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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走进宝瓶

宫 

     

 进入新的一年

之后，白天就像兔子

跳起来的样子似的，

猛然向前一蹿——

变长了。 

白雪覆盖大地，

覆盖森林，覆盖江河

湖泊，所有的一切，

都仿佛进入了沉沉

的酣睡。 

在一派死寂的白

雪覆盖下，其实蕴藏

着强劲的生命力，尤

其是萌芽与绽放的

力量。松树和云杉把

它们的种子藏在结

结实实像小拳头一

般的球果里，保存得

非常完整。 

 

——摘自

《森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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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民俗迎蛇年 乌南宝宝乐翻天 

记乌南幼儿园“欢腾迎蛇年，四天乐翻天”系列活动 

刘晓炯、林娉婷老师供稿  

   

  

  

  度过一个愉快的寒假后，孩子们踏着时光的节拍，舞动美丽的翅膀，又欢聚

在乌南幼儿园，一同迎接充满希望、充满生机的 2013 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

里，一大早乌南幼儿园的全体教职工们就忙碌起来，搬锣鼓、贴窗花、搭轿子、

包红包，为的是让乌南的孩子们充分感受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魅力，使春节成

为孩子向往的节日。 

  第一天，书记沈莉萍和副园长顾萍，分别带领各班老师们身穿唐装，在总分



 

部校门口接待孩子，送红包、送祝福！上午，各班自行开展了全园大拜年活动，

依据幼儿情况向不同的人拜年，结对送戏上门，大家相互送“新年吉祥话”。 

  第二天，伴随着热闹的民族乐曲，乌南衡山园迎新年开心民俗会正式拉开了

帷幕。孩子们手持自己的民俗体验护照，自由选择去分布在幼儿园各处的民俗体

验馆参与活动。画一画今年的生肖：蛇，做一做元宵节的传统灯笼；套上大头娃

娃、乘上老师们抬起的轿子体验浓浓的年味。欢笑声响彻乌南。 

  乌南淮海园小白楼举行了大手小手才艺秀，每个班级都精心准备了一个节

目，在舞台上展示给所有的大观众、小观众看。有的班级表演了舞龙舞狮、有的

班级表演了新春歌曲、有的班级表演了童话剧、还有的班级表演了《种太阳》的

舞蹈。通过乌南的舞台，让幼儿更加自信、更加快乐、更有成就感。 

  作为乌南经典文化体验活动，“开心民俗会”在体验民族文化的同时更为孩子

们创造了自我管理及培养时间观念的契机。在历时 45 分钟的活动中，孩子们完

全通过自己的判断和思考，为自己的护照添上了无数印章，这份成功的喜悦将伴

随孩子们，鼓励他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继续前进。而乌南幼儿园也将在今后继

续为把孩子们培养成拥有一颗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而努力。 

  
 

 

 



乌南幼儿园开展假期专业培训 

  近期，乌南幼儿园拉开了为期两天的假期培训的序幕。乌南领导班子与教师全程参与到

培训的活动中。 

    创意美劳——激发教师无限的创意和想象   来自澳洲专业的美工艺术专家组成的研发

团队 China Zart 的老师们走进乌南衡山园大

礼堂，与全体乌南的教师们展开了一场关于幼

儿创意美术领域的思维碰撞。最为精彩的是老

师们以“海洋”“蛇”等为主题进行的集体创作。而

在剖析作品的同时，David 老师也向在座的老

师们强调说明了美术在幼儿园阶段的重要性、与教室环境和幼儿互动的紧密关联性，在现场

热烈的活动中，教师感受到：美术活动中，教师应尽可能的给孩子多提供一些图像、影响、

材料等，激发幼儿的想象。优秀的美术活动以及环境创设能够带给孩子的是一个集感官、思

想、感受、兴趣和知识于一体的内在世界。 

    分析思考——丰厚教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  首先，各年级组作了精心准备，将各自

一学期围绕着乌南课程方案所作的深度探究与思考进行了组合汇报。接着，园长龚敏作了专

题引领，她先出示了一幅《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的绘画作品，让老师们欣赏，又展示了所

收集的关于这个作品的背景资料。“如果你来

上这节课，你会怎么予以构思呢？”现场教师

就目标定位、环节推进纷纷发表了自己的想

法。龚园长又展示了网上一些教案，肯定了

大家的想法与亮点。最后，她就“今天如何提升集体教学活动的效率”为主题，结合案例详细

介绍了优秀的美术欣赏活动开展的几个要点，将幼儿年龄特点、课改方向等新的理念进行了



分析和提炼。 

短短两天的头脑风暴与实践操作引发了在场每一位乌南教师对幼儿教育的深思，结合

假期作业——自学《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乌南人将进一步为下学期的提升做好充

分的思考与准备。 

供稿：刘嵘；摄影：王嘉忱 

家园合力，发挥家委会正能量： 

乌南幼儿园召开园级家委会总结会 
张莹 老师供稿 

   

