争取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操场
上、道路旁，随处可见奋力挥汗的身影，整个
校园洋溢着生命的活力。我的运动能力不强，
每学期的体育成绩都是勉强得一个良，但是这
并不影响我积极参与体育锻炼。有一段时间天
天和同学去跑圆明园，半个多小时跑下来，出
一身汗，去食堂吃晚饭，再去洗个澡，然后去

浅谈嘉洋理念 收获幸福人生

从8-1＞8谈5C教育

我们在学校会进行思维训练，以便我们能有效

地思考问题，因为我们相信，一个健康的大脑对我

们的学习和生活至关重要。但有时候，我们却忘记

了，生活不仅仅是脑的运作。
Physical activity is very important in our lives.

In combination with healthy eating, it can help
prevent many diseases, including heart disease,
cancer, and stroke, which are the three leading causes
of death. Physical activity helps control weight,
builds muscle, and reduces fat, all of which are
necessary for a long and rich life.

其实，身体的运动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身

体运动加上健康的饮食，可以预防很多疾病：比如

心脏病，癌症，中风。这三种疾病是引起死亡的三

大主因。同时，体育运动能够让我们控制我们的体

重，训练我们的肌肉，减少脂肪，从而有益于延年

益寿。
All children need at least 60 minutes of play

with vigorous activity every day to grow up
healthy.Most students do not get this. Instead,
students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sit t ing
st i l l . Many even spend much of their time
watching television or playing on
computers. This is not the way to grow up
hhhh

是一个只能从外表上进行观察的陌生人。实际
上，一个人的个性正是在他的童年时期就形成
的。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师必须努力去了解
尚未被自己认识的儿童，并把他从所有的障碍
物中解放出来。以下文章，是我们一位家长阅
读《童年的秘密》（中国妇女出版社 2012年
版）的育儿分享，文章完成于刚刚过去的国庆
假期期间：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非常感谢
嘉洋幼儿园老师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阅读
《童年的秘密》第5、6两章的一些心得。

对孩子的成长，我一直在想要做一个怎样
的角色去教育孩子。做个规则制定人，去规范
她的行为，养成良好的习惯；做个赞美者，去
鼓励她的意念，完成我为她规划的各种任务；
做个保护神，去保护她的身心健康，给予她温
暖的怀抱。哈哈，此时我看到了书里提到的一
个有些“疏远”的词——观察者。

“观察者”这一说法让我忽然意识到，之
前对

嘉洋国际学校育儿分享笔记（一）

迈向成功的基石——身心健康

孩子的教育更多的是从我认为的观念出
发，基于我的指令去让孩子完成。孩子们与生
俱来就拥有天赋本能，多去发现孩子的潜力，
唤醒孩子潜在的本能，不要去压抑孩子的某些
怪异的想法和所谓的天马行空。孩子的心理成
长需要特殊的照顾，身体生长发育同时，心理
的发展成熟是绝对不能忽略的。多留意孩子身
心的变化，正确的引导孩子心理所带来的行为
表达。

孩子的心理具有独立性、先行性，它能够
激发其他外部的活动。试着多去相信孩子们身
上隐藏着丰富的潜在本能。在我孩子两三岁左
右的时候，一天晚上给她读睡前故事，书名是
《小鳄鱼不刷牙》，我发现我读的偏慢时候，
她会很快念出整个的句子，几乎一字不差(在
这之前，给她读过三五遍的样子)。震惊之
余，我就特意读几个字等她说出后面的内容，
就这样发现那个故事二百多字她基本上都能跟
着念出来，我才发观不刻意强求，只要她自己
感兴趣，也会收获满满。

有件有意思的事情，奶奶包饺子的时候，
孩子吵着要擀饺子面皮，我在旁边制止她捣
乱，拿一小块面团让她自己玩，妈妈却说让她
试试吧。看她那好奇的样子！哈哈，现在已成
了奶奶包饺子不可或缺的小帮手。奶奶包的快
嫌她做得慢，她还自己想着法一次制作6个饺
子皮，虽说这个也有点捣乱的节奏，但是也是
在寻求着一种方法。祖孙俩人现在经常一起包
饺子，其乐融融啊。

孩子的成长是不可逆的，在孩子生命早期
的陪伴上，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接下来我会和
孩子妈妈一起更多站在孩子的角度，开始练习
成为她的“观察者”，去尽力营造一个温馨有
爱的家庭环境。

