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典Neue Schule 的九⽉

NEUE SCHULE
ZEITUNG

充满着激情与愉悦，我们的新学年开始了！

九⽉

新学年开始了，终于⼜回到了新冠进⼊我们⽣活之

前的样⼦。摘掉⼝罩，让拥抱和欢笑点亮每⼀张会

说话的脸。⼀个如梦幻般的学年，⼀个不再因恐惧

⽽失去欢乐的学年。祝⼤家新学年快乐！

2022年9⽉



祈福仪式

校际新闻

我校的⼀位毕业⽣，在初中第⼀天放学回到

家⾥，对她的⺟亲说：“这所初中那是什么
祈福仪式！在Neue Schule学校，我们等着
特蕾莎夫⼈来我们班上，⽤罗勒和圣⽔为我

们浸湿净化。在这所学校⾥，竟然没有⼈

来！” 记忆就这样建⽴了！



体育周

“好的⼀天从清晨开始”，为了庆祝欧洲体育
周，我们的⼀天从健⾝运动开始。所有的学

⽣和⽼师，甚⾄⼀些家⻓们也都参与其中，

接下来的⼀天还会有历年的体育展、体育游

戏，以及关于预防孩⼦摔伤的演讲。

校际新闻  -   体育周 



乒乓球

校际新闻  -   体育周 

在Neue Schule欧洲体育周的庆祝活动中，
我校毕业⽣及乒乓球运动员Mark Stafford
来我校为我们亲爱的学⽣们演⽰他最热爱的

此项运动。⾮常感谢你Mark！ 祝你永获佳
绩！ 

柔道

我 校 同 学 们 有 幸 观 摩 欧 洲 柔 道 冠 军

Ευαγγελία Γαβαλά、我校毕业⽣及柔道运
动员Παναγιώτη Σακκά的柔道展演。⾮常
感谢你们！



Neue Schule的孩⼦们是⼩⼩游泳能⼿了！孩
⼦们每周会在太阳城的公⽴游泳馆上⼀节游泳

课。孩⼦们很快便掌握了这项宝贵的技能，这

对他们的体质发育以及⽔下⾏为益处多多。 在
我们国家是绝不允许溺⽔⽽亡这类事情发⽣

的。 

游泳，游泳！

校际新闻

它的到来为我们的⽣活带来了⽆限的快乐，

它教会了我们如何去爱护流浪动物，与我们

⼀起玩耍的时候，会帮助我们消除对⼩狗的

恐惧⼼理。 它是每个孩⼦的忠实朋友，对游
戏充满了兴趣，总是期待着钟声响起后，便

可以出去与孩⼦们⼀起游戏。它安静地坐在

那⼉，期待着被抚摸，⾝上抚摸它的⼩⼿越

多它便越是开⼼。欢迎你Horhe！我们⾮常
爱你！ 

狗狗HORHE



在学校正式开学前⼏天，幼⼉园的⼩朋友们会被

安排到院⼦⾥玩游戏，以这种⽅式欢迎他们的到

来。 ⼩朋友们通过游戏彼此相互认识，同时认识
他们的⽼师。另外，孩⼦们与他们的⽗⺟⼀起在

⼩靠垫上画画。⼩朋友们，祝你们开学快乐！  
 

让我们彼此加深认识！

⼩⼩班新闻

我们的幼⼉园热爱环境，⾃制回收桶便是最

好的实践证明。孩⼦们通⼒合作，最终的成

果让他们感到了⽆⽐喜悦和⾃豪。 

废物回收!



