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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乌南 

 

 



 

 

 

 

 

 

 

 

 

 

 

 

 

 

 

 

 

 

 

 

 

 

 

 

 

 

 

 

 

 

 

 

 

 

 

 

 

感谢小二班张主儿妈妈、小四班张莹老师以及所有供稿者的辛勤劳动。         
——月报制作：小四班施诺雨妈妈 

  

 

P3     乌南采风 

P20   教儿有方 

P23    亲子乐园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

小扇扑流萤。 

天阶夜色凉如水，坐看

牵牛织女星 

——《秋夕》，（唐）杜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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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界.乌南”微信公共平台成功运行 

作者：乌南幼儿园 冯淑娟 

 

日前，乌南幼儿园的“视界.乌南”微信公众平台通过前期实验，正式投入

使用并成功运行。 

乌南幼儿园紧跟时代步伐，在园所国际多元文化课程打造的背景下，和专业

机构合作，开创了名为“视界.乌南”的微信公共平台。前期幼儿园通过调研，

听取家长家长心声后，决定开建一个乌南微信公共平台；中期在乌南龚敏园长的

引领下，园部和第三方专业机构反复讨论修改方案，落实微信公共平台实施的具

体细节；通过前期的试运行后，“视界.乌南”微信公共平台首次在新学期的家

长会上成功亮相。 

通过“视界.乌南”，幼儿园通过甄选向家长推送围绕主题的信息分享，包

括世界、社会、人文、科学等各方面的信息，向家长传递乌南的教育价值观和教

育理念；同时也会定期推送一些乌南幼儿园“教师故事”或是“乌南动态”方面

的信息，从而成为家长了解乌南的一个途径。如今，“视界.乌南”的微信公共

平台已经受到乌南 400 多位家长的关注。 

乌南幼儿园希望借助这样一个公共平台让更多的人了解乌南，走进乌南。就

像“视界.乌南”导入语写的那样“让我们一起阅读乌南的故事，浸润多元文化，

捕获教育的灵感”。期待“视界.乌南”打开孩子的视野，让孩子了解精彩的世

界，也期待乌南幼儿园真正成为“视野启蒙”的乐园。 

  

附“视界.乌南”的相关信息 

如何关注视界·乌南微信公众平台 

1）通过搜索添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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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

南”→→→您将会看到“视界·乌南”，点击进入→→→点击下方的关注→→→

完成添加。 

2）通过二维码添加：打开微信→→→进入“发现”界面→→→点击“扫一扫”，

进行#）二维码扫描→→→点击下方的关注→→→完成添加。 

 

 



又是一年开学季：乌南幼儿园开学活动报道 

乌南幼儿园 刘晓炯 陈怡 

 

 

  

 

 

 

 

 

 

 

 

 

  

 

 

 

 

 

 

开学第一天，乌南幼儿园里早早地就热闹起来，老师们身着园服神采奕奕，

准备好迎接孩子们的到来，大班及境外班的全体幼儿在总部大礼堂欢聚一堂，共

同期待新学期的开始。  

  衡山园里，上午 9:30，开学典礼活动隆重开场，乌南幼儿园党支部书记沈莉

萍老师为孩子们送上了新学期寄语，并宣布升班后的新学期正式开始。活动还特

邀了与孩子们朝夕相处却很少走到台前的厨房秦阿姨，门卫郑叔叔，保健老师以

及体育老师同样为孩子们送上了特别的祝福，获得了孩子们热烈的掌声。活动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 

淮海园里，在第一天的开学典礼上，龚园长为孩子们送出了成长的祝福，并

为他们送上了中班的班牌，接过新班牌，意味着中班孩子的成长，快乐游戏、快

乐生活。而中班的哥哥姐姐们也为新小班们送上了小班的班牌，哥哥姐姐们的祝

福随着班牌传递到了小班孩子的心中。 

  9月 3 日，乌南幼儿园又迎来了湖南街道武康居委和淮中居委的社区表演队。

作为开学系列大活动之一，乌南幼儿园通过引进社区资源的形式，为孩子们奉献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孩子们虽然年纪小，但爷爷奶奶们丰富多彩的表演



