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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 巧手橘皮画 

画作提供：境外 K 班 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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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投稿人！ 

本期乌南月报责任编辑：大四班 肖云姝妈妈 

 



3 
 

乌南采风 

 

画作名称：   老师辛苦了 

画作提供：大二班 孙悦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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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幼儿园开园准备亮点 

 

境外 A班 Isabella Yang 妈妈 
 

金秋 9月，经过 8个月疫情期间的居家生活，我们每个人翘首以盼，终于迎

来开园的日子！由于疫情期间情况特殊，所有家长不得入园，幼儿园的老师和工

作人员也为开园做足了准备。 

首先，幼儿园硬件设施到位，早晚接送环节，老师们分别准备了测量体温区

与隔离观察区，家长们在园外一目了然，目送小朋友入园后，在门外看到小朋友

顺利通过测量体温区的白色大帐篷，就表示可以放心地离开了。 如果体温有异

常，则需要在单独隔离的区域静坐等待再次测量。下午离园环节，老师们精心设

计策划了分时段分批离园，尽量做到保持社交距离。 

 

 

 

其次，虽然是特殊时期，但是幼儿园还是精心准备了特别的开学仪式，升国

旗奏国歌，还有特别的机器人跳舞。小朋友们不仅接受了爱国主义熏陶，也非常

喜欢观看有趣的机器人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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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今年幼儿园第一次举行线上及线下家长会并行的模式，在特殊时期通

过网络给各位家长传达了开学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线上家长会的形式不仅从空

间和时间方便了各位家长，也使得信息传达有效、准确。虽然因为疫情家长不能

入园，但是班主任周老师通过视频带我们参观了新教室，让我们对幼儿日常环境

有了感官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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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班幸福时光的开始 

                                                 境外 C班 William妈妈 

 

September 2, 2020, an ordinary and universal celebration day. Because 

of the COVID-19， children finally started school after seven months of 

long winter holiday. 

As soon as the school started, the mothers of the parents teacher 

committee took active actions to purchase green plants for the natural 

corner of the class, so that the children could feel the freshness of the 

garden in the classroom. 

On September 10th, 

Teacher's Day, all 

parents and children in 

class C sent flowers to 

teachers. The 

kindergarten held the 

first Wunan Zhuzi Teacher Apprenticeship Ceremony. In addition to say 

their blessings to the teacher, the children also presented teacher 

stickers to the teacher to express their respect for the teacher in the 

ancient way. 

September is the Chinese Cultural 

Month.The children got acquainted 

with Chinese calligraphy, facial 

makeup, the basic necessities, food, 

shelter, and ancient architecture of 

the capital Beijing. They also 

learned to write the Chinese 

character "Fu" which means lucky.  

At the end of September to celebrat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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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Day, the children watched moon cakes being made ，participated 

in the military parade, joined the flag-raising ceremony and watched 

Chinese  kung fu of the soldiers. It‘s the last year of kindergarten, 

we look forward to more and more colorful content to accompany the growth 

of our precious childr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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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山楂树 

境外 E班 Grace 妈妈 
 

深秋，一个收获的季节。园里一棵山楂

树的果子也悄悄地成熟了。 

晨间运动、午后散步、放学回家，大家

都能看到这棵山楂树，孩子们在一天天长大，

山楂树也在悄然变化着。这棵山楂树一直陪

伴着我们，经历了一轮轮春夏秋冬、见证了

孩子们的成长。 

 

  终于，到了丰收的季节，山楂长满了

枝头，红红的、大大的。用手够一够，就能

采到山楂了。枝条打一打，山楂就能掉下来

了。一颗颗山楂像红灯笼、像小红球，孩子们的

笑脸传递着丰收的喜悦。 

  E 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起了山楂

果酱。小小甜品师们 带着糕点帽子，像模像样

地切着山楂，捣碎，然后小心翼翼地灌入小瓶子

中。一瓶瓶山楂果酱包含了小小甜品师们的满腔

热忱。孩子们也在这次有意义的活动中体会到了

自己动手的乐趣。 

 红红的山楂映衬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寄托

了孩子们对丰收的期待与憧憬 ，让精彩的校园

生活更添一份惊喜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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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阻挡不了家校共建 

                                                 境外 F班 GEMMA 妈妈 

 

这一年，因为疫情，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九月迎来开学，爸爸妈妈再也不

能像往常那样，走进校园，家长沙龙，校园开放日，庆祝活动等等。 

 

