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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乡下，有一种神奇的小精灵，
他们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居住在我
们的身边嬉戏、玩耍。但是普通人是
看不到他们的，据说只有小孩子纯真
无邪的心灵可以捕捉他们的行迹。如
果静下心来，风声里可以隐约听到他
们奔跑的声音。” 

——《龙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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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颗中国心，我是世界小公民： 

乌南幼儿园开展国庆阅兵式活动 

 

 

红旗猎猎，锣鼓喧天。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祖国 65岁的生日，近日，乌南幼儿园开展了国庆阅兵式

活动，乌南师生意气风发，气宇轩昂，共庆祖国华诞。阅兵式还特邀了武警叔叔展示升旗和队列训练展

示。幼儿园领导及家长代表出席参加。 

伴随着嘹亮的音乐，孩子们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踏入会场，充满自信的口号喊出了孩子们稚嫩却坚

定的劲头。龚敏园长从操场上的世界地图引出中国，又延伸到祖国生日，在和小朋友轻松活泼的互动中，

进行了一个简短精炼的爱国主义教育。副园长顾萍为小朋友们的精彩表现喝彩，家长和幼儿代表相继表



达了心中的祝愿。随后，武警叔叔们威武整齐、英姿飒爽的队列表演博得小朋友的阵阵掌声。境内中大

班带来的律动操、广播操和功夫表演令人大饱眼福，有力的动作和振奋的精神面貌获得了老师和家长们

的赞叹，境外班孩子充满童趣的律动也为活动增添了一抹亮色。值得一提的是，乌南年青教师们也身着

武术服，现场为孩子送上了一台中华武术表演。阅兵式活动在小朋友们一起高唱乌南幼儿园园歌中落下

了帷幕。 

阅兵式是乌南幼儿园经典项目，从前期的准备到现场阅兵，都无不激发孩子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养成，及良好自控力和集体意识的锻炼。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我有一颗中国心，我是世界

小公民”的课程目标。 

 

 

 

 

 

 

 

 

 

 

 

 

 

 

 

 

 

 

 

 

 

 



培养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乌南境外部开展中国文化周活动 

 

 
 

近日，乌南幼儿园境外部围绕着国庆节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周”活动。 

“中国文化周”作为每年境外班的保留主题，每年 9月都会以不同侧重点开展。今年经过前期的教

研、与家委会的共同探讨，境外班教研组设计了系列中国文化体验活动：参观一次旗袍博物馆、参加一

次亲子中国服装秀、体验一次古琴文化、品尝一次中国小吃、参观一次车墩影视基地⋯⋯让幼儿从体验、

了解起步，爱上中国。 

活动开展中期，整个幼儿园的教师共同参与交流讨论，围绕集体教学活动《旗袍》以及文化周主题

背景下的个别化学习活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教师们对乌南幼儿园境外班文化周这一独具特色的背景下

如何开展集体教学、设计丰富的个别化学习活动进行了激烈的头脑风暴，为丰厚乌南境外班文化周特色

课程不断进行调适和创新。 

文化周课程，作为乌南幼儿园境外班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幼儿不出园门，就体验各国特色文化。

相信通过中国文化周活动，乌南的孩子们更加了解上海、了解中国，为做一名中国人而骄傲自豪，为生

活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而欢欣陶醉。真正成长为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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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身体、长见识，乌南幼儿园举行阅兵仪式 
中一班供稿     

 

 
 
9 月 28 日上午，阳光明媚，秋风送爽，桂花飘香，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65周年，乌南幼儿园在操场

上举行隆重的阅兵仪式。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生龙活虎，走方阵、做体操、秀舞蹈、看表演，在热

烈喜庆的欢笑声中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上午。 

龚敏园长从操场上的世界地图引出中国，又延伸到中国的生日，在和小朋友轻松活泼的互动中，进

行了一个简短精炼的爱国主义教育。武警叔叔们威武整齐、英姿飒爽的队列表演博得小朋友的阵阵掌声。

年青教师们的中华武术表演让小朋友大饱眼福。 

轮到小朋友表演了。小朋友分成数列纵队，整齐划一，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到操场中央，在许老师

的带领下，进行了队列、体操、舞蹈等表演，稚嫩的口号，活泼的动作，彰显出孩子特有的蓬勃朝气。 

通过上午一系列的活动，乌南小朋友既锻炼了身体，也在潜移默化中增加了对祖国的认知，接受了一次

生动、形象、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 

 



小小士兵齐列队，精神奕奕迎国庆 

中四班供稿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乌南幼儿园淮海分园的小朋友们终于迎来了期待已久的国庆阅兵式。小班的弟

弟妹妹们充满好奇地坐在后排观看，中班的小朋友们则穿着各班的班服，整齐地坐在前排。中四班的宝

贝们身着统一的红色 T恤和深色裤子，显得格外精神帅气。 

阅兵式的第一个环节是升旗。只见四位武警叔叔一人拉着国旗的一角，踏着正步，护送五星红旗来

到旗杆下。小朋友们可是头一回看见这阵势，一个个神情专注，聚精会神。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这时全场响起了大合唱，操场上回荡着孩子们稚嫩的童声，令人为之动容。这些可爱的孩

子们已经懵懂地明白自己是中国人，五星红旗代表着自己的祖国，而他们正在为祖国妈妈唱响生日之歌。 

升旗完毕，武警叔叔便开始表演队列操，立正、稍息、整队、跑步走、齐步走、正步走，武警叔叔

军姿挺拔、一丝不苟，全队整齐划一，纪

律严明。小朋友们看得目不转睛，兴奋之

情溢于言表，时不时地报以热烈的掌声。 

武警叔叔表演完，就轮到我们中班的

孩子大显身手啦。小朋友早就已经跃跃欲

试了，当听到老师说“中班小朋友全体起

立”时，他们齐刷刷地站起身，口中响亮

地喊着“一，二”，那精神头儿可一点儿也

不输给武警叔叔。中班各班列好队，整齐

地踏步入场。我们中四班的红色方阵尤其

抢眼，每个孩子都十分认真投入，他们抬头挺

胸，小胳膊举得平平的，小腿抬得高高的，俨

然是一个个小士兵,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列队

完毕，便开始了巧虎操和运动模仿操的表演。

这是孩子们每天练习的早操，因而跳得十分娴

熟。他们开心地蹦蹦跳跳，欢快的音乐和出色

表现感染了全场，坐在后排的小班孩子们也纷

纷跟着音乐打起了节拍，手舞足蹈起来。看着

眼前认真表演的宝贝们，我们惊喜地发现他们真的长大了，他们落落大方，自信积极，他们已经是这里

的哥哥姐姐，是小班孩子眼中的榜样了。 



阅兵式的最后一个环节是老师们的武术操。表

演的老师们换上了白色的功夫衫，其中有我们可爱

的郭老师和帅气的王老师哦。孩子们一看老师们换

了装，个个瞪大了好奇的眼睛想要看个究竟。伴着

铿锵有力的音乐，老师们一边表演着各种武术动作，

一边变换着队形，一招一式，十分有气势。孩子们

的眼中流露出钦佩的神情，他们没想到平日里和蔼

可亲、带他们唱唱跳跳的老师，原来还是武林高手

呢。 

欢愉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小小阅兵式在老师

们的精彩演出中落下了帷幕。这一次的阅兵式不仅仅是乌南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给祖国妈妈的一份生

