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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成长，叫乌南小四班 

小四班 张嘉元妈妈 

 

乌南幼儿园精心筹备的一场国庆特别活动，开启了小四班的 10 月时光。邀

请军人叔叔来园为孩子们进行军姿表演，铺起喜庆的桌布享用祖国妈妈的生日

餐，老师们将一面面鲜红的国旗传递到稚嫩的小手中„„“我有一颗中国心”的

乌南理念，就这样以让孩子们惊喜、让家长们羡慕的方式“润物细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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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地第一次 

中一班朱洁瑜妈妈供稿 

 

树林是小鸟的乐园，大海是鱼儿的乐园，幼儿园是我们小朋友的乐园。 

 

快乐的假期结束了，我们重新回到了幼儿园这个大家庭。一个暑假不见，发

现同学们又长高了不少，男孩们长结实了，女孩们更伶俐了。去年的这个时候我

还依稀记得我们都是哭哭啼啼的小奶宝，如今却都已成为中班的哥哥姐姐了。在

开学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我们中一班的小朋友惊喜地迎来了那么多的第一次： 

 

 

 

【第一次升旗】 

 

9月份的每一个早上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充满希望的早晨，因为我们每天都能

团聚在国旗下。今天我特别高兴，因为我终于成了一名小小升旗手，这份荣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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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了很久。 

 

幼儿园的广播里响起了早操进行曲的乐声，全园小朋友踏着有力的步伐，在

老师们的带领下，精神抖擞地踏入操场，作为第一次担任小旗手的我来说此刻内

心真是自豪的不得了，我有力的将国旗甩向空中，随着雄壮的国歌，慢慢升起五

星红旗！同学们笔直的站立着，高唱着国歌“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一刻是多么庄严，多么肃穆，妈妈说升旗活动是幼儿园向孩子们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的良好契机，能够潜移默化的培养我们的爱家、爱园、爱国的情感！ 

 

我喜欢升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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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 

——大一班雍冠仪家长供稿 

 

 

大班伊始，班级开始了“了不起的中国人”主题学习，孩子们通过看长征胜

利展览、国庆阅兵仪式、了解中国航天知识等活动渐渐对自己的祖国有了认识和

热爱，且通过“红帽檐志愿服务”、“重阳节做糕”等系列活动，让孩子体会到了

帮助别人的快乐，懂得了心中要有他人的道理，让老师和家长都感受到：孩子们

长大了，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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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系列爱国注意教育还有很多，如绘画青花瓷的盘子、大熊猫，中秋

节制作月饼，了解少数民族，作为家长我们真心感谢乌南幼儿园为孩子们精心设

计的课程，帮助他们成为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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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乌南，爱在重阳 

——记小一班的重阳节特别活动 

供稿人：小一班乐乐妈妈，摄影：梓轩妈妈 

 

桂花飘香，金秋送爽，乌南小一班迎来了开学以来的第一个重要的节日——

重阳节。为了教育幼儿尊敬老人和

长辈，知道关心他人，也为了感谢

幼儿的长辈们对小朋友长期的照

顾和无私的付出，老师和家委会共

同精心策划了小一班的第一次亲

子活动——“爱在乌南，爱在重

阳”。 

 

10 月 19 日下午 3 点 15 分，收到邀请

的每位小朋友家中都来了一位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来到小朋友的教室，长辈们坐在小

朋友的座椅上，小朋友坐在老人的身上，

紧紧依偎，教室里顿时充满了浓浓的亲情

和爱意。 

 

活动首先由泓巍的妈妈作为妈

妈老师给大家讲解了重阳节的由来

和典故，听到了关于重阳节的诗歌朗

诵录音，还穿插了和小朋友的互动，

请小朋友说说如何关心老人，有位小

朋友说可以帮老人捶捶背，周老师立

刻因势利导，让小朋友都给老人捶捶

背，再拥抱一下老人，教室里的气氛立刻温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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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完重阳节的由来，老师播放了由宇珩爸爸在国庆期间熬了一个通宵制作

的全班小朋友向长辈们的祝福视频，5分多钟时间的精彩视频录像，看到了每位

小朋友充满爱意的童言稚语，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看完精彩的视频，随后进入了长辈们

的才艺表演环节。聿斐的外公是书法大家，

为小朋友倾情挥毫，写了“爱在乌南、爱

在重阳”八个大字，小朋友们看着宣纸、

大毛笔、大开眼界，感受到了中华书法的

魅力！宋老师也在一旁抓住机会给小朋友

们现场讲解介绍着毛笔的形状、握笔的姿

势等。泓巍的外婆穿着漂亮的长裙、梳着

长辫子、戴着五彩的帽子给小朋友们表演

了生动的新疆舞，小朋友忍不住走到教室

中间和外婆一起跳起来，教室里满是欢声

笑语。最后一个才艺表示是辰龙的奶

奶给大家表演唱歌“我们的田野”，美

妙的歌声让人陶醉，在那美妙的一刻，

仿佛把班级教室里的大朋友、小朋友

都带到了美丽的田野！ 

 

才艺表演结束后，老师和家委会还一起

让每位小朋友给老人送上一份特殊的小礼

物，每人一份长寿面，让每位小朋友记得

回到家里要给老人捶捶背，给老人一个拥

抱，再和家中长辈一起吃一碗长寿面，祝

老人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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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45 分钟时间的“爱在

乌南、爱在重阳”的亲子活动

很快结束了，但是大家都不忍

离去。谢谢梓轩妈妈背着单反，

记录下了这次活动中太多的精

彩特写和瞬间。夜深了，然而

大家还在家长微信群中感慨

着，诉说着心中的感动。聿斐

妈妈深情地说“乌南重阳活动

的积极意义影响的不仅仅是小班

的娃娃们，也让我们这帮人籍此

传统佳节倍受感染，深层次理解

敬老尊老、血脉相承的意义所在。

感谢乌南幼儿园老师和家委会的

精心策划。” 能够借着乌南幼儿

园这方宝地，家校互动，陪伴孩

子们共同成长，就是这些亲子活

动的小小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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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里种下一颗感恩的种子 

——乌南小二班欢度重阳节 

 

2016 年 10月 9 日，宝贝们上幼儿园后第一个重阳节。对于刚刚上学的宝贝

们来讲，什么是重阳节，好像明白，好像又不明白。班级老师们为了让小朋友更

好的理解重阳节，特意邀请小朋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当天来班级，和小朋

友们一起共渡他们的节日。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在每年农历的九月九日，是汉族的传统节日，因《易经》