从9月底开始，嘉洋国际幼儿园邀请家长们

开始加入我们的阅读会。这次我们一起阅读的是

玛丽亚•蒙特梭利博士经典作品《童年的秘密》

一书。

玛丽亚•蒙特梭利（Maria Montessori，

1870—1952），意大利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是教

育史上一位享誉全球的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

改革家，蒙特梭利教育法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

“儿童之家”的创办者。蒙特梭利博士的教育理

念和教育方法，近一百年来一直对世界幼儿教育

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20世纪公认的推进科学和

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她的教育作品

被译成40多种文字，在世界许多国家都成立了蒙

特梭利协会或是设立了蒙特梭利培训机构，蒙特

梭利学校更是遍及110多个国家。

《童年的秘密》是一本风靡全球的幼儿教育

名著，对幼儿之谜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和解

答。通过玛丽亚•蒙特梭利对幼儿之谜的探索和

解答，父母和教师可以清楚地意识到：儿童并不

healthy . Even students who spend all their
time sit t ing, reading, and studying are not
developing properly.

青少年每天至少需要进行60分钟的、有一
定强度的运动才能健康成长。但遗憾的是，目
前大多数学生达不到这个运动标准。实际上，
他们坐着不动的时间太久了，甚至有些学生把
大量的时间用在看电视或者玩电脑游戏，这不
是健康成长的生活方式。即使是那些把全部时
间都用来看书、学习的学生，离开运动，他也
不可能获得全面发展。

We need to get up and move our bodies,
and we need to do it every day. It is good to
be active , to play, to breathe heavily , and to
sweat . It is our goal to be able to have many
exciting and engaging activi t ies in order for
al l of us to stay physically active and healthy .

我们必须站起来，活动我们的身体，并且
天天坚持锻炼。运动、玩耍、深呼吸，让我们
汗流浃背，这样才能维持健康的身体状态。我
们目标是能开展一些有趣的、可持续的体育运
动项目给全体师生，大家能积极参与其中，以
保持我们身体的灵活性和健康状态。

（李蒙恩徐杞易）

为了落实我们的学生到芬兰来上大学的申请、学
习、生活、实习及就业情况，确保我们的学生可以顺
利进入优质实用的大学学习，我和高中部周主任一起
用一周的时间，以赫尔辛基为中心，访问了多个城市
和大学。7天里和多所大学的招生官、国际学生处老
师、以及中国的留学生、华侨深度交流访谈。芬兰的
大学，确实如我们原先所了解的，物超所值，实用实
惠。学费每年8000-12000欧元，3-4年可以读完大学
本科，每个按正常学习进度学习的学生都可以获得数
额不一的奖学金，四年大学的总学费在2-3万欧元；
不同价位的住宿每月200欧元起；每所大学食堂的自
助午餐都是2.6欧元，确实价廉物美；每个学生都可
以勤工俭学；实用工程类的学生，大二大三的暑假基
本上都可以到科技公司有偿实习，上学时也可以边上
课边工作，学生可以勤工俭学自己挣自己的学费和生
活费；毕业后在芬兰工作一段时间，全世界的公司纷
纷到芬兰来挖人。有关芬兰大学的详细介绍，我们会
在以后的文章里陆续地向大家介绍。这里先简单介绍
一下我对芬兰教育的一些认识。

芬兰大学的印象是简单实用低调创新自然舒服，
如果非要用一个词来描述那就是－和谐。人和自然之
间的和谐；学生和学校管理方之间的和谐；人和人之
间的和谐；整个社会的和谐。在赫尔辛基市中心，随
处可见大大小小的城市公园。随意走走，不多远就能
见到大海。在乡间更是充满了自然气息，随处可见的
草坪、森林和湖泊，空间开阔，虽然天空不总是十分
晴朗也还是让人心里很敞亮。在大学的楼道里和教室
里，处处都是精心设计过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坐在一
起、或三三两两地站着一起，尽情地进行思想的碰
撞。在访问拉赫蒂应用技术大学时，我注意到虽然整
个教学楼内仍然有许多没有完成的装修施工，但是整
个大楼没有异味、没有杂音、没有灰尘。施工的工人
们在很放松地做自己的工作，学习或做项目的学生们
也很自如地做自己的事。到处井井有条，好像一边施
工一边学习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确实，注重培养
动手能力一边学习一边制作正是芬兰教育的精华所
在。

