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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南采风：  乌南幼儿园迎国庆大阅兵
         最美重阳情—中二、中三、小二重阳节活动

国庆节真快乐——小四班“快乐的国庆节”分享活动
亲子乐园：记大三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亲子游

走进大自然-小一班闻道园亲子活动
                     相聚红坊创意园 奇思妙想欢乐多--记小四班午后亲子party

教师随笔：快乐等待中......



    

    10月21日-11月20日
 
    太阳走进天蝎宫

   做完第一件事——给森林脱去夏
装——之后，秋又开始做第二件事：把
水变得越来越冷。
    在陆地上，那些冷血动物都被冻僵
了。而昆虫、老鼠、蜘蛛、蜈蚣什么
的，都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森林里的每一只动物，都在按照自
己的方式准备过冬

       ——摘自《森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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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亲子乐园

18. 家园互动

   

    感谢小二班张主儿妈妈、国际 F 班祝
文博妈妈、小四班张莹老师的辛勤组稿。        
      

           月报制作：小四班施诺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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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8日和 29日两天，乌南幼儿园两个园所的操场上彩旗飘飘，孩子口号嘹亮。
这是孩子们用自己的行动向祖国献礼。孩子们以饱满地精神在操场上进行了迎国庆阅

兵仪式以及幼儿广播操比赛，展示了乌南孩
子的风采。以园长龚敏老师、家长以及家委
会代表组成的评委，就坐于主席台上，观摩
幼儿的阅兵和操演。
   整个阅兵仪式分为四个环节：幼儿队列入
场、升旗仪式、广播操比赛以及最后的武警
叔叔队列与拳操表演。随着音乐的响起，孩
子们跨着整齐划一的步伐，高喊着各班的口
号，迎着明媚的朝阳和习习的秋风走进了操
场。升旗仪式上，孩子们随着音乐高唱国歌，

用一个个朝气蓬勃的注目礼伴随国旗升上蓝天。首先孩子们打了一套中国功夫为大家
展示了小军人的风采。随后是广播操比赛，孩子们展示了整齐划一的操节和抖擞的精
神，显得士气十足。最后的武警叔叔拳操演练把整个操场的气氛带上了高潮。
   园长龚敏老师对孩子们说：比赛不是最终的目的，强身锻体才是最主要的，只有
有了健康的身体，才能保护好伟大的祖国。
   “阅兵仪式”是乌南幼儿园多年来一直延续着的良好的传统，是一项有意义的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培养孩子的爱国之心应从小做起、培养民族自豪感也应从小做起！
孩子们飒爽的英姿、整齐的步伐，让老师们看到了孩子在一天天的训练中所获得的成
果，也让孩子们为自己感到骄傲与自豪，懂得了要有一个顽强的体魄、强健的身躯才
能保卫祖国。

乌南幼儿园迎国庆大阅兵
王嘉忱 老师供稿



乌南采风

   

   开学第二周，大二班朋友已经基本适应新园所及新
规则，并且明显表现出对于自己成为大班哥哥姐姐的
那份自豪感与责任心，非常可喜。
本周开始幼儿园一日作息恢复正常，大部分孩子都能
够早早得来到学校参与晨间体锻，而丰富多变的运动
设施也充分激发了孩子的运动热情。心园所里还有许
多好玩的地方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在学习方面，从本周起每天的讲新闻小任务也开始
启动，为每个孩子准备展示自己的舞台，尝试连贯的
表达，也希望通过小任务培养孩子们的任务意识。同
时在本周中的教师节系列活动中，孩子们不仅学习了
好听的歌曲《老师》还在《老师你最牛》活动中体验
了一把嘻哈音乐所独有的动感节奏。
  “学做小记者”活动则为孩子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大方的表达？如何记录采访内容？经过练习，下
周我们的小记者将正式上任。期待他们的精彩表现。
   在大班的生活方面，孩子们在熟练完成各项自理任
务的同时我们将着重培养孩子们的主人翁意识，共同
爱护我们所在的环境，并引导孩子通过自己的观察发
现生活中存在的问题。