形式时刻吸引着他们的眼球。整场节目由自编的排舞《今夜舞起来》来开序幕；

梁大伟老师给孩子们带来了《狐假虎威》、《猴子吃西瓜》和《猎人与熊》三个

经典的故事；夏永民老师则将孩子们带入了书法的世界，现场撰写的书法《美美

与共，天下不同》给了孩子美的享受；另有女声独唱《天使心》、男声独唱《小

白杨》、《儿歌联唱》等精彩的表演。表演队成员虽然都是爷爷奶奶辈的年龄，

但他们表演时的专注、投入，无不引来孩子们阵阵地掌声和喝彩，让孩子们直夸

“爷爷奶奶了不起！” 

   周四的乌南梦之声就是为孩子们量身定做的一个展现自我的舞台。为了在活

动中好好表现，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活动前期孩子们一直在精心准备，期待着

乌南梦之声的到来。 

  在活动中，乌南幼儿园大班小朋友和境外部小朋友都献上了自己的绝活儿。大

一班首先带来民族舞蹈《青春舞曲》，孩子们在新疆传统服饰的映衬下显得格外

美丽，伴随着音乐翩翩起舞尽情展示着青春的活力，当孩子们享受青春的时候也

让老师们回忆起那难以忘怀的青春。大二班小朋友们带来合唱《国家》，平和朴

实的歌声感动了在场所有人，家和国的难以割舍的羁绊深深印在我们的心里。大

三班的团体小朋友则耍起了篮球，个个都鼓足了力气把平时的训练成果展示出

来，孩子们的篮球技艺令大家折服。大四班集体演唱的歌曲《让爱传出去》，更

是让大家体会到当世界充满爱的时候将会是如此的美好。境外 A班小朋友化身为

西部牛仔带来了富有多元文化气息的《牛仔舞》，一个个酷劲十足的小牛仔们在

舞台上毫不腼腆，和大家一起分享着牛仔的快乐。 

乌南梦之声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落下帷幕，乌南的老师们会继续努力创设各

种各样的舞台让孩子展示风采，让我们一同期待新学期中孩子们的精彩表现。 



 