进入中班，开学前的家长参观日给了每位家长一颗定心丸。宽敞的教室，丰

富多样的科学探究实、

美劳室以及体育活动

设施，还有学校聘请来

新的外教，每一个孩子

兴奋不已，每一个家长

露出赞叹的笑容。嗯，

家长与孩子一起进入

“后疫情时代”的校园生活。 

 

中国文化周那段时间，有的孩子回

来哼起了《茉莉花》，有的孩子朗诵起了

《春晓》，还有的孩子拿起哥哥姐姐的毛

笔蘸着墨水画起了房子。这些都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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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校园课堂里学到的本领。爸爸妈妈们一直好奇孩子们在学校里学什么，

这就是学习的成果。校园里多彩的主题，渗透进每一颗幼小的心。 

天气渐渐转凉，孩子们又面临

着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家长们十

分焦虑。然而学校帮助孩子们预约

到了超级难约的流感疫苗让家长们

的焦虑得到一丝缓解。班级老师和

家委会又通过挖掘家长资源，展开

了第一场线上家长沙龙—幼儿秋冬

季防病知识。10月 29日，两位有医

生背景的家长（ SOPHIE 爸爸和

ANTONIO妈妈）精心准备，在线上为

所有家长阐述秋冬季常见流行病及

防病措施，获得了家长们一致好评。 

线上的家长沙龙是我们家

校共建的一部分，线下的校

外亲子活动又为每个家庭

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机会。

时值万圣节，家委会为所有

的孩子及家长策划了一场

难以忘怀的户外活动。油罐艺术中心的黄浦江畔，充满

着 16 个家庭的欢声笑语。有追逐嬉戏，有泡泡秀，彩

绘让每一张稚嫩的脸更显活泼。十六张餐垫往草坪上一

铺，顿时安静，孩子们沉浸在野餐的氛围中。午后，拔

河、跳格子、跳袋子，孩子们成群结队一起游戏，不再

黏糊糊，不再哭哭啼啼。一旁的爸爸妈妈可以轻松地聊

聊天。孩子，你们长大了！ 

疫情无情，人有情。疫情时代的生活总有一些阳光

在温暖我们。家校共建，家长与孩子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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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秘密基地” 

小一班 沈予泽妈妈供稿 

爸爸妈妈们，每天你们都会问：“在幼儿园玩的开心吗？做了什么游戏呀？”

嘿嘿，你们一定不知道吧，学校里有我们的“秘密基地”呢！今天，我们就给你

们介绍一下吧。 

基地 1：小厨房 

快看，这就是我们的小厨房。洗好手，穿围裙，我们个个小能手。老师在这

里教我们认识了芹菜。我们把芹菜叶子摘干净，还能用小刀切成一段一段喔。回

家让妈妈炒个菜，大人们会夸我们能干吧！ 

重阳节临近，老师教我们用香甜的桂花和白糖制作桂花蜜。悄悄告诉你们，

其实我们有点馋，但这是献给长辈们的礼物呢，一定要带回家！对了，你们看到

我们录制的送给长辈们的重阳节小视频了吗？这可是我们使出最大的力气喊出

的心中的祝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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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2:屋顶农场  

爸爸妈妈，你们知道花生宝宝的家在哪儿吗？它们就住在我们的农场里。快

来屋顶看看吧，这里除了藏着花生宝宝，还有柚子、大丝瓜和各种花花草草呢！ 

 

基地 3：过家家小天地 

过家家是我们每天最爱的活动之一。这里，男孩可以扮妈妈，女孩可以做消

防员和小交警。偶尔我们还会开派对。冰激凌店的老板会送外卖。建筑师们忙得

不亦乐乎，总能造成奇特的房子。 

 

 

 



13 
 

基地 4：散步路上的“奇遇记” 

学校真的是个神奇的地方。吃完饭，老师带着我们散步。好朋友间相互聊天，

居然也能在这不经意间发现被“施了魔法”的地方，那里有成群的蝴蝶，五彩的

小鱼，孔雀，各式各样的齿轮。 

 

 

基地 5：小咖秀舞台 

一天，老师特意装饰了一个舞台，那是给我们小咖登台表演的地方。我们会

唱歌跳舞，会说绕口令，会用沪语说童谣，会背唐诗，会讲故事，自信又大方。

台下的小观众们也学会了倾听与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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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妈妈，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每天会带给我们惊喜与快乐的地方，