我是多面小能手
                                                        

 大二班家长供稿    



花絮   



      
      又是一个国庆节，孩子们迎来
了 8 天的长假，在这 8 天里可以和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出去玩，一
起吃大餐，一起去看看找找国庆节
的影子……在这 8 天里，小四班的
宝宝都有着丰富多彩的活动，老师
希望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可
以把这 8 天的快乐时光记录下来，

带到幼儿园里来和好朋友一起分享。于是，小四班有了第一次的“快
乐的国庆节”分享活动。
     长假回来的第一天，孩子们都准备了丰富的记录资料，有照片，有
文字还有影集，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孩子们用各种方式记录下了这
8 天时间，清晰地回顾着自己在国庆节里和谁在一起，到什么地方去，
做了些什么。记录中有欢笑，有难过，有好奇，有失落……但这都是
孩子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值得记忆和分享。

国庆节真快乐

国庆节真快乐
——小四班“快乐的国庆节”分享活动

小四班 陈如锋 张莹老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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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6 日和 9月 27 日，乌南幼儿园特邀上海木偶剧团专业演员走进
乌南幼儿园连个园所，为孩子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精彩木偶表演。
演出伊始，主持人热情地向小朋友们介绍了木偶戏的由来和种类，幸运
的小观众还被邀请上台，学习控制杖头、布袋、提线等多种形式的木偶，
引起幼儿的高度兴趣。
    随后上海木偶剧团呈现了“偶戏奇观—小戏集锦”，有极富民族特
色的杖头木偶戏《狮子舞》，活灵活现地表演为幼儿带来了一场视觉上
的盛宴；布袋木偶剧《聪明的乌龟》讲述了一只小乌龟通过智慧和狡猾
的狐狸斗智斗勇，最终救出小青蛙的故事；《五彩小小鸡》中调皮的彩
蛋离开了妈妈及四个小伙伴，被老鼠偷走了，孩子们和木偶互动，一起
把它找回来，母鸡妈妈成功孵出了一只小黑鸡；《蛤蟆与鹅》讲述的是
在荷花盛开的水塘边，一对恩爱的大白鹅生下了四个蛋，而蛤蟆却成了
它们的妈妈，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让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
    此次木偶剧演出很成功，迎来了孩子们的热烈掌声。一个个生动有
趣，精彩纷呈的木偶表演，寓教于乐地将简单易懂的道理通过表演传达
给孩子，开拓了幼儿的视野，调动起幼儿的感官。乌南幼儿园注重多元
文化的教育，本次和上海木偶剧团的合作带给幼儿别样的视觉感受，让
幼儿切身走近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乌南幼儿园将继续大力推进幼儿的
多元文化教育理念，使幼儿的在园活动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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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10 月 23 日，乌南幼儿园中
二班全体师生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欢聚一堂，共同庆
祝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并向长辈们送上
孩子们最真心的祝福。为配合节日的主题和气氛，姜
岚老师首先通过《爷爷一定有办法》这个充满爱意、
温馨的绘本故事，把重阳节的主题巧妙融于课堂之中，
让孩子们认识了本领高强和富有智慧的杰尼爷爷。随
着故事情节的不断深入，姜老师引导小朋友们用剪刀
剪出一件上衣，再把上衣变成一件马夹，进而启发小
朋友积极动脑动手，看马夹还能变成何物。通过系列
剪纸互动，小朋友在游戏活动中为长辈展示了他们听
清指令、认知方位、对称剪纸、完整表达等多种本领。
长辈们凝视着自己多才多艺的小宝贝，不禁喜上眉梢、
啧啧称赞。
    随后，在高叶舟老师的主持下，到场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逐一进行精彩的才艺表演——国画、书法展
现了中华文化的传统魅力，演唱、舞蹈体现了长辈们
的精神活力，讲故事、织毛衣、做动物点心则充满了
幼吾幼的浓浓爱意。精彩纷呈的节目令孩子们大开眼
界。表演结束后，孩子们开始为自己的长辈倒茶、敬
茶并送上重阳糕。此刻，现场亲情涌动、爱意浓郁，
气氛顿时达到高潮。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不仅为自己祖辈的才艺感
到自豪，而且更加懂得孝敬老人，同时也增进了祖孙
间的感情，这真是一次寓教于乐且意义非凡的活动！