新学年里新面貌 

中三班家长供稿 

秋天已至，气温不减，如同乌南幼儿园里师生们的热情，灿烂可亲的笑脸，

朝气蓬勃的孩子！快乐的中三班迎来新学期的同时也迎来了 7位新朋友，这个大

家庭要更加丰富多彩了！ 

乌南幼儿园的老师和家委会总是想的那么的周到，考虑到新小朋友的到来，

考虑到假期休息的比较长，我们中三班在开学的前一天就在长风公园举办了一次

新老朋友亲子游园会。长风公园里好热闹，游乐场、海洋世界都有好多的人在排

队，而我们却选择了一块大大的草坪作为我们的开心乐园！ 

我们的李老师和黄老师都早早的到了长风公园，带领着小朋友们在绿油油的

草地上围成个大圈坐下来，也许是小朋友们的好奇，也许是小朋友们好久不见，

大家都好欣喜，好兴奋的有些坐不住！很快活动开始了，李老师简短的开场后，

就是小朋友们轮流的自我介绍，大家要么不上场，要么就抢着上场，这就是小朋

友们的自然规律。之后，就是有趣的猜动物游戏，家长看好动物的名字，做出动

作，让小朋友来猜。这个游戏看似简单，可看到动物的名字，家长们都出了一身

汗，那都是很有难度模仿的，

熊猫、蛇、松鼠、鸵鸟„„可

把家长的表演潜力激发出来

了！下一个游戏是传传看，第

一个家长看一个成语，之后用

动作传达给小朋友，通过 3 个

小朋友传传看后，最后到另一

个家长，说出这个成语。周涵

清的爸爸上场看完题板后，挑

了挑眉毛，吐了口气，小朋友

们也跟着用手挑起眉毛，叹口

气，坐在地上的家长好多都在

疑问，都在猜想，这时听到“扬



眉吐气”四个字，答案已经揭晓。果然，小朋友的模仿能力是最强的，无论是闻

鸡起舞，还是扬眉吐气，小朋友都模仿的和家长一模一样，当然最后的家长也很

容易就猜到答案啦！游戏一个一个的进行着，老师、家长、小朋友在欢乐中加深

着了解，互相的配合，让这个大家庭的氛围越来越和谐温馨！ 

开学后，小朋友们每天都开心积极的来到幼儿园，幼儿园的生活更是丰富多

彩！大班朋友来帮忙，这为新来的小班朋友加了不少劲，中班朋友也很棒，他们

为小班朋友送去了亲手制作的小礼物。当然，新学期里还有小朋友们最期盼的开

学典礼，因为典礼大会上有小朋友喜欢的歌舞表演和惊喜不断的魔术节目，大家

欢聚一堂别提多开心了！ 

升到中班的小朋友果然变化都很大，孩子们的成长与发展当然离不开老师的

辛勤付出和关怀，“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真切细腻的表达了老师

对孩子们的付出，在 9 月的伊始，我们迎来了普天下恩师的节日“教师节”！小

朋友在这天都为老师准备了自己的小礼物，有的小朋友带来了芬芳的康乃馨，有

的小朋友带来了自制的卡片，还有的小朋友为老师做了彩色花篮，一个个可爱的

小礼物，老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因为老师们不但看到了孩子们的感恩，更看到

了孩子们的成长！ 

在新的学期里，我们有新的教室，新的老师，新的小朋友，更有全新的温暖

画面和细致入微的动人情节，我们的中三班是温馨幸福的，我们的中三班是阳光

积极的，我们的中三班是团结互助的，我们的中三班更活跃发展的！因为我们有

真心付出的老师，有热情配合的家长，还有一群聪明可爱的孩子们！ 

 

 



 

月儿圆圆，芋艿香香，月饼甜甜 

--记国际 C 班欢度中秋佳节活动 

国际 C班家长供稿 

 

 

 

 

 

 

 

 

 

 

 

 

 

 

 

 

然后，是剥毛豆比赛。在规定的时间里，小朋友们

自己动手看谁的小手最灵巧，大家用小手不够，小牙齿也帮忙，一个个小碗里一

会儿就有了好多毛豆粒。 

 

中秋的月儿圆圆，中秋的月饼甜甜，中秋的芋

艿香香，中秋的乐多多。一年中最具团圆意义

的节日，中秋节到了。 国际 C 班的小朋友们

度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中秋节。 

我们可爱的周老师早在 9月初就给小朋友们每

人发了一张表格， 让大家回家每天晚上观察

月亮的形状，并且在相应的日期格子里画下

来。 一开始那几天正好都是下雨天，小朋友

可着急了，每晚重要的事情就是盼着月亮的出

现。 月亮也明白小朋友们殷切的盼望，几天

后就美美露出笑脸。小朋友们在纸上照着天上

的月亮每天画下月亮的形状，然后心满意足地

上床睡觉啦。 

9月 18日， 中秋节的前一天，我们国际 C 班的小朋

友和妈妈们一起欢度了一个很快乐的中秋活动日。 

首先，是吃芋艿环节。小朋友们团团而坐，大家的

小眼睛紧盯着林子程妈妈给大家带来的芋艿，就等

周老师一声令下，小手们都迫不及待地开始剥芋艿，

蘸酱油和白糖，边吃还边说着：“我喜欢酱油的，你

喜欢什么味道的啊？” 

 



最后最精彩的大环节是做冰皮月饼。祝文博妈妈特地花了两天的时间做了很

多的准备工作。 她事先根据周老师问小朋友们的调研结果，决定做巧克力味（特

地买来了好时的巧克力酱）和抹茶味两种。 

 

 

祝文博妈妈先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两个冰皮团子，一个巧克力心子和抹茶心子。 她

教小朋友们将冰皮团子搓成小圆球，然后压成扁扁的饼状，将心子包在里面，然

后用月饼模具压成心形的月饼。 漂亮的冰皮月饼就做好啦！小朋友们把冰皮月

饼放在家里冰箱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赏着月亮尝着自己亲手制作的冰皮月饼， 欢

度这个美好的中秋！非常感谢亲爱的老师们，热心的妈妈们给小朋友们带来的这

个丰富多彩值得回味的中秋佳节！ 

 