日献礼，更重要的是希望引导我们的宝贝们能以强健的体魄、饱满的精神和坚强的意志迎接每一天。愿

我们每个宝贝都能健康快乐地成长，愿他们的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火红的十月：祖国妈妈我们爱您 

大三班供稿 

转眼，开学一个月了。金秋十月，是祖国妈妈的生日，大三班的小朋友们都非常激动，“庆生”可是

件大事儿，更何况是为祖国妈妈！围绕着“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的主题，一系列的学习、活动就此拉

开帷幕。 

 

和解放军叔叔的两次零距离接触 

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有一群人长年累月地守卫着祖国的边疆，在千千万万个或重要或偏远的地方

默默地站岗放哨。他们就是一心装着祖国、最最勇敢的解放军叔叔！有了解放军叔叔对祖国妈妈的守护，

我们才可以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提起解放军叔叔，每个小朋友都心怀敬仰。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大

多只能在电视里才能看到威武的解放军叔叔呢！  

让人兴奋的是，国庆前，在乌南幼儿园里，小朋友们不仅有

机会近距离地接触到解放军叔叔，而且还是两次！第一次见到

解放军叔叔是在我们大三班的教室里。一位解放军叔叔如“神

兵降落”，出现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教我们常规的站姿、稍息、

立正、正步走、小跑。在既严肃又欢快的氛围中，小朋友们全

神贯注地向解放军叔叔学习，时间过得飞快。等到解放军叔叔

准备离开时，孩子们个个依依不舍！有的孩子回家后激动地告

诉爸爸妈妈：“今天我见到了真的解放军叔叔！太威武了！”有

的则表示：“我长大后也要当解放军！”  

第二次见到解放军叔叔是在乌南幼儿园组织的国庆阅兵仪

式上。那天的衡山园内彩旗飘舞，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大三班

的小朋友们统一着装，排成方阵，迈着整齐的步伐，精神抖擞

地进入会场。随后，进行了“功夫操”比赛。虽然这套广播操大家训练的时间并不长，但孩子们动作到

位、整齐划一，个个都像深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在热烈的掌声中，解放军叔叔们入场了！小朋友们和解

放军们一起为伟大的祖国妈妈庆祝生日！解放军叔叔们进行了列队和变换方阵的表演。听着嘹亮的口号、

看着整齐的队列，各式阵形的变换都让孩子们惊叹不已。解放军叔叔们的精神面貌，让小朋友们热血沸

腾，生出无限敬仰。望着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每个孩子的心中都充满了对祖国妈妈浓浓的爱意！  

 

课堂知识+歌舞练习+个性化学习，全面生动地了解祖国妈妈 



如何让孩子们生动直观地了解我们的祖国？大三班的

老师们通过课堂传授知识+歌舞教学+设立个性化学习中心，

让小朋友们全方位地熟悉了解我们伟大的祖国。课堂上，小

朋友们了解到“我们的祖国有 56 个民族”、“56 个民族是一

家”、“藏族人民会向贵宾献哈达、傣族有个泼水节、维吾尔

族人民能歌善舞”⋯⋯老师又教会孩子们演唱《娃哈哈》、《献

上最美的哈达》、《国家》等歌曲，教孩子们跳新疆舞、西藏

舞。很多家长反映自己的孩子每天回家都会当当“小老师”，

载歌载舞地向家长介绍我们的祖国。大三班的教室里开设了

图书、益智、探索、美劳、音乐、建构等 6 个个性化学习中

心。如“图书天地”里，有小朋友们从家里带来的有关祖国的书籍。喜欢阅读的孩子可以挑选出自己喜

欢的书籍认真翻阅，小小的图书让孩子们看遍祖国大好河山。再结合老师在课堂上教授的知识，小朋友

们学会了有针对性地查找书籍，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内容，用眼看、用脑想、用心记。在建构中心，孩子

们在了解中国最有名的建筑后，自己动手搭建长城、天安门⋯⋯多管齐下的教育形式，使孩子们对祖国

的了解越来越多，也越来越热爱我们的祖国。 

 

“小脚走遍神州”，双手绘出美丽的祖国 

别看孩子们岁数不大，但大家跟随爸爸妈妈去过的地

方可不少！这不，大三班的小朋友们用自己的双手画出旅

行故事，然后在老师的帮助下装订成册，绘声绘色地向小

伙伴们描述自己眼中的祖国。  

有的小朋友去过首都北京，在天安门看到过庄严的升

旗仪式；有的小朋友去过东北，在冰天雪地里畅快淋漓地

玩耍；有的小朋友去过内蒙古，看到过大辽阔的大草原；

还有的小朋友去过三亚，被美丽的海景所陶醉⋯⋯孩子们

通过绘画相互交流各自的所见所闻，“我们的祖真大”、“中

国是世界上好玩的地方最多的国家”！自豪感油然而生！ 

 

树立时间观念和责任意识，潜移默化间消除“零准备” 



大三班教室里有一张时间表，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来园时间、运动时间、

早餐时间、学习时间、游戏时间、午睡时间⋯⋯清晰的时间观，是大班阶

段孩子们必须树立的。坚持早睡早起、克服上学迟到现象是我们的首要任

务。老师每天都会为孩子们准备一张“签到纸”，小朋友们根据各自到校

的时间，逐一签上自己的名字。8：15 前到校的孩子，“你真棒”；8：15—8：

30 到校的孩子，希望“继续保持”；对于 8：30 以后到校的孩子，鼓励

“明天早一点哦”！签到制执行一个多月来，孩子们时间观念强了，迟到

者越来越少。 

“任务本”是这学期的

新名词。大三班的小朋友们

人手一本漂亮的软抄薄，每

天，老师都会给我们布置一

点小任务：或是回家为爸爸妈妈表演当天在学校里学会的

儿歌；或是准备一点明天需要带到学校的小物品。小朋友

们会在“任务本”上用自己的方式写写画画，或许有些青

涩难懂，但这些都是孩子们自己能看得懂的符号。“任务本”

启用不久，现在再也不用老师群发飞信通知家长了，小朋

友们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记得今天的小任务，责任意识大大

提升。中班下学期开始的“新闻播报员”活动还在火热进

行中！一周一次的轮播制，小朋友们不仅牢记住了自己当

播报员的日期，还能主动与家长一起挑选新闻、认真准备。孩子们会把自己的新闻稿放到我们的“东方

直播室”里，按国际、国内、法律、娱乐、我身边的新闻类别将自己的稿件准确分类，大胆自信地用自

己的语言向小伙伴们讲述有趣的新闻。  

 

别看刚升入大班没多久，孩子们的变化可大了。在温暖有爱的乌南大家庭里，在老师们的悉心教育下，

小朋友们越来越自信，知识面开阔了很多，能力也增强了不少，不愧为幼儿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  