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

而叫重阳，也叫重九。 

 

重阳节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到了唐代，重阳被正式定为民间节日，此

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民间在该日有登高的风俗，所以重阳节又称“登高节”，

此外还有茱萸节、菊花节等说法。 

 

人们在庆祝重阳节时一般会登高、赏菊、喝菊花酒、插茱萸、还要吃糕。另

外，由于九月初九“九九”谐音是“久久”，有长久之意，所以常在此日祭祖与

推行敬老崇孝活动。 

 

由于这是小朋友第一次在幼儿园过重阳节，也是小朋友的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们第一次陪伴宝贝们在幼儿园过节，很多长辈们还没适应，都想能发挥点才艺，

在宝贝们面前秀一秀。这次最后派出了 Elly 的外婆，这位外婆的歌声，可是去

美国、新加坡、欧洲等国家参加过演出的哦，绝对重量级人物，宝贝们要有眼福

耳福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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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ly 外婆为宝贝们带来精彩的歌唱表演，小家伙们被深深的吸引了，一个

个看的都很入神，都入戏了。 

 

小朋友们亲自动手，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制作爱心卡，表达自己的祝福。

Elly外婆加入了小家伙们的行动中，一起动手，其乐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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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都很认真，为自己的祖辈们送祝福 

 

整个活动开展的很顺利，感谢 Elly 外婆的精彩演出和参与互动。因为外婆

的参与，因为老师们的用心，那么难解释的“重阳”，让孩子们已经有了记忆。

活动结束后，有的小朋友跑去问老师“今天什么节啊？我又忘记了”；有的小朋

友见到来接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直接说“生日快乐”；有的小朋友回

到家，主动要求爸爸妈妈们，给自己的祖辈们打电话送祝福。 

 

今年是宝贝们第一次在幼儿园过重阳节，美中不足就是祖辈来的太少了，如

果老幼同台一起表演就更棒了！感谢老师们让孩子们对重阳节有了初步的了解，

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感恩的种子，我们期待着明年、后年，相信下一次会更加精

彩，孩子们会收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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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祖孙情”派对 

小三班 Irem妈妈 

 

2016 年 10月 9 日，菊花飘香，秋高气爽，午觉后我们来到了小白楼，突然

发现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竟然在这里，原来重阳节到了。为了感谢辛劳的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小三班和长辈们举行了一个暖暖的“祖孙情派对”，派对

虽然不大，但是小小的我们好像在这个派对中隐约懂得要感恩，要尊敬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我们还小，说不了太多，就请各位爸爸妈妈看视频吧，要知道我们真的玩的

很开心哦！ 

http://v.qq.com/x/page/y0337odz20x.html 

 

当我们在小白楼看到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所有的起床气都消失了，好

开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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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快乐“祖孙情”派对开始喽，首先我们要很自豪的向大家介绍我们的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我们心里他们可是最最疼爱我们的人哦！ 

 

  就在我们介绍晚自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原来一只

照顾我们吃喝拉撒的外公外婆也有超能本领，她们的歌声好像小鸟一样，她们的

舞姿好像天鹅一般，还可以把妈妈们喜欢的瑜伽玩到让人惊讶的级别，总之太厉

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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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秀完自己后，也该我们这群小萌娃秀出我们的大本领了，

我们可厉害了，虽然只来幼儿园一个月，沪语童谣普通话歌曲我们一首又一首，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笑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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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节日，每次都是他们帮我们准备好吃的，今天

我们也要为他们准备，自己动手剥橘子，剥好橘子喂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吃，希

望他们嘴里甜，心里更甜。 

 

 

 

重阳节每年虽然只有一天，但是我们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爱天天都会有，

每天我们都会对他们说：“我爱你们！你们一定要健康长寿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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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成长，叫乌南小四班 

小四班 张嘉元妈妈 

 

告别了初入园的 9月，在王老师、吴老师、李老师细心呵护下的小四班孩子，

呈现出 10 月时光中的蓬勃生长。有孩子对比了幼儿园生活后，发出了“家里无

聊”的论调；有孩子在休息时间里，倾诉道“我想老师了”；当然，也有孩子在

与家长分别时仍有情绪波动，但很快就被丰富活动调换了心情模式„„这些孩子

们纯真的表达与表现，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属于小四班的欢乐生活。 

 

【欢乐拼图】 

许多富有趣味和深意的班级活动，组合出小四班多姿多彩的欢乐拼图，并将

欢乐蔓延到了每个孩子的家庭生活中。 

九月九，重阳节。老师带领着孩子们读绘本，体味浓浓的亲情；学儿歌《九

月九》，感受一种民俗传统；制作郁金香贺卡，为家中老人准备节日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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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学后，老师在微信群里“奏响”了《小四班重阳节温馨四部曲》：画一幅

画送给爷爷奶奶；学一首儿歌念给爷爷奶奶听；给爷爷奶奶一个拥抱一个祝福；

给爷爷奶奶敲背捶腿。 

 

孩子们在家里伴随着老师的“节拍”，奏响了各自的温馨曲，在一声祝福、

一次敲背中，懵懂感悟着寄寓在重阳佳节里的中华传统文化。 

 

 

 

  

爷爷，我来

喂你吃~~ 

外公，今天我来准

备晚餐吧。 

我剥的香蕉，

甜不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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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王老师迅速将这些美好的定格用“初页”集结起来，为孩子们收藏起

小四班一个值得回味的重阳节。 

 

10 月 11 日，“小小书虫”——小四班图书漂流活动正式开启了。孩子们精

选了自己喜爱的绘本，带到班级里与小伙伴分享。其中，一位小朋友慷慨地奉出

了十本图书。 

 

这个定于每周二下午进行的“小小书虫”活动，每次由两位妈妈来当志愿者，

为孩子们安排借书等事宜。这个活动，将一个更多的书的世界，“流动”在孩子

眼前；将一种分享与交流的方式，交付到孩子手中。 

 

  

奶奶，这是我

自己做的花，

送给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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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小四班的“家长故事团”又开讲了，在每周二有两位家长来到班

级中为孩子们讲故事、互动交流。第一讲就相当成功，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小四班还举办了一次欢乐的特别班会。两位老师引导孩子展示自己国庆长假

出游的照片，并讲述出游的经历。和谁一起去的？去了哪里？好不好玩？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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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地参与，兴奋地发言。据说孩子们的表达并不太到位，但现场“喜剧感”却