芬兰的教育非常注重培养学生从一个点子开始到
最后做出一个完美的成品。从小学开始，在手工课
上，学生们会花一整个学期的时间来做几件精品。人
人都是设计师，人人也都是工程师。每个学校都有多
台缝纫机，足够给一个班的学生们上缝纫课用。每个
学生都做不同的产品，一位家长开心地说她的孩子花
了一整个学期在老师的指导下给她做了一件夹克衫，
从选料到量体到剪裁制作，样样自己动手。每个学校
也都有许多做木工的机器，让孩子们设计自己喜爱的
手工艺品并自己用木头和其它材料做出来。这就好像
小小孩子用乐高来搭玩具，再大一点可以用更强大的
工具来做自己喜欢的东西，成年人则可以用更高级的
工具来做更好的产品，总之你是在做一件你喜欢的东
西。小时候你在玩中学，长大后你在玩中工作。难怪
每个人都很专注在做自己的事。在嘉洋的课程中将会
不断融入项目式学习，让学生能有更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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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芬兰教授合影

Dear teachers and students: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们：

At school, we train our minds so that we
can think more effectively. We know that a
healthy mind is essential to a good and
successful life. Sometimes,we forget that there
is much more to life than mental activity.

李蒙恩同学

张建春园长在和小朋友分享书籍

多样性的户外活动

清华园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大学》

解读：“知止”是明确原则，理清期许；“ 有

定”是站稳立场，坚定不移；“能静”是动机纯

正，心不妄动；“能安”是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能虑”是思虑周到，驱除偏见；“ 能得”是合理

选择，心安理得。这说的是做人也是处事的道理，

要知道自己能达到的目标和境界在哪里，继而坚持

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 心无旁骛，专注于一，围绕

这个目标和原则去为人处世，方有所为有所得。

学经典悟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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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明礼仪是人类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而要求人们共同遵守的最起码的道德规范，它是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和
健康安全

相互交往中逐渐形成，并以风俗、习惯和传统等方式固定下来的。文明礼仪不仅是个人素质、教养的体现，也是个人道

德和社会公德的体现，更是城市的素养、国家的脸面。所以，我们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就更应该用

文明的行为举止、合理的礼仪来待人接客。这也是弘扬民族文化、展示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organizes all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high school to hold
a meeting on code of conduct in the library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The meeting was co-organized
by vice President Ryan and director of the
division of admission guidance Peter Zhou.
At the meeting, principal Ryan announced
that the new code of conduc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ll come into effect on
November 5th.The new code of conduct
covers students' behavioral expectations,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electronic
equipment management (electronic
dictionaries,laptops, smart phones, etc.),
and dormitory management. The students
listened and thought. Recognize that norms
ar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happy and
meaningful learning environment, better
relationships, overall health, and
asuccessful life. Many expressed their
willingness to abide by a series of codes of
conduct established by the school.

食以安为先，嘉洋学校餐厅严格把控
“采购、储存、加工、消毒和出餐”五道关
口，这从根本上保证了食物的安全。同时，
餐厅也创新菜品，力求用味道来留住同学们
的胃口，使学生能专心专注的投入学习。

我们加强了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切实履
行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保障广大师生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定期检查食堂个人卫生、环
境卫生、物品摆放、食品储藏、进货台帐、
原材料存放、留样、卫生设施、操作卫生、
餐具消毒、设施设备和食品质量，餐厨废弃
物规范管理，从细处着手，科学安排学生菜
谱，增加花色品种，提高饭菜的质量，提高
为师生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我校科学安全管理食堂，使各种工作与
操作规范标准化，提高食堂整体水平,提高
员工技术水平，杜绝安全隐患，防止食物中
毒，为食堂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提升食堂
的服务意识。

我校坚持以饮食卫生安全为底线的责任
意识，强化意识，落实责任，真正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设置食品安全监督委员会，负责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学生家长对于我们的满意度是学校办学
效果的重要评价指标。我们一定会不断深化
家校互动，通过多种形式进行家校交流，积
极发挥家长的辅助教育教学功能，取得家长
的大力支持，为学生的健康成长发挥更大的
作用!