 



 
优雅典礼 荣耀成长 

——记中四班升班仪式 

 ——中四班 施诺雨妈妈供稿 

 

经过一年的愉快生活和各种锻炼，2013年

的 6月 26 日，小猫晨晨班的宝贝们终于迎来了

重要的一天—升班仪式。为了这次仪式，陈老

师、汪老师和小高阿姨可谓费尽苦心，她们指

导女孩们排练了舞蹈《茉莉花》，男孩们则是《牛

仔很忙》，还有合唱英语歌曲《rainbow》。 

比孩子们更期待升班仪式的可能

是小猫晨晨班的爸爸妈妈了，她们也很

早就开始准备。首先，为了找到满意的

场地，她们群策群力，反复比较了多个

场地，最终确定了典雅大气的东亚富豪酒店自助餐厅。接下来的准备，有点象八

仙过海，悦悦妈妈制作了活泼可爱地背景板，子凌爸爸找来了价格优惠的摄影师，

思妍妈妈不仅提供摄像，更友情制作了非常精美的纪念画册，星博妈妈、梦涵妈

妈、贝贝爸爸在仪式当天，很早就来到会场，精心布置。哦，对了，还有桓桓的

爸爸妈妈为我们主持了精彩的仪式。 

仪式精彩纷呈，开场走

秀中，女孩们仪态万方的展

现了公主范儿，男孩们高端

大气地展现了骑士范儿。动

听的音乐想起，一朵朵小茉

莉花儿优雅地开放在舞台



上，一个个俏皮可爱的小牛仔，活泼帅气。每个孩子的家长都激动地送上了自己

的祝福，在那一刻，大家仿佛感到我们是一家人，孩子之间、家长之间，师生之

间，弥漫着家庭般的温暖！ 

节目表演结束后，老师们为孩子们颁发了升班证书和礼物。仪式接近尾声时，

孩子们为老师们献上了鲜花，她们应该是今天最有资格骄傲的人。 

 

 

 



 

 

 

 

 

2013 年 6 月 24 日，对乌南幼儿园小二班的宝宝

们来说，这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人生中第一个 

“快乐成长”喜羊羊（小二）班升班仪式在今天晚

上进行。 

据说好多宝宝们两

天前就开始兴奋起来，专心的投入到各种角色彩排

当中。晚会六点半开始，好多家长都早早赶到学校，

配合老师和孩子做准备工作，当晚实际到场观摩的

家长远远超过了预计数字，后面临时增加了两排座

位。可见大家对这场升班仪式的重视。 

 

仪式当中，通过“三只蝴蝶、小蝌蚪找妈妈、我是小海

军”等系列情景演出，宝宝们在老师们的统一指挥下，出

色的表演赢得了家长们阵阵掌声。好多孩子们在情景剧中

表现出了表演天赋，把“快乐成长”的仪式主题完美演绎。 

 