让我们爱上幼儿园的地方。 

“乌南乌南，乌南乌南，乌南幼儿园~乌南乌南，乌南乌南~人生起步的摇

篮……”爸爸妈妈们，我们的歌唱的好听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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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 

 

                                        Class G  王心扬 Ethan 妈妈 
 

 

在疫情常态化的 2020年 9月，迎来了新的学年，这一群托班的娃娃们在似

懂非懂中升到了小班。 

目前，家长只能送到大门口，看着孩子进门熟练地测体温，洗手，往教室方

向走去。作为家长很是不舍，以前都是陪着他进幼儿园的啊，带着他洗手，检查，

再送进教室，还能等着看看他在教室里的表现。现在的一切未知，让我心里空荡

荡的。也会问小朋友，为什么现在妈妈不能进幼儿园了？因为有病毒。那要注意

什么呢？洗手，戴口罩。小朋友好像很淡定的样子，让我心里也释怀了，可能孩

子们的适应能力比我们想象中厉害得多。 

虽然每个月例行的家长沙龙，开放日活动都取消了，但是 9月份的校园活动

还是如火如荼地进行，孩子们也是兴高采烈的，看着一个个明媚的笑脸，心里想

到的最多就是感谢。感谢我们的国家控制了疫情，让我们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感谢幼儿园，感谢老师，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是让孩子们的校园生活那么丰富

多彩。 

 

1、开学典礼 — 气球表演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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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师节活动 — 给老师献爱心 

    

 

3、中国文化周 — 认识五星红旗 

   

 

4、中秋庆祝活动 — 寻找月饼，制作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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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十月，爱在重阳 

------记中四班重阳节活动 

中四班 孟哲霆家长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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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尊老和感恩的节日，我们

乌南幼儿园中四班的宝贝们当然不会错过。 

10 月 23 日是重阳节前的最后一个周五，宝贝们早已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

因为他们会在余老师和诺诺老师的带领下，通过亲手制作重阳糕来表达对长辈的

养育和陪伴之恩。首先，余老师向宝贝们讲述了重阳糕的来历和意义，诺诺老师

则形象生动地演示了制作重阳糕的过程，宝贝们也都认真地学习和模仿着。当宝

贝们领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制糕原材料时，他们的热情也随之被点燃，有铺糯米粉

的，有淋玉米油的，有撒糖的，大家忙的不亦乐乎，不一会，重阳糕的半成品就

已经呈现在了大家面前。随后，厨房阿姨将半成品放到蒸箱里进行了最后的加工。

经过短暂而又充满期待的等待后，由宝贝们亲手制作的重阳糕终于香喷喷地出炉

了。最后，宝贝们将前一天在幼儿园操场合力采摘的山楂点缀在了重阳糕上，让

它具有了更为美丽的外表。 

看着这色、香、味俱全的重阳糕，宝贝们的口水似乎都留到了嘴角，但他们

都忍住了，因为，他们要把这份充满了自己感恩之情的礼物带回家，送给一直照

顾和陪伴他们成长的爷爷奶妈、外公外婆，让他们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这份心意。 

最美是重阳，美在一份思念，美在一份景致，美在一份孝心，通过这次制作

重阳糕的活动，让我们中四班的宝贝们学会了尊老，学会了感恩，会学了表达自

己的真情实感，希望他们能够怀着这份感恩之心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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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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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urful Autumn keeps the Creativity Flowing in Class I 

                                                          Ashleigh’s dad, Class I 

As the Shanghai weather moved to deep Autumn, the falling leaves in and 

around our Kindergarten became the raw materials for Class I to show off their 

creativity and imagination. The task was to create a collage from these raw materials.  

With the odd help from us grown-ups, the children all rolled their sleeves up 

and collected leaves, flowers and twigs for the collage.  

The collages ranged from scenic landscapes to jumping rabbits, from realistic 

depictions of falling leaves to schools of fish swimming in the pond. It was amaz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images the class came up with that represented Autumn in their 

eyes.  

The project allowed us grown ups to also see the giant strides that our 

children are making at the kindergarten and gave us an opportunity to work closer 

with our children in a fun and unusual way.  

