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带给人类的警醒，Ryan校长衷

心希望五位毕业生们，能直面未来各种的不

确定，谨记嘉洋的核心价值观：仁爱、正

直、信念、卓越，并将之融化于自己的内心

和行为中。这样，无论今后面对任何困难和

问题，都会忠于自己，正直勇敢，心怀感

恩，做到最好。

随后，苏红梅女士也发表了毕业致辞。

苏董简单回顾了几位毕业生加入嘉洋大家庭

的过程，感谢毕业生的家长们在嘉洋创立之

初毅然选择相信嘉洋，将孩子送到嘉洋。如

今，五位毕业生都实现了成功留学，这是对

嘉洋的褒奖，也是嘉洋对家长们信任的回

报。在毕业生们临行之际，苏董也送上学校

的期望和祝福：期待毕业生们在未来的旅程

中可以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学会做正确的选

择，对社会、对全人类的发展做出应有的积

极贡献。

Ryan校长为每一位毕业生颁发毕业证

书，并和他们合影留念。国际高中部的老师

们、同学们也纷纷上前，和毕业生们一起合

以嘉洋为起点
去开拓更美好的未来

高境康
录取院校：芬兰海门应用

科技大学
录取专业：国际商务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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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琳
录取院校：意大利米兰新美

艺术学院
录取专业：美术设计专业

王 悦
录取院校：美国加尔文大学
录取专业：心理学专业

学校执行校董 苏红梅女士

I want to welcome you all

to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he Joy International

High School Class of 2020!

We are so proud of our

graduates, and we want to

celebrate and encourage them

together!

欢迎大家来参加嘉洋国际学

校2020届高中生毕业典礼，我们

为我们的毕业生骄傲，我们大家

在一起为他们庆祝并且给予他们

鼓励。

傅天仆
录取院校：美国加尔文大学
录取专业：电气工程专业

我们为什么把孩子送到嘉洋来呢？
两年前苏董亲自来成都招生，听了苏董
介绍嘉洋情况及办学理念，以及孩子去
了嘉洋之后未来可能有不同选择，这深

深打动了我。“孩子好像禾苗，学校就
是土壤”，学校的环境就是孩子成长的
土壤，选择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是很重
要，很关键的。

——王悦爸爸

感谢嘉洋给高境康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即使在疫情期间，你们对他的要

求也没有放松，老师你们辛苦啦！祝五
位毕业生在以后的道路上也能一切顺
利，步步高升。

——高境康爸爸

亲爱的同学们，希望你们把这个终
点当做新的起点，去迎接更大的挑战。
以后无论你们走得多远，飞得多高，请
记得常回嘉洋母校看看。

——顾洁爸爸

非常感恩、感谢嘉洋的老师和同学

们对天仆的接纳、陪伴、一起学习和成
长，老师们付出了许多努力。

我愿意给嘉洋国际学校更大的祝
福，也祝福毕业生们活出有使命的人
生，造福整个世界。

——傅天仆爸爸

能够参加张琳的毕业典礼，感到非

常幸福和激动。感恩每一位老师对她的
辛勤栽培和教导，希望张琳以后在艺术
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幸运幸福。

——张琳妈妈

影，分享快乐，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

刻。

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成才的重要基

础，孩子每一次的成长和进步都凝聚着家

人的爱。学校诚挚邀请家长们来到毕业典

礼的现场，亲眼见证孩子们的成功，分享

孩子们的喜悦，感谢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的

养育和无私付出！对于孩子的每一步成

长，家长们都满怀欣喜和感恩。在现场，

五位毕业生家长也纷纷表达了自己的感激

之情。

毕业典礼在高中学生自编自导的精彩

节目中圆满结束。嘉洋的毕业生们也即将

收拾行囊，奔赴人生的下一场旅途。

同学们，无论你们以后身处何方，面

对何种困难和挑战，请让嘉洋的核心价值

观：仁爱、正直、信念、卓越伴随你，他

将给予你更多前行的力量。

临行之际，不说再见；期待我们下一

次重逢的时刻。

从淮安走向世界，嘉洋助你人生更精彩

今年的毕业季，与往年有些不同。在新

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下，学校开学、考试、结

业时间整体推迟，托福、雅思、SAT考试一再

取消，国外院校的录取工作也受到很大影

响。在经历了种种困难和挑战后，乘风破浪

的嘉洋学子们依然收获了来自美国、芬兰、

意大利等海外名校的录取，即将开启新的人

生旅程。

这样的成果来之不易，值得每一位嘉洋

人骄傲和庆贺！

为了庆祝这样欢乐而美好的时刻，分享

毕业生们成功留学的喜悦，共同见证他们成

长的每一步，7月4日，由嘉洋国际高中部组

织的2020届高中毕业典礼在六楼报告厅隆重

举行。学校执行校董苏红梅女士、美方校长

Ryan Griffin与高中部全体师生一起参加了典

礼，毕业生们的亲友也千里迢迢赶到现场，

与孩子们一起庆祝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庆典仪式在热烈的掌声中拉开帷幕。

Ryan 校长首先发表毕业致辞，他为每一位毕

业生送上衷心的祝福和未来发展建议。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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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嘉洋价值观为引导
走好人生每一步