（后勤处 黎霞）

自律自强

我
们
全
心
全
意
只
为
孩
子
健
康

全面推进学生自主管理

我校高中部召开学生训导会议

遵循知、情、意、行的内在规律，最后以
形成自觉、自主、自动的行为习惯为归
宿。

知是行为的先导，是产生行为的思想
基础。对学生进行礼仪教育，首先要对学
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灌输，教给学生应具有
良好品质，帮助他们分析社会生活上和集
体生活中的各种现象，使他们懂得讲礼
仪、守规范的重要性，识别和抵制不文明
的行为习惯和言行举止。养成讲文明、讲
礼仪的自觉性。

（陈锋）

洋国际学校通过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文明主题
班会、集中学习背诵文明礼貌用语等多种形
式的教育活动，弘扬文明礼仪，强化全校
师生的文明礼貌意识，促使全体学生明白
“文明、礼仪”的重要性、养成自觉践行
文明礼仪的好习惯，全面提高学生文明素
养，让文明之风吹遍校园每一个角落，争
做“语言更文明、行为更规范、做人更文
明”的文明标兵。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对学
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的过程就是培养学生
知、情、意、行的过程，学生要养成良好
礼仪和行为习惯，首先是以“知”为开端,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市文明城市创建活

动精神，积极营造“遵守公德，严于律己，

关爱自己，善待他人”的校园文明氛围，嘉

文明创建

我 校 召 开 全 校“文 明 伴 我 行”主 题 班 会 活 动

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校领导从嘉洋愿
景、学校管理、教务管理，后勤工作等方
面与嘉洋全体教职工共启愿景、诠释嘉洋
管理文化。

校领导的讲话充满活力，振奋人心，会
场上不时传来阵阵热烈的掌声。会后大家还
就各位校领导的讲话精神展开了激烈讨论、
精彩分享；下午学校组织全体教师进行了学
科分组讨论并将各小组讨论结果资源共享。

通过两天的培训，嘉洋全体教职工对即
将

开展的嘉洋国际学校新学期各项工作充
满憧憬、信心满怀。每一位教职工都是嘉洋
合伙人，大家愿意同心同道，齐心合力，努
力奋斗，共创嘉洋辉煌的明天！

本报讯 2018年8月27日，淮安市嘉洋
国际学校2018年全体教职工暑期培训在嘉
洋图书馆拉开帷幕。

校董苏红梅在上午的培训中为与会全
体人员详尽阐述了嘉洋办学理念“仁爱，
正直，信念，卓越”、核心价值观“合作
能力，创造能力，自信，辩证思维，沟
通。”分享了嘉洋异象“教好每一个孩
子”、嘉洋校历及新学年展望规划等精彩
内容，全体教职工心中对嘉洋学子的爱火
熊熊燃烧。不管是中教，还是外教，每一
位嘉洋人都从心底深处愿意为即将进入的
新学期工作而努力付出，相互团结，交流
合一，真爱每一个到嘉洋就读的学生，以
生命影响生命，只为嘉洋学学子有更精
彩、幸福的人生。

下午，嘉洋升学指导主任周文斌为全
体教职工带来丰富的互动小组体验，让大
家更多的互相认识、了解，尽快地融入嘉
我

洋这个大家庭。每一个小组团队、每一位老

师都积极热情地参与、展示，在欢声笑语中

走近了彼此内心，敞开心扉自我介绍，真挚

用心分享感恩，留下嘉洋精彩瞬间......真

是一个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嘉洋全体员工会议第二天，学校领导在

我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make positive
behavior choices that promote their safety,
the safety of others,and a product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嘉洋国际学校重点关注每个学生

的学业成就。我们寻求在每个孩子身
上建立勤奋、责任心、自律、积极的
自我形象，以及尊重自己和他人的品

格。
我们期待学生以积极向上的行为

方式，来促进他们自身的安全及其他
人的安全，并营造一个卓有成效的学
习环境。

Without rules, nothing can be done
well. We believe Joy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will be much better tomorrow with
this new Code of Conducts.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我们
相信嘉洋高中的明天会更美好！

嘉洋国际学校组织高中部全体师生在
在国际部一楼图书馆召开行为规范会

议 ， 会 议 由 嘉 洋 美 方 校 长 Ryan
Griffin和升学指导主任Peter Zhou
共同组织。Ryan校长在会上宣布新的
高中学生行为规范从11月5日起正式实

施。新的行为规范涵盖：学生行为预
期、行为后果、电子设备管理（电子
词典、手提电脑、智能手机等）、宿
舍管理等诸方面。学生们认真聆听，
积极思考，认识到规范是快乐而有意

义的学习环境、更好的人际关系、全
面的健康、成功人生的坚实基础，纷
纷表示愿意遵守学校制定的一系列行

为规范。
The primary focus at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on the academic
success of every student. We seek to build
within each child a love of learning,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self-discipline, apositive
self-image, and respect for self and others.

