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实验学校 35周年校庆暨第 11 届艺术节闭幕活动方案（上网版）

一、主题：艺海时光

二、指导思想：

本次艺术节以“艺海时光”为主题，开展各项艺术赛事及展示活动，庆祝我校 35 周年校庆。

本次艺术节旨在以艺术为载体，提升学生审美意趣，搭建学生展示平台，展现实验艺术成果。

正值我校 35 周年校庆，本次艺术节以艺术为载体，带领学生了解实验历史，走进校友故事，理解实验文化。

三、艺术节组委会

活动承办：上海市实验学校初中部·艺术组

领导小组：徐红、马季荣、瞿祖芳、陈兴冶、陈慧

策划小组：张瑶、程晓蕾、袁万萍、朱琳、肖忠民、张琦、郭海燕、傅筠、朱晓红、曹怡、朱潇清、徐心涵、姚腾、孟晓明、陈敏、

张旻舒、朱卫、浦洋、宋姑来、李婉琪、刘咏梅、潘英姿、李琼、谢寅、薛梦超

集团校协办：范莉

后勤保障：金珉、干晓云、王昌国

四、总体安排 ：2022 年 5 月 20 日

五、闭幕式活动安排

1. 活动形式：①艺术视角看世界——家长课程②艺术云游园 ③闭幕仪式

2. 活动对象：三校区全体师生

3. 活动时间：5月 20 日（周五） 中学部——13:15-16:30 小学部——12:50-16:30 田林国际部——13:15-16:30



中学部作息时间调整：5月 20 日（周五）第六节课与 5 月 23 日（周一）第二节课升旗仪式对调

高中时间表 高一、高二年级 高三年级
初中、初中国际部

时间表
初中、初中国际部

12:30-13:10 第五节课（正常上课） 第五节课（正常上课） 13:00-13:40

35周年校庆暨第 11届

艺术节闭幕活动

13:20-14:00

35周年校庆暨第 11届艺

术节闭幕活动

第六节课（正常上课） 13:50-14:30

14:10-14:50 第七节课（正常上课）

14:50-16:30
14:50-16:30

35周年校庆暨第 11届
艺术节闭幕活动

4.直播平台：

① 家长课堂：各班腾讯会议、QQ 等平台，详见下文

② 中学部“解码实验”云游园：腾讯课堂 SES 直播、上海市实验学校视频号同步直播

③ 闭幕仪式：腾讯课堂 SES 直播、上海市实验学校视频号同步直播

学生教师观看平台：腾讯课堂 SES

直播链接如下：

https://ke.qq.com/webcourse/2537352/102642177#taid=9050075915794312&lite=1

校友等其他社会人士还可通过“上海市实验学校视频号”同步观看：

微信搜索“上海市实验学校视频号”
图 1：腾讯课堂

SES 直播二维码

图 2：上海市实验学校

视频号二维码

https://ke.qq.com/webcourse/2537352/102642177


六、闭幕活动流程和方案

（一）闭幕活动流程

环节
各校区时间安排

平台
中学部 小学部 田林国际部

家长课堂

13:15-13:30

网络测试

13:30 -14:10

家长云课堂

（各班导师参与）

12:50—13:30

家长云课堂

13:15-13:25

网络测试

13:25-14:00

家长云课堂

1.中学部各班家长课堂平台详见

下表

2.小学部、国际部根据各部实际通

知情况开展

艺术

云游园

14:20 -14:40

“解码实验”云游园

（各班学生及教师）

家长课程总结答谢

（仅相关家长参与）

13:35—14:40

艺术单项十佳选手

风采展示

14:00-14:35

校庆 35 包袋&

艺术节表演等展示

1. 中学部云游园：

腾讯课堂、视频号直播

2. 家长课程总结答谢：

#腾讯会议：928-223-757

3.小学部、国际部根据各部实际通

知情况开展

闭幕仪式 14:50-16:30 三校区直播
腾讯课堂、视频号

同步直播



（二）中学部家长课程安排

校庆暨艺术节闭幕活动 中学部家长课程信息表

班级 负责家长 主讲人姓名 意向平台 腾讯会议号 讲座主题

中一 1班 相宜成妈妈 浦丽娜 腾讯会议 275 462 822 无限的可能-玻璃艺术

中一 2班 宗成霖爸爸 宗晨 腾讯会议 601 673 969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with all

this future
中一 3班 张惟一妈妈 徐钰婕 腾讯会议 567 914 631 Let's play jazz！
中一 4班 罗一澜妈妈 曾进 腾讯会议 636 875 215 科幻小说极简史