2020年秋季学期
招生火热进行中
详情请见D版招生专栏
招生电话：0517-

83628808/83768808

学校美方校长 Ryan Griffin

2020年的全球疫情，我们也一起经

历了许多的努力和奋斗，现在看

来，我们学校做对了。你们也选对

了。我们成功了！今天站在这里，

我们全体老师们为你们骄傲，我们

为你们充满了喜悦。

嘉洋是同学们的一个延伸的大

家庭，几乎所有的高中生都是住校

的。高中的老师们以外教为主，你

们不仅要面对高中学习的压力，更

需要面对不同的文化，需要全方位

高标准的要求自己，这需要坚毅和

忍耐。培养自己这方面的坚持是对

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挑战。经历了这

些挑战，这个过程对你们来说将是

一生的收获。

18岁正是青春年少，前面是美

好的未来，也有许多挑战，我想作

为校董给同学们提一些期望。

一、首先我期待你们可以承担

起自己的责任来。嘉洋学校是一个

小社区，你们要进入一个更大的社

会了，你们准备好了吗？不要迷失

了自己，被大浪卷走。担负起自己

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更

重要的是对社会的责任。学会自我

管理，不光是管好自己的钱和物，

更重要的是时间和情感，还有自己

的幸福。

T h e r e i s a c u s t o m i n

graduation speeches to cast a

sugar-coated version of the

future in which the paths of

the graduates are always going

to be smooth, easy, and full of

clarity. But I want to give a

true encouragement from my

heart, and that means casting a

more realistic, truthful vision

of the future.

在以往的毕业演讲中有一个习

惯，毕业生将来的路总是顺利并且

清晰明朗的，就像包裹了一层糖衣

一样。但是我想发自内心地给他们

最真实的鼓励，这意味着他们的未

来将是更加真实和现实的。

The fact is that we are living

in uncertain times. When you

graduates started your senior

years last fall, the world felt

like a more stable and certain

place. Now, as you are graduating,

the world feels different. The

pandemic changed our lives, and it

continues to effect us and our

future plan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下转B版）

今天是一个庆祝的日子，为

我们的毕业生们，也为父母和亲

朋好友们，也为我们的老师们 。

你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在嘉洋开始

办学的第一天就和我们在一起

了，你们和你们的父母毅然决然

地选择了嘉洋这样一个崭新的团

队来为你们提供人生之中极为重

要的高中国际教育，你们和我们

所有的老师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的

不完美，许多次的尝试，许多次

的挫折，当然我们还一起经历了

顾 洁
录取院校：芬兰萨塔昆塔应用

科技大学
录取专业：国际商务专业

【家长感言】

二、学会做正确的选择。在人

的一生中，我们不能选择将来会发

生什么，但是可以选择如何对待发

生了的事。记住嘉洋的“仁爱、正

直、信念、卓越”，这会帮助你们

在老师和父母不在身边时做正确的

选择。当然我们有时也会选错，记

住，父母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中国永远是你们的坚强后盾！

三、对社会作出积极正面的贡

献。那么如何做呢？嘉洋的5C融会

贯通在你们学习的方方面面。大学

的教育是以培养学生通识教育为

主。古代圣贤说，“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

善”，我们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很多国外大学

的校训都是“真理”，这些都不是

在教育我们仅仅学习一个实用的技

术，这是在教育我们，要成为一个

什么样的人，如何对社会有正面的

影响。

今天我们为你们毕业于嘉洋而

骄傲，明天嘉洋将为你们在海外大

学所取得的成绩骄傲，10年20年

后，让我们以你们为社会作出的贡

献骄傲傲。努力去做这个世界的领

袖，来引领未来的潮流，对社会作

出积极的影响，让我们以你为荣。

际嘉洋
热烈祝贺我校2020届高中毕业生全部被海外名校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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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的弱点。

I believe accepting this uncertainty

and accepting all that is outside of our

control is actually a key to finding true

happiness and meaning in our lives. This

is where I am optimistic. I have seen

these students move forward into

uncertainty and overcome obstacles, and I

believe that they have the qualities they

will need as they continue to walk on

their paths towards the future.

我相信，接受这些不确定性和接受这些我

们掌控不了的所有事物其实就是我们找到生活

中真正的快乐和生活的意义的关键。这是我现

在乐观的体现。我看到这些学生一步一步往前

走，去克服这些不确定性和一些阻碍，我相信

他们已经具备他们所需要的品质，他们会继续

走在通往他们未来的道路。

We may not be able to control all we

wish we could, but we are able to control

our response to the difficulties we face.

In fact, this limiting of our control

allows us to focus on ourselves and the

values that drive us on the inside. In

this way, I am very proud of our

graduates.

我们可能没办法控制所有事情按照我们期

望的去发展，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面对困难

数学真好玩 我是算数王

为进一步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提高

学生的计算能力和思维能力,培养竞争意识，

丰富校园文化生活,4月29日上午,国际小初部

一二年级举行了“学数学、用数学、爱数学”

小学数学计算能力比赛活动。

此次比赛活动得到了老师和学生们的热烈

响应,在比赛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小选手们个

个全神贯注,飞快的进行着口算和演算,空气中

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比赛时间为30分钟，竞赛的题型均为口算

题和笔算题。这些题目以年级现行教材的进度

为主，重点测试学生的计算能力及计算速度。

在经过一、二年级数学老师的批改后，根

据得分高低分别评选出了一二三等奖和优秀

奖。

高中读书日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造就生动灵魂
的工具，是通往更广阔世界的窗口。为了拓展
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辨证性思维，训练英语
阅读和表达能力，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高中部
利用每周六上午时间，举办学部读书会活动。