 

 

 



记大一班的小红帽志愿队 

大一班家委会，陈可家长蔡萍文供稿 

赵梓安妈妈何佩黎照片 

开学伊始，大一班的小朋友突然发现自己转眼间已经从初进校园时读小班时的小弟弟、小妹妹，

成长为了校园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了，小朋友的心情很激动，爸爸妈妈的心情欣喜而复杂，一方面很开心

看到小朋友们的成长，一方面想到这将是在乌南幼儿园学习生活的最后一年，心里又很依依不舍。 

还没有来得及细细体味这份心情， 开学后作为小

哥哥小姐姐的第一份光荣的任务来了。大 一班的小朋友

们将成立小红帽志愿队，去淮海园分部安 抚、陪伴新入学

的小班同学。接到任务，小朋友们纷纷分 工起来，有的作

为引路员，带小朋友找到自己的教师；有 的作为安抚员，

要进小班教室安抚陪伴小弟弟、小妹妹 们；还有卫生

员，引导小朋友入园洗手；安全员，协助 小朋友安全上

楼梯。我的女儿要做安抚员，我跟她开玩笑，如果看到小弟弟小妹妹哭，你会不会也跟着一起哭啊？女

儿笑着说不会，说我会帮他们擦眼泪，叫他们不要哭的。 

这天早上，大一班的小红帽志愿者们比平时更早来到学

校。很多小朋友平时早上起床磨磨蹭蹭的，这天一想到要做志愿

者了，起床都特别干脆。到了淮海园分部，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各就各位，纷纷投入地做好人生第一次志愿者工作。李仲麟

小朋友作  为引路员特别尽职，一次次楼下楼上，手拉手把弟弟妹

妹们送到自己的教室。看到有个小朋友进幼儿园以后在哭，马上

有个小志愿者跑到他身边安 慰他，还说：“小

弟弟，你不要哭，这个幼儿园 的 饭 菜 很 好 吃

的。”有些小朋友在幼儿园门 口站久了有点脚

酸，小朋友刚刚想找面墙靠 靠，又马上站直

了。女儿回来告诉我说，给好 多小朋友擦眼泪，

整整用完了一包面巾纸呢。 

在小朋友入园短短的 一个小时里，大一

班的小朋友尽显了大哥哥大 姐姐的风采，帮助

小弟弟小妹妹的同时，也锻炼 了自己。到了 9点，



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又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回乌鲁木齐路总园，圆满收工，实践了做一个小小志愿者

的心愿。 

女儿在乌南幼儿园里经历的点点滴滴，这些小而美妙的活动，常常让我这个做母亲的心里有很多

感慨。乌南幼儿园，有用心良苦的老师，造就了这多么可爱的一方净土，女儿在这里成长，体会到了真

善美，感受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让心里总是有阳光照耀，时时温暖。 

 

 

                       
 
 
 
 
 
 
 
 
 
 
 
 
 
 
 
 
 
 
 
 
 
 
 
 
 



那一场美丽的相会 
中国传统服装亲子秀 

                       乌南 D班 Amy 妈妈供稿 
     中国服装就如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进步的体现。为了让孩

子们充分感知这种“美丽的文化”，丰富他们的精神境界，滋养真、善、美的心灵，在他们糼小的心里播

下热爱生命、热爱生活的种子。9月 26日，班级老师专门策划了一台别开生面的中国传统服装亲子秀。 

    
 

这天，老师、小朋友和爸比妈咪们都穿上了美丽而别致的中国传统服装，许多孩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如此丰富多彩的中国服装，他们即领略到了旗袍的古典秀美，格格装的华贵绚丽，长袍的庄重文艺，还

有唐装的精致靓丽等等，各色服装配上老师精心准备的绣花伞、丝绸扇、眼镜，小包，发带、项链等等，

每一个人的造型生动形象而又妙趣横生。来吧，让我们尽情的唱，尽情的跳，尽情的展示自已吧！今天，

这里是属于我们自已的舞台和欢乐盛会！ 

     
 走秀环节对小朋友们来说是一项挑战，但是在爸爸妈妈和老师的鼓励下和热烈的现场气氛中，孩

子们的表现都相当完美，他们伴随着悠扬的中国音乐，踩着节拍，落落大方的完成了自已的动作。有的

还别出心裁的创作了自已招牌亮相动作，现场充满了我们的笑声、喝采声和掌声。 



 
马老师安排了一项特殊的活动，她将家长带来的各种服装配饰编上数字，让小朋友报出自已所抽到

的编号，再去寻找对应号码的物品来完成对自已的装扮，这是一个寓教与乐的细节，这样让孩子们在游

戏中又潜益默化的增加了对数字概念的理解。小朋友们把平时学到的知识很好的运用了起来，展示了自

已的能力和智慧。看到了他们的成长，家长们喜悦而感动。 

 
这是一次多么美丽的相会，也是一次多么友爱和欢乐的聚会，让我们期待着每一次和你们同在一起的

幸福时刻！ 

 

 

 

 

 

 

 



中国文化周之中华情、风华绝代 

                      国际 C班任尚卿（Stanley）妈妈供稿 

   中华古国上下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了文化传承乌南幼儿园在九月拉开了中国文化周

的帷幕，国际 C班的小朋友、家长们和老师们在一起品味了一道文化的盛宴。 

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华精神文化的体现。C班的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在 Martin妈妈的带领

下走进了中国茶文化的世界里，通过茶道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可爱的茶宠，“茶宠”顾名思义就是茶水滋养的宠物，多是用紫砂或澄泥烧

制的陶质工艺品，喝茶时用茶蘸茶汤涂抹或剩茶水直接淋漓，年长日久，茶宠就会温润可人，茶香四溢。 

小朋友们明白了茶宠 不仅有吉祥

寓意更有文化气息。其次，认识了茶具的一种-盖碗，盖碗是一种上有盖、下有托，中有碗的茶具。正所

谓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暗含天地人和之意。小朋友们也了解了如何使用盖碗品茶，揭开碗盖，先

嗅其盖香，再闻茶香。饮用时，手拿碗盖撩拨漂浮在茶汤中的茶叶，再饮用。接着，Martin妈妈介绍了

几大种茶叶的四种，白茶、绿茶、红茶，乌龙茶，并且让每个小朋友都闻了这几种茶叶的香味，而小朋

友们都觉得大红袍的香味最特别，因为它透着一股淡淡的焦糖味。 



由于茶叶里含有较多咖啡因，幼儿虽然不能喝茶，但是喝完的茶叶却有很多用处，比如可以煮茶叶

蛋，泡脚，放冰箱去除异味，抗癌抗氧化等等。所以在茗茶活动中，不仅小朋友们了解了中国博大精深

的茶文化，连妈妈们也着实学习了一把茶道，品了一壶好茶。 

 

    结束国庆长假后，国际 C班又有新动向了“妈妈旗袍秀”，此次活动也是为中国文化周画上一个圆满

的句号！为了让小朋友们能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中国旗袍，Candy 老师特别安排了两位妈妈穿上韩服和和