 



爷爷奶奶本领大
———— 中二班重阳节活动花絮



我给外婆倒杯茶
———— 中二班重阳节活动花絮



乌南采风

小小新兵来报道
                 小三班 陈一诺妈妈供稿







    9 月 18 日晚，在乌南幼儿园两个园所里，正在分别召开家园联动新
学期家长会。园领导和乌南幼儿园的全体教职工与家长们共同参与了家
长会。
    医教进课堂：为了本次的家长会，园方做了充分的准备：园部讨论、
教研组进一步研讨、保健后勤也积极参与。龚敏园长分别在两个园所奔
波，向国内班以及境外班的家长们介绍了乌南幼儿园关于管理费的下降
以及学籍管理的新举措，以确保乌南在转制期内平稳过渡。此外，龚园
长还仔细解读了《明白收费卡》的内容，认真听取家长的意见。接着，
保健老师进行了保健、安全制度的宣讲，并号召家长们相信自己的孩子，
让孩子们独立进班。
    个性化聚会：在班级家长会上，各班教师们根据介绍和分析了开学
至今三周里，孩子们在活动中的行为表现，和家长们共同交流了孩子的
优点和存在的不足；教师们就本学期将要开展的活动和家长进行了沟
通，共同探讨了适宜班级孩子的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家长们纷纷提出
了自己的想法和提议，并提供多种社会资源与园方分享。
    选择性课程：会中，选择性课程作为乌南幼儿园的特色课程，免费
为小中班幼儿提供轮滑、中国象棋，为大班以及境外班幼儿提供了跆拳
道、围棋、英语戏剧、科探小实验等多方面的趣味课程，全面满足孩子
的兴趣需求，为多方位提高幼儿能力提供平台，受到家长和孩子的热烈
欢迎。
   家委会改选：各班新一届的家委会改选也是本次家长会的重要环节。
原家委会主席先进行了述职报告，之后通过竞聘演讲、投票选举的方式
选出了新一届的家委会成员。新当选的家委会成员对就如何家园协同，
更好地做好园方和家长的桥梁，为孩子更好地成长出力进行了展望。
    家园配合是高质量幼儿教育的重要指标，乌南幼儿园始终把家长看
做教育上的合作伙伴，家园携手，共同前行，乌南将继续发挥示范幼儿
园的辐射带动作用，在家园合作方面更上一层楼。

家园合作，共促成长
——乌南幼儿园新学期家长会

 张莹 王琦玮 供稿



        
 乌南采风

我有一双小巧手
         -国际C班剪纸课 

国际C班孙旻翀家长供稿



              堂前新帘初裁成         



欢度 Halloween
国籍 F班 祝文博妈妈供稿



     
      九重阳节是老年人的节日，我们班有相当多的孩子平时是由爷爷奶
奶负责接送的，有些甚至是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根据这一特点，
我班特意安排了重阳节敬老活动，让孩子通过学习重阳节的风俗和一
系列主题活动真正体会什么是要尊重长辈，学会感恩。
        1．了解重阳节的来历和过重阳节的习俗
       重阳节 (The Double Ninth Festival)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
又称“老人节”。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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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日，
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活动丰富，情趣盎：有登高、赏菊、喝菊花酒、
吃重阳糕、插茱萸等等。
       2．重阳节主题活动内容：
     爷爷一定有办法（感受爷爷的聪明才智。能大胆尝试、想象，用半
个变一个的方法剪出各种物品。）
       摇到外婆桥 （学用上海话演唱歌曲《摇到外婆桥》）
       爷爷奶奶的老照片（观察爷爷奶奶的老照片，看他们成长不同阶段）
     奶奶夸我孝顺儿（理解、学习童谣，感受民间童谣上口的特点，能
有表情地朗诵。）
     我和爷爷奶奶过重阳（在和爷爷、奶奶一起过节的过程中，初步了
解重阳节人们喜欢进行的一些活动。）
 