读书会采用分小组阅读讨论的形式进行。4
在11日读书会活动正式启动。淮安市嘉洋国际
学校学术校长Ryan为同学们介绍本次课程要研
究讨论的问题，让同学们带着问题去思考和组
织语言。Ryan校长鼓励学生们，无论对与错，
重要的是要勇于将自己的观点、价值观、信
念、看法等等分享给别人，在互相分享和探讨
中取长补短。

淮安市政协委员莅临我校考察
调研校园防疫和返校复课情况

4月20日，淮安市政协侨务委员会主任周
翔、市侨联主席田益民一行7人来我校考察调研
校园防疫和学生返校复课情况。

委员们首先视察了校园环境，并重点询问
了解校园防疫开展情况以及师生们返校复课情
况。学校校董苏红梅女士向委员们详细汇报了
嘉洋国际学校在开展校园防疫、确保师生健康
方面所做出的努力，并介绍了目前师生返校复
课的情况。

委员们对嘉洋国际学校在保障师生健康方
面所做出的努力给予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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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端午
最是嘉洋

农历五月初五，是中
国民间的传统节日——端
午节，为了让孩子们了解
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体
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特有
的节日韵味，6月24日，嘉
洋国际学校开展了走近端
午节系列主题活动。国际
小初部的孩子们亲身体验
了包粽子、做香囊、挂彩
绳、放风筝等各种节日习
俗，感受了端午节传统文
化的内涵，在快乐的体验
中成长着、收获着。

走进科技馆 领略科学之美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为帮助小朋友们
更好的认识世界、开阔视野、学习科学知识，
嘉洋幼儿园组织小朋友们走进思渡科技馆，在
包罗万象的科学世界里，领略科学的无穷魅
力。

在科技馆，小朋友们认真倾听老师的讲
解，了解每一项展品的实验原理。他们见识了
龙卷风的形成和巨大威力，认识了旋转的镜
像、声悬浮、发电机与电动机、美丽的辉光、
椎体上滚等声、电模型，体验了自己拉自己、
高尔顿转盘、视错觉转盘、无弦光琴、脚踏钢
琴等趣味实验。每一项展品都是那么神奇有
趣，小朋友们亲自进行操作体验，浩瀚奇妙的
科学世界带给他们无限惊喜。

通过这次参观活动，小朋友们学习到许多
科学知识，更加体会到科学对于人类认识世
界、发展世界的重要性，也激发了探索无穷世
界的兴趣爱好。

博学参省 知明而行
国际小初部优秀语文作业展

又到了每学期的语文优秀作业展览时
间！为进一步规范与提升学生作业质量，营
造相互学习、共同提高的学习氛围，5月20
日，国际小初部2019-2020第二学期“优秀作
业展”在主教学楼三楼举行。

此次展出的是小初部一至八年级学生的
优秀语文作业。这些作业内容丰富，形式多
样，有手抄作业、日常小练笔、课程笔记、
手抄报、练字帖等多种形式，每本优秀作业
不仅书写工整、字迹优美、页面整洁、格式
标准，而且准确率非常高。

在现场，同学们被一本本干净整洁的作
业深深吸引，不时发出阵阵赞叹：“他的作
业每次都全对，太了不起了！”“作文写得
那么好啊！简直是作家呢！”他们仔细欣赏
每一本优秀作业，将他人的长处默默记在心
头，以此来激励自己。参观后，各班随即召
开观后心得分享会。各科任课老师还借机开
展了学生规范作业和作业习惯的教育。

学生们纷纷表示，通过本次观摩，既看
到了优秀学生的优点，找出了自己的差距和
不足，又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争取在下
一次展览中能看到自己的作业。

the joy and pain of life, and it allows
us to be grateful for the beauty and
meaning we can experience.

爱即是对我们生活中的所有欢乐和痛苦敞

开心扉，使得我们对我们经历的美好和有意义

的时刻深表感谢。

If we have these core values,
then it doesn ’ t matter what will
happen to us. In the end, these core
values will allow us to experience a
life of meaning and significance.
These graduates have these seeds
planted in them, and the flowers are
already beginning to blossom. I would
like to say a few words to each of
the graduates now.

如果我们拥有这些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

发生什么都没关系。最后，这些核心价值观将

使得我们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我们已经给这些

毕业生播种，花儿也已经准备开始绽放。

Please give all the graduates a
round of applause. We are proud of
you. We love you. And we are rooting
for you deeply as you step into the
next phase of the journey of your
lives.

请送给所有毕业生热烈的掌声。我们为你

们骄傲，我们爱你们，当你们踏入下一个旅程

时，我们深深地为你们加油。

嘉洋国际

（上接A版）其实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具有

太多不确定性的时代。去年秋季刚开学的时

候，你们是一届毕业班的学生，那个时候我们

感觉到世界是稳定的，具有确定性的。现在，

当你们毕业的时候，世界不一样了。疫情改变

了我们的生活，并且会持续影响着我们将来在

国际教育领域的计划。

It is easy to feel frustrated about

this and focus on the negative. However,

I have come to see all of our

difficulties in 2020 as opportunities to

see the world in a a more fundamental

way. See, I think that 2020 is reminding

us of the fact that, deep down, we do not

have as much control over our lives as we

wish we did. I think the truth of human

life is that the future is always

uncertain. And there is an inevitable

fragility and vulnerability that is at

the heart of the human condition.