很足。 

在这个以“扮家家”、“好小囡”为主题活动的 10 月，小四班的孩子们更进

一步体验着幼儿园生活的欢乐，也在老师们的引领下去主动体悟家的温暖。以这

样双重的价值，构筑着孩子童年生活的美妙内核。 

 

【美好铺垫】 

 

小四班的 10 月还具有一种巨大的隐性价值，即为今后的发展铺垫好了相关

的设置、规则与计划。这些着眼于将来的活动，或许更值得记录： 

 

首先，小四班第一届家委会成立了，并成立 5个小队，众家长们纷纷报名，

火速“归队”，以便日后呼朋唤友带娃去展开各项活动。家委会主席也在“相爱

不相杀”的评选氛围中出炉，是一位双料美女妈妈哦——长得美貌，做得美食。 

 

接着，在家长们的几番推荐、评选后，小四班的班服也终于选定。待日后集

体亮相，必是华丽丽的。 

 

这位不爱拍照的班服试穿模特，为了班服“大事”也是“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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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四班班徽设计征集的过程，颇有点风起云涌之势。征集令刚出一小时后，

一位妈妈率先亮出了自己的手绘稿，画工虽称不上上乘，但暗合“四班”这个概

念的“四叶草”设计理念，顿时赢得了众心。紧接着，一位妈妈就表示说自己要

熬夜奋斗了„„ 

 

 

 

 

3 天时间，业余设计师们飞快地递交出 11 份设计稿。其中，有位妈妈一人

交了 3 个设计，真是如她所说的“用了洪荒之力”；一位孩子的爸爸和妈妈各自

出阵递交设计，直接 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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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大家一致评选出的小四班班徽是这样的哦，是不是又有内涵，又萌

萌哒？ 

  

这些设计以及设计之外的表达，共同指向的就是大家对于小四班的爱与期

冀。成长的路千千万万，而当 27 个孩子与他们的家人汇聚在乌南小四班时，那

些老师们的付出、家长们的参与、孩子们的收获，终将成就一种叫做乌南小四班

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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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重阳节，浓浓敬老情 

中二班 陈静（陈奕明妈妈） 

 

又是一个登高望远、品糕赏菊的日子，我们中二班的孩子们迎来了尊老敬老

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章老师、郭老师和孩子们一起特

地邀请了孩子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到班级里参加亲子活动，一起庆祝节日。

通过这些活动，不仅仅让孩子们了解重阳节的来历和习俗，更是为了让他们体验

老人们无怨无悔的付出，并让他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长辈们的情感，从小学

会感恩；同时也让老人们为自己孩子们的成长与进步感到欣慰与骄傲。 

 

 
 

亲子活动丰富多彩，过程中祖孙齐上台，展才艺，玩游戏，可谓其乐融融。

首先上台的是工一小朋友的外公和外婆，外公给我们展示了他那珍贵的军功章，

小朋友们一下子都被他胸前的军功章吸引了，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着他年轻时候

参加解放军闹革命的故事，孩子时不时发出啧啧声，更有小朋友们一个劲地竖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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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拇指；外婆也是“巾帼不让须眉”，亮出了她的一手绝活 ---- 珠心算，一边

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一边耐心地给孩子们介绍了算盘的基本用法，比如个、

十、百、千位的家在哪里，上珠和下珠代表什么，为孩子们的算术作一些启蒙。

工一外公外婆的精彩分享和表演，引发了小朋友们强烈的好奇心，因为在他们眼

里，老一辈们似乎个个身怀绝技。他们都嚷嚷着想知道自己家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有什么本领，于是，章老师就引导他们回家跟好好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聊一聊

来挖掘家里老人的本领，并且回来跟同学们分享。 

 

小朋友也趁此机会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演了一系列关于重阳节的节目，

有朗诵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有吟唱歌曲-《爷爷亲奶奶亲》，更有

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唱唱跳跳动起来----随着《健康歌》的音乐响起，无

论老人们还是孩子们个个挥舞着胳膊，扭动着屁股。老人们一个个都乐呵呵地合

不上嘴，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几十年。小朋友们一个个都是棒棒哒！ 

 

 

 

紧接着，在章老师和郭老师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和老人们按小组为单位，一

起动手折纸宝塔，并且比一比哪组的宝塔高。当老师把准备好的纸发给每个小朋

友后，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动手了，老人们也在一旁帮助孩子们，一起制作。

这不仅结合重阳登高的寓意，也让小朋友们体会什么是团队精神以及实践如何跟

团队成员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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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小朋友们知道老年人也需要爱，需要关怀，小朋友们用自己的小手轻

轻的帮老人们或捏捏肩、或敲敲背、或捶捶腿，在场的老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心里甜丝丝的，纷纷感叹道：“我的宝贝长大了！” ，他们都由衷的为

孩子们的成长与进步感到骄傲！ 

 

为了更进一步表达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感恩之心，小朋友们在章老师和郭

老师的指导下，一早就用他们稚嫩的小手准备了自制五彩小花，并在活动结束前

献给长辈，将这次活动引到了高潮。当孩子送上甜甜的吻和祝福的话语时，他们

的眼角都湿润了，孩子和老人快乐地拥抱在一起，是那么的甜蜜与温馨。 

 

“尊老、敬老、爱老”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悄然在这次活动中生根发

芽了，我们将继续关注着它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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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着笑声的翅膀 

——记中四班金秋亲子活动 

中四班 李姬芸 

 

秋高气爽，金桂飘香，这样美好的季节实在不容辜负。10月 16 日，中四班

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前往奉贤青村镇上海申亚乡村度假农园，

好好 high 了一天。  

 

滑草、加速，草上飞的感觉真不错，孩子们的笑声乘着风飞得好远。和一年

前相比，小朋友都长大了不少，很多孩子会齐心协力把滑草船拉上坡。草坡有点

陡，家长想帮忙，但是却被孩子拒绝了，别看他们小小的身体，却蕴含着大大的

能量。 

 

 

 

皮划艇可不像我们电视上看到的那样好划，划着那叫一个腰酸腿酸胳膊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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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但是在孩子面前，再苦再累也得露出微笑，奋力向前。在划船过程中，孩子

们懂得了在水中如何把控方向，也明白了同舟共济才能到达彼岸。  

 

小动物乐园、儿童乐园依然是孩子们撒欢的天地。午餐后，大家还走进大棚

动手采摘，体验了丰收的快乐。大家第一次看到了火龙果长在哪里，也第一次吃

到了水果玉米，不用煮掰下来就能吃，又甜又香。   

 