服作与旗袍作对比。在小朋友们进入礼堂的时候，妈妈们早已神秘的等在门后准备给 C班的小朋友们大

惊喜呢。     

  伴随着韩国经典歌曲大长今的旋律，第一位穿着韩国传统服饰的 Stanley妈妈出场了，小朋友们都积

极发表了对韩服的看法，有的觉得领口很特别，有的觉得袖子很漂亮，还有的认为裙子很美。在认识完

韩服后，即将登场的是身穿日本传统服装的 Toby 妈妈，伴随着樱花的优美旋律，Toby妈妈迈着舞步缓

缓走来，小朋友们有一阵兴奋因为他们看到了又是一件平时很少见到的服装，大袖子、锦带、大印花，

都特别的漂亮。在了解及欣赏了韩国和日本的传统服饰后，今天最最重要的中国旗袍秀即将登场！ 



 

   七位身穿中国传统服饰的妈妈缓缓走上台，集体亮相在小朋友们的面前，掌声响起，小朋友们都开心

的叫了起来。每位小朋友都说出了自己喜欢的旗袍，有喜欢 Daniel妈妈的毛茸茸袖子的，有喜欢 Mila

妈妈的孔雀刺绣图案的，有喜欢 Martin妈妈的大花刺绣的，有喜欢 Anya妈妈的红色旗图案的，也有喜

欢康泰妈妈和 Midu 妈妈的特别纽扣设计的，还有浣龄妈妈的青花瓷印花的，总是雀跃声不断，小朋友们

都表达了对旗袍的看法，气氛相当热闹。最后七位妈妈两两走秀，再一次展示了中国女性的柔美似水，

端庄典雅。小朋友们也上台和妈妈们一起走上一段，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以及美妈们的优雅台步中拉

下帷幕。 



      

    国际 C班不仅在园内开展了一系列的文化周活动，还在老师们和家长们的带领下走出校园，走进了

幽篁里参观了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手中爱不释手的器物“古琴”又称“七弦琴”。 

       

在进园后，古琴老师们便热心地介绍了古琴的历史、外形、技法和文化意义，并且演奏了一首动听

的古琴曲子，在细细聆听了幽篁里老师们的演奏后，小朋友们也聆听了自己拨动琴弦后那安静悠远的琴

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古琴艺术独树一帜而备受推崇，符合中华传统文化追求意境、崇尚内

在和寓意含蓄的特征，它含藏着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内核，体现了古人修身悟道的德行，而成为人格培

养和精神升华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对于中班的小朋友来说可能深奥了点，但此次幽篁里古琴参观确实让

小朋友们认识了这么具有中华名族传统文化特色的乐器—古琴！                  

 
 

 

 

 



我们的大中国,好大的一个家 

大二班陆嘉妮妈妈供稿 

    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

进入十月，我们大二班的小朋友迎来了

“祖国妈妈我爱你”的大中国主题月。    

十月是我们祖国妈妈的生日，今年她已

经 65岁啦！看，小朋友们一起来给她过

生日！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除了为祖国妈妈准备了生日蛋糕，

小朋友们还举行了国庆小阅兵。大家雄

赳赳气昂昂、精神抖擞的走过五星红旗、

走过主席台。还为老师和家长带来了国

粹——中国功夫操！以此来庆祝祖国成

立 65周年。 

    当然，我们小朋友们还学习了许许

多多关于祖国的小本领！爸爸妈妈老师

们为小朋友们介绍了祖国许多地方的

历史呀、风貌呀、特色呀！于是小朋友

们知道了首都北京天安门的国旗是和

太阳一起升起的。知道了香港是在 1997



年才回到祖国怀抱的。知道了宝岛台湾的故宫博物院里的宝贝：“红烧肉”（肉形石）、“大白菜”（翠玉白

菜）和“白瓷娃娃枕头”（婴儿枕）。还了解了在山东威海发生的甲午海战、在福建莆田的妈祖庙和四川

的美味小吃。这都要谢谢爸爸老师和妈妈老师！ 

    学习了这么多小本领，当然要展示一下

啦！于是我们在这个月的家长开放日上，为

爸爸妈妈们带来了一场紧张但又有趣的《祖

国知识我知道》知识竞赛。比赛中，除了结

合学习的知识进行了必答题、抢答题以外，

还有表演题和爸爸妈妈加分题。看到小朋友

们不但记住了那么多的知识，还欣赏到小朋

友表演的新疆舞、西藏舞、功夫操和歌曲舞

蹈，爸爸妈妈们既惊讶又欣慰。举着奖状，

感觉小朋友们又长大啦！宝贝们，你们真棒！ 

 

 

 

 

 

 

 

 

 

 

 
 
 

 



 
10月中四班月报-爸爸进课堂 

程月琳爸爸供稿 

新的一学期眨眼间马上两个月就要过去了，在小朋友们各种丰富多彩的园内活动中，爸爸进课堂活

动也如期而至了。爸爸们也一如既往的活跃，积极发挥各自的才艺踊跃报名，在本学期中将为小朋友们

带来故事，歌曲，诗歌，京剧，小实验等诸多精彩的活动。本月的 22日就首先由程月琳的爸爸结合了中

四班 10月份的动物主题为小朋友们带来了温馨而又充满想象的绘本故事《逃家小兔》。 

“红眼睛，长耳朵，短尾巴，爱吃萝卜和蔬菜”

开场的小谜语还没有念完，机灵的孩子们们已经争先

恐后的喊出了谜底“兔子，兔子，是小兔子！”爸爸

也在小朋友们高涨的热情中开始这个有趣的故事。这

个获奖无数的经典故事讲叙了一个小兔子和妈妈玩

语言捉迷藏的简单故事：一只小兔子突然对妈妈宣布

说他要“跑走了”——尽管后来我们知道，这并不是

出于他的叛逆或是遭遇了什么委屈，他不过是想知道妈妈有多么爱他。这位机智而又豁达的妈妈，没有

惊诧，甚至没有问一个为什么，而是欲擒故纵地说：

“你要是跑走了，我就去追你，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

呀！”紧接着，一场在幻想中展开的欢快而又奇特的追

逐游戏就开始了。小兔子上天入地，可不管他扮成小

河里的一条鱼、花园里的一朵花、一块高山上的石头，

还是一只小鸟，身后那个紧追不舍的妈妈总是能够抓

住他。最后，小兔子逃累了，依偎在妈妈的身边说我

不再逃了，于是妈妈便喂了他一根象征爱的胡萝卜。

娓娓道来的故事很快就抓住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小朋

友们的思想也紧紧跟着故事里的小兔子来到了小河，

花园，大山，天空和大海。等到最后小兔子又回到了

妈妈的怀抱，小朋友们都会心的笑了。 

在后面的互动环节中，爸爸让小朋友们展开自己

的想象，想象自己有一天会变成什么，孩子们丰富的

想象力让在场的老师和爸爸都忍俊不禁。男孩子们希

望变成恐龙，潜水员和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女孩子们希望变成花朵，帆船还有“我想变成花仙子，可