 

   

 

1 月 18 日下午，在乌南幼儿园总部的会议室里，由副园长顾萍主持，沈

莉萍书记、龚敏园长及各班教研组长以及乌南幼儿园各班家委会主席齐聚一

堂，召开了本学期期末园级家委会总结会。 

  会议伊始，龚敏老师从办园思想、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以及下学期推

进四个方面回顾了乌南在过去的一个学期中的工作与成效。顾萍老师则对家长

满意度测评做了深度剖析。中二班与小二班的家长代表展示了这学期在与教师

进行家园合作方面所做的努力与成果。之后，家委会成员就项目组的划分进行



 

了分组讨论。在分组讨论中，家委会成员就幼儿园应急小组、宣传小组、评价

小组、活动资源小组在过去一个学期中工作的成效与不足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对新学期工作的开展进行了计划与展望。 

  通过一个学期园方和各级家委会的一起努力，家委会在幼儿园运作的每一

个方面都发挥了正能量，让乌南真正成为孩子、家长、教师共同成长的乐园。

家长工作是乌南幼儿园的一大特色工作，在多元文化共生共长的幼儿园课程实

施过程中，乌南将更加关注家长群体文化，于顺应中适应，本着理解、尊重、

接纳、包容的心态，固守乌南熟悉的领域，开拓新的研究版图 
 

 

 

 

 

 

 

 

乌南深研幼儿冬季运动内容 

林婴 供稿 

  

 

  最近气候变化与空气质量，一直是个敏感话题。1月 17日，乌南在调整幼

儿运动时间与场地的同时展开了幼儿冬季运动的研讨，以中班教研组为引领，

党支部书记沈莉萍、园长龚敏、副园长顾萍、乌南运动特色教师潘浩翰以及园



 

内各个年级组的教师共计 20余人共同参加此活动。 

  活动当天，天气晴朗，上午 8：00，教研组长根据当天气候温度与手机播

报的户外空气质量指数，确定实施户外区域性运动方案。而隔离班则进行室内

锻炼。9:15各班师生与观摩教师等陆续来到淮海园操场上，共同观摩中班的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参与到体锻运动中，运动场上的丰富的材料以及带有情

趣地运动场景吸引了打击，同时大家还看到了孩子对于教师提供的材料以及场

景所表现的投入度、参与度。下午，紧扣现场观摩开展现场教研。由区骨干、

乌南中班教研组长姜岚就本学期中班户外区域运动研究的组织实施及初步成

效向大家做了现状分析，大家就自己在实践中的调整与策略进了交流。如：调

整了冬季的热身环节，专门编制了冬季热身操；分享了冬季运动中的保育，强

调“三脱、一垫、一热”；针对冬季户外特定因素，运动中增加挑战性策略，

使孩子们运动热情更高涨等等。 

  最后，区骨干、乌南运动特色教师潘浩翰进行了点评，龚敏园长也作了引

领。通过研讨，大家达成共识：关注温度、关注空气质量，做适当的调整，但

绝不能草率的剥夺孩子们运动的权利。教师在创设幼儿园区域体育活动的过程

就如同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调整的原则应牢牢把握孩子的年龄特点，把握课

程实施的教育价值，体现幼儿活动的生命力。 
 

 

 

 

 

 

乌南幼儿园选择性活动接受家长验收 

                                                                                 张莹 供稿 

   

       

    1 月，乌南幼儿园选择性活动接受家长验收，开展选择性活动家长开放日。乌南幼

儿园包括科学探索、跆拳道、国际象棋、围棋、中国水墨画、戏剧英语、中外绘本阅

读在内全部选择性活动悉数开放给家长。 



 

  乌南幼儿园一贯致力于培养幼儿的多元发展、发挥每一个幼儿的优势。在独创的

选择性活动中，设立跆拳道、英语戏剧、围棋、国际象棋、中国水墨画、轮滑、科探

小实验等课程，给予幼儿一个展示特长、挖掘潜能的舞台，从而培养其成为自信、大

气、乐观的新时代世界小公民。选择性活动不仅受到家长、孩子们的欢迎，也盘活了

园内园外教师与社会资源。如：中外绘本阅读由园长龚敏老师亲自执教，围棋聘请专

业棋院教练予以教授，而英语戏剧表演由中外教担当。 

  家长们在观摩了孩子们的一节选择性活动之后，纷纷表示选择性活动为家长在家

中指导孩子指明了方向。一位孩子参加中外绘本阅读的奶奶表示：原来书还可以这么

读！ 

  乌南幼儿园选择性活动一方面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性，同时也给予教师一个专业

技能展示和提升的平台，为促进教师专业成长，培养新形势下勤思考、有文化的学习

型教师而努力。 
 

 