The pictures have now become a vibrant and colouful spot in our class room 

and will always be a reminder of our children’s first Autumn in Wu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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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来猜猜我是谁 

                                             境外 K班 方天逸妈妈 

 

10 月，法租界的梧桐树叶子开始变得干脆，

风吹过树梢，会发出沙沙的声音，还会带着最早

的几片黄叶打着旋儿慢慢的落下。这个月是孩子

们加入境外 K 班的第二个月，他们不再哭哭啼啼

的入园，而是盼望着上学的日子。本月，孩子们

开展了丰富的活动，他们一起创作了桔皮画，还

一起讨糖欢庆了万圣节。 

 

 

  

孩子们回家后，开始越

来越多的谈到他们的小伙

伴，爸爸妈妈们也跟着开始 

慢慢知道了其他的小朋友，

先是名字，后是爱好，最后

还有些班级八卦。为了增 

进了解，家委会收集了一期

童言童语，家长们可以和孩

子们一起来猜猜谁是谁， 

得分最高的家庭将获得“K 

班江湖百晓生”的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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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未来 

大一班 李妙蘭妈妈 

 

  

             

 

 

 

 

 

 

 

  

 

 

 

 

 

 

 

 

 

 

第二件事，我们明显感受到，大班之后孩子们有了更丰富、更多元的课堂活

动和校园活动，不但启蒙了他们在特定领域的兴趣，也延伸了他们的知识和能力

的触角。尤其值得珍惜的是这些课程和活动，在过程中都十分重视孩子的参与和

动手，在做中学；活动背后又都蕴含着特定的教学主题、设计和目标。比如，在

新开设的行进乐、编程课之后，孩子们回家后会说起他们在课堂中感受到的新奇

和趣味，对老师的观察和喜爱。这也为他们做好准备，更好的适应未来小学课堂

中的多学科的模式。再比如教师节时，老师在课堂中带领他们进行“我心中最爱

 

在这个特殊的 2020年，我们的小不点儿们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终于迎来了大班生活。早在暑期，赵老师、王老师和韩老师就特别

安排了与每个小朋友家庭单独见面和交流的时段，孩子们得以与久

未见面的王老师重聚，增进与赵老师、韩老师熟悉感和亲近感；老

师们也询问了孩子在家学习的情况，以及与家长们展开交流。开学

前夕，在园部和老师的精心安排下，孩子们观看王老师录制的视频，

云游了学前部的多个活动场地和空间，令他们对开学期待不已。从

在线家长会到线下亲子活动的安排，无不体现园部一手紧抓落实各

项防疫措施，同时也格外重视孩子们的体验与感受，疫情背景下也

尽可能让孩子和家长能够直观地了解大班生活学习的地方。 

 

短短一个月，家长们不约而同从孩

子们的反馈和变化中感受到几件事。

第一件事，孩子们回家纷纷说，“我特

别喜欢大班的各种运动项目，足球、

功夫操、跳绳、勇敢者道路、室内运

动馆、沙水世界”，“明天我还要早点

起床，早点到幼儿园，这样运动时间

可以多一点儿。”作为家长，我们特别

高兴看到他们在运动中，亲近自然，

挑战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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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老师”的绘画创作；同时园部还精心策划和组织“朱子拜师礼”活动，老师带

领孩子们诵读《朱子家训》，并逐句向他们解释意思和讲述道理。“见老者，敬之；

见幼者，爱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长回家后聆听孩子们

的诵读，进一步帮助他们加深印象，巩固内涵。中秋节临近，老师带领孩子走进

未来厨房，教他们一步一步自己动手，制作冰皮月饼，一个豆沙馅、一个奶黄馅，

带回家后分享给家人，甜甜蜜蜜。回教室后开展小组合作剪贴作品《月亮的味道》。

孩子们先了解故事内容、观察故事画面，为创作做好准备；然后通过画、剪、贴

的方式表现动物们如何尝到月亮的味道。活动中孩子们初探如何分工合作、怎样

合理布局、呈现美观的作品。活动后，老师引导大家共同回顾、分享、商量了解

决问题的方法，帮助孩子们积累经验。此外，大一班的老师充分调动班级中的家

长资源，建立家园共育桥梁，通过邀请孩子家长进行线上视频分享，让孩子们拓

宽眼界、喜欢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会听到操场上播放的背景音乐，有时是磨耳朵的英语儿歌，有时是

童声演唱的中文歌曲。BGM中就有这首《最好的未来》，“这是最好的未来，

我们用爱筑造完美现在。千万溪流汇聚成大海，每朵浪花一样澎湃。这是最

好的未来，不分你我彼此相亲相爱。千山万水传递着关怀，幸福永远与爱同

在…”每一句都写出了心声，你们是生命和希望的延续，是最好的未来。 

 