 
 
 

爷爷奶奶我爱你！
――中三班重阳敬老节活动

                                             中三班家委会供稿

乌南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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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子乐园

记大三班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亲子游 

 

又一年金秋，我们大三班的家长和小朋友怎能错过这美好的时节，大

家商量着待长假后稍作休整，再组织一次亲子游，去哪里呢？这次一起去

长江口吧！于是大家决定去吴淞炮台湾湿地森林公园。那里可有着两江一

海交汇的临江景观以及自然旖旎的湿地风光呢！ 

10 月 20 日，正是个阳光和煦、秋高气爽的日子，家长和小朋友们都早

早地来到了集合地，大巴士载着一路的欢声笑语，不多久就来到了目的地。

一进公园，孩子们就像小鹿一样四处跑散，有些已经爬上平台去看壁雕，

有些跑去花丛，有些兴奋得大叫，看着他们欢快的背影，家长们也觉得自

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 

大家快集合！不知哪位家长带来了哨子，小朋友们一听到哨声，居然

很快地及集中到了家长周围，这个小工具可派了大用处。大家先拍张集体

照吧！ 

 

“妈妈你听，有游乐园的声音！”走了不久，宝贝们就欢闹起来，原来

第一个发现的景点是个小型的游乐场呢！ 

经过第一轮玩耍，几个活跃的孩子早已汗流浃背了，“宝贝你看，前

面有个大草坪！”原本想让孩子们稍作休息，可这散发着清香的草坪，那

么多小朋友的欢笑声，让人心里痒痒，哪里还能躺得住。孩子在草坪上追

逐嬉戏，家长们则支起帐篷，铺开垫子，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丰盛食物，瞬

间将今天野餐的基地布置完毕。 



 

 

为了让孩子玩得更有乐趣，家长们早早地准备好了游戏节目和工具。

先来一个捉气球的游戏吧，不过这个游戏让一些小朋友因为自己的气球被

抓破了而哭鼻子呢！爸爸妈妈们有些纳闷，你们在幼儿园玩游戏时也这样

么？紧接着的猜朋友游戏就比较成功了，大家玩得不亦乐乎。玩累了和大

家一起分享美食，在帐篷里捉迷藏，躺在爸爸妈妈怀里看风筝。真是太惬

意了。 

 

 



 

午餐结束后，大家继续出发，来到了公园的军事广场，这里因东频长

江、黄浦江和东海,西倚炮台山，背山面水, 地理位置突出，清朝时借此

地形建造水师炮台,这就是炮台湾公园的由来了。这里犹如一个军事基地，

各式各样的大炮模型伫立。其中炮台中央摆放着一门清代火炮，就是在附

近出土的清代火炮的原件，铸造于 1646 年，非常珍贵。 

穿过一段蜿蜒的路，就到了公园面向长江和黄浦江交接出所设置的亲

水平台了，平台的一边种植了近万可香樟树，走在这木质的平台上眺望，

只见江水波浪起伏，冲击着江边的石头，孩子们都忍不住要跨出木栏，站

立在层层叠叠的石头上玩耍，但这太危险了。就拍照留念吧。 

 

最后，我们来到了湿地景观，漫步在木质栈道上，两边茂密的芦苇随

着江水的起伏莎莎作响，孩子时而想伸手去抓一支芦苇玩儿，时而趴在扶



栏上看远处停泊在江面上的轮船，坐在一边小息，看秋天午后的阳光洒在

这成片成片的芦苇从，那金黄色实在让人陶醉！ 

 

 

行走回来的路上，孩子们依然兴致盎然。要说比起春天，秋天大自然

色彩更多了一层厚实的温馨，一路上不知名的灌木、花草，那绿色、黄色、

紫红色漂亮的果实，四处飞舞的彩蝶，都让人忍不住要去亲近，家长们和

孩子们一路寻找掉下的果实和各种形状漂亮的落叶，这个时候，真觉得和

孩子们融为一体，也重温了一把无忧无虑的快乐呢！ 
 



 亲子乐园





亲子乐园

    
    孩子们的想象力总是让大人
惊讶不已。最近，在红坊的大草
坪上，乌南幼儿园小猫晨晨班的
孩子们再次用他们的奇思妙想征
服了爸爸妈妈和周围的叔叔阿
姨、小朋友们。
    红坊文化创意园位于淮海