 

 

 

 

 

 

中国娃迎新年 

——记中三班“快乐成长”迎新活动 

1 月 18 日下午，我们中三班的孩子们齐聚在汇贤居。一场具有中国意味的迎

新活动即将拉开序幕！西方迎接新年节日谓圣诞节；东西方共同的迎新节日谓元

旦，那么中国有没有特有的迎接新年的节日呢？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展开了前



期讨论。在讨论中，我们不仅初步熟悉了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并对春节的风

俗习惯有所了解。孩子们对此充满兴趣，兴致勃勃要进行中国娃的迎新活动！经

过认真、紧张的节目排练，活动即将开始了。爸爸妈妈们坐在台下。我们的小小

歌唱家、小小舞蹈家准备就绪。  

女生小组唱歌声优美动听；男生的歌曲铿锵有力；女生舞蹈《摘果子》优雅

灵动，惟妙惟肖的舞姿中仿佛真的看到了一颗颗饱满可口的大苹果；男生舞蹈《大

鞋和小鞋》则精神帅气，穿上爸爸的鞋，瞧我们果断的动作有没有发现一些未来

了 不 起 的 爸 爸 的 影 子 呢 ？  

中班了，我们又长大一岁，爸爸

妈妈看到我们的表演发现，我们已经不再是牙牙学语的小娃娃，而是会唱歌、会



舞蹈的小朋友了。如果说节目表演中我们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那么在亲子游戏

中我们则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用爱谱写欢笑。《拯救爸爸》的游戏中我们要完成小

任务哦。帮助爸爸找找鞋子、扣上纽扣，虽然有时候我们找了好几次，不是少了

一只就是把别的爸爸鞋搞错了。但是坚持到底的精神让我们最终赢得了成功；

和妈妈一起《夹珠子》，数一数我们

一共夹了多少珠子？虽然我们刚刚开始学习用筷子，但是瞧，二十个、三十个……

成绩不错哦！抱抱妈妈，亲亲妈妈，为爸爸妈妈带上自己制作的小红花。我们真

是快乐的一家人。  

《送红包》将活动推向了高潮。作为春节中为孩子们而准备的风俗，家里的

长辈都会给孩子们准备红包哦！为什么呢？“因为这是钱！”“因为爸爸妈妈喜欢

我们，所以给我们钱！”不急不急，看徐意博小朋友家庭为我们带来的小品《年》。

原来，新年红包里充满着爸爸妈妈们对我们深深的爱和祝福呢！想不想听自己的

爸爸妈妈给我们的祝福？舞台上，妈妈抚着孩子的身体；爸爸搂着孩子的脑袋。

听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从红包中取出精心准备的祝福语！我们分明看到孩子们闪

烁的眼神、聚精会神的聆听、努力地理解！还有，那一双双男孩儿女孩儿晶莹的

双眸中流出的闪闪泪花。快给爱我们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个紧紧

的拥抱、一个充满爱的吻。“爸爸妈妈，相信我们，我们会努力的！”是啊！我们



相信，我们的孩子们又长大了一岁，定能绽放出更加美丽的花朵。

 

 

红包祝福，快乐成长！为了孩子们的明天，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做呢？ 

 

2013 年 1 月 24 日 

 

 

 

 

记大三班迎新年亲子联欢会 

              程子轩爸爸 供稿 

刚刚迎来崭新的 2013，我们大三班的迎新联欢会如期而至。 

按照老师们提前安排通知，1 月 6 日下午 3 点家长们在大三班的教室一起参

加了一堂公开课。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伴随着一段《悯农》



的视频，虞老师带领孩子们从解读诗里的寓意开始一一列举了吃饭时的不良习惯， 

“如果我实在吃不下去了，该怎么办呢？”老师让孩子们举手回答--“打包回家给爷

爷吃！”“偷偷扔到别人的碗里”孩子们的回答让人忍俊不禁。一节课下来，宝宝们

深深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劳和饭菜的来之不易，虞老师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短暂的整顿之后，全体出发到三楼大礼堂。新年的气息扑面而来，感谢家委