通过活动既给孩子们提供了表

演的舞台，也为他们人生中第一个升

班仪式丰富了完美的回忆。家长们对

宝宝们团结、认真、投入的精彩表演

予以了肯定，更重要的是为小二班的

章老师、高老师和马阿姨的辛勤付出

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加入温暖的新家庭 

中一班家长供稿       

中班新学期开学已经三周了。望着每天早上兴高采烈去上幼儿园的女儿，我

觉得特别欣慰，发现自己原来的担忧都是多余的。 

去年，为了吸纳更多希望来乌南幼儿园就学的儿童，同时控制每个班级的

人数以确保教学质量，幼儿园小班特别扩招了一个班级，即招收了五个班级，我

女儿就在小五班。本学年进入中班的学习，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和生活自理能

力的增强，原来小班的五个班级将重新调整为四个班级，原小五班的小朋友平均

分配到其他四个班，又回到了乌南幼儿园一个年级四个班级的正常编制。离开自

己已经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加入新的集体，我的女儿能否适应？这让我回忆起自

己在小学一年级时曾转学到另外一所学校的经历，虽然年幼，至今仍然记得当时

作为插班生的无助和孤单。这次女儿能否顺利地克服这个小小的考验，让我隐隐

有些为她捏汗。 

去年学期结

束时，得知我们今年

将升入中一班学习。

暑假，就在那突破申

城记录的 40 度高温

天气，我们迎来了中

一班新班主任老师

的家访。两位老师亲

切的话语和叮嘱，打

消了我一半的顾虑。 

8 月 29 日下

午，中一班举行了开学前的一次亲子活动。在这次活动中，班主任陈敏华老师和

张瑾秋老师特别安排了一个认识新同学的环节，邀请原来从小五班转班加入中一

班的小朋友逐个上台介绍自己的名字，然后又请原来一班的小朋友们比赛回忆看



看谁记住了新小朋友的名字，让小朋友想一想应该怎么欢迎新朋友，还邀请这些

新小朋友的家长们和大家见面。几个来回，大家立刻就熟悉起来，教室里洋溢着

一片热情。 

开学以后，两位班主任老师也特别“优待”新来的小朋友。我亲眼看到老

师带领小朋友们在操场上围着圆

圈跳游戏操。左右手

牵着的都是新加入

这个集体的小朋友。在老师们这样细心的照顾下，女儿每天回到家里都是开开心

心的，完全看不到当年我作为插班生的烦恼。 

同时，中一班的家委会还邀请我们新小朋友的家长们加入了中一班的微信

群，在那个平台里分享信息和育儿心得。到了 9 月 17 日，举行了开学后的第一

次家长会。在这次家委会和班主任老师联合主持的家长会上，非常出人意料的，

我们来自原来小五班的六位家长还收到了来自原一班家委会送给我们的鲜花，欢

迎我们加入新的集体。老师又安排每位新小朋友的家长介绍了自己，我还特别荣

幸被吸纳成为了中一班家委会的一员。 

在这次家长会上，家委会们也宣布了在新学年，家委会将按照四个工作小

组（亲子活动小组、家长资源进课堂小组、家长沙龙小组、和宣传摄影小组）展

开活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家长的作用，和老师配合共同引导小朋友们茁壮成长。 

记得我曾看到有位中一班的家长在微信群中说，“在中一班，我觉得特别

幸福！”我想，这不仅仅是她一位家长的感受，也是我们所有家长的感受。谢谢

中一班老师和家委会的细心和爱心，让集体中的新老成员，都一样感受到了新家

庭的温暖！                                        



开学我们升中班啦！ 

中二班家委会供稿 

    开学啦！告别了难忘的小班生活，度过了愉快的暑期假日，我们手拉手一起

迈进令人憧憬的中班，我们是中二班的小朋友啦！ 

升入中班，我们迎来了新的小伙伴，我们的中二班越来越热闹了。我们有爱

我们的章老师、高老师、马阿姨，我们有 8个新来的小伙伴，我们是一个相亲相

爱的温暖的大家庭。 

 

升入中班，我们成为了小哥哥小姐姐，为小班的小朋友送戏上门。看我们多

热情啊，我们跟小班的小朋友手拉手、心连心，把欢乐的歌声带给他们，把好玩

的玩具和他们分享，为他们驱散初入园的紧张与不适，让他们感受到乌南园的温

暖。 



 

升入中班，我们的才艺越来越丰富，上演了一台高潮迭起的“中二好声音”

年度大戏。看我们个个从容上阵，拿出自己精心准备的节目，有的引吭高歌，有

的深情抒发，有的载歌载舞，还有的边弹边唱，个个明星范儿十足。 



 

升入中班，我们的本领越来越大，调查活动有声有色。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

围绕着教师节的主题，我们用我们灵巧的小手描绘出、剪裁出我们亲爱的老师慈

爱的形象，向老师送出我们节日的祝福；围绕着中秋节的主题，我们了解了中秋

节的来历、习俗，表达了希望人月两团员的美好心愿。 

升入中班，对我们中二班所有的小朋友来说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希望在这

一年里能够学到更多的本领，增加更多的才干，快快乐乐的成长！精彩正在继续，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成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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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暑假，小一班的孩子们即将升入中一班，家长们逐渐开始为宝宝们选择各种各样的兴趣班，尤