 

第三件事，家园合力，培养孩子的任务意识，从简单的任务本

开始。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每周几次领不同的任务回家，在课

堂上跟着老师记录（绘画）下当天的时间和对应的任务，回家后向

父母转达，一起完成任务并在任务本上签字。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

如果我们能一起坚持和继续下去，相信能够培养孩子们的责任意识

和自主意识，也让他们形成一个概念，是“我要学／做”而不是“要

我学／做”。 

每天送完娃如果不赶着上班，我会在幼儿园的围栏前驻足一会

儿，看着娃完成入园步骤，欢乐的飞奔进教学楼，再等着看她回到

操场上兴奋的加入班级同学的运动或游戏。很多乌南的家长也都有

这样的习惯，于是这也成了乌鲁木齐南路上一道独特的晨间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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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Double Ninth Festival 

Orko’s mom, Class J 

Double Ninth Festival, also known as Chongyang Festival, falls on the ninth day of the ninth 

month of Chinese calendar. It is a festival for the old, celebrated in most Chinese speaki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is year, the Festival falls on the 25
th
 of Oct, Sunday. Kids of Class J did the celebration on 

the 23
rd

, theywill remember it with a smile, as they had so much fun making gifts for the 

grandparents. 

The activities start with the Chongyang Cake making. The word for cake (Gao) sounds like 

one for height, people regard it as a lucky food. Kids of Class J were taken to the school kitchen, 

made the Chongyang Cake for their own grandparents from rice flour, dried fruits and nuts, and 

brought them back home to be eaten. 

Parents were so surprised to find real cakes from their school bags and were told “to enjoy 

the cakes”. Some families steamed the cake, others pan-fried it, while some parents didn’t even to 

get to try it, as the kid played with the dough and made cute animals out of it. 

Kids of Class J also hand made a heart-shaped card for their grandparents. They painted their 

favorite figures and flowers on it, and put colorful heart stickers on the cover, with “Happy 

Double Ninth Festival!” printed there. 

Given lots of grandparents are living abroad, Miss Lu recorded a video of all the kids wishing 

them happy festival and good health. Grandparents were thrilled to see it, as it is not a common 

festival celebrated in many other cultures. 

They had a fun day and more importantly learned about the tradition and would carry i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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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拥军庆佳节 家校互动“云”连接 

                                        中三班冯思源妈妈胡沐耘妈妈 

 

收获的金秋，一张张朝气蓬勃的笑脸，精力满满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的小主

人们重返乌南幼儿园。蓝天白云，鲜花绿草，似是洋溢着久别重逢的惊喜，又似

是祝贺 31名正式升级为“哥哥姐姐”的中三班小朋友。开学典礼上，园长妈妈

送上了新学期寄语，祝福每一位小朋友在乌南看到更大的世界，收获更多的成长。 

一、绿色军营话团圆 爱国爱家入童心 

双节前夕，中三班小朋友踊跃参与园部的“走进军营”活动,在训练场上观

看了武警官兵队列动作演示、擒拿格斗表演等。武警叔叔一招一式威风凛凛，口

号动作整齐划一，小朋友们抑制不住地兴奋和激动，奋力把小手拍得响当当。在

军营寝室里，整整齐齐的“大方块”被子让小朋友们感受到了武警叔叔严谨细致

的生活作风。武警叔叔倒挂翻跟头上铺的本领，引来阵阵惊呼和欢笑，一张张小

脸上满是敬佩和赞叹。国防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走进军营活动在小

朋友们心田种下爱国拥军的种子，让他们亲眼看到祖国的强盛，学习军人不怕苦、

不怕累的精神。迎中秋穿汉服是中三班小朋友心心念念的活动之一，小仙女小贤

士们自己动手剪毛豆，学习民间习俗。“文武双全”的老师们表演了神话故事《嫦

娥奔月》和精彩的民族舞，孩子们目不转睛，举手欢呼，幼儿园里洋溢着浓浓的

中秋之情。 

节日期间，孩子们在家阅读、学习和运动，带着小小的五星红旗坐双层巴士、

去迪士尼乐园、与家人和小伙伴团聚玩耍……用心体验国庆的欢喜和传统节日中

蕴含的意义。在中三班小课堂的“我是小主播”环节，通过童趣涂鸦、故事讲述、

我画你猜、小报展示等形式，每位小朋友都与小伙伴自信分享了自己的假期生活，

爱国爱家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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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校联动共防“疫”家长“云”上进课堂 