会和老师们的悉心布置，礼堂里张灯结彩，笑眯眯的小丑叔叔早就做好了气球玩

具等待孩子们的光临。 

  

联欢会随着虞老师的新年致辞开始~“新年是什么？ 我问太阳，太阳大声的

告诉我新年就是礼物，就是玩具”大三班的全体宝宝一起大声朗诵儿歌《新年是

什么》，紧接着是一连串的上海儿歌，家长们惊奇的发现宝宝们原来个个训练有

素，队伍整齐声音洪亮节奏紧凑。惊喜之余也唤起了我们对儿时的美好回忆，曾

记何时，同样的儿歌民谣也曾朗朗上口，岁月蹉跎，不觉老了许多。 



  

 音乐响起，歌声悦耳-“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

不错~。全体合唱《我们的大中国》。在宝宝们稚嫩的童声里，我相信各位家长和

我一样，听见了宝宝们的成长，听见了孩子们的憧憬，也听见了祖国的明天。 

 歌声刚落，随着陆老师一声令下全体换装，手拿彩球-激动人心的舞蹈表演开

始了！整齐的动作，灿烂的微笑，精心编排的舞姿把家长们的心紧紧的抓住了：“从

没见过孩子在家练习过”“都是在园里统一编排的”“仔嘞”舞台上灯光闪烁，台下的大

人也都手持长枪短炮，连拍照带摄像，人丛中瞥见班主任陆老师面向舞台跪在地

上摆出各种舞蹈姿势，指挥孩子们该做的动作，汗水在她的脸颊上化作晶莹的闪

光。。 

 

 《公园里的小泥巴》 《莹火虫》两只舞蹈一过，宝宝们又换上了白色功夫

衫，虞老师的报幕吊人胃口“宝宝们的功夫操和平时是不一样的，到底有哪些新

动作呢？”铿锵的歌声中孩子们精神抖擞，拳脚生风仿佛各个都是练子家，阵阵

喝彩声中龚园长也看得津津有味面露赞许。 

 终于到了大伙盼望已久的时装秀！打头阵的三位小美女和三位小帅哥首先各



自摆造型，之后又两两挽手出场，可爱稚嫩之中还透出几分靓丽潇洒。台下的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们笑的都合不拢嘴。 

 

    紧接着是拜年三人组，身着唐装拱手作揖的同时也喊出了孩子们的新年祝福

“新年好！”“恭喜发财”“工作顺利”。后面的古装组合不甘示弱，中间的小姑娘更是步

履翩翩，舞台正中摆了个万福造型 

 

三位小淑女更是抢镜，据某爸爸透露，宝贝女儿昨晚摆造型至九点钟还不肯睡。 

 

江南 STYLE 的“鸟叔二人组”跳骑马舞出场！瞬间引爆全场气氛。四个时尚宝贝

配礼帽，手杖~一个字“酷” 



 

身着运动休闲的男女宝宝组合~一个字“帅” 

可爱裙装的囡囡组合，粉红色和淡黄色的连衣裙尽显可爱 

  

两位长发飘飘的“天使”组合！ 

最后压轴的是身着“蓝色怪物“套装的宝贝，足见家长煞费苦心. 

全体宝贝盛装跳起骑马舞！ 

 

时装表演完毕就是别具匠心的“环保时装秀”，细心的老师们准备了各种环保材

料及剪刀胶水等，家长们分别用各种环保材料如手提袋，报纸，塑料布等精心制



作的“环保时装”妆点自己可爱的宝宝们，当孩子们走上舞台大人们都笑开了花！ 

  

， 

  

当演出完毕后，宝贝们大声的喊出“谢谢爸爸妈妈”的时候，我的眼睛湿润了，

孩子们，你们长大了，爸爸妈妈为你们开心骄傲，也感谢你们带来了快乐和幸福，

祝愿你们健康茁壮的成长，有个无忧无虑开心快乐的童年！ 

 最后陆老师宣布演出结束的时候，郑瑷临爸爸代表家长们道出了我们的心

声“感谢陆老师，虞老师，周老师的辛勤栽培和付出，感谢乌南幼儿园-你们的教

育很成功！” 

 

 

 

 

 



 

 

 

 

 

 

 

 

 

 

 

 

 

圣诞老人送欢乐  家长课堂送飞机 

小三班家长供稿 

 