西路近虹桥路，集草坪、雕塑、画廊、服装店、咖啡馆于
一体，是周围居民非常喜爱的休闲场所。10月13日下午，
为了不辜负金秋十月的好天气，乌南幼儿园小四班部分孩
子家庭相约来到这里，支起帐篷，开启了一段午后快乐时
光。孩子们到来后，立刻被置放于草坪各处的现代雕塑吸
引了。他们纷纷将这些雕塑想象成魔法树林、小火车、飞
碟、大轮船，非常投入地玩起想象中的故事，不仅让爸爸
妈妈觉得妙趣横生，连周围的大人、孩子也被吸引了。
    在孩子们玩耍的过程中，爸爸妈妈还欣喜地注意到，
虽然仅仅在幼儿园相处了月余，但孩子们之间显然已经
有了友情。玩气球时，孩子们会说：“你的气球给我玩玩
好吗？”；分糖果时，大家会守秩序；有好吃的，懂得分
享；在道别时，依依不舍但还是礼貌地说再见。
    真心希望小四班更多的孩子能够参与到我们的亲子
PARTY中来，希望这天的快乐、畅想、友情在孩子们的心

相聚红坊创意园 奇思妙想欢乐多
--记小四班午后亲子party

                     小四班 施诺雨妈妈供稿

 更多交流，请关注:
QQ群：238463741 小猫晨晨乐陶



红坊创意园活动花絮



   
    秋天，收获的季节，加上天气
格外得好，连片片树叶都透着金黄。
晴朗的天气伴随着丝丝凉爽的秋
意，孩子们的心也随之放飞起来：
“妈妈，我们去感受感受秋的气息

吧！”宝贝们用热切的眼神对我们提出了要求。当然，
这是个好的提议，亲近自然，走进自然，让心情做一
次深呼息。中二班的部分小朋友们互相邀请，感受泥
土的气息，大家去了植物园野餐；享受玩沙的乐趣，
大家去了松江佘山艾美酒店体验沙趣。活动中，小朋
友们渐渐明白团结起来的力量很伟大，大家共同合作，
能够堆出漂亮的沙的城堡；群策群力，能使工作的效
率更加提高；互相分享，使朋友间的关系更加亲密无
间 ------ 听着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我们也都陶醉在
这浓浓的秋意中了。
 

秋意深深踏沙行
——中二班佘山艾美亲子活动

中二班皓皓妈供稿



艾美佘山活动花絮



童心炫动中国风

         -中福会少年宫游园会  
小五班陈可妈妈供稿

      乌南幼儿园（淮海分园）小五班家
委会充分利用国庆长假的休息时间，组
织了新学期的第一次亲子活动，邀请全
班小朋友和家长们共同参加福利会少年
宫举办的“童心炫动中国风”的游园会
活动，亲子活动开展的非常顺利，得到
孩子们和家长的一致称赞。
在这场2012年上海少年儿童庆“十一”
的主题游园会中，少年宫中心大草坪

上安排了丰富的活动，包括大型猜谜、动手做帽子、蹦床游
戏等等，小朋友们可以参与互动，赢得游园奖章并可换取国
旗等小礼品。少年宫著名的“勇敢者的道路”届时也一并开
放，欢迎小朋友们一展身手。
活动的门票是班上李家锴小朋友的爸爸提供的。这次活动得
到了班级全体小朋友和家长们的热烈响应。家长们拿到票子
后纷纷表示一定会在国庆长假中带小朋友去参加这个有意思
的活动。
小五班里大部分小朋友都选择了10月5日去参加这次游园会。
那天，秋高气爽，阳光明媚。小五班的小朋友们在活动现场
碰到同班同学时都很高兴，一手拉着爸爸妈妈，一手拉着同
班的小朋友，亲热地一起疯、一起玩！
这场亲子活动中，小朋友们玩得开心，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也
在活动中和小朋友们一起重温了童年的乐趣，并衷心期待着
下一次的亲子活动。
                                            