童年就该充满欢笑，就该无忧无虑，愿这天真无邪的笑声永远回响，永驻心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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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重阳，温情暖暖”乌南大三班重阳节活动报道 

大三班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

彩云追月，桂花飘香，秋高气爽

胜春光。” 中华民族一年一度的

传统节日——重阳节又来到了。

因为重阳节有长久长寿的含意，

所以又称“老人节”。今年的重

阳节也是第一个法定的“老年

节”，敬老、尊老又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大三班结合幼儿园的活动安排，将传统文化教育与日常教

学活动有机结合，开展了丰富多才的活动，让孩子们懂得感恩，让敬老爱老的传

统美德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萌芽滋长。 

 

乌南幼儿园大班年级组特意请来了乌南做糕点的师傅，让小朋友们尝试着自

己动手做重阳糕，使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表达对爷爷奶奶的关爱、分享节日的

快乐，感受重阳节的喜悦。活动中孩子们在老师和糕点师傅的带领下，学习将粉

拌成糊状粉浆，在糕屉里铺上清洁湿布，放入糕粉刮平，将葡萄干均匀的撒在上

面，最后把前一天亲手制作的小旗帜插

在重阳糕上。小朋友对自己的成品很兴

奋、很得意，将自己制作的成品小心翼

翼地捧在手心里，就好像捧着一件极其

精美的瓷器，生怕弄坏。因为这些重阳

糕中，不仅融入了孩子们的细心和耐

心，更融入了孩子们对老人深深的爱和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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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亲身的体验，孩子们很快熟悉了加工重阳糕的材料和工序，同时也

使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变得更有意义。重阳节的活动不仅在幼儿园里开展，还将

爱延续到家庭之中。每一个孩子将自己亲手制作的重阳糕交给幼儿园厨房代为蒸

熟，然后放学带回家送给家中的老人。 

    

 

 

我们班级的孩子们还为老人们精心准备了“意外惊喜”：说一句祝福的话语、

做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表演一个有趣的节目并送上在幼儿园制作的重阳糕。细

心的家长们为孩子们记录下了这一难忘的瞬间，以照片或视频的形式将活动的情

况共享班级 QQ群、微信群，为孩子们留下了一段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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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在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日子里，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来表达对祖

辈们的情感，不仅使老人们感受到孩子的成长与进步，体验幸福生活的喜悦和祖

孙间浓浓的亲情。同时也让孩子们体验与老人之间浓浓的亲情，并用自己的实际

行动来表达对祖辈的情感，从侧面引导孩子能对长辈的爱继续延伸和升华，学会

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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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浓祖孙情 

大四班蔡则名妈妈供稿 

 

农历九月初九，是我们中华民

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又是“敬

老日”。这个重阳节，因为大四班老

师的别出心裁，变得与众不同，令

人难忘。 

 

一大早，大四班的孩子们牵着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手一起来到幼

儿园，参加“祖孙运动风，祖孙上海情”的活动。 

 

进入大班，一个重头戏就是

跳绳。一个月过去了，小朋友们

学得怎么样了？有进步吗？好，

就让我们大四班的孩子们给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露一手吧。看他

们一个个跳得多带劲，不禁勾起

了祖辈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和

孩子们一起跳了起来。翻飞的绳

子啊，是两代人共同热爱的运

动。它让祖辈们重拾青春，让孙辈们从另一面了解自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第二个活动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我一起“中国功夫”，这可是孩子们的拿

手好戏。每天早操都要耍一回，晚上回到家还不忘开了音乐，嘿嘿嘿地练习。伴

随着苍劲有力的音乐声，孩子们打起了拳，一招一式，一个马步，一个下蹲，一

声大吼，一次挥拳，一个眼神，尽显中华武术风采。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跟着孩子



 - 37 - 

们学，顿觉各种不协调。嗯，还需勤加练习哦！ 

 

 

 

运动好了，休息一下，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过去。

孙老师先给大家看看上海标志性老建筑是怎样一步步演变成现在的样子的，再请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说说他们年轻时的趣事。祖辈们可是很认真地对待这次活动的

哦！他们有备而来，带来了 PPT 和老上海早晨最爱的“四大金刚”。小朋友听得

津津有味，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活动最后，老师拿来一叠彩纸，请祖辈们在彩纸上写下对孩子们的期望和孩

子们的梦想。孩子们把它们折成一架架纸飞机，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在幼

儿园绿茵茵的草地上放飞。五彩缤纷的纸飞机飞呀飞，带着祖辈们的殷切期望，

飞向更高更远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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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陪你成长，你陪我到老。浓浓祖孙情，悠悠寄我心。 

 

 
 

 



 - 39 - 

 

妈妈老师进课堂：小桔灯 

境外 D班 Seye妈妈 

 

金秋九月，秋风送爽，我们 D 班的小

朋友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中秋是

丰收喜庆的时节，除了有赏月亮，吃月饼

等习俗外，玩花灯也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项

目。一些人家会把柚子或桔子掏空，里面

点上蜡烛，做成桔灯，挂在家门口表示庆

祝，传说桔子、柚子皮的味道可以驱邪避

凶，给人带来好运。今年本班秦乐暄小朋

友的妈妈就利用“妈妈老师进课堂”的机

会来教大家制作这可爱的小桔灯。 

教室里，妈妈老师刚

刚展示出作好的桔子灯

样品，小朋友就各个摩拳

擦掌，跃跃欲试，恨不得

马上把手里的工具变成

好玩的灯笼。桔子灯的制

作虽然简易，但也考验着

小朋友的细心和耐心，在

老师和家长的指导帮助下，小朋友们井然有序的动起手来，不一会儿，一盏盏明

亮的小桔灯就出现在了大家的眼前，小朋友们提着自己亲手作的灯笼在教室里嬉

戏玩赏，别提有多得意了，朦胧又柔和的灯光透过桔子皮把教室映衬得格外温暖，

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通过这次桔子灯的制作，小朋友们不仅体会到

了动手的快乐，还可以体验到传统节日的浓浓气氛，丰富了他们对中秋其他习俗

文化的认识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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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户外野餐 

境外 E班 kingsley 妈妈供稿 

 

秋天的风和煦轻柔，秋天的阳光温馨恬静，在这如此怡人的秋天我们境外 E

班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相聚在新虹桥中心公园。 

 

我们择了一片有湖有大树的草坪，我们一起搭起了帐篷、铺上了野餐垫，拿

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美味小吃和各种水果。野餐开始啦！E班的孩子是一群有爱的

小朋友，他们互相分享自己的小零食和饮料，大方地分享自己带来的玩具。 

 