其是钢琴，更是许多孩子的必选，家长们也开始关心并互相询问初学的孩子该选择什么样的钢琴，为此，

我们特地邀约了在业界浸淫多年的源汀钢琴厂经理，我们班汪周易小朋友的爸爸周天龙先生为大家做个

简单的介绍。 

 

一. 为什么选择钢琴 

乐器有许多种类，弦乐类有小提琴和大提琴等，管乐类有小号和单簧管等，还有各种打击乐。钢琴

是最重要的一种乐器，它音域宽广，音色优美；表现力极其丰富，能演奏和声与复调音乐；能担任独奏、

伴奏、重奏和协奏；被人们称为“乐器之王”。 

 

二. 钢琴的产地和品牌 

钢琴于 18世纪起源于欧洲，经过不断的改进和创新，欧洲的制琴工艺享誉全球。其中尤以德国的

“施坦威”（现已搬迁到美国）以上乘的质量，称霸国际音乐舞台。但其昂贵的价格，却使得大部分人

望而却步。 

上世纪 50年代，以日本的“雅马哈”和“卡瓦伊”为代表的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使钢琴成为

大众喜爱的高档乐器。 

我国从 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钢琴制造业发展迅速，规模空前，现已形成年产几十万台的上百家

生产企业。国产琴品牌繁多，款式各异。但总体质量不高，在世界上仍处于中低档水平。个别较好的产

品可以达到韩国钢琴的水平，即中档的水平，如中日合资的“雅马哈”和“卡瓦伊”。但与日本原装琴

和欧洲名牌相比，质量差距是很大的。 

 

三. 钢琴的构造与选择 



一台钢琴，有上千个零部件，主要有音源部分、键盘机械、踏板系统和外

壳四个部分组成。立式钢琴的规格以其背板高度划分，低背琴约 118-121厘米，

中背琴约 124-126 厘米，高背琴约 130-132 厘米。重量从 200-300 公斤不等。

通常情况下，越大的钢琴价格会越贵。 

由于结构复杂，钢琴的选择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事情。首先，要了解钢琴的

各个零件的布局，材质的好坏，制作工艺的粗细；其次，要接受过听觉的专业

训练，对音高、音色具有敏锐的感觉。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说清楚的。最好是找专业人士，根据你的要

求，选择一台合适的钢琴。 

 

四. 深受欢迎的日本二手琴 

日本原装新琴，质量虽好，但价格较贵。立式琴一般在 6-8万之间，三角琴在 20万上下。如果不

想花太多的钱，又想买一台较高质量的琴，日本二手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的价格和国产新琴差不多，

立式琴一般在 1.5-3万之间，三角琴在 5-8万之间。 

国产新琴在第一、二年表现还可以，但是几年后变化较大。由于制作工艺粗浅，复合板用得较多，

容易产生变形、音色不统一、手感不均衡等问题。日本琴制作工艺精细，使用实木较多，有些型号还使

用了红木。虽然是二手琴，仍然音色饱满、手感稳定。而且能够很好地适应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气候环

境。因此，日本二手琴深受大家的欢迎。 

目前国产新琴预期使用年限大约 30-40年，日本琴大约 80-100年。有句话说“今天的新琴，明天

的二手琴”，还有句话说“新琴落地即半价”，大意是指新琴的保值功能不如二手琴。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汪爸爸很乐意为大家解答。联系方式：1360175 3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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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疯狂科学 

小三班暑期”欢乐团聚会” 

图文：牟芊熠妈妈 

 

    暑期过半，家长们琢磨着让考拉 YOYO 班（小三班）的小伙伴们聚一聚，因

为他们一定开始想念班级的同学们了。考虑到这些快成为中三班的小哥哥小姐姐

们求知欲日渐旺盛，于是“疯狂家族”的科学互动表演秀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8 月初的夏日依旧炎炎，小三班小伙伴们对“团聚会”的热情却更加高涨。一