中一 5班 黎昊源妈妈 倪洋 腾讯会议 322 571 470 创意循环动画创作

中二 1班 于展懿妈妈 徐贤佩 腾讯会议 702 783 092 艺术视角看世界

中二 2班 马浩文妈妈 马敏娜 腾讯会议 997 781 032 古今中外绳结艺术

中二 3班 唐可欣妈妈 王庆慧 腾讯会议 984 726 808 观环球影视 品魅力音乐

中二 4班 叶梓晴妈妈 徐倩俐 腾讯会议 345 935 257 开启第三只眼，采撷生活细碎

中二 5班 汤盛元妈妈 赵嘉嘉 腾讯会议 381 3159 0009
迪斯尼动画片中女性角色的变

化 The Evolution of Disney
Princesses

中三 1班

骆徐喆妈妈姚米

安妈妈周子末爸

爸矫安然爸爸

徐引引，孙韵清，

周有林，矫立克
腾讯会议 392 981 8981 舌尖上的艺术

中三 2班 韦泊宁妈妈 兰梦宁 QQ 层析魅力

中三 3班 刘晔宸妈妈 吴艳妮 腾讯会议 466 591 7528 艺术反映的社会生活——抗疫篇

中三 4班 杨周昊爸爸 杨志飞 腾讯会议 528 405 225 计算机绘画艺术

中三 5班 季浩康妈妈 张蓓 腾讯会议 430 734 518 如何用艺术表达自己



国际部 67年
级

陈筱乐爸爸 陈强磊 腾讯会议 138 484 622 艺术视角看世界

国际部 8A8B 王悦诚妈妈 高其昌 腾讯会议 931 455 009 和你一起分享舞台剧与影视表演

的背后故事

高一 1班 万里程妈妈 樊成娇 腾讯会议 917 748 258 艺术视角看世界----吉祥年画

高一 2班 余和谦爸爸 余骏 腾讯会议 609 373 611 元宇宙新世界

高一 3班 梁霆辉妈妈 王波舲 腾讯会议 432 822 414 艺术视角看世界

高一 4班 蒋心成妈妈 吴丹青 腾讯会议 426 573 131 一茶一世界

高一 5班 廉天一妈妈 吴轶 腾讯会议 557 299 563 镜头中的诗章

高一 6班 黄楚珺爸爸 黄涛 腾讯会议 738 268 963 建筑·艺术

高二 1班 楼宇鹏妈妈 彭先哲 腾讯会议 453 753 787 合唱艺术鉴赏与教学

高二 2班 卫子清妈妈 王星普 腾讯会议 945 737 677 书法艺术鉴赏

高二 3班 袁凡宸妈妈 郎颖 腾讯会议 409 186 0083 艺术走向世界

高二 4班 米玥爸爸 米晓军 腾讯会议 790 861 714 摄影与鸟的世界

高二 5班 金宜家妈妈 陈超 腾讯会议 720 381 973 敦煌故事会/千年千里·云赏敦煌

高二 6班 贺允博妈妈 杨科科 腾讯会议 335 825 5977 浅析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

（三）闭幕活动教师志愿者安排：

活动总负责：程晓蕾、朱琳、朱晓红、郭海燕、孟晓明

教师团队负责：瞿祖芳、袁万萍、张瑶、曹怡

视频摄录：孙羽洁、学生电视台

家长接待、证书发放：徐心涵、陈恺颀、薛梦超

任务卡及宣发设计：徐心涵、姚腾、李婉琪

新闻、公众号：徐心涵、姚腾、朱炎玮、吴海丰、禹舜尧、蔡颖怡、李琼、钱晶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