为确保复学工作落实落细，构建起疫情防控的严密防线，中三班班主任王莉

老师多次组织召开家委会、班级相关会议，围绕在园生活的九大环节进行严密梳

理和详尽部署，确保防疫工作万无一失、逐项落实，并与家长就本学期班级活动

计划和幼儿成长目标进行深度沟通。10月 10日，中三班金楠妈妈在“线上家长

沙龙”中主讲《幼儿秋季传染病预防与保健》讲座，结合防疫工作，配合老师为

家长进行儿童常见传染病防控指导。 

为进一步培养小朋友的阅读兴趣，丰富学习生活，增进家园沟通，本学期中

三班“妈妈讲故事”系列活动全新升级，通过视频录制、老师领学、现场互动等

形式带来更多精彩故事。为让小朋友们听到有趣的故事,家长们可谓绞尽脑汁、

想尽各种办法。殷伟诚小朋友和钱熙湲小朋友的妈妈运用可爱的动物装扮,还原

了原汁原味的《虎斑猫和黑猫》，生动活泼的演绎，引得孩子们笑声连连。张元

坤妈妈和孩子一起录制了《善良的鱼医生》，亲子朗读分外温馨，孩子们看得认

真，听得仔细。在看故事的同时，老师引导孩子们跟着故事一起做动作，课堂气

氛活跃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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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秋天的小树林  

             画作提供：境外 A 班杨奕南 Isabella 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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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picnic at The West Bund 

Class D, Laura’s mum 

 

The kids were so happy to be back at school, after a long break. It was nice to see 

the old friends but also meet new friends. This year there are three new students in 

Class D: Tommy, Oscar and Aimee. 

The weather this autumn is really pleasant and on Sunday, October 18
th

, we 

organized a picnic near the skate park in the West Bund: it was a great chance for the 

kids to play outside the school time, and also, for the parents to chat, relax and know 

each other.  

We took out our colorful blankets and our delicious food: what a feast! We had 

Chinese dumplings, Italian pasta, sandwiches, chicken, salad, chips and a lot of fresh 

fruits. We shared and we enjoyed lunch.  

 

 

 

After lunch, the kids played in the area: some of them played basketball, some 

others run with their scooters while the parents had a good chat and enjoyed more 

food.  

The West Bund is a nice area to have a walk and indeed, some kid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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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ents had a walk to the climbing area. While walking, we found a stage and the kids 

had fun pretending they were on a show. 

 

Time passed so fast, and it was soon time to leave. We collected all our things 

and we said goodbye. There was still some time for some kids to play hide and seek in 

the tent: that was so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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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庆我做主 

大三班 范沂诺爸爸供稿 

国庆期间，大三班的孩子和家

长们根据幼儿园和班级精心策划设

计的活动，积极参与、安全高效，

在常态化疫情防控条件下，度过了

一个很有意义的国庆假期。 

经老师们和家委会成员的共同

商讨，在热心的志愿者爸爸妈妈的

支持下，本着减少聚集、分散活动

的原则，班级将国庆活动分为两个主题：1.“国旗国旗我爱你”，观看升国旗仪

式。2.“带着国旗游上海”之寻找上

海记忆。整个活动共细分为五个小组，

包括：观看升国旗组（宋庆龄陵园）、

寻找上海美食（朱家角等）、寻找上

海建筑（中共一大会址等）、寻找上

海味道（上海植物园等）、寻找上海

的交通工具。  

 

每个家庭都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由

选择报名参加哪一项活动，这也给了孩子

们充分的“自主权”，他们参与热情高涨，

还努力克服了不少“小困难”：参加国旗

组的孩子们需要起早，假期里离开暖暖的

被窝还真需要点毅力，活动现场没有一个

人迟到，早到的孩子都会自觉站好，静静

等待；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孩子们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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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合影留念，还都努力保持安静，

懵懵懂懂地听讲解、看展品，回

眸历史、珍惜当下，希望在他们

心中能埋下自立自强的种子；在

朱家角老街，孩子们寻古迹、品

美味、下围棋、坐小船，在历史

与现代的“穿越”中，体会如今

生活的美好；在上海植物园，孩子们在草坪

上尽情奔跑，体味阳光和花草的味道，同时

也一起探访“秘境”，了解花草昆虫的小秘密；

寻找上海交通工具的孩子们，坐上旅游观光

大巴，徜徉在外滩、南京路，他们或数着手

指或默默叨念:公交车、小轿车、摩托车、地

铁、客轮、快艇、自行车……自己发现、留

存珍贵记忆。 

自主选择、自主探寻、自主记录，难忘

假期，我的国庆我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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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二班十月月报 