是我不能告诉你，因为这是一个秘密。” 

第一次的爸爸进课堂活动就在孩子们此起彼伏的回答声中愉快的结束了。相信随着活动的继续开展，

后面爸爸们一定会为我们的小朋友们带来更加丰富也更加精彩的活动。 

 
 
 
 
 
 
 
 
 
 
 
 
 
 
 
 
 
 
 
 
 
 
 
 
 
 
 
 
 
 
 
 
 
 
 



捏面人 
境外 B班小牛牛妈妈供稿 

  梧桐叶落的清秋九月，上海乌南幼儿园迎来了中国传统文化周。9 月 29 日，中国工艺美院上海分会

会员，传统面人儿技艺传承者张树生老先生来到国际 B班，向小朋友们展示捏面人技艺的风采，并与小

朋友们一起分享自己动手创造面人儿的乐趣。 

    老先生慈祥的询问了小朋友们的属相，三只小老鼠举起了小手。眨眼间一个粉红色，黑眼睛的小老

鼠就出现在大家面前。不一会儿，一只土黄色大眼睛的奔牛悠闲的趴在了草地上。接着老先生开始手把

手的教小朋友自己捏面人儿。纺锤形的白色面条儿对折起来变成了小兔子的两只耳朵。各种彩色的小面

条排排站，再稍稍搓一下就会变成金刚鹦鹉彩色美丽的尾巴。小朋友们拿着自己做成的面人儿，唧唧啾

啾的扮演起了森林里的对话。本次活动由国际 B 班家委会发起，两位妈妈担任了志愿者，协助小朋友完

成他们的创作。  

    捏面人也称面塑，是一种制作简单但艺术性很高的汉族民间工艺品。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就已

有文字记载。它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再加上色彩，石蜡、蜂蜜等成分，经过防裂防霉的处理，

制成柔软的各色面团。 

  捏面艺人，根据所需随手取材，在手中几经捏、搓、揉、掀，用小竹刀灵巧地点、切、刻划、塑成

身、手、头面，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便脱手而成。 

 

 

 

 

 

 

 

 

 

 

 

 

 

 

 

 

 



多彩的十月 

国际 G班 Eric妈妈供稿 

这个十月，上海的秋天格外可爱。满眼是明媚的阳光，斑斓的色彩，当然，还有国际 G班丰富多彩

的主题活动。 

 

制定连环主题的班级家委会计划 

首先，在班主任老师的带领下，家委会迅速制定了本学期的工作重点与动作计划。把宝宝的自我保护意

识和良好的学习习惯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家长和老师都做了很多观察和思考，一方面，升入小班，宝宝

的社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自我表达能力都飞速进步，身为老师和家长，我们在鼓励宝宝勇敢探索周

围的同时，有必须确保他们的各种安全。与其在我们的保护的羽翼下去探索有限的世界，不如教会宝宝

自我保护的方法。为此，我们悉心的设计了贯穿整个学期的家长老师进课堂活动，旨在通过讲故事，做

游戏，甚至角色扮演的形式以温和而生动的方式告诉宝宝如何保护自己的安全与隐私。 

 

《谁也别想把我骗走》 

好的计划配合好的实施，本月第一爸爸老师带来了一个精彩的故事《谁也别想把我骗走》。宝宝们听得聚

精会神，出乎意料的将内容全都记在心里，晚上班级微信群了，家长们纷纷自豪的表示，今天宝宝放学

自豪的分享了他们的故事，并学会了举一反三，看来真的是谁也别想把宝宝们骗走了。 

 



 

 

寓教于乐的英文公开课 

新学期我们迎来的新的英文老师，为了尽快让家长和老师相互熟悉，制定适合宝宝们的英文课程，教学

形式以及沟通机制，G班在 10月 21日举办了外教老师的第一次公开课。虽然开学仅一个多月，宝宝们

却迅速熟悉了 Megan老师，更让很多家长惊讶的是，很多平时比较腼腆的宝宝在课堂上却主动的举起小

手回答问题。更难能可贵的是，课后所有的家长立即召开了全班家长会，感谢和支持老师辛勤教育的同

时，也提出了很多更好的建议。 

 



 

 

万圣节狂欢派对，每天只吃一颗糖！ 

宝宝们对万圣节的期待与喜爱真的是太热烈了。万圣节活动也在 10月 30日下午热热闹闹的展开了，

家长，老师，都被宝宝雀跃的情绪所感染。在老师，家长的换装配合下，不一会教室里就充满了“白雪

公主，南瓜公主，蜘蛛侠，蝙蝠侠，吸血王子，海盗船长”等可爱的“小精灵”，光是看着宝宝们可爱的

造型都已经让大人们忍俊不禁。“滚南瓜”的环节，宝宝和家长相互配合，相互鼓励，开动脑筋，勇夺第

一。在老师和家长的带动下，宝宝们更是自信满满趾高气昂的展示了万圣节“T台服装秀”，落落大方，

最后的定格 pose更是将“走秀”这个概念演绎得淋漓尽致。 



 
 

十月就在全班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结束了，但宝宝们以一个又一个惊喜带给家长们无限的欣慰，并对

老师及幼儿园辛勤工作的无限感激。 

 

 
 
 
 
 
 
 
 
 
 
 
 



 
A PEEK INTO THE CLASS DURING MORNING SESSION 

By Agatha Chew, Valerie’s Mother 
Class D 

 
On this Friday morning, parents of Class D were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mingle, and watch how 
their children play and learn in class.  
 
As the kids streamed into the classroom, they were asked which role/character they would like 
to be that day. They could choose from being a parent who could prepare food and do washing 
up at home, or being a doctor or nurse to dispense medicine to the sick, to a 
restaurateur/shopkeeper selling yummy dumplings and spring rolls, and even being a cartoon 
character in the hit Disney movie “Frozen”, singing “Let it Go”. The kids can take turns 
on the stations/segments they liked, donning costumes and headgear appropriate for each 
role-play. 
 
For me, it was just so entertaining to watch the little ones pretend to be someone else. They 
look so cute in their little aprons and scarves! I have to commend on the quality of the station 
set-ups and props, some of which are toys — I love the little handmade dumplings and spring 
rolls and the steamed bamboo baskets. There obviously had been real effort poured into making 
the role-play seem more realistic to the children, as the stations are made out of cutout foam 
boards and cardboard awnings, etc.  
 
I think the purpose of role-play is a great idea at this young age, as it allows children to 
discover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ole they have taken on, and at the same time give them 
room for imagination, all these while interacting with other children and the caregivers. 
 
There was a brief morning break of biscuits and milk. The kids seemed eager to consume their 
share of food, and quickly returned to their role-playing mode after gobbling down the food. 
When it was time to tidy up, they were happy to put the props and toys away, without whining 
or complaining. I wish I could enjoy that same kind of attitude at home all the time! 
 