冬至到，雪花飘，随着冬天的深入，严寒也让小朋友们裹住了手脚，虽然天气寒冷，但

却有个让人都倍感火热的节日——圣诞节。这也是小朋友最喜欢的节日之一，因为这天将有

圣诞老人的到来，与小朋友做游戏，给小朋友送礼物。 

这一天很快到来了，小朋友在幼儿园老师的帮助下都纷纷换上了圣诞节礼服，一个个装

扮得像个大娃娃。圣诞老人是从英语培训班请来的外教老师，这样有西方特色的节日，相信

会过的更有西方文化色彩。 



圣诞老人来了，兴奋的小朋友已经坐不住，争抢着和

圣诞老人握手，含蓄的小朋友却有点害羞，第一次和圣诞

老人亲密接触有点不敢靠近。不过在老师的配合下，小朋

友很快坐好开始和圣诞老人的互动了，他们一起唱起 head, 

should, knees and toes 英文歌，熟悉的歌曲舞蹈让小朋友

和圣诞老人也很快熟悉起来。接下来，就是寓教于乐的英

文互动，圣诞老人为大家讲解了圣诞节的由来等相关知识，

还带领小朋友认识圣诞老人、驯鹿、糖果拐杖、礼物，有

趣的图画卡片，每个小朋友都要拍一拍，拍过好像不过瘾，

最后还要拿起汽锤敲一敲，圣诞老人说哪个，小朋友就敲

哪个，看谁敲的快，看谁敲的准，小朋友们争先恐后，敲

的不亦乐乎，最开心的是敲完还会奖励小礼物哟！ 

和圣诞老人认识过英文朋友后，我们就进入了圣诞节

的高潮，大家唱起了圣诞歌曲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mas，欢快喜悦的氛围充满了整个教室，小朋友们也

开始互相交换礼物，收到礼物是幸福的，送出礼物更是快

乐的，小朋友间展现了关爱分享的美好品德！ 

最后，就是和圣诞老人合影留念了，每个小朋友都搂着圣诞老人照相，开心

满足，已没有了开始时的生疏，多了几分亲切，可活动却到了尾声，小朋友们不得不和圣诞

老人说再见，依依不舍的和圣诞老人告别。这是小朋友在幼儿园过的第一个圣诞节，这是一

个欢乐有趣的圣诞节，这是一个了解西方文化的圣诞节，这更是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这个月是小朋友最长见识的一月，了解了开心愉快的圣诞节，还了解了速度最快的交通

工具——飞机。这是由姚越爸爸带来的飞机

结构讲解，小朋友都坐过飞机，可很少知道

飞机的构造及原理。飞机模型是最好的讲解

帮手，生动形象的模型让小朋友顿时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更是男孩子们的最爱。通过姚

越爸爸的专业讲解，让小朋友们更喜欢飞机，

更了解飞机，更知道该如何通过飞机来方便

我们的生活。最后姚越爸爸还送给小三班一

架漂亮的飞机模型，这样小朋友们每天就都

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学习了。这是一次对飞机

有高度、有深度、有宽度的讲解，更是小朋

友们有兴趣、有知识、有收获的了解。 

12 月是寒冷的，12 月是白色的，可在乌南幼儿园 12 月是气氛火热的，12 月是色彩缤

纷的，孩子能在温暖的环境中感受节日的喜悦，能在喜庆的氛围中收获知识的硕果，幼儿园

是模范的，老师是优秀的，孩子是幸福的。 

 

 

 

 

 

圣诞派对活动 

大四班家长供稿 

 

2012 年 12 月 25 日，大四班孩子们和家长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

的圣诞节，孩子们穿上节日的盛装，在许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用武

术集体操迎接了家长们的到来。 



 

孩子们的第二个节目：女孩子们通过游戏，认清哪个是自己的妈

妈、外婆或者奶奶的手。 

 



第三个节目，由家长组成一个桥，孩子们一个个爬过桥梁，你看，

孩子们对家长多信任。 

 

第四个节目，卢泰宇小朋友马上就要去马来西亚上幼儿园了，大

家对他依依不舍，卢泰宇给每个同学赠送了礼物，谢谢你，卢泰宇，

大家都会想念你，祝你在新的幼儿园快乐成长。 



 

第四个节目圣诞老人派发礼物喽！孩子们每人都准备了精美的礼物与

同学们互换，孩子们拿到心仪的礼物开心极了。 

 



 

 

 



大二班一月的活动 

大二班家长供稿 

漫长的新年第一周幼儿园生活过去了，孩子们你们倦怠了么？或者还是像我

们一样对于下一周依旧充满期待！希望你们能够喜欢这一周的活动内容。 

12 月 31 日来园的孩子并不多，我们在幼儿园里大声说出了自己对于 2012

年的感慨以及 2013 年的期待，纷纷许下了新年愿望。 

 