这很容易使得我们感到沮丧和消极。然

而，我看到了2020年的所有困难就像是让我们

以一个更加本质的方式去看待世界的机会。你

们看，我觉得2020年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一个

事实，那就是对于我们的生活，我们其实不能

够尽可能地控制它按照我们想要的去发展。我

认为人类生活的本质就是未来总是具有不确定

性的。并且在人类内心深处，生活着一种不可

辩以明理 论以求知

为了开阔学生的思维，锻炼语言表达和
团队协作能力，鼓励学生勇于表达和维护自
己的观点，5月8日，国际部小学六年级的学
生们利用语文课堂，自发组织了一场精彩的
辩论比赛。

本次辩论的主题是“中小学生家长是否
应该给学生配备电子设备”。正方选手认为
“中小学生家长应该给学生配备电子设
备”，而反方的观点正好相对。

在经历了开篇立论、公辩、自由辩论和
总结陈词四个环节后，比赛接近尾声。评委
们从开篇立论、攻辩提问、攻辩回答、攻辩
小结、形象气质、自由辩论、团队配合及临
场反应等八方面对正反方进行评比。经过综
合考量，评委们一致认为正方选手的表现更
胜一筹，赢得了本场辩论的胜利。

快乐五一 走近嘉洋

为了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展现嘉洋国际
学校风采，回报淮安人民对嘉洋的支持与关
爱，5月3日下午，嘉洋国际学校师生汇演在清
江浦区万达国际广场精彩上演。

随着音乐流转，嘉洋的老师和学生们先后
表演了舞蹈《最美的光》《杯子律动•布谷鸟》
《弄堂记忆》、乐队组唱《告白气球》《You
Are My Sunshine》、舞台戏剧《人生7阶段》
《仲夏夜之梦》和《白雪公主》等，赢得观众
们的阵阵掌声，展现了嘉洋国际学校国际化的
办学特色和优质的教学成果。

国际化教学是嘉洋办学特色之一。嘉洋国
际学校拥有一支高素质、国际化的师资团队。
在嘉宾访谈环节中，来自嘉洋国际学校的外教
们集体亮相，并一一进行自我介绍。如此强大
的国际师资团队，充分彰显了嘉洋国际学校深
厚的办学实力。

时给出的回应。事实上，控制的局限性使得我

们可以专注于我们自己和推动我们内在发展的

价值观。因此，我对我们的毕业生感到骄傲。

They exemplify the core values that
are at the heart of Joy International
School.

他们体现了嘉洋国际学校的核心价值观:

Faith is th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and walking forward step by
step even if the larger path is
unclear or confusing.

信念即是步入未来，一步一个脚印，即便

更宽广的道路是尚不清晰和令人疑惑的。

Integrity is understanding our
true self and staying true to it even
though the external world may try to
change or corrupt us.

正直即理解真实的自我并忠于自我，即使

外部世界试图改变我们或者腐坏我们。

Excellence is doing the best that
our abilities will allow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others see us or
compete with us.

卓越即尽我们所能做到最好，不论他人是

否看得到或和我们竞争。

Love is opening the heart to all

爱在心头口难开
大声说出心中的爱

母亲，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母爱，是
人类最无私的爱。在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
为表达对母亲满满的爱，更好的教导学生学
会知恩、感恩，嘉洋国际学校国际部语文组
面向一至八年级的学生，开展了“爱在心头
口难开，大声说出心中的爱”感恩教育活
动。

在持续20天的活动时间里，学生们要为
母亲亲手制作一张感恩卡、发一条感恩短
信、制作一张母亲节手抄报，并且在5月10日
母亲节这一天交到母亲的手中，感谢父母赐
予生命，感谢父母养育之恩，感谢父母无微
不至的照顾。

在活动期间，学生们积极行动起来，利
用课余时间满怀感恩的制作感恩卡和手抄
报，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对
母亲的拳拳之情。

知恩、感恩、报恩是人生美德；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是古今仁人志士的至理名
言。此次活动引导学生学会感恩，感恩父
母，感恩他人，感恩社会，感恩一切为自己
的健康成长付出心血及汗水、提供服务和帮
助的人，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方寸世界 多彩生活
国际小初部举行书签制作比赛

为丰富学生的语文学习生活，激发课外阅
读兴趣，积极打造翰墨飘香、格调高雅、文明
向上的书香校园，在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国
际小初部语文组举办“方寸世界•多彩生活”书
签制作比赛，引导学生在方寸之间展示阅读心
路，感悟读书之美。

本次比赛面向的是小学一年级至初中八年
级的全体学生，从4月17日开始持续一周时间。
为最大程度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比赛设置了
制作书签、展示书签和评比书签三个环节。

在最后的评比中，语文组全体老师根据书
签的创意、图文的美观、外形的别致等诸方
面，评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并为学生们颁
发奖状和奖品。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受益于清华大学及清华校友的大力支

持，并借鉴清华附中国际部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模式，是苏北地

区一所顶级的私立国际学校。学校位于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

内，雄踞飞耀路与淮河路的交会处，占地10万平米，交通便

利，环境优美。

淮安市嘉洋国际学校作为淮安国家级高新区的一个重要战

略部署、清华校友创业园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在苏北地区打

造一所国内一流的民办国际学校暨世界一流的教育机构，兼顾

学制课程要求，提供优质的幼、小、初、高一体化中英文双语

课程教育，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热爱国家、热爱学习、执着理

想、追求卓越的品质，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使学生

既拥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又兼备宽广的国际视野，为

国内外知名大学输送品学兼优的优秀人才。

作为中国国际教育的新兴力量，嘉洋国际秉承着要为中国

学生提供更优质教育的办学愿景，践行“学兼中外、合璧东

西、厚植人文、平衡物我”的教育理念，采取中英文并重的教

学模式，培养学生双语能力，博采中西文化之精华，同时融入

清华精神，不仅重视学生学术能力的培养，更关注学生的全面

发展。在教学内容上注重中西方文化的渗透融合，营造舒适温

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这里享受一流的国际化教育，培养具

有国际化视野及文化沟通能力的新一代中国领袖人才。

七大办学优势

1、【优质国际教育】嘉洋采用清华附中国际部教学模

式，为学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教育体验。我们的核心团队

拥有总和超过200年的英美教育经验，确保学生拥有一个原汁

2020年小学一年级(仁爱班)招生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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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学校的全力支持。