大早，大家就兴致勃勃地赶到了“疯狂家族”的接待大厅。一进门，就能看到几个

大实验瓶，装着五颜六色的溶液。有的冒着气雾，有的向外不断地滋泡泡，煞有

专业实验室的架势。 

    迎接我们的是几位穿着白大褂的叔叔阿姨。 

你想不到吧，他们的名字竟然是土豆，菠菜，熊猫

老师。我们被领进一间很大的房间。落座后，同学

们都很好奇这场科学表演秀到底是什么样？是不

是自己还可以动手做实验呢？ 

    表演秀的主讲是土豆老师。土豆老师以一个很奥妙的问题开场：魔术和实验

有什么区别？一诺爸爸的回答让老师非常满意。接着就是一个又一个奇妙又有趣

的实验登场了： 

 

吸水粉的变身法：土豆老师挑选了现场小朋友配合他一起表

演。宣宣自告奋勇地上场。老师在一个杯子中注入了饮用水。让他

在杯子里吹了口气。然后顶在他头上。让他原地转三圈。老师说，

现在把杯子倒扣在他头上。宣宣真是紧张啊，但是为了科学就献身

一次吧。头发湿了就湿了吧。眼睛一闭。土豆老师还真把被子倒扣

下来。结果，竟然什么都没倒出来。太神奇啦。难道是宣宣的那口

“仙气”起到了作用？老师问，水去了哪里了呢？小朋友的想象力

还真是丰富：被宣宣喝了。在场的家长们一阵哗然。现在轮到土豆

老师揭开谜底：原来杯子里早已放入“吸水粉”。这种神奇的粉威力很大，可以吸



收相当于自身体积 5 倍的水份。你知道这种物质也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吗？对

了，在座的每个小朋友都曾经得到过它的帮助。土豆老师取出一片宝宝尿布，让

每位小朋友亲手摸一下“吸水粉”在尿布中的存在。 

 

泡泡澡：土豆老师手持试验瓶，里面盛着粉

色的溶液。渐渐地，瓶口开始不停地冒出白色的

气雾。老师问，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又是宣宣

小朋友回答：二氧化碳。土豆老师又神秘地在瓶

内放了些什么。更神奇的一幕出现了：瓶口竟然

不断地冒出肥皂泡泡。引得全场小朋友兴奋不已。老师邀请了几位上台。说要用

泡泡送给大家一份惊喜。女同学的小辫子上多了两个漂亮夸张的发圈，摇身一变

成了“美羊羊”。男同学头上多了顶帅气的头盔，于是变形成了“奥特曼”。 

 

干冰云朵：土豆老师接下来还有什么科学“魔术”

让小朋友们叹为观止呢？这次，他先戴上了一个厚实

的手套，并从一个神秘的箱子中取出了一块像冰块的

东西。这块冰块还在不停地冒着白烟。土豆老师说，

这个物质叫做“干冰”，有零下 40 度。这就是为什么他

要带上手套保护自己。还特别关照小朋友们不能直接去摸干冰。接着奇妙的场景

发生了。土豆老师把干冰放入一个盛有水的塑料桶内，结果源源不断地白雾飘散

出来。整个房间烟雾缭绕，像被白云笼罩着。水桶到哪里，哪里就伸手不见五指。 

 

    每个科学实验秀都以直观、有趣的方式演绎着科学原理。不仅引起小朋友们

的阵阵惊叹声，更是引领他们去探索者神奇的科学。 

    表演秀观看结束后，老师们又带领着他们进入另外一间教室。宝贝们自己动

手的时间到了。熊猫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分发了一个梨状小气球。干什么用呢？熊

猫老师开始示范了，拿起小气球在自己的头上不停磨擦，再把小气球放在桌子台

面下。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小气球被牢牢的吸住了。于是，同学们也纷纷开始模

仿老师的动作。看着他们可爱的动作，专心的试验，失败了不气馁，继续尝试……



教室外的爸爸妈妈忍俊不禁。 

    熊猫老师还演示了特级飞机表演，让小朋友上台给飞机加压，提供飞机弹射

和飞行的动力。 

    时间过的飞快，虽然科学试验互动表演和亲手体验课程不到 2 个小时。但是，

这群小三班小朋友的脑瓜中一定已经吸收到他们感兴趣的科学的神奇和奥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