校董苏红梅女士阐述嘉洋理念

会
议
现
场

教师暑期培训 嘉洋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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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内务整顿

群英演绎说历史 你方唱罢我登场

古人云：“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
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
替。”

我校进行“文明宿舍”评比活动

整齐干净

的宿舍是学生

休息的良好场

所，同时也是

培养学生生活

能力和合作能

力的教育阵地。

为了营造更好

的寝室环境氛

围，创设更加

文明的住宿环境，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10
月25日上午课外活动时间，七年级师生参观了
评选出的学生文明宿舍，男生参观了七(4)班
212室，女生参观了六(2)班517室。这两个宿
舍一尘不染，床铺整洁，被子叠的美观得体。
生活用品分类摆放整齐。

参观过程中，同学们细致参观了优秀宿
舍，交流了搞好宿舍内务的心得体会，同时同
学们也通过参观，了解到自身宿舍的不足和改
进方向，也认识到创设文明宿舍环境的必要
性。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一定会一起加
油，使我们的宿舍环境越来越好，同学们可以
生活在更加舒适的环境里，同时也会使同学们
的生活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嘉洋国际
称

一支支舞蹈如漫天飞雪装饰了嘉洋，甚是
美丽；一首首乐曲似冬日暖阳温暖了师生，拥
抱美好。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第一届双旦晚会
于12月29日在体育馆成功举办。中西结合，异
彩纷呈，碰撞出了柔情与热情的火花。

一曲由外教老师齐唱的"Ode to Joy"温馨
开场，给观众送去了最真挚的祝福；一年级小
朋友合唱"S-A-N-T-A"，活力满满，用童趣稚嫩
的声音敲响圣诞之钟；Brendan帅气的"Rap"点
燃全场，节奏欢快，却于歌词中传递着正能
量；《踩踩踩》以唱带舞，让听众都可以在歌
舞中释放压力，舒缓身心；相声《国学大师》
以说、学、逗、唱的形式讲述着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蕴含着新年之际的美好祝愿；现代舞

蹈《东西》清新浪漫，青涩甜蜜；Joy 是校名
更是追求，小品《快乐学堂》带领观众徜徉知
识的海洋；少年强则国强，朗诵《中华少年
说》是唐诗宋词的诗意典雅，是炎黄子孙的顶
天立地；古典舞《浪人琵琶》轻步曼舞如燕子
伏巢、疾飞高翔如鹊鸟夜惊，在烟雨如梦的古
风意境中诉说缱绻难解的情丝愁肠……

一舞惊鸿展魅力，数曲齐唱庆佳节。双旦
晚会作为嘉洋国际学校的品牌活动，力求为学
生搭建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更是促进全校师
生与家长之间友好关系的平台。值此佳节，嘉
洋全体师生恭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我校举行火灾疏散演练

本报讯 为进一步增强

师生的安全意识，落实

学校应付突发事件的防

范措施，提高师生实际

应对和处置突发安全事

件的能力，真正掌握在

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

互救的基本方法。2018

年10月25日下午第四节

课，双语部举行了疏散安全演练活动。演练按

预案进行，整个演练过程紧张而有序。因为演
练方案制定周详，组织严密，对学生的动员、
训练和布置工作落实到位，演练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顾新国）

（陆潇华）

生。她希望全体运动员在比赛中赛出风
格、赛出水平，全体裁判员秉公执法，认
真负责，场上场下的同学互相支持、互相
鼓励，为班级增光、为学校添彩。

游戏活动中，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非常
高，他们在活动中既注重团队协作，又发
挥了个人特长，在比赛项目中你追我赶、
奋力拼搏，表现出了蓬勃健康的身心状态
和积极活泼的教师风采。