少年宫活动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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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等待中……
乌南幼儿园  小二班  章建蓉

   

   “等待”对于对于刚刚入园的孩子来说真的很难，但是由于幼儿园是集体，在集
体中有很多地方是需要等待，比如：入厕、盥洗、喝水、玩玩具等，如果不学会等待。
孩子们一哄而上，难以建立起良好的班级常规。可是我们的孩子在家里过着饭来张口、
衣来伸手的生活，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要什么就能得到满足，自控能力很差，从来
不知道是什么是等待，应该如何等待，看到别人怎样，自己马上也要怎样。等待是遵
守一定秩序和规则的前提条件，特别是刚刚入园的孩子，建立起良好的班级常规有必
要让孩子学会等待。
    一、“等待也快乐”
    让孩子学会耐心等待，最好的方法是在游戏中实施，孩子更容易接受。我们在安
排孩 子去如厕等时就采用小小指挥家的方式，让孩子们边游戏边看老师指挥的手势，
用轮流的方式让孩子去如厕，减少孩子在厕所里等待的时间，其他的小朋友在教室里
和老师一起做做有趣的手指游戏、唱唱歌、变变魔术，这样晚去的孩子也不着急，让
孩子们觉得等待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二、“有序来等待”
    喝水是在走廊上，空间小，还有其他班的老师、孩子经过，孩子挤着挤着倒水、
端着倒好水的茶杯最容易拥挤和碰撞。如何让孩子有序地等待？于是老师通过设置小
标记让孩子有序等待，我们将倒水的地方贴上了小圆点和小脚印，小脚印是可以蹲下
来倒水了，后面的小圆点就是等候的孩子们站的位置，前面的孩子走掉一个，后面的
孩子就跟上一个。而走廊的两侧，老师贴上了小方点，让倒好水的孩子端着小水杯走
到走廊的两侧，靠着墙壁喝水，这样就不容易发生水杯碰到洒水的事情了。在老师的
讲解下，很快孩子们学会了看点有序的来等待喝水了。
    三、“老师也要等一等”
    孩子善于通过观察和模仿来学习，成人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到孩子。所以，成人
要以身作则，做出表率。排队等洗手、排队等倒水等等，孩子们看到老师也在排队等
候一开始觉得很奇怪、很有趣，但是慢慢地这些良好的行为都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
子。
文明礼貌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Lady First”观念也许在我们现在还不
完美。但是我们慢灌输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学会耐心等待，相信我们的班级会出现
越来越多的小绅士和小淑女！
和孩子的相处，时时、处处皆教育，每个细节都能收获教育的快乐！

快乐等待中……
  小二班  章建蓉 老师供稿



以大班教师节采访活动为例梳理采访活动的价值
 王琦玮老师供稿

    教师节前后，我们围绕着教师节的主题开展了丰富多样的活动，从
身边的老师到古今中外的名师在聚焦至圣先师孔子，从完成调查表到新
闻坊到小记者采访活动，涵盖美术、歌唱、语言、社会等各个领域，旨
在让幼儿拓展关于“老师”的已有经验，进一步了解老师，喜爱、尊敬
乃至于向往老师，更深层的目标是让孩子们感受认真、谦虚的学习态度，
学会取长补短，知道学无止尽。
同是教师节主题活动，小班旨在激发幼儿对教师的喜爱之情，中班则侧
重于对老师的感恩之情，而大班开展教师节除了节日本身赋予的尊师重
教涵义以外，更注重培养幼儿各方面的能力，如交往、表达、记录、责
任感等等，鼓励幼儿走出去。采访活动便是很好的典型。本次采访活动，
孩子们需要走出去采访其他班级的老师，大多是孩子们不熟悉、不认识的，
他们带着必问和自选两种问题采访老师，并完成采访记录表，这一过程
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那么采访活动的对大班幼儿发展的价值在哪里？
以下我将一一梳理分析：
        首先，采访活动培养幼儿的交往能力，增加他们的自信。面对不熟悉、
甚至不认识的老师，有孩子心生胆怯，不敢上前，该自我介绍表明来意时，
不知道如何开口，甚至退缩。即便在教室里训练过、模拟过，但身临真
实的环境的那一刻，怯场也很正常。当然也有自信大方的孩子，但毕竟
是少数，很多孩子还是需要老师“推着走”。在与老师的互动中，如何
把话题继续，该问些什么？采访结束后怎么感谢老师。这需要足够强大
的勇气支持幼儿完成采访。“第一次”这三个字其实每个人都感到压力，
可是经历了也不过如此，甚至意犹未尽。采访老师的活动对于大部分小
朋友都是第一次，相信经历过这第一次后，孩子们的交往能力会有突破。
       其次，采访活动培养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在与老师的互动中，孩
子们首先要表明自己的身份，说出自己的意图是想采访老师。在采访表上，
有三个必问的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是让幼儿自由发挥的。有些幼儿能够
提出很多问题，有些幼儿却只能够完成老师规定的 3 个问题。采访结束后，
孩子们需要感谢老师，并与老师道别。这一过程十分完整，考验幼儿语
言表达的功力。



   第四，采访活动培养幼儿的记录能力。大班幼儿还不能完整地书写
语句。如何将采访的结果记录在表格中，在短时间内，如何用简洁的
图示表达自己所理解的语句，对他们而言是最艰巨的挑战。小部分幼
儿用的是图加文的方式，大部分幼儿是完全依赖图画的。记录完成以后，
我们还有分享的环节，孩子们拿着采访记录，将成果分享时，这些有
趣的图示即刻转化为语言反馈。有的孩子虽然也记录，但在分享时却
忘记了自己记录的意思，功亏一篑，这样的记录显然是无效的。其实
记录的过程涵盖了理解、表征、反馈三个阶段，缺一不可，理解上出
了错，记录便会产生歧义；表征有误，为让反馈走偏；反馈不能有效，
会让记录前功尽废。
综上所述，采访活动培养了大班幼儿多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对大班
幼儿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以后的主题活动中，还应设计、提供更
多的采访机会，满足幼儿，继续培养孩子们的能力。



怎么让孩子吃得开心、吃得营养                                      
大四班 顾抒益妈妈

        孩子的饮食、健康，是做家长最关心的事了。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
我一直比较注重培养孩子的良好饮食习惯。
  孩子的天性是爱玩的，不过在她们吃饭的时候，我一定是把电视关掉、
玩具拿开的，让她们知道吃饭时是不能看电视和玩玩具的，从小养成
习惯坐宝宝餐椅，在餐桌上吃饭。
很小的时候她们喜欢自己摆弄勺子、自己吃饭，这原本可能是孩子的
好奇心。开始家中老人觉得会弄得比较脏，抢着要喂，后来我觉得还
是让她们自己吃，宁愿脏点、慢点，让孩子学着自己吃、习惯自己吃，
慢慢长大了，她们还会告诉外婆：“吃饭不能喂哦”
        肉和鱼虾是我们家两个小姑娘最喜欢的菜了，素菜相对会厌食些。
她们挑食的时候，我会先在饭碗里准备好定量的素菜，这些素菜配少
许的荤菜吃完，才能再加喜欢吃的菜，当然素菜是可以多加的呢。如
果有什么特别讨厌吃的，我是吃给她看，哄着她吃一口，告诉她每种
食物都有特别的营养，比如吃了蘑菇补充氨基酸、会更聪明，多吃胡
萝卜、象小白兔蹦蹦跳跳真可爱。连哄带骗中，孩子也就不太挑食了。
另外一点，家长的挑食对孩子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首先她会对某种
事物有偏见，再则她觉得是可以挑食的。
      现在孩子会自己说：多吃素菜身体好，快快长大象妈妈一样高。妈
妈也希望你健健康康，有好的身体，做喜欢的大力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