  
 

阳光灿烂，男孩们骑着自行车，踩着滑板车在草坪边的塑胶跑道上你追我赶，

女孩们躲在帐篷里玩起过家家。突然，湖边游来了两只黑天鹅，孩子们兴奋的叫

了起来，认真地观察着黑天鹅，于是一个个问题接踵而来，“为什么它们的嘴巴

这么红？”“黑天鹅吃什么东西的呢？”“黑天鹅会飞吗？”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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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微风吹过，秋叶飘落于草坪之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金灿灿的落叶显得格

外美丽。孩子们发现了“新大陆”，在野餐后面的树林边，他们捡起落叶堆起了

小树叶堆，越堆越多越堆越高，玩得不亦乐乎！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愿 E班的所有小朋友都能快乐的、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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豇豆节节过重阳 

撰稿：境外小班 H班周君熹妈妈 

 

随着农历九月初九的到来，在这金秋时节，我们迎来了 H班第一个敬老爱老

的节日—重阳节，我们告诉小朋友们这是个属于爷爷奶奶还有外公外婆的节日。

节日的下午，Qing 奶奶来到 H 班，给我们带来了她的本领：摘豇豆。小朋友们

和 Qing 奶奶一起来到了小厨房，穿上围裙，戴上头巾，就像一个个小厨师。奶

奶给我们介绍了豇豆这种餐桌上经常能吃到的蔬菜，长长的一根一根的豇豆也是

我们屋顶农场种的植物之一哦。孩子们都仔细望着奶奶手中的豇豆，学着奶奶的

动作，两只小手稍稍用力一折，长长的豇豆就变成了一个小段儿，太有趣啦。在

一片轻笑声中，大家都愉快的折完了手中的长豇豆，将它们一段段的放好，安置

在小碗中。OS：（晚上把豇豆带回家吧，让爸爸妈妈看看我学会了一项新的小技

能） 

 

 

 

 

 

 

 

 

通过这次活动，结合传统重阳节，让孩子们懂得了这是属于老年人的节日，

不但要在这一天关爱老人，更要在平时的生活中养成尊老爱老的良好文明习惯。

以此使得孩子们懂得关心身边的老人，更能深刻了解重阳节的意义与习俗。尊老

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的基本道德规范，小朋友们对

尊老只停留在口号上的认识，所以呼吁孩子们日常生活中去懂得尊重、关心和爱

护老人，这样实施尊老教育就更有意义。在这堂有意义的劳动课上大家还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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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生活本领，不但体会到 Qing 奶奶的辛苦，更决心以后要帮助自己的爷爷奶

奶还有外公外婆折豇豆，让他们发现自己在慢慢长大，可以体会到他们平时照顾

我们有多么劳累。 

 

 

聚乐幽篁里 古韵来相照 

第二周，境外小班的孩子们一起参观了幼儿园对面的“幽篁里”古琴体验馆。

大家来到幽静，富有诗意的琴馆，孩子们都十分好奇。身穿中国服饰的老师为我

们介绍了古琴的历史，用游戏的形式和我们互动，并教我们学唱音符。大家知道

了古琴有七根弦，用中指弹奏可以发出好听的声音。每个小朋友都踊跃的试了一

回，不仅感受到了古琴美妙的旋律，更加惊叹于古琴外形构造的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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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重阳，亲情传递 

-境外 I班顾瑞雪妈妈 

 

九月九，重阳节， 

爷爷来到乌南园。 

 

金秋桂花飘香来， 

带着哥哥秀网球。 

 

祖孙二人上球场， 

小朋友们齐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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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佳节齐欢聚， 

幼儿园里真热闹。 

 

拿着球拍学起来， 

热爱运动身体棒。 

 

爷爷讲解真仔细， 

小朋友们认真听。 

 

古日百善孝为先， 

人皆有之慈孝心。 

 

 

童年时光在乌南， 

德智体美全发展。 

 

乌南园丁一片心， 

全在幼儿脸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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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梦想小摇篮， 

助我扬帆又启航！ 

 

Double Ninth Festival, Michelle’s 

grandpa &  brother showed tennis  

skills for all kids.   

 

They were very happy on Double Ninth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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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地第一次 

中一班朱洁瑜妈妈供稿 

 

 

【第一次用筷子】 

吃午饭的时间到了，还记得在小班的时候，我总在想为什么爸爸妈妈吃饭总

用筷子，而我却只能用勺子呢？那天王老师、丹丹老师还有郑阿姨把筷子筒放在

桌上说：“今天开始啊，同学们可以用筷子吃饭了！”啊哟！我们终于能成为小大

人了，有好几个同学立刻拿起筷子非常熟练的吃起饭来，而我在这一刻却呆住了，

原来我还不会用筷子吃饭呢。 

 

回到家，我立刻要求爸爸妈妈教我如何正确的使用筷子，我要和同学们一样，

家里人都高兴极了，纷纷夸赞我长大了。后来妈妈了解到：从中班开始，幼儿园

会鼓励孩子用筷子吃饭，使用筷子夹食物时，不仅是 5个手指的活动，腕、肩及

肘关节也要同时参与，有利于锻炼孩子的动手能力；另外还有促进视觉发育和健

脑功效，因为在使用筷子夹食物时，要依赖手部的精细动作和眼睛的视觉定位，

更离不开脑部的神经反射，肌肉活动时刺激了脑细胞，从而起到健脑益智的作用。 

 

现在我已经能熟练自信的用筷子吃饭啦，我好自豪呀！ 

 

【第一次做小广播员】                                      

那天妈妈回来高兴地说，幼儿园里又有新活动啦，我能当小广播员啦，我一

下子叫起来，抢着和妈妈说：“我能表演很多很多节目吗？”哈哈，妈妈说这个

月的主题是《动物》，我可以想一个和动物有关的节目在同学们午睡前表演，我

问：“那同学们看得到我吗？”妈妈说：“做小广播员，和听众是互相看不到的，

他们只能听到你的声音。”于是，我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不让妈妈看到我，只

让她听到我的声音，一个人拿着话筒专注地模拟表演前几天王老师刚刚教过的上

海话童谣《山上有只老虎》，演练完还不忘谢谢大家，妈妈笑死了，还给我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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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劲！ 

 

于是乎，我们中一班的小广播就正式开始了！！ 

 