2013 年 1 月 4 日，我们重聚在幼儿园，转动的风车带着孩子们的期待拉开

了新年的序幕，而孩子们通过在观察、比较、制作中了解了风车转动的原理，更

体验到了成为小发

明家的成功乐趣。之

后的创编谜语活动

深受孩子的喜爱，他

们在游戏中尝试着

概括动物特征、创编

谜面。平平乓乓钓大

鱼时是一个可爱的

故事，在了解了故事



之后，孩子们尝试像故事中的内容一样运用局部夸张的方法大胆表现自己的想象，

体会绘画的独特乐趣。经典故事熊猫百货商店帮助孩子们学习了量词，只、条、

件，感受用正规常用语进行交往的必要性。数学听算是为培养幼儿进入小学仔细

倾并正确记录算式题的能力而进行的数学活动，通过本次活动我们欣喜的发现大

部分孩子们都已经具备记录算式题的基本能力，并且良好的心态也在渐渐形成。

在活动《小螃蟹找工作》中，我们围绕“合适”进行了讨论，什么才是合适的工

作呢？正好可以用自己擅长的本领。那么你的本领是什么呢？孩子们正一步步试

着了解自己的想法。 

    

 寒假日益临近，我们也期待在本学期的最后两周中孩子能够有快乐，有收获。 

 



大一班 2013 年迎新疯狂派对 

大一班家长供稿 

大班了，最后一次的新年亲子活动怎么搞呢？大一班的家委会热

烈地讨论着，小班是庆祝圣诞的亲子活动，中班则搞了一次盛大的新

年才艺汇演，今年我们想让孩子们完全放松、疯狂得玩一把，把他们

的快乐时光记录在乌南，由此我们家委会策划了“大一班 2013 年迎

新疯狂派对”。 这次派对特邀了小丑全场主持，儿童专业彩绘师给孩

子们脸上装扮，专业魔术师和川剧变脸表演节目，整体是充满童趣的，

有精彩视觉冲击的一次疯狂派对。 

 

1 月 8 日的下午，孩子们早已没了午休的睡意，一个个都期盼着

派对的开始。随着陆老师的宣布——起床，孩子们从床上一跃而起，

纷纷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奇装异服往自己身上套，教室里顿时变成了时

装秀的舞台，一个赛过一个的抢眼、靓丽：有公主系列的装扮、有海

盗似的模样、更有红军套装、清朝格格和武侠式的穿着，真是千姿百



态，百花齐放的感觉。 

 

三楼礼堂，四壁和舞台挂满了气球，圣诞树下摆满了孩子们提前

准备好的交换的礼物。全能小丑已在门口恭候多时了，他一边扎气球，

一边欢迎孩子们的到来，一会的时间，孩子们手里已经拿着各式各样

的造型气球了，没拿到的排起了长龙，拿到的又重新再去排队，让小

丑忙得不亦乐乎；旁边，一张小桌前，彩绘师给女孩子们精心画起了

美丽的图案，她们可以按照自己喜爱的图案来挑选，不一会儿，彩绘

师这里也排起了长龙。 

 

随着音乐的响起，精彩的魔术表演拉开了派对的序幕，孩子们一



哄而上，围着魔术师转，一个一个的魔术表演还没结束，魔术用的小

鸟已被孩子们的激情吓到，飞到礼堂顶始终不肯下来，好费了番周折，

孩子们更是开心得不行，开始疯狂了。 

     接下来是抽奖环节，每位小朋友精心准备了礼物用来交换，还

有精美包装，抽到谁的礼物就好像两人有了更近的缘分，小朋友拿到

礼物迫不及待就拆开来，礼物千奇百怪各式各样，有地球仪、玩具车、

炫彩棒、巧克力、还有活的蚂蚁盒…金维蕾小朋友正好是今天的生日，

爸爸精心准备了全班小朋友的礼物，孩子们唱着生日歌为她祝福 6 岁

生日，仿佛全班小朋友一起在过 6 岁的派对其乐融融。 

 

最精彩的节目就是川剧变脸了，只见一身川剧戏服的演员，在舞



台上边舞边走，瞬间一会头，就变了一张脸，再一转身，又变了一张

脸，博得全场的喝彩和掌声。小朋友目不转睛也瞧不明白怎么变的脸，

那可是国粹，是绝活，这么近距离地观赏也是一件幸事。有调皮的小

朋友要一探究竟，跑到后台看演员宽衣，着实好笑。 

 