【使命宣言】嘉洋国际学校致力于帮助学生在智力、社

交、灵性和学业上全面发展，逐步形成“仁爱、正直、信

念、卓越”的普世价值观。

【战略愿景】嘉洋国际学校使用专业并富有热忱的教学团

队，在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环境里，通过富有挑战性的适

合的课程给予学生有效的教学指导，帮助学生充分准备好

将来进入他们心仪的大学并获得成功。

【办学理念】

Communication（沟通能力）

Collaboration (合作能力）

Confidence (自信）

Criticalthinking (辨证思维）

Creativity (创造能力）

一年级仁爱班是嘉洋国际学校重磅打造的全新特色班级。在持续贯彻

学校5C教育理念的基础上，仁爱班引进享誉全球一百年的蒙特梭利教学

法，以全人教育为重点，涵盖身体健康、生活能力、学习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的培养。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和家长的长期合作，像犹太人一样在孩子

12岁之前的教育黄金期，为他们一生发展打下坚实和良好的基础。

一、仁爱班课程特色

特色一、国际领先的主题式学习模式占全天30%时间（外教执教）

特色二、享誉世界一百年的蒙特梭利教学法引入到语文、数学教学中

特色三、“教学”和“育人”并重，既追求优秀学业又注重个性化发

展及品格建立

二、招生信息

1、招生对象：至2020年8月31日，年满六周岁的儿童，户籍不限。

2、录取流程：到学校参观——家庭面谈（提前预约，家长与孩子同时

进行）——发放录取通知书——办理入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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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0-6岁是一个人发展的最重要阶段。无论是从古人的箴言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还是从现代的大脑科学、医学、心理学，甚至

经济学的佐证来看，无论我们多么强调七岁之前对人一生的影响和重要

性，都不足为过！

嘉洋幼儿园以全人教育为重点，涵盖身体健康、生活能力、学习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我们引入了享誉全球一百年的蒙特梭利教学

法，注重老师的培训和预备，以及孩子的个性化发展及专注力养成。

一、课程特色

特色一、引入享誉全球一百年的蒙特梭利教学法。依靠对人类从出生

到成熟过程的丰富的科学观察经验，玛丽亚•蒙特梭利博士成功提出了一

套遵循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原理的原则体系。蒙特梭利教育方法创新地

将教育视为一种“对生活的帮助”，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帮助儿童完成从

童年到成熟期的成长。

特色二、妙事多音乐课程。“妙事多音乐课程”在全世界20个国家被

嘉洋国际

2020年嘉洋国初部七年级招生说明

一、办学特色：专业的中外师资团队；班主任全职驻班管理；沉浸式

英语学习环境；形式多样的素质教育课程；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共

育共赢的家校合作体制。

一、课程特色

1、采用AP教学体系：AP课程在全球范围内被公认为是这个年龄段最严

谨的学术课程之一，可以为未来的海外留学提供最好的学术预备。

2、全英文教学环境：由经验丰富且具备教师资质的外教用英文教学。

3、提供特制的ESL课程：帮助从中文教学环境转学过来的学生快速过

渡到全英文的学习环境，全面提升英语水平和拓展全球化视野。

4、美国高中文凭，全美学分认证：在我校高中就读满三年的学生可在

中国本土获得美国高中文凭，全美学分认证，可以与美国高中生站在同一

起跑线上冲刺理想大学。

5、升学指导服务：升学指导团队为学生提供专业的大学申请咨询和服

务，包括提交指导老师评估、教师推荐信、成绩单等申请材料。他们在整

个高中阶段带领学生在各方面预备自己，帮助每个学生进入他们理想的大

学。

二、课程建设及目标

从9-12年级，嘉洋国际高中学生必须完成至少23个学分才能毕业，包

括——

英语语言艺术（4个学分）：基础学术英语、英语语言艺术、世界文

二、招生信息

1、班型介绍：2020年初一年级2个班，每班25人；同时接受初二插班

生（出国方向）。

2、入学流程：2020年初一入学流程为自主招生，计划招收50人。

3、招生对象：全国小学六年级毕业生及其他国际课程在读学生，不限

户籍。

4、招生流程：入学咨询——到学校参观——与家长面谈——确认是否

录取——办理入学手续。

5、报名日期：即日起额满为止。

招
生
专
版

原味的国际教育环境。

2、【强大中外团队】嘉洋所有教师均经过严格遴选，择优

聘用。他们热爱数育事业，具有专业教师资质且经验丰富。外

教团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国际教育方面拥有丰富的阅历

和教学经验；中文教师团队不仅拥有丰富的中文教学经验，同

时锐意进取，不断创新，并积极地融入国际教学环境。

3、【特色小班教学】在教学中注重学生的个性化发展，不

仅保留中国传统教育的严谨性及刻苦精神，同时有机地融合了

西方教育的活力、启发性和创造力。

4、【同步美国教材】融合清华附中国际部和美国

ROCKFORD高中学校的教学精隨，中外文化精粹兼收并蓄，并将

个性化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运用到整个教学及学生活动

过程中。

5、【多元教学活动】学校为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们提供丰富

的课内外活动，校内学生俱乐部活动包括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编程、运动及智能机器人等；学校亦安排校外教学实践