后来老师们都表扬我们，10月 11日的四位女孩子作为第一场播报广播，勇

气可嘉，表现出色，姿态既落落大方又淡定从容。10月 13日的四位男孩子站上

广播台后抬头挺胸充满自信，播报内容完整，口齿清晰，声音响亮，情节流畅，

衔接有序。 

 

我真的太喜欢我的幼儿园、我的老师、我的同学了！其实还有太多太多的第

一次，每天都那么的开心，下次再和大家分享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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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安全小天使 

中二班 陈静 （陈奕明妈妈） 

 

 
 

“我妈妈开车的时候都系好安全带。” 

“我爸爸开车时有时会打手机。”  

“我爸爸开车时老是抽烟。” 

„„ 

2016 日 9 月 29 日，就在国庆节前两天，从乌南幼儿园中 （二）班传来阵

阵小朋友们稚嫩却热切的声音，循声望去，原来是班中三十多位小朋友正在积极

地参与主题为“我是安全小天使”的交通安全分享会。又一次践行家园合作的精

神，在班级章老师和郭老师的全力支持和指导下，这次分享会由班上小朋友火火

的妈妈和姐姐一起合作， 作为“老师”登场，旨在给小朋友们传播行车行走安

全常识，在互动和参与中学习、掌握并实践，做到“每天开开心心上学，每天平

平安安回家”！ 

分享会的第一个环节是安全图片墙互动。在这个环节里， 每一位小朋友都

可以分享爸爸妈妈日常的驾车习惯，如开车是否抽烟，开车时是否使用手机以及

是否系安全带， 并投上红票或者绿票，红票表示是，而绿票则表示否。看，他

们多积极啊， 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把他们的观察展现在图片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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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里的第二个环节是交通安全常识分享。妈妈老师着重介绍了为何要系安

全带，如何正确使用汽车安全带， 坐车注意事项，以及行走安全等。为了调动

小朋友的兴趣，也使得分享交通安全知识不那么枯燥，这个环节中，妈妈“老师”

在讲解过程中结合图片、视频和文字知识点介绍，并且就“不愿意系安全带的理

由”，妈妈“老师”和姐姐“老师”还展开了情景表演，小朋友们简直身临其中，

感同身受。在表演过程中，小朋友们都目不转睛地观看着，就怕漏了任何一个细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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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来是我问你答环节，通过一幅幅生动的行车或行走动漫图片，贴近生活地

展现行车和行走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比如小朋友的坐车位置和姿势、开门和上下

车以及横穿马路等。当相关的问题被抛出来时，小朋友们一个个把手举得高高的，

争着抢着回答问题。 

 

最后是一个环节是姐姐“老师”送上的“安全行车儿歌”。看到姐姐“老师”

上场，和小朋友之间的距离一下子又被拉近了一步了。姐姐虽然还是有点怯场，

不过也是鼓足了勇气，一边念儿歌，一边配合她自己编排的动作，生动而形象。

当她表演结束时，小朋友都忍不住拍手表示鼓励，更有礼貌地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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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的四十分钟分享会转眼就结束了，但小朋友还沉浸其中，他们彼此互相

交流着，还时不时地跑到“老师”跟前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提供有益的反馈， 

比如“汽车为什么会发生事故呢？”， 

“如果开车慢一点是不是就更安全？”， 

“我回去就跟我爸爸妈妈说要系安全带”， 

“哦，开车不可以用手机的”„„ 

 

 

 

安全第一！ 瞧，这些小天使们已经开始传播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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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脚丫走世界 

——记中三班第一次远足活动 

中三班 郑睿涵妈妈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亲近大自然，感受秋天大自然的美好风光，近日，乌南

幼儿园中三班组织了一次以“小脚丫的旅行”为主题的远足活动，让孩子们一起

背上小书包在老师的带领下从徐家汇步行三小时走回学校，并进行了一次有趣的

“寻宝”活动。 

 

 

 

10 月 11日早上 8:30，全体小朋友在第六百货门口集合，步行走到徐家汇公

园。一路上，孩子们显得特别兴奋，叽叽喳喳，有说有笑，大家一起唱起了歌，

“走，走，走走走，我们小手拉小手。走，走，走走走，一同去郊游„„”。“过

马路要看红绿灯，要走斑马线„„”在欢笑声中，他们手拉手，肩并肩，兴高采

烈地走在公园的小路上，欣赏着沿途的秋日美景：徐家汇公园的湖水浩淼无边，

阳光下一眼望去波光粼粼，偶尔有一两只黑天鹅扑腾着翅膀游过水面，留下几串

涟漪。,孩子们一会儿摸摸小草，一会儿闻闻小花，在老师的引导下，认识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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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各样树的名称：高大茂密的梧桐树、笔直秀颀的银杏树、粗壮挺拔的松树、身

姿婀娜的柳树、„„通过看一看、摸一摸、比一比、说一说，认识了不同形状和

不同大小的树叶，有的像动物的尾巴，有的像手掌，有的像扇子„„自然清新的

大自然带给幼儿别样的视觉感受，老师们感受到了孩子们对大自然强烈的好奇

心。 

 

在此次远足活动中，每个小朋友还收到了老师发的任务书，就是寻找四样宝

物。因为是在国庆期间，老师布置寻找的都和国庆相关。孩子最先发现了随处可

见醒目鲜艳的五星红旗，然后在徐家汇公园里找到一幢三层“小红楼”，即旧中

国最大的唱片制造和经营公司百代公司办公地，老师告诉小朋友：1935 年，我

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第一张唱片就是在此灌制，小朋友们听到后非常激动，

还在小红楼门口集体演唱了国歌。第三个要寻找的是衡山公园大草坪右侧斜坡前

的一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半身青铜铜像。小朋友

也顺利的找到了塑像，并在此合影留念。最后在广元路衡山路口发现了此次寻宝

的最后一个目标：中国铁路工人纪念塔的铁钉。在此次远足前，老师已经和小朋

友讲述了铁钉的由来，现场小朋友也忙不迭的告诉随同的家长：这个纪念塔用三

千枚铁路道钉塑造，象征着当年 13000余名中国建路工人为建设美国东西岸铁路

所作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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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找到了所有的宝物，孩子们欢呼雀跃的坐在公园软软的草地上，在秋日

温暖的阳光下，共同分享着自己带来的食物，你送我一颗糖，我给你一个小面包，

孩子间纯真的友谊，洒满了整个草坪，小肚子吃饱了，大家一起和老师做游戏，

惊喜的呼喊声在草坪上此起彼伏。这些平时在幼儿园里的活动，今天来到大自然

这个大教室里，带给了孩子们课堂以外的乐趣。 

 