最后一个环节，到了小丑组织互动游戏的时间，数东瓜、拍气球、

小朋友顿时又围城一团，全能小丑变成孩子王，带着大家疯狂嗨一把，

孩子们兴奋激动的瞬间都被特邀来的摄影师记录下来，大家商量一定

要把大班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留下来，为制作完整的毕业册做准

备。此次活动因外请了专业师表演，产生了费用，家委会积极发放征

询单征求家长同意，把剩下来的余款又买了愤怒的小鸟帽子和手表，

孩子们真是满载而归。 

 

                                                                                                



中二班举办 2013 年新年家园联谊活动 

                                  中二班家委会 

 

新年的脚步越走越近，暖暖的冬日照耀着校园，让人从心里

感觉到丝丝的暖意。在这辞旧迎新之际，1 月 15 日乌南幼儿园

中二班在小荧星艺校剧场举办新年家园联谊活动，与家长共同庆

贺新年的到来，同时为幼儿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机会。 

     家园联谊活动在孩子们的合唱《新年好》中拉开了序幕，

一连串的歌曲联唱唱出孩子心里无限的喜悦；上海方言童谣《开

会喽》、《摇啊摇》等音韵和谐，曲调优美，充满童趣 ；精彩的

《拉德斯基进行曲》演奏出了动人的旋律……整齐的舞蹈动作、

动听美妙的歌声赢得台下阵阵热烈的掌声，家长手中的相机快门

也是响个不停，都想把孩子最绚烂的一面捕捉住，留住这激动人

心的一刻。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此次期末汇报演出离不开孩子

们平时的排练和学习，离不开老师们的指导和训练。同时，此次

家园联谊还得到了家长们的积极支持。许多家长主动联系活动场

地，自愿担当化妆志愿者、摄影摄像志愿者，为活动的顺利进行

提供资源和帮助。最后，家委会成员上台为评选出来的健康宝宝、

快乐宝宝、能干宝宝、创意宝宝、礼貌宝宝颁奖。 

      此次家园联谊节目多彩缤纷，形式各异，为孩子提供了更多

展示自我的机会，也让孩子在表演中锻炼了胆量、提高了自信，



展现了孩子们极强的可塑能力和老师们高超的教学水平；同时促

进了家园合作，密切了家庭与幼儿园的连接，让孩子和家长度过

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新的一年已经到来，让我们期待新的一年会

更加美好。 

 

 



 

 



 

 

 

 

 

 

 

 

 

 

 

 

 

 



寓教于乐，相亲相爱 

——记乌南幼儿园小五班的圣诞联欢会 

             小五班陈可妈妈供稿 

 