旅行，每年为学生们提供去北美、欧洲以及世界其它国家实地

考察并参与国外课堂教学的机会。学生们在这些国际考察活动

中对相关学习内容将进行更加深入的研读。

6、【国际一流设施】学校占地10万平米，拥有国际一流的

设施设备，包括大型室内篮球馆，多个室内舞蹈、艺术和音乐

教室，以及悉心营造的多功能数学空间、学习空间、生活空间

和运动游乐空间等。

7、【名校共享共建】由清华校友创办的嘉洋国际学校注重

培养学生卓越的学习能力和良好的品格魅力，与清华附中国际

部及美国ROCKFORD高中学校在教学骨干培训、课程教研互动、

教师学生交流等方面共建发展，并得到当地政府、社区和美国

2020年嘉洋幼儿园招生说明

学、美国文学、现代世界文学

数学（4个学分）：几何/综合数学、代数2/综合数学2、微积分预备课

程、AP微积分AB课程、AP微积分BC课程

社会研究（3个学分）：环球研究/地理、古代世界史、美国历史、现

代世界历史、

科学（3个学分）：地理科学、化学、AP化学、物理、生物学

中文（2个学分）：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及哲学

英语支持（2个学分）：实用英语口语与发音、实用英语语法、英语演

讲/作文

其他必修课（5个学分）：艺术1、艺术2、戏剧、计算机、体育、升学

指导

三、招生办法

1、招生对象：全国初二、初三毕业或高一在读学生及其他国际课程在

读学生，不限户籍。

2、招生流程：入学咨询—到学校参观—参加笔试/面试—与家长面

谈—确认是否录取—办理入学手续

3、学费：71000元/年

4、测试科目：英语、数学+面试

5、测试日期：需提前一周预约

6、招生人数：仅限50人

2020年嘉洋高中部招生说明

使用，它不仅培养幼儿的音乐能力， 而且以培养幼儿的认知、情商、人

际关系、感官统合、肢体能力等为根本目的。“妙事多音乐课程”融合奥

尔夫、柯达伊、达克罗兹、戈登音乐教学精华，为教师提供了多元化、游

戏式的教学方法。

特色三、《Our World》英文教材，无缝连接英美小学课程。该书出

自于举世闻名的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社！大

量采用杂志中的有关大自然及人文景观的精美图片，使得孩子的英语课堂

就象在环游世界，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又激发了他们探索世界的热情。

特色四、融合跨学科元素。跨学科是近年高端语言教育的热门课程，

《Our World》既贴近英美本土教育，又恰如其分地吸引了母语为非英语

的学生，帮助学生走出为学英语而学英语的误区，让英语成为孩子认识自

然科学的桥梁。

二、招生说明

1、招生对象

凡年满2-6周岁的适龄儿童均可报名（备注：我们采用蒙特梭利混龄

班级设置）

2、入园流程

到学校参观——预约入班体验（半天）——与家长面谈——确认是否

录取——办理入学手续

嘉洋国际小初部集小学一年至六年级、初中七至八年级于一体，致力

于培养具有扎实的学科知识、辩证性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且能熟练使

用中英文双语进行交流、全面发展的学生。

学校地址：江苏省淮安市淮河东路366号 邮编：223300 教育热线：0517-83768808/83628808 网站：www.joyintlschool.com

http://www.jcxx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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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童年，而在
孩子们的童年里，家长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家长是孩子人生的第一位老师，也
是最重要的老师。孩子在家长的影响和
教育下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去学习如何
对待他人、如何对待生活以及如何成
长。

嘉洋国际学校的建校宗旨包括“创
建一个学习型社区”，而不仅仅是一所
教书的学校。作为这个“学习型社区”
里的重要成员，家长们的成长也是嘉洋
国际学校非常关注的。嘉洋国际学校会
帮助家长们更好的学习成长，做家长育
儿道路上的知心人。为此，在学校执行
校董苏红梅女士的主导下，2020年春季
学期嘉洋国际学校正式推出“嘉育•悦
读——家长的自我成长计划”系列活
动，希望通过“线上阅读学习+线下分
享推广”的形式，逐步带动家长和孩子
一起成长，真正实现“家校共育”的理
念和目标。

《童年的秘密》是一本风靡全球、
了解儿童发育和成长秘密的最生动的著
作。作者是世界著名育儿专家蒙台梭利
女士。在书中，她详细而生动的描绘了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揭示儿童成长
奥秘的革命性观念，阐述了幼儿教育的
原则和方法；它让世人了解到，儿童具
有丰富的潜能，但儿童只有在一个与他
的年龄相适应的环境中，他的心理生活
才会自然地发展，并展现他内心的秘
密。

从3月至5月，学校微信公众号每天
按时播出《童年的秘密》朗读版，收到
很好的效果，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
将自己的学习体会发送给我们，与我们
一同分享。现在我们选取其中的三篇刊
登在这里，以飨读者。

起来。”后来的几次周末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她
坚决不允许我把玩具整齐的收拾起来，家里的课厅
常常都是被玩具和书籍占满。