 

 

快乐的时光总让人觉得短暂，该回幼儿园了，孩子们自觉地整理了草坪，将

遗留下的大小垃圾都扔入垃圾袋里，保持了环境的整洁，回去时孩子们依旧是徒

步，虽然孩子们感觉有些累，但是没有一个喊走不动的，还相互鼓励“支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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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胜利”，脸上依然是那么快乐！“我们观察到了家长们在远足中的不同表现，

有家长全程与孩子几乎没有肢体接触，有家长全程手很少离开孩子，有孩子主动

向家长寻求帮助，有家长主动向孩子提供帮助，有家长在提供帮助前会征询孩子

意见，有家长直接帮助。虽然都是小细节，但正是这些细节日积月累慢慢影响着

孩子们的自我意识形成。”刘老师如是说。 

 

远足，让孩子们走进大自然，拥抱大自然!和灿烂阳光打招呼，和黄绿的小

草做朋友，和可爱的小动物作伴，和秋叶一起跳舞，和老师、家长、小朋友一起

游戏，到处都留下了欢乐的足迹。远足，还增进了同伴间的友情，锻炼了孩子的

意志。就像一位家长所说：感谢老师们的精心安排，让小朋友们快乐而有意义地

度过了一天。小朋友了解了徐汇的历史、瞻仰了名人的雕塑、加深了对国歌感悟。

真是一次非常棒的活动！ 

 



 - 58 - 

 

心中有祖国 心中有他人 

——大一班雍冠仪家长供稿 

 

9 月初，孩子们走进了上海图书馆参加纪念红军长征 80 周年主题展，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和平来之不易。孩子们在参观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红军长征途中

的互相帮助和坚持到底的精神。 

 

而在之后的家长进课堂活动中，家长

志愿者为大家介绍了有关航天方面的小

知识，孩子们对火箭、飞船很感兴趣，在

活动过程中通过观看图片、视频和聆听介

绍，孩子们知道了现在中国有哪些型号的

火箭、火箭升空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

很多人的付出、宇航员承担着很高风险的

任务、中国第一位探访宇宙的是杨利伟叔

叔，孩子们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明白

了自己的祖国正在强大！ 

 

10 月 17日，最让人振奋人心的消息，

莫过于神舟十一号载人火箭成功升空！有

的说：“感觉自己也飞上了太空”。有的说：“看到了这一幕非常激动”。有的说：

“航天员真了不起”。有的说：“感觉非常骄傲”，这是一个很好的爱国注意教育

契机。 

 

除了爱国教育，孩子们在这学期还树立了为他人服务的意识，知道自己已经

从一个小宝宝成为了一个心中有他人的小朋友。开学初，孩子们参加了“红帽檐

服务队”，有的做迎宾员，亲切的和每一位幼儿和家长打招呼；有的做卫生员，

提醒小朋友要用洗手液；还有的做向导员，为弟弟妹妹带路。大家还一起走进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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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室，为小班孩子表演节目。 

 

随后的重阳节重阳节，孩子们齐手和面、做糕，通过厨房叔叔阿姨的帮忙终

于蒸好了，每位小朋友都尝试自己制作了小红旗插在重阳糕上，寓意“登高”，

孩子们拿出保鲜袋将重阳糕小心翼翼地装进去放入书包，带回家的是满满的心

意，并回家跟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道声：重阳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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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军奶奶进课堂 

大二班 应昕恒妈妈 江俊尚妈妈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 9月，我们班分别开展了小记者、迎中秋、体验民

俗等活动。在开学时，作为大班的哥哥姐姐，孩子们参与到了“红帽檐”的活动

中；教师节前夕，孩子们化身”小记者”，采访了身边的老师们，并且认真的把

采访内容以或画或写的方式记录下来，看他们认真的样子，真有点记者的风范呢。 

 

 
 

9 月 15 日是传统中秋佳节，为了迎接中秋的到来，乌南幼儿园装点一新，

各式各样的花色月饼琳琅满目，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通过中秋知识小展板、

好书推荐等项目，了解的中秋知识和传统节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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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月底，我们开展了体验民俗的活动，孩子们把收集到的中国传统手工艺

品或者是有中国民俗代表的物品带到了教室，进行了展示和介绍。 

 

在上述活动的基础上，我班家委会在家长的大力帮助下，请来了奥运乒乓球

冠军—郑怀颖女士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非常精彩的讲座。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知道

了让爷爷奶奶们坚持下来的就是对祖国的热爱，想要为国争光的决心和毅力，知

道遇到挫折，不能放弃，还要坚持，才可以获得好成绩。 

 

【冠军奶奶讲运动】 

 

2016 年 9月 20 日上午十点，乌南幼儿园全体大班学生和老师一起迎来了两

位重量级的客人，前中国女乒世界冠军—郑怀颖女士和她的先生，前中国男乒主

力队员于贻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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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来到大礼堂，爷爷奶奶便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爷爷奶奶先向孩子们

介绍了成为世界冠军的历程，然后奶奶耐心解答了孩子们的问题。 

 

大二班的孩子们兴趣高涨，纷纷提出要爷爷奶奶教他们打乒乓球。于是，奶

奶和爷爷拿起乒乓球拍带领孩子们一起做挥拍练习。最后，爷爷奶奶现场搭起球

桌给孩子们展示打乒乓。 

孩子们通过本次活动知道了运动员们训练的辛苦，知道遇到挫折，不能放弃，

还要坚持训练，才可以获得好成绩。而让爷爷奶奶们坚持下来的就是对祖国的热

爱，想要为国争光的决心和毅力。 

 

伴随着本次活动的结束，孩子们学习了运动员们的奋勇拼搏精神，知道遇到

困难挫折不退缩，不放弃。只有认真坚持做一件事，我们才可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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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奶奶学画画 

                            ——体验文化 享受浓墨淡彩的美 

                                                  境外 A班  孙嘉妈妈 

 

作为新加入乌南大家庭的孩子的家长，

我很庆幸我的孩子能在乌南幼儿园学习和生

活，从最初的担心孩子不适应，到现在孩子

放学时候迫不及待的把学校精彩的生活和我

分享，孩子的变化告诉我她很快乐。 

 