经过紧张有序的比赛，在运动员、裁判员
及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之下，运动会顺利完成
了规定的各项赛事，于当日下午圆满结束。

（办公室 张晓峰）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首届冬季运动会成功举办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元旦晚会圆满落幕

万圣节庆祝活动之嘉洋汉服SHOW

2018年11月1日下午，我校组织身穿汉
服的学生在中央广场进行汉服展示活动。

活动一开始，老师们和同学们积极参
与，纷纷在单反前尽情展示自己精心挑选的
服装，并和观赏的同学分享服装背后的故
事。在这一刻，同学们自信地展示属于他们
的青春，分享着她们的喜悦。活动的最后，
同学们在我校主楼的台阶上进行合照，用心
的同学们提议大家摆出我校的校名“JOY”
的

替。”
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帮助同学们在

成长路上走得更长远，如大树扎根深厚，才能
硕果累累。

活动共有6名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同
时有数名学生获得参与奖。在为获奖同学们颁
发精美的奖品后，活动也渐渐走向了尾声。本
次活动寓教于乐，使同学们更深入地了解了历
史，由对历史的兴趣转化为对历史学科的兴
趣，把课堂历史转化为生活历史，给历史课堂
带来了新的生命与活力。

为了让同学们走进历史，感悟历史，
提高对历史学习的兴趣，本校双语部七年
级于10月26日中午举办了“历史故事会”
活动，为同学们提供一个良好的读书氛围
和学习资料。

故事会在主持人的宣讲和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中拉开了序幕，七年级同学踊跃参与，你方
唱罢我登台。在本次故事会中，同学们分别听
到由各班同学主讲的《崤山大战》、《鸿门
宴》、《大禹治水》、《退避三舍》、《负荆
请罪》、《立木为信》、《苏秦游说六国》等
历史故事。

在这里，同学们回顾经典，以史为鉴，继
往开来；在这里，同学们声情并茂，讲述一段
又一段历史传奇；在这里，同学们一起穿越时
空，寻找我们生命的痕迹和源泉，真切感悟小
故事大道理的智慧。

2018年11月26日，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首
届冬季运动会在校体育场拉开帷幕。运动会开
幕式由孙凯主任主持，全体师生参加了开幕
式。

JOY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奏响后，入场
式开始。各年级代表队手托班旗、精神抖擞、
昂首阔步依次入场，接受全校师生的检阅。旗
手们高举旗帜，运动员们高呼口号，展现了舍
我其谁、激扬梦想的信心和热情。

校董苏红梅致开幕词，她强调了体育在学
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她希望同学们选择健
康的生活方式，走向运动场、走到阳光下，把
运动锻炼作为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一
名素质过硬、体魄健全、全面发展的卓越学
生。

的造型，得到了大家的热烈响应，随着相
机“咔嚓”一声，一道道靓丽青春的身影
定格在了镜头当中。活动结束后，同学们
依依不舍地返回了教室。

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加深了对自身
的认识，自信心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增强
了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提升了民族自豪
感。希望他们在嘉洋的每一天都开心快
乐，自信满满！

（齐婷婷）

丰富多彩的科学课

本报讯 STEM Learning for Primary Students at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is the perfect way to get students
to expand their minds and improve their English at the
same time!

嘉洋国际学校的小学科学实验课在扩充学
生的想象的同时提高了他们的英语能力，是一种
较为完美的学习方式。

Gina和Elli每周会安排一个戏剧的场景来
排练并制作相关的道具和展板，这两个任务提高
了孩子们的合作能力和创造能力，完美的契合了
嘉洋国际学校的5C核心价值观。

Elli是优秀的小学、幼儿英语外教，能使
用大量有趣好玩的手工激励学生的兴趣。Gina
是国际高等教育硕士，喜欢英语戏剧表演教育，
有多年语言教育经验。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
语言教师组合创建了最佳的趣味英语活动课堂。

精彩活动

学校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河东路366号 邮编：223300 教育热线：0517-83768808 网站：www.joyintlschool.com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举行历史故事会

获奖同学

（齐婷婷）

同
学
们
摆

出
的
造

型

老师们正在进行拔河比赛

紧急疏散

师生齐唱"Ode to Joy"

Elli在教同学们制作道具

七(4)班212室

http://www.jcxxb.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