在一次跟幼儿园宋老师的闲聊中，提起女儿的
这种特性，宋老师立马专业的指出，孩子是在秩序
敏感期缺少了引导，她习惯了家里满是玩具的状
态。我恍然大悟，确实，在过往的生活中，我并没
有真正认认真真的带女儿一起整理过物品，往往都
是在晚上她睡着后才去整理，让她错过了建立良好
秩序的黄金时间。

再后来，我每次都会有意识的培养女儿的秩序
感。先是让她围观我跟哥哥的整理，让她亲眼目睹
物品被整理的过程，并在她面前表现出物品收拾整
齐后我们开心的样子。当然，刚开始她是不配合
的，在我们收拾完之后还是会倒出。我跟哥哥就会
做出被玩具绊倒摔跤的“惨状”，她会哈哈大笑，
我们立马请求她帮帮我们，把玩具收拾一下。渐渐
的，她不再排斥整理物品，并能做到更长时间保障
物品的整齐。现在，她已经非常愿意收拾物品，还
会帮忙整理摆放其他家庭用品。

现在《童年的秘密》这本书又一次帮助了我！
相信我，这本书也同样值得您一起学习，帮助您的
家庭和孩子更好的成长！

《童年的秘密》读后感

分享人：
国际部一年级崔恩加的妈妈 黄美玉

阅读了《童年的秘密》这本书，让我更加渴望
去观察和了解孩子，也更多思考如何才算是真正帮
助孩子，而不是“我以为是在帮助孩子”。

孩童时代是形成自我的关键时期，是人的一生
根基。我以前常常埋怨我的孩童时代没有得到很好
的理解和帮助，但这不意味着我不能改变了，只是
改变起来会辛苦一些。人生会经历很多的风雨，
有一个快乐无邪的童年无疑是更加幸福的。自己很
想拥有的没有得到，现在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和自

我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

天生表现出有同理心，善解人意。当

她有好吃的东西时，她更愿意分享；

如果哥哥没有，她不想独自享用，要

留给哥哥。反过来，哥哥很多时候却

不是这样，他如果有好吃的东西，不

太会考虑其他人，也不能理解为什么

要让着妹妹。

以前，我会认为哥哥很自私，认

为哥哥应该向妹妹学习，也经常批评

他。但是学习了《童年的秘密》的系

列课程之后，我认识到每个孩子是不

一样的，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会有不同

的行为表现。而我需要去接受目前的

他。

在成人的眼中看，确实哥哥比较

以自我为中心，不太能够想到别人的

感受。但是现在，我不再以成年人的

价值标准、逻辑来直接地、强制地想

要改变哥哥。回想起我自己小时候，

也是一样的。当别人要跟我分享我的

东西的时候，我会瞬间流眼泪，但

是，长大了，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

自然就懂事了，并且知道分享能带给

我们很多快乐。所以，孩子也需要一

个成长和改变的过程。

在生活中，我也开始有意识的观

察孩子们。女儿比哥哥小一岁，今年

快满五岁，哥哥快六岁了。无论做什

么，妹妹总喜欢跟着哥哥，和哥哥做

同样的事情，她很喜欢模仿哥哥。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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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育•悦读之《童年的秘密》读书笔记选登

探索童年秘密 汲取爱的智慧

责任编辑:蔡为为 排版/校稿：嘉洋 嘉洋国际
称

己教育的孩子，能够得到更多的了解和真正的帮
助。

这本书比较触动我的内容是“孩子的敏感
期”。敏感期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这种敏感驱使他
去获得一种特殊的品质与能力。敏感期是有有效期
的，如果孩子渴望这种品质或能力时给予理解和一
些支持，那么孩子会顺利的过渡到另一个时期。如
果敏感期遇到了障碍，那么孩子心里会混乱。孩子
在这个敏感期里，会表现出冲动和激情，直到获得
这种品质和能力，他才会感到安全。所以我需要留
意观察，至少不要成为阻碍孩子在敏感期中渴望获
得的品质和能力。

我的两个孩子的确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特别的渴
望，比如昆虫，画画。孩子特别喜欢把昆虫画出
来，并且剪下来玩角色游戏，如果没有成人的打
扰，可以玩一整天。前天给孩子们读了一本昆虫运
动会的书，孩子马上就非常有热情的去画，把每种
昆虫都画出来然后剪下来玩。很长一段时间，他们
看动画就马上去画动画里面的角色，比如《驯龙高
手》，他会把记忆中的那些龙和主人公都画出来，
再剪下来玩。

爷爷奶奶觉得孩子可以画出像样的东西，会表
扬他们。但一旦到了洗漱时间，他们画画还是投入
的时候，爷爷妈妈就难以理解了，觉得他们是任性
不听话，因为如果不早睡，很难早起。我跟孩子
说，你真的很想画的话，可以画，不过明天在时间
上需要有一些调整，比如早点完成作业。说完，我
就没有再强迫他，而是带着老二去洗漱了，直到画
完了，他很开心的过来找我。

我很庆幸没有打扰他专注时想做的事情，但同
时又引导他如何避开冲突。我现在也说不上来这种
现象是不是敏感期，但我可以确定的是，我要试着
更多了解他，支持他们在合适的时间里获得他渴望
的内在发展。改变不了孩子，那我从改变环境开
始，比如我告诉孩子，在做作业的时间上可以专心
一些，这样就可以多出来很多画画的时间。因为孩
子常常用两个小时才能做完作业，应该不是作业太
多，而是他做事情是慢节奏，加上集中注意力不
足，他无法约束自己。孩子意识到我明白他，也愿
意支持他，虽然过程是会有挫折，但还是会共同前
进。