如果班级的课堂守则是由孩⼦们⾃⼰决定并签字

的，那么这些守则⼀定会被严格遵守。我们的⼩

朋友们经过思考、讨论，最终决定他们想要遵守

的规定，以此确保同学间的和谐相处，这意味着

不再需要⼤⼈们来达成共识。相反地，我们还需

要听他们的！ 

我们的守则

⼩⼩班新闻



⼩学部新闻 ⼀年级

在德国，当⼀个孩⼦出⽣时，⽼师会种下⼀棵

树。 当孩⼦进⼊⼀年级的时候，就会⽣出⼀个三
⻆形的果实，⾥⾯装满了礼物。 ⽗⺟们来到学校
为他们的孩⼦做⼀个盛满美丽故事和美好机会的

果实 (Schultüte)，孩⼦们将在进⼊⼀年级的第⼀
天收到这份果实。 

SCHULTÜTE

每个⼩组都需要规则，即成员之间的协议，

以确保⼩组的有序运作。 我们的前辈们⾮常
清楚班级⼩组需要什么才能够正常运作。 每
个部⻔都会认真讨论研究那些孩⼦们认为重

要的规则，我们每个⼈都在上⾯签了名，并

努⼒遵守这个协议。 

我们的班级协议



旧校址

九⽉是⼀个与⼀年级的⼩新⽣们谈论很多内容

的⽉份，因为他们从此刻开始了⼩学⽣活的第

⼀步。在此转折时刻，我们带领孩⼦们参观了

位于普拉卡的学校⽣活与教育博物馆。在那

⾥，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学校过去的样⼦，那

个年代孩⼦们穿的⾐服，绿⾊的⽊课桌，以及

⽤粉笔书写的⿊板。孩⼦们还了解了那个时期

的上课⽅式，此外，也认识了当时的学⽣们所

使⽤的餐具。孩⼦们坐在旧课桌前，似乎⼜回

到了旧时光，令⼈难以忘怀！

⼩学部新闻 ⼀年级 



 9⽉26⽇星期⼀，我们参加了体验式教育项⽬“从
葡萄树到葡萄酒”，让孩⼦们⻅识了由葡萄汁变成
⾹醇葡萄酒的整个神奇过程。

该活动是在⼀个独特的，拥有悠久历史的地⽅开

展的，占地⾯积为 250 英亩。孩⼦们在那⾥参观
了有机葡萄园，并被带⾄酒庄，了解了 Pyrgos
Vasilissis 的有机葡萄酒是如何⽣产和装瓶的。
作为此次体验活动⽬的的⼀部分，孩⼦们对传统

的⽊制按压器有了了解，它除了可以⽤来压榨新

鲜的葡萄，百吉饼作坊也⽤它来发酵⾯粉。

我们度过了愉快⼜有意义的⼀天！ 

从葡萄树到葡萄酒 

⼩学部新闻 三年级 



9⽉27⽇星期⼆，四、五、六年级的同学们来到了
kavouri海滩，参加了世界海滩清洁的志愿活
动“我加⼊，我成为办法”，该活动由希腊海洋环
境保护协会⿍⼒⽀持。孩⼦们分组，分别携带了

确保个⼈卫⽣的必要设备，收集并记录了沙滩垃

圾。 整个任务完成后，我们的⼩⽣态学家们还进
⾏了细致地观察，并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了

讨论。 

海滩清洁

⼩学部新闻 四-五-六年级 



在我们全体同学顺利参加了2022年5⽉在雅典德
国学校举办的德语考试后，成绩于9⽉公布，分别
有四年级的  Internationale Vergleichsarbeiten
A1 、 五  年 级 的  Internationale
Vergleichsarbeiten A2 以及  六  年级学⽣的
Deutsches Sprachdiplom Stufe I (DSD I/B1) 。
孩⼦们表现突出，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们的年

龄虽⼩，但是A1 达到 了100%通过率，A2 达到了
98%的通过率，DSD I (B1) 达到了  75%的通过
率。 可喜可贺！

考试成绩

⼩学部新闻 德语

我们⼀年级的⼩新⽣们在放德国书籍的布

袋上绘画。 最后在上⾯写上⾃⼰的名字后
挂起、晾⼲。 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时，
⼤家都⾮常兴奋。 在德国，使⽤布袋是传
统，这样能够让孩⼦们更近地树⽴⽀持⽣