English lesson was up next and the students sit in a semi-circle with Katie at the center front. 
The lesson started with greetings from Katie to each student, and he/she had to return the 
greeting in English. High-fives included! Then flash cards were brought in. Today’s theme 
was Halloween, and the focus was on the letters G, S, P, W, M, J. My guess is that this was 
a revision lesson, as Katie asked if anyone remembered the words and pictures on the flash 
cards. Enthusiastic hands were stretched up high in the air and answers were resonated through 
the class. After going through all the cards, a game of passing the pumpkin ensued. Jenny played 
the music as the pumpkin gets passed around. When the music stopped, whoever got the pumpkin 
had to pick the card with the correct letter that formed the first letter of the word on the 
flash card Katie was showing to the class, and read what’s on it. On average, each student 
had 2 goes at telling the class what’s on the cards. H ugo had volunteered to be ‘mummified’ 
with toilet paper for each correct answer. By the end of the lesson, he looked like a handsome 
mummy! It was definitely a fun lesson. All the kids knew what monsters look like! 



 
From my personal observation of these two class sessions, I had found the caregivers to be 
extremely patient and encouraging toward the children. They were always calm. My own daughter 
strangely had separation anxiety this morning as she had thought that I was going to leave 
her there alone whilst other kids had their mommies with them. She sobbed and I was not able 
to console her or pinpoint what was wrong. But Jenny came to her side and tried to comfort 
her. She told me that kids at this age can still be clingy sometimes. She said it’s normal 
and we let my daughter be. Sure enough Valerie was fine after she immersed herself into the 
day’s activities. Jenny and Katie’s approach to the children are relaxed, yet encouraging 
and not pushy.  I must not forget the fastidious Teacher Zhou, who was busy disinfecting the 
table tops, arranging the little chairs, tidying up, reminding the children to wash their hands, 
and making sure they drink enough water throughout the day. 
 
During the meeting with Katie, she explained what she normally does in her English classes, 
and ideas among the parents were exchanged. We discussed how we encourage the use of English 
language at home. Katie also suggested we could try to speak only English with our children 
during dinner once a week. Some parents strongly recommended the use of Leap Frog learning 
materials. Using music and educational cartoons were other suggestions. Some parents suggested 
that the children could learn how to spell as they learn how to read through repetition. There 
were also concerns with Math. Some parents wish that simple Math can be introduced. Anxiety 
seemed be sinking in already for parents aiming to enroll their children in primary schools 
that hold aptitude tests at entry level. 
  
Overall, it has been an insightful experience for me, and I’m sure it is the same for other 
parents. It has been interesting to see what goes on in the class, and watch our children play, 
learn and interact with their classmates and caregivers. I now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my daughter goes through in school, and my husband and I are glad that she has enjoyed 
herself at Wunan Kindergarten so much. To make learning consistently fun and effortless is 
a rather demanding task and I think Jenny and Katie have nailed it! So, thank you teachers! 
 
 
 
 
 
 



 
幼儿学数技巧 



境外 A班供稿 

 

 

在十月中旬境外 A班举行家长沙龙主题为”在家中怎样培养孩子学数学”. 班上有很多家长为孩子

学数的课题上有不少问题, 这次请到两位班上妈妈及经验丰富的李燕老师跟其他家长分享. 

 

(? ) 最重要一点是让孩子喜欢数学,结合生活学习数,让幼儿能运用数. 不要给孩子盲目地不停

做题目,使孩子害怕数学. 

使用日常家居用品或玩具进行数数练习. 

例如: 超市买东西时, 让孩子帮忙计算; 

让孩子帮忙摆放餐具时,计算家中有多少人需要多少只筷子等等⋯⋯. 

(? ) 重视儿童探索的过程,不要把直接的经验告诉儿童, 而应让儿童用自己方法探索中学习数学从而

加深对数学认知. 

(? ) 激发儿童学习数学的兴趣,了解儿童学习数的规律,从具体形象实物到抽象,也要尊重儿童不

同的成长速率. 游戏是儿童最喜欢的活动,也是儿童数学教育的有利手段, 利用游戏形式进行抽象的数

学知识的学习,能够有效地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提高儿童思维的积极性,使儿童在愉快中轻轻松松有趣

味地学习数学. 

(? ) 家长可以与儿童分享经验,但更要大力支持儿童用自己的方式学习数学. 

(? ) 还有家长介绍了一些实用数学教具方便在家中教儿童数学. 

例如: 1-100数字板,让儿童认识数字排序及每个数字之间关系,方便日后儿童计算加减法; 

数字与筹码数字教具,帮助儿童了解数字与量的关系, 认识奇数与偶数. 

 



 

        1-100 数? ?            数字与筹码   

 

这次家长沙龙让我们了解到儿童学习数学要在轻松愉快中探索和学习才会事半功? 。 

 

 

 

 

 

 

 

 

 

 

 

 

 

 

 



大手牵小手 书香伴童年 
——记樱桃班首次家长开放日活动 

                                  小一班雍冠仪妈妈供稿  
                

金秋十月瑰丽多姿，小一班的各种家园活动更是丰富多彩。10月 22日、23日，小一班的小朋友们

在班主任顾老师的带领下，和爸爸妈妈一同参加了乌南幼儿园组织的家庭安全日以及家长开放日活动。

通过一系列寓教于乐的实践，小朋友和家长不仅学到了知识，更收获了成长与幸福。 

在家庭安全日活动中，家长和小朋友们一同学习了如何过马路的常识、火灾地震的自我保护、家庭

儿童伤害防护、儿童紧急救治等多方面的安全知识。通过卡通人物表演、模拟灾害场景、看交通标志骑

小自行车等亲身体验，孩子们对于各种安全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和感性的认识，家长们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更加系统地学习到了如何有效保护幼儿，并且知道了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正确引导孩子进行自我保

护。 

 

家长开放日活动，更是成为了家园互动的“立交桥”，

爸爸妈妈们第一次看到了宝宝们在幼儿园吃点心、游戏

玩耍。特别有意思的是，爸爸妈妈随着孩子们走进了乌

南幼儿园的“亲子书吧”，书吧里品种丰富的绘本图书、

充满童趣的书架、舒适可爱的粉色沙发不仅吸引着每一

个孩子，也让家长们仿佛置身在一个童话世界里。孩子

们自由地选择心爱的图书与爸爸妈妈一同分享阅读的快

乐，家长们耐心地为孩子们讲解字里行间的故事，书吧

里书香弥漫、其乐融融。 

活动中最精彩的部分要数班主任顾老师带领着宝宝们阅读经典绘本故事——《小蓝和小黄》，顾老师

充满童趣和爱心的演说不仅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也使家长们学到如何引导孩子阅读绘本故事。亲子

活动后，从事图书出版发行工作的冠冠妈

妈与家长们分享了如何挑选少儿图书的心

得，倡议爸爸妈妈们从图书印刷装帧质量、

图书品牌品质等多方面为孩子把关，帮助

孩子选好书、读好书，之后大家纷纷就孩

子们的阅读情况做了交流沟通。最后顾老

师建议家长们努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读书

氛围，在“悦读”中激发宝宝们丰富的想象力，让书香伴随孩子们的成长。 



通过这两次的亲子活动，爸爸妈妈们惊喜地发现，通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孩子们已经完全融入了乌