另一个比较有感触的是，孩子发脾气的时候，
肯定是有原因的，不能单纯的理解为任性或无理取
闹。如果有孩子应该承担的责任，那么要明确的告
诉孩子，成人应该承担起的相关责任也不能忽视或
者隐藏。反而是先审视自己。另外，孩子是一个弱
者，他需要成人的一些帮助，但成人也不能自我为
中心的帮助孩子，这有可能是起反作用的。

孩子心里充满力量，但不帮助孩子，单靠他自
己是无法实现的。成人要做的就是尊重和理解，让
孩子在一个健康的环境里自我探索，必要时给一些
适当的支持，必须放慢自己的步速，必须控制自
我，有时也需要适当的退出。

我们无法做一个完美的父母，但我们可以通过
学习，做一个幸福的父母！

C版 2020 年7月10 日星期五

一年前通过幼儿园的推荐，我接触到了《童年
的秘密》这本书，通过这本书的讲解和分析，我明
白了我的孩子出现“任性”行为的根源与解决方
法，我如同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人突然找到了一座
桥，并且通过这座桥顺利而友善的帮助儿子改变了
任性的行为，让他从已经偏离的道路上重新回归。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抓住儿童的秩序敏感
期，建立良好秩序习惯。我的女儿歆歆是家里的老
二，老二出生后我依然是上班的，没有了带老大时
的全身心。加上是两个孩子的缘故，带孩子时难免
很多细节就没法注意到，也有一段时间错失了女儿
的秩序敏感期。

初次发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周末的午后。午饭
后，我将女儿哄睡后来到客厅陪伴精力旺盛的老
大，看到客厅满是孩子的玩具和刚看完散落一地的
书本，我灵机一动觉得这又是一个陪同老大养成收
拾物品的好机会，于是跟老大玩起了“我是收拾小
能手”的游戏。

半个小时后，我们将“战场”清扫完毕，两个
人开心的躺在沙发上享受整理带来的成就感（老大
自小就被我有意识的培养整理物品的习惯，对于玩
具应该摆放在玩具箱，书本应该放在书架上的秩序
都是欣然接受的）。

过了一会儿女儿睡醒了，我把她抱出房间，还
骄傲的问她：“猜猜妈妈跟哥哥做了什么厉害的
事？”女儿一脸惊奇的想着（当时女儿不到2
岁），于是我又继续装作神秘的样子让她闭上眼
睛，当我向她展示我们的杰出成果时，女儿先是一
愣，随后便是大叫：“不要！不要收起来！”，接
着立马挣脱我的怀抱，一股脑儿将书架上的书和玩
具箱里的玩具全部到处扔，期间一直哭中带喊，很
是愤怒，这让我很震惊。当她把一切弄乱后，慢慢
的安静坐下来，但还是不停的小声说着：“不要收

这段时间通过参与嘉洋国际学校

举行的“嘉育•悦读——家长的自我成

长计划”，阅读聆听《童年的秘

密》，在了解孩子、引导孩子成长方

面有了更多的认识。

首先，我开始意识到，成人要求

孩子拥有跟成年人同样的行为或逻辑

是非常不明智的。作为成人，我们不

能够用大人的思维方式，去要求孩子

或者去理解孩子。我们需要准确地去

理解和认识孩子的行为、想法以及习

惯，甚至是他们的一些看似无法理解

的行为。我们需要意识到，成人和孩

子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生命成长在

不同的阶段里差异化的需求和表现。

作为一个成人，有时我没有办法

完全理解孩子的行为，但是通过这段

时间的学习我知道，我更加应该去观

察和接纳，需要尝试去了解孩子，了

解他们在不同成长阶段的不同表现方

式。

反观自己，之所以成为今天的

我，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成长过程。其

中，有家庭对我的影响，有学校对我

的影响，还有各种人和事对我的影

响。这个成长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

程也许也蕴含着某些规律，就像植物

的生长，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他也

有自己的生命力，拥有这些条件，发

芽、开花、结果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情。

抓住儿童的秩序敏感期
建立良好秩序习惯

分享人：
嘉洋幼儿园卓越班储嘉桐妈妈 吴婷婷

开始我觉得妹妹不独立，没有自己的

想法。哥哥喜欢什么她就喜欢什么，
哥哥做什么她就做什么。比如吃饭，

哥哥用一根筷子吃面条，她看到了也
要用一根筷子吃面条；哥哥发现妹妹

学他了，马上用两根筷子吃面条，妹
妹也嚷嚷着要两根筷子。哥哥总是被

妹妹模仿、跟随，有些烦，有时很不
喜欢妹妹学他的样子。

也许是因为观察他们，我自己也
变得敏感了。我回忆起小时候，自己

就有时候像妹妹的样子，也有时候像
哥哥的样子。我也有个哥哥，小时候

也总爱跟着哥哥，喜欢听他的，因为
这个还被家人数落。另外，我也有像

哥哥的时候，不愿意被人模仿。记得
有一个表弟，暑假总是天天跟我呆在

一起，我做什么他做什么，我就很
烦，还跟他说，能不能不要老跟着

我。
我开始意识到观察的重要性，当

我去观察孩子的时候，我更能理解
他，帮助他。孩子的生命力是强大

的，他们幼小的身体里有许多神秘力
量，需要我们去认识、接纳和引导。

孩子的未来也充满无限的希望和
可能。我很感恩，孩子们在嘉洋国际

学校有一个美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我也希望自己通过不断学习，能成为

更好的家长，陪伴孩子们度过他们不
同的人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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