态的信念。 

我们的德语⼩背包



五彩斑斓是如何炼成的？仅凭⻩⾊、红⾊和蓝⾊

是否能带给我们彩虹上所有的颜⾊？还有，球和

⼩汽⻋是如何作画的？我校⼀年级各班的同学们

分组，利⽤⼩汽⻋、球还有海绵在校园内绘画。

艺术可以变成游戏吗？

⽤海绵、球和⼩汽⻋作画的
绘画⼩组

⼩学部新闻视觉活动

艺术中的动意义为何？从九⽉开始，四年级

的同学们观察知名艺术作品中的动态表现。

我们画的对象便是最天然的模特——“会动”的
同学们！我们从动态艺术以及艺术家泰奥杨

森 的 作 品 获 取 灵 感 ， 创 作 了 动 态 雕 塑

（mobilé）。

动态的表现



值此国际和平⽇之际，⼀年级的同学们参考希腊

艺术家Yiannis Kounelis的作品创作了⼀件视觉艺
术品。

作为贫穷艺术的先驱，他通过在艺术中使⽤⽇常

材料，创造出了极具戏剧元素的装置。

2004 年，在被毁坏的萨拉热窝图书馆中，⼀摞
厚实的书籍挡在了⼤⻔处。语⾔、⽇期和主题提

醒着我们知识的⼴泛性与⽂字的⼒量。

我们的孩⼦们⽤⾊彩描绘了和平与战争。他们设

计并剪裁成书。在我们图书馆的橱窗上，竖起了

⼀⾯我们⾃⼰的书墙。

我们今年的和平信息是：

“知识阻⽌战争。” 

世界和平⽇

⼩学部新闻 视觉活动



童话故事的困惑......当匹诺曹遇到了⼩红帽会发⽣
怎样的故事呢？⼤灰狼是如何帮助丑⼩鸭融⼊集

体的？九⽉份是⼆年级的同学们最喜爱的童话故

事⽉。通过戏剧化和⾃由即兴创作，孩⼦们的想

象⼒得到了发挥，舞台基本技巧得到了训练和提

⾼，同时就有关社交话题，如接纳与协作，获得

了感悟。

童话故事的困惑

⼩学部新闻 
戏剧

在德语戏剧课上，⼀年级的学⽣们练习了与

宇宙相关的词汇。 ⽽他们的学习指南书便是
埃⾥克 .⽪巴雷的童话故事《遮⽉亮的⼈》。
通过⾃由创作即兴发挥的舞台训练，我们的

⼩学⽣们成功地搭建了遮⽉亮的⼈的幕帘，

还有他们独⼀⽆⼆的宇宙！

遮⽉亮的⼈



作家和插画家⽤⽂字和颜⾊在纸上书写和描绘了

他们梦想中的家园，并邀请我们去探索它们。 ⼆
年级的同学们认识了奇妙的⼉童书屋。书屋打破

了平衡定律，神奇且独特，在这⾥你可以品尝，

可以闻，还可以⽤你的创新来点缀我们的图书

馆。

   丰富有趣的⽂学屋 

⼩学部新闻 爱读书



绘本《⼤灾变》是 Mariacho Ilustrachos 的处⼥作，讲
述了⽔的⽆穷⼒量，以及⼈类在⾯对⽓候变化时的冷漠态

度和对规划的⽋缺，同时强调了有效合作的重要性。  

画册类书籍 

⼩学部新闻 书籍推荐

那⽇清晨，整个城市都湿了！ 换句话说，你可以从⼀端
看到另⼀端的⽔。起初，他们看到这些还以为是个玩乐的

好机会，⾬鞋、玩耍，随处都是可聊的话题，在学校⾥有

很多乐趣，从餐馆到博物馆，处处都是惊喜。 但随着时
间的推移，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因为⽔位在不断上
升，许多动物们都处于危险之中，没有⼈知道该怎么做。

只有⼀个⼩家伙知道该如何应对他们所⾯临的灾难。

故事概要 

ΠΑΤΑΚΗ出版社发⾏

图画⼩说

ΚΕΔΡΟΣ出版社发⾏

有⼀个希腊⼈，在克⾥特岛很⻓时间⼀直在寻找他的家乡，后来

他来到了⽶蒂利尼，从⽶蒂利尼港乘船前往对⾯的海岛艾⽡利。

这⼀天，他被淹没在历史中。那是作家 Fotis Kontoglou所描绘的
他说处的时期的艾⽡利。那时的艾⽡利海岛上只⽣活着希腊居

⺠，城市⾥洋溢着万圣节的⽆忧⽆虑，欢笑声飘荡于盛宴中，与

曾经的古希腊时期相连，与穆斯林邻居以及同胞间和睦共处。

故事概要

Soloúp 的灵感来⾃于他⾃⼰的⼀次艾⽡勒之旅，之后便尝试创作⼀
部融合了历史、政治、哲学、思想、感受、个⼈幻想，并以著名作

家的伟⼤作品为推动⼒的图画⼩说。 这是⼀次穿越历史的⿊⽩旅
程，游⾛于幻想与现实之间，渗透⼊⼈类的灵魂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