南幼儿园这个快乐温馨的大家庭，他们在老师辛勤的耕耘下，飞速地成长，作为家长的我们，也要跟上

孩子的步伐伴随他们的每一次跨越。亲子活动的时光是短暂的，

带给所有孩子们的快乐和家长们的启迪是恒久的。 

 
 
 
 
 
 

 
 
 
 
 
 
 
 
 
 
 
 
 
 
 
 
 
 
 
 
 
 
 
 



“小二”开店 
---“小二”班 10月主题活动记 

小二班林玄同爸爸供稿 

 
在金秋十月的美好日子里，“小二班”的家委会正式成立了，“小二班”的小二们也开始忙碌起来。

随着“小二”西点创意坊，“小二”银行以及“小二”医院的陆续开张，小伙伴们纷纷融入到了欢乐、有

趣、丰富的各项主题活动中。 

首先，我们改造了我们教室大环境，当你走进“小

二班”，周围的环境布置会让你耳目一新，精美的桌布、

清新的植物角、可爱的装饰，使得进入教室的每一个人都

感到了幸福与温馨。 

 

不仅如此，在小

二班的教室里时常还

会有独特的上海小资

风情，三个小栅栏、一套小茶壶、几把悠悠椅，淡雅的风情，构成了

我们的“书香茶香”，路过此处的您，是不是也想进来坐会儿啊？ 

其次，在肖老师、陈老师的策划指导下，家委会的成员分工协作，

策划完成了一个个主题活动的方案。10月，我们选择了“小二”开店

系列的情景互动活动，旨在让小伙伴们能够充分的沟通与交流，体验

集体的乐趣。活动得到了家长们的热情参与大力支持，全套的医用设

施、专业的大厨服饰和工具，连 ATM刷卡机、公交车、梳妆台化妆品

也都有了，把我们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小伙伴们断然不会舍弃了这么好的东东，各位小二们在“小二”店中扮演着各种欢乐的角色，你做

大厨、我做医生，警察、公交司机、乘客、吃客一个也不能少，看着他们从事着各项专业的工作，瞧他

们那种专注、热情、天真的劲儿，这一幕幕都感动了微信群中所有关注他们的爸爸妈妈们，心中都不由

自主的说出，“宝贝儿、真棒”， 让大家在紧张

的工作之余感受到了孩子们的喜 悦之情，感受到

了幸福的愉悦。 

在各种角色的扮演中，我们 的小二们把他

们在生活中的发现都表现的淋漓 尽致。“小二”

开店系列主题活动，不仅培养了 他们的观察力

和模仿能力，同时也让小二们都 在游戏中体会

到了什么是团队、什么是分工、 什么是交流、什

么是沟通，行为习惯的培养是这 个年龄段最重

要的教育内容。 

刚进乌南二个月，乌南让我 们感受到的是

快乐与幸福，小二班的小伙伴们 和爸爸妈妈们

正在体验和享受着这份人生中的 喜悦。身心健

康、习惯良好、快乐学习、分享 互助的教育理

念融入在师生员工们的点点滴滴 辛勤工作中，小

二班作为乌南快乐家园中的一队小小兵，正在迈着欢快的步子幸福成长。 



家长开放日 
小四班张子叶外公供稿 

    今天，乌南小四班的家长们早早地和孩子们一起来到幼儿园，参加家长开放日活动。刚走进教室，

老师就告诉家长，今天的家长开放日活动家长只是观察，不参与幼儿的活动。 

幼儿们像往常一样结伴玩了起来。有的在糖果店里整理糖果；有的在厨房里烧饭，带着厨师帽，系

着围兜；有的在快餐店服务，端上三明治请顾客品尝；有的当司机握着方向盘开车呢，大声吆喝“车到

了，谁下车呀？”；有的在衣橱柜前打扮，来一次万圣节时装秀；图书角里妈妈与女儿在读书，还有围在

老师身边的孩子们正听着老师的故事呢⋯⋯ 

音乐声响起，小朋友搬好小椅子，围成一圈，听老师点评。点评完，接下来请孩子们自己讲。“今

天我们做游戏不一样，有那么多家长看着我们。”“我今天很漂亮，是心怡妈妈帮我扎了两个小辫子。”“我

今天是送快递的，明天我要当警察。”“今天我烧了好多菜给大家吃”⋯⋯ 

    点好名之后，搬着自己的小椅子放到餐桌前，洗手吃点心，吃好点心放好碗和小抹布，又搬着小椅

子回到原来的位置，准备老师上课了⋯⋯ 

    8 点到 10点，家长们饶有兴趣地观看着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入园不到二个月，呵呵，他们已经开始

“训练有素”了。懂得结伴游戏，懂得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搬小椅子，洗手，物归原处，放回餐具等）。

看到孩子们生活自理能力的提高，家长们的脸上都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接下来家长们转场，到六楼会议室进行家长沙龙活动。孙老师主讲幼儿自理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崔

梓蕴妈妈、周诩哲妈妈、张心怡妈妈、周瑞程爸爸和罗唯中爸爸分别交流了自己的经验与体会。 

    沙龙结束时，谢雨桐妈妈、张心怡妈妈、穆憬廷爸爸、吴思贝妈妈和李卓为爸爸等五位家长自愿担

当月底秋游的志愿者，协助老师组织好幼儿入园后的第一个秋游。 

    散会时家长们意犹未尽，边走边聊，期待着下一个家长开放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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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爱的与最美的 

小三班 杨云皓妈妈供稿 

    今年的金秋十月出现了沪上不多见的好天气，在这最美同时也是最适合郊游的季节中，我们小三班

组织了班级家委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去到位于朱家角的大千农庄，来一次精彩的亲子一日游。

我在前期联系场地实地考察时既紧张又兴奋，反复和各方讨论着细节，同时，家委会其他妈妈们的细心

和周到也深深感动着我。咱们有负责统筹账目明细的，有安排往返车辆接送的，有收集照片视频制作纪

念本的，还有自掏腰包制作横幅的。大家都尽心尽力的想为此次的秋游做足准备。全班每一个宝宝都积

极报名，家长们也都调整工作以便能全情投入。     

                             

 

暖暖的阳光，绿绿的草地，在湖畔翩翩起舞的天鹅，再加上孩子们最纯粹的笑容，构成了这一天最

佳的风景，从对自然环境的探索中，身为家长与孩子间的默契也在潜移默化间滋长，家长之间也通过这

次活动获得了良好的沟通。 



    

    活动当天所进行的项目丰富多彩，男孩女孩之间互相鼓励，相互搀扶，共同完成了他们的“勇敢者

之路”。而多项活动中，小河摸鱼最让孩子们兴奋了，当天活动地准备了 5公斤大大小小的野生泥鳅河鱼，

无论是小孩子，还是“大孩子”都齐齐上阵，欢声笑语一片，惊喜接连不断，大家时而撩起袖管比一比

赛一赛，时而又团结一心“并肩作战”，最后在孩子们的一致同意下很有爱心地将小鱼儿全部放生了。 

  