中二班 张相儒、王以茉爸爸 

2020年 10月 31日和 11月 1日两天，中二班的小朋友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

秋游活动，全班共计 27个家庭参与了本次秋游活动，秋游地点为位于崇明岛的

德利南瓜庄园，家委会策划了丰富的活动为班级小朋友和家长带来了一份难得的、

愉快的秋游体验。 

本次秋游的主题是“深秋劳动体

验”，各个家庭通过乘坐大巴车包车

和自驾两种方式于 10月 31日上午十

点准时到达农庄。第一个活动是趣味

运动会——运南瓜比赛，小朋友们在

家长的组织下分成三组，进行手递手

的运南瓜比赛。 

在午休后，班级同学们以家庭为单位

雕刻南瓜灯，小朋友们自己刻画南瓜灯图

案，家长们使用锋利的美工刀切南瓜、雕

刻大致轮廓，最后再由小朋友们使用比较

钝的塑料刀具进行精细加工。在一个小时

的紧张劳作以后，小朋友们雕刻出了一只

只漂亮而有个性的南瓜灯。 

晚餐后，进入到篝火晚会环节，同学们围着篝火唱着乌南园歌，在《我是中

国娃》的音乐中跳着舞蹈，受邀参加本次亲子活动的王老师为同学们带来了一曲

《今天是个好日子》。今天恰逢是小南瓜的生日，小朋友们共唱生日歌，为小南

瓜庆祝生日，大

家享用了美味

的生日蛋糕，最

后进入了燃放

孔明灯、放烟花

的环节，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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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和家长都沉醉在美妙的烟花中，对今天的活动非常满意。 

 

11月 1日上午，进入了本次春秋活动的重头戏——农场劳动体验环节。家

长们分为六组，扛着铁锹和小朋友们一同来到田间地头，开始挖芋艿、挖红薯。

家长们在农庄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挖了起来，小朋友们也参与进来，在挖的过程中

需要注意铲下去的位置，要预留充足的空间，否则会铲到芋艿和红薯，造成损坏。

下朋友们和家长们在田间挥洒汗水，挖到了很多成果。 

 

在紧张的劳动后，孩子们和家长们一同欣赏了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崇

明扁担戏，文化遗产传人特意为小朋友们准备了西游记，绘声绘色的表演令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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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们目不转睛的观看，大家欣赏了非遗传人的精湛技术，表演结束后，又有多名

小朋友上台进行学习。 

 

本次活动在 11月 1日中餐后，圆满结束，小朋友们拿着自己亲手种下的小

草莓，高高兴地踏上了回家的车辆。本次活动在班级家委会的策划下，在广大家

长的支持下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家长们联络感情，孩子们在劳动中懂得了食物的

来之不易，未来家委会会组织更丰富更精彩的活动，提升班级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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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城市的美 

大二班 董珈杨 

 

 老师布置的每周的任务，一直是我关注的。我很喜欢班级老师布置的那些任

务，那些探究的主题，开放式的完成方法，都是孩子喜欢去做的，每个周末我们

都要留出半天时间，和孩子一起讨论，一起策划怎么完成，然后一起去执行。当

然我们还有个小乐趣，就是去看孩子在任务本上的记录，然后猜一猜她的“鬼画

符”到底代表着什么。随着每周的关注和猜测，我发现我猜对的几率也在逐渐上

升，幼儿园培养孩子这种能力，循序渐进，也是看到了成效。 

 这次收到了探究城市雕塑的任务，让孩子很是期待。老师安排的打卡任务也

是孩子喜欢的。拿出地图，家里旁边是 13号线，我们就一起讨论 13号线沿线的

雕塑点，静安雕塑公园自然是首选。策划什么时候去，怎么拍照就留给孩子去决

定。 

金秋十月，实在是出门走走的好季节，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全家出动去找

雕塑。说来汗颜，静安雕塑公园经常路过，要不是幼儿园布置的这个任务，也没

有想到进去逛逛，到了以后才发现，居然有那么多的雕塑来自五湖四海，造型各

异。更是凑巧的是，里面居然在举行静安雕塑双年展，主题是“空间重塑”。10

个国家，29名艺术家，55件雕塑作品，实在是视觉的盛宴。小朋友兴奋的跑来

跑去，虽然不认识字，但是要求我们在每个雕塑前面都和她说一下，这个是什么

意思，是谁创作的再来个拍照打卡。感谢这个任务，能让我们为人父母的，也静

下心来，仔细看看那些平时都是匆匆而过的雕塑，能够沉下心来体会这个城市的

美无处不在。里面我最喜欢的是“同舟共济”，在抗击疫情的大背景下，实在是

可以引起我们的共鸣。小朋友不出意外的选择了“银色曼波”，不仅圆头圆脑的

样子比较讨人喜欢，而且可以去摇晃它，和作品一起互动，这样可把小朋友开心

坏了，让我一度很担心会把这些作品玩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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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能引起我们思考的莫过于自由之门，我和小朋友解释了这个雕塑，可是她

一直在问我，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我突然羡慕起她来，在幼儿园的快乐日子里，

她一直无忧无虑自由生长，她还不能理解有什么不自由的东西，真希望她那种不

理解自由的状态可以多保持一段时间，这个大概就是童真，这个大概就是愉快的

童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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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金秋十月 

——乌南幼儿园中一班亲子活动小记 

中一班 庄思齐妈妈 

 

金秋十月，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乌南幼儿园中一班的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

一起来到松江佘山，参加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亲子活动。活动内容太丰富了，感觉

十个手指头都数不过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精彩的活动瞬间吧！ 

 

 

穿汉服、制香囊，给祖辈们送去重阳祝福。真巧，活动次日就是重阳节啦！

这可是一个了解祖国传统文化、培养尊老意识的好机会！虎头香囊做起来，一针

一线缝进我们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的心意。香囊中的茱萸粉可是大有来历：茱

萸本身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的功效，在古代的喻义是辟邪去灾，古诗词中往往

与重阳节联系起来。小朋友们在爸爸妈妈们的协助下，现场缝制好香囊，齐声送

上“祝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重阳节节日快乐、身体建康！”的祝福。 

 

喂小动物、磨玉米粉、挖红薯，劳动最光荣。活动现场的小动物们最受欢迎

啦！大家争先恐后地给小羊、小猪、小兔们喂生菜和胡萝卜。剥玉米粒、磨玉米

粉，撸起袖子加油干，大人小孩一起上，看看谁磨的又快又好!还有挖红薯，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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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小锄头，认真的挖呀挖，不管最后收获的红薯大或小，都是令人骄傲的劳动成

果！ 

 

 

滚南瓜、毛毛虫赛跑、拔河大赛，大、小朋友们齐欢乐！活动最后的重头戏

当然就是亲子运动会啦！滚南瓜比赛，试看小朋友们显身手；毛毛虫赛跑，爸爸

们快快加入；拔河比赛，居然是“娃娃队”战胜了“爸爸队”！看小朋友们兴奋

的样子，运动带来的快乐和满足无以伦比。 

 

后记：亲子活动结束后，全班大小一起聚餐。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最后的相聚时

刻，中一班小朋友们为爸爸妈妈们带来令人惊喜的彩蛋！聚餐大厅有舞台，小朋

友们餐后自发地上台活动，伴随着音乐，为大家表演了集体舞“我是中国娃”、

“小鸡快跑”。这些应该是孩子们在幼儿园学到的，对爸爸妈妈们来说真是大大

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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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历史印记 领略海派风韵 

——乌南幼儿园大 4 班石库门“屋里厢”博物参观活动小记 

 

大四班 肖云姝妈妈 

 

10 月 18 日，乌南幼儿园大 4 班的小朋友们在家长们的陪伴下，来到位于

新天地的石库门屋里厢博物馆进行参观学习，在这个面积不超过 600平方的三层

石库门建筑里来了一次穿越百年，重回老上海的“屋里厢”之旅，感受上海海派

文化和建筑的独特魅力。 

“屋里厢”是道地的上海话，意思是“家”，对每个上海人来说，都是一个让

人感觉由衷温暖的字眼。整个博物馆也恰恰是按照上海二十年代里弄单元一户住

户为模式建造而成，一楼是天井、客堂间、书房、老人房、灶披间，二楼是主人

房、女儿房、儿子房，博物馆里展示的物件也全是二、三十年代石库门弄堂里所

存留的旧时实物，展示了别具韵味的上海石库门建筑文化。 

孩子们在博物馆里这看看，那