今晚，我们全家人端坐在电视机前，被屏幕上录像里老师们和小

朋友们的欢声笑语所感染。这是全家人又一次陪伴着女儿回味了一个

月前，12 月 24 日上午乌南幼儿园小五班举行圣诞联欢会的快乐。 

记得一个月前，老师通知家长们要在 12 月 24 日上午举行班级的

圣诞联欢会，请家长们协助小朋友准备一份金额在人民币 20 元以内

的小礼物，并且要包装好，将在联欢会的时候让小朋友抽奖，互赠礼

物。到了联欢会前几天的时候，女儿回来告诉我今天老师教小朋友们

跳集体舞了，是一个男孩子和一个女孩子一组，是准备到联欢会的时

候跳的。这些小小的准备工作，让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对这次圣诞联欢

会都充满期待。 

到了 12 月 24 日这天，女儿醒得特别早，拿出了她心爱的红裙子，

带上给小朋友准备的礼物，兴致勃勃地去幼儿园了。到了小五班，只

见教室里里外外都布置得格外漂亮，有圣诞树和各种装饰，陆陆续续

走进教室的小朋友们也都打扮得美美的，有戴圣诞帽的，穿圣诞树一

样的裙子的，也有戴圣诞装饰头饰的，教室里呈现出一片喜气洋洋。 

作为家长，虽然没能坐在教室里参加这场圣诞联欢会，但是细心

的班主任李老师特别为这次联欢会拍了录像，吕思源小朋友的妈妈又



协助编辑、刻录成光盘，所以我们家长们有幸借助录像走进了这场生

动活泼的圣诞联欢会。 

李老师是联欢会的主持人，郭老师表演了魔术，还教小朋友们仔

细观察魔术中的机关；姐姐老师们（实习老师）表演了歌舞机器猫；

小朋友们表演了唱歌、儿歌朗诵等，还手拉手、一组一组像模像样地

跳起了集体舞。两位班主任老师带领小朋友们玩了小兔子乖乖的游戏，

小朋友们学着小兔子的样子在教室里蹦蹦跳跳，又兴奋、又紧张地唱

歌让兔妈妈（李老师饰）进来、再合力把大灰狼（郭老师饰）拦在门

外。最后，圣诞老人来到教室里给小朋友们送圣诞礼物，小朋友们也

互赠礼物，全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最快，短短一个小时的圣诞联欢会结束了，

然而这场活动让小朋友们和家长们都觉得很有回味。在为小朋友准备

礼物并且包装好的过程中，我女儿感受到了精心为别人准备一份惊喜

的快乐；在抽取礼物时，老师巧妙地设计让小朋友们选择颜色和数量

一致的标识，又让大家巩固了对颜色和数量的辨识；全班小朋友们扮

演兔宝宝，齐心协力赶走大灰狼让小朋友们体会到了团结和集体的力

量。谢谢乌南幼儿园小五班老师们精心和充满爱心的巧妙设计，让小

朋友们在圣诞联欢会上感受到了快乐，和比快乐更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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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踏上 悦读之旅 
——记小四班的“图书漂流活动” 

小四班 施诺雨妈妈 供稿 

 

     阅读，是影响一生的好习惯。为了让孩子们从小

喜欢阅读、擅于阅读，小四班的陈老师从上学期就在

班级里开展了“图书漂流活动”。在老师们的策划和指

导下，小四班的每个小朋友都带来了自己喜爱的图书。

翁浦江悦妈妈还为班级里每个小朋友制作了漂亮的借

书卡， 图书漂流准时起航。 

每周二一早孩子们就会兴奋地 说：“今天是我们

的借书日，妈妈你可别忘了带上要还 的书哦”。因为借

书的规则是，必须先还书才能再借新 的书。这对培养

孩子们尊重规则、遵守秩序很有帮助。 在借书时，孩子

们排着队，先选书，再由来帮忙的家 长将书号登记到

孩子的借书卡上。一学期下来，还真读了有不少书呢。 

通过图书漂流活动，既使孩子们共享了图书资源，也

拓宽了家长的选书眼界，让大家发现了很多以前没有关注

到的好书。比如《我不愿悲伤》、《各种各样的害怕》、《小

兔子系列》等等，都给孩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放寒假啦！——小一班寒假准备 

这个月就要放寒假了，这是孩子们进幼儿园后的第一个长假。怎么样能让假期生活丰富而有意思。

小一班特地为此开展了一次家长沙龙。 

在沙龙活动中，家长们热烈讨论。从孩子们的生活谈

论到学习，老师也给出非常中肯的建议。寒假的一大活动

是过春节。正巧，老师刚刚教了春节的儿歌：春节到、真

热闹、家家户户哈哈笑。黄狗贴春联、山羊把地扫。猴子

买糖果、花猫蒸年糕。松鼠宝宝剥花生、母鸡大婶搓元宵。

三条小蛇来拜年，穿着新衣戴新帽。你来舞龙灯，我来踩

高跷，放起爆竹噼啪响，恭喜恭喜春节好。大家过年的时

候正好带着宝宝实践歌谣，既是有趣的亲子活动也加深了宝宝对歌谣的印象。 

家长们对于宝宝的寒假生活想法很多，有带宝宝一起上一天班，让宝宝体验家长工作的；有带宝

宝去看马戏看木偶戏的；有带宝宝参加美术班的；大家约定在微信上时时交流，开学开个小小故事会让

宝宝介绍下我的寒假生活。 

最后陈老师还建议了绘本书单给大家，相信我们的孩子一定会拥有一个快乐难忘的寒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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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快乐烘焙 

阳光暖暖的冬日里我们喜羊羊班的小朋友们聚

集在烘焙坊和爸爸妈妈一起学习制作饼干，分享快

乐。 

活动开始喽：系上围裙的宝贝们拿着配料盆

站在料理台前俨然一名小点心师。只见他们欢快地将小手伸进盆内搅拌起面粉来，

不一会儿面粉就不听话的从盆内喷到了脸上，瞬间变成了

小花猫，大家笑成了一团。爸妈们也按捺不住加入进来一

起使劲终于把散散的面粉揉成面

团并擀成了面皮，这时宝贝们赶

紧找来各自喜欢的饼干模具用力

地压向面皮，提起，成功啦！可

没过多久宝贝们就坐不住了开始

玩起了他们的游戏，饼干的事就彻底地由爸妈接管了。

于是妈妈们聊着天做着饼干也很是快乐。第一盘饼干出

炉啦，香浓的味道吸引了玩疯的宝贝们，他们欣赏着、

讨论着并迅速的消灭了它“yummy~~~~”。 

阳光、香味、欢乐地笑声充满了整个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