当夜举办的篝火晚会是最温馨感人，大家围在营火边上都非常兴奋，习惯了钢筋水泥中的灯光，面

对难得一见的温暖篝火手拉着手唱歌跳舞，放飞寄予祝福的孔明灯，连一向“稳重”的爸爸们也兴致高

昂地跳起了竹竿舞。 

     

当天还是班中杨云皓小朋友的生日，全班同学都给他唱了生日歌，送上了爱的抱抱和生日祝福，在

篝火边分享了甜甜的蛋糕，也许这样的场面会在孩子们的心中永远留下一幅温暖的画面吧！ 

 





 

 

第一次郊游活动的圆满举行，为今后班集体的各类活动铺展了良好的开端。相信在将来的日子里，

家长们一定会再接再厉，在孩子们的健康成长道路上更多的点缀些精彩难忘的瞬间。                    

 

 

 



  

 

Trick or treat?! 这是

万圣节的时候，小孩子们

穿着各种古灵精怪的服

装去周围讨糖的时候说

的话，意思就是不给糖就

捣蛋！这个西方传统的节

日可能是除了圣诞节外

小孩子们最喜欢的节日

了。 

今年的10月31日正好是

个礼拜五，乌南路国际班

的老师和学生们自然不

会错过，在孩子王陈老师

的带领下，境外 H班的小

精灵们准备开始讨糖啦！

下午3点孩子们早早的穿

好了服装，正拉着小伙伴

们互相欣赏着彼此的装

扮。对于有些小朋友来说

是第一次上学，也是第一

个和这么多小朋友一起

过万圣节，所以一定要让

爸爸妈妈们多拍些照片

纪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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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功的从学校老师和

保安叔叔那里讨到了美

味的糖果之后，孩子们

来到了教室楼大厅向各

位爸爸妈妈们讨糖。 

小伙伴们手牵着手，看

到满眼五颜六色的美味

的的糖果和漂亮的气

球，他们真的是惊呆了！

简直沉醉在了这个奇幻

的天堂。 

其实这次活动的成功，

离不开陈老师，Megan

老师，和万老师的组织

和带领，也离不开各位

家长们的配合与支持，

各位爸爸妈妈都带来了

最好吃的糖果，有的家

长带来了搞怪的装饰，

有的带来了可爱的服

装，还有的带来了好玩

的气球。 

欢乐的时光总是很快，

虽然只有很短的时间，

但是孩子们都体验到了

这个独特的西方节日的

气氛，相信这一个个别

开生面，热情洋溢的万

圣节画面一定会深深的

刻在孩子们美好的童年

记忆当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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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幼儿园境外 E班十月刻南瓜 

 2014 的金秋十月，境外 E班的活动非常丰富，其中让家长和小朋友一起参与动

手的刻制南瓜灯成为了十月的亮点！ 

 南瓜是万圣节的标志性象征，用南瓜雕制南瓜灯也是一个万圣节的传统活动。

南瓜灯的来源最初源于爱尔兰。传说有一个名叫杰克的人非常吝啬，因而死后不能

进入天堂，而且因为他取笑魔鬼也不能进入地狱，所以，他只能提着灯笼四处游荡，

直到审判日那天。于是，杰克和南瓜灯便成了被诅咒的游魂的象征。人们为了在万

圣节前夜吓走这些游魂，便用芜菁、甜菜或马铃薯雕刻成可怕的面孔来代表提着灯

笼的杰克，这就是南瓜灯的由来。小朋友们饶有兴趣的在听完老师讲的这个故事，

在故事的指引下，大家对制作南瓜灯又多了一份兴致，开始发挥自己的想象在家长

们的协助下动手动脑，乐趣无穷！ 

 我们班的爱心妈妈们早早把买回来的南瓜表面用干净抹布刷洗干净，挖空里面

的南瓜籽，这样方便了孩子们的制作。大家用彩笔在南瓜上描绘出南瓜的表情，当

然需要什么样的风格，就要看你自己的个人喜好了，然后就可以根据之前描绘好的

南瓜表情用刀具开始雕刻。孩子们的想象力是无穷的，有的在南瓜的眼睛上画上长

长的睫毛；有的给南瓜带上了一副眼镜；有的在南瓜上画上一张又大又丑的嘴还有

一颗蛀了的牙；还有的给南瓜打上了腮红。在雕刻完毕之后，南瓜灯基本就已经大

功告成了，最后在南瓜底部放上蜡烛固定好，帮它盖上头盖就可以挂在门前点燃了。 

 自制一款创意南瓜灯，锻炼了孩子的动手能力，发挥了孩子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感谢幼儿园和老师们的安排，刻制南瓜的制作非常成功，在短短的一个小时里境外

E 班南瓜灯制作正浓。小朋友纷纷说：“做好我的南瓜灯，穿上我的万圣服，我就

可以去要糖果了。”一时间，欢笑声阵阵！ 

 







 

 

 

 

 



乌南幼儿园开通“视界.乌南”双语微信公众平台 

为了满足广大境外家长的需求，同时实现乌南幼儿园的资源共享，近日，乌南

幼儿园在已有中文微信平台“视界•乌南”的基础上推出了英文微信公众平台，为

广大关注乌南的用户实时推送英文版的微信资讯，经过一段时间的试运行现已正式

投入使用并成功运作。 

与中文版名称相呼应，乌南英文版的微信公众平台名为“WunanHorizon”，其

寓意亦为“一起阅读乌南的故事，浸润多元文化，捕获教育灵感，打开广大阅读者

的视野”。 

“WunanHorizon”内容丰富，包括世界、社会、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实时英

文资讯与信息，让广大用户领略世界多元节日与多彩国家文化，同时定期向家长推

送和教育相关的双语信息，包括亲子育儿、亲子游戏及亲子阅读等内容，传递最新

最快的国际教育价值观和教育理念，此外也继续在中文版本已有的“乌南故事”的

基础上增设，推送双语版“乌南故事”以及“乌南动态”，让更多的人了解乌南，

走进乌南。 

期待“视界.乌南”双语微信公众平台“WunanHorizon”，能够让孩子更进一步

地了解精彩的世界，也期待乌南幼儿园真正成为“视野启蒙”的乐园。 

    

    附“WunanHorizon”的相关信息 

    如何关注 Wunanhorizon微信公众平台 

    1）通过搜索微信号添加：打开微信→→→进入“通讯录”界面→→→点击右上

角的加号，进入添加朋友界面→→→在搜索框中输入微信号“WunanHorizon”→→

→您将会看到“WunanHorizon”→→→点击下方的关注→→→完成添加。 

    2）通过公众号搜索添加：打开微信→→→进入“通讯录”界面→→→点击右上

角的加号，进入添加朋友界面→→→点击下方的“查找公众号”→→→搜索

“Wunanhorizon”→→→您将会看到“WunanHorizon”，点击进入→→→点击下方

的关注→→→完成添加。 

    3）通过二维码添加：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扫一扫”，

进行二维码扫描→→→点击下方的关注→→→完成添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