丰富的校园生活一定是孩子爱上幼儿园

的重要原因。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国的传统节

日——重阳节，班级的老师请来了陆君宇小

朋友的奶奶来给大家展示了水墨画，孩子们

认 真

的 听

奶奶给大家介绍了文房四宝，认识了笔墨

纸砚。奶奶还带来了自己的作品，给大家

讲解了握笔的正确姿势，介绍了浓墨和淡

墨的区别，孩子们都睁大眼睛，听的津津

有味，这跟自己平时用五颜六色的彩笔画

出来的画完全不一样，原来黑黑的墨汁也

可以创作出这么美的作品。孩子们跃跃欲

试，奶奶让孩子们自己发挥想象力，画一

幅自己喜欢的水墨画，小朋友们摆好架

势，在奶奶的指导下认真创作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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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奶奶让大家一起画葡萄，小

朋友经过第一幅画的练习，画起葡

萄来明显进步很多，有的画迷你小

葡萄，有的画巨峰大葡萄，开心极

了！ 

通过这次有趣的活动让孩子们

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水墨画有了

更直观的认识。 

 

放学的时候女儿兴奋的告诉

我，妈妈，我今天画了一个世界上

最大的葡萄。是的，快乐就写在孩

子的脸上！ 



 - 65 - 

 

 “中国文化周”之书法体验课 

境外 B班 

 

9 月 29 日，根据“中国文化周”活动安排，邀请洋洋同学爸爸进幼儿园与

孩子们一起学习了中国书法知识。洋洋爸爸首向孩子们介绍了笔、墨、纸、砚这

“文房四宝”。然后，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了如何用墨在砚台磨墨。最后，让孩子

们体验拿毛笔在宣纸写字。通过，学习与互动，让孩子们对中国书法有了初步的

了解，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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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英语教学的家长沙龙活动  

境外 C班 Dorothy 妈妈 

 

从小班的小朋友们升级成为中班的大朋友们，如何学习好英语始终是爸爸妈

妈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借着 10 月 Open Class,境外 C 班的爸爸妈妈们体验

了一节小朋友们的英语课，并且在课后和 Jeff 老师进行了一次如何帮助小朋友

们学习英文的探讨。 

English open class 从 English reading 开始，Jeff 老师让小朋友们围圈

坐在小板凳上，安静地听他讲故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 Dragon 和 Phoenix；

Jeff拿出来事先准备好的 Dragon和 Phoenix 的图片，帮助小朋友们更好地认识

故事里的主人公。故事讲完之后，就进入了 Letter and Phonics 学习的时间。

为了让小朋友 Learn from Playing, Jeff老师拿出了特制教具 - 字母拼版，并

让小朋友根据自己的英文名字的字母，在拼版上“跳”出对应的字母。小朋友们

见到这么大一个 Game Board 都坐不住了，争先恐后地要来尝试一下。整节英文

课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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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家长沙龙中，爸爸妈妈们跟 Jeff 老师做了一个深入地讨论，Jeff

老师也分析了一下他对于以下几个问题的经验，包括： 

 1.如何帮助小朋友多开口说英语； 

 2.如何在家里帮助小朋友巩固学校学习的内容； 

 3.如何更加有效地掌握 Phonics的运用；等等。 

通过此次的家长老师交流，家长们地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英语教学的方法和上

课的模式，以便能更好地帮助小朋友们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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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相 IN 上海 

境外 E 周莉慧 

 

一年一度的中国文化周正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这次“上海”成为了我们的

主线。上海——国际大都市、有着独特悠久的海派文化、有别具魅力的上海风情、

有着让人听了就喜欢的酥嫩的沪语、有着高楼耸立的外滩建筑博览群和交相辉映

的浦东现代摩登建筑群。正因为这些上海特有的标志让我们不禁爱上上海。 

 

作为现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我们怎么能不好好的利用这些资源真正的感受上

海的风情。我们要“白相 IN上海”。在这次的主题活动中，我们的活动也是丰富

多彩。 

 

找找我眼中的上海 

我们让孩子们在中秋小长假时自己带着相机找一找“我眼中的上海”，虽然

主题活动的课程很多，但是通过孩子们亲手实践去看看才能真正感受到，孩子们

眼中的上海和我们截然不同，从孩子们交来的作品来看，他们觉得上海的公园都

是他心里最好玩的地方，有的觉得上海的夜景很美，有彩虹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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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上海感受石库门 

石库门是上海弄堂文化的代表，最具有特色的居民建筑。孩子们跟着老师的

步伐来到了十六铺水岸，参观了老上海。从孩子们的表情中我看到了他们的喜欢，

他们的惊讶，尤其是当我们走到十六铺游轮码头时，孩子们指着对岸大声说：“东

方明珠，上海中心”，可见孩子们多么的兴奋。当我们从一个大怀表走过，一切

都变了样，仿佛感觉自己刚才穿越了时光隧道，从一个旧上海来到了新时代的上

海。穿梭在石库门的弄堂中孩子们感受到了浓浓的老上海风味，了解了老上海人

民的生活方式。 

 

   

 

说说上海闲话 

“侬姓撒？”“我姓 X”。每次听小朋友说这些上海话时总觉得好可爱，尤其

是从境外班的小朋友口中说出来。为了让小朋友们有上海文化周的感受，我们特

地安排了一天作为沪语日，小朋友必须一整天都用沪语来表达。 

 

通过这些活动，相信孩子们已经逐步感受到了上海的海派文化，也让我们的

孩子们对上海更为的了解和认识。每一次的文化周都会带来不同的效果。希望下

次的文化周又会有新的火花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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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unan Kindergarden 

Report on Class F – Field Trip No. 1 – 27 September 2016 

Class F Melanie 

 

Just a few weeks after Wunan 

kindergarden kick-off, it was already 

time for Class F ś first field trip! All 

kids were super excited to leaving 

Wunan on the morning of 27 Sept. for an 

adventurous day. They were proudly 

wearing their little red Wunan hats as 

well as their own backpack and hopped 

on a super large red school bus.  

Destination of the trip was both, 

the Illusion Art Museum and the nearby 

Pier 16 along the Huangpu river. At the underground museum the kids were 

fascinated by all the different action zones with entertaining visual 

effects and illuminations. At the river front the kids happily did some 

outdoor exercises, photo shooting and had their lunch break. To experience 

Shanghai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ey looked at the historical buildings 

at the Puxi Bund side as well as at the new skyscrapers at Pudong side.  

During the trip our kids had a lot of fun exploring the arts at the 

museum together, they played and communic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learned 

how to travel and behave in a group. After a day full of new impressions 

our kids happily went back to Wunan and look forward to their next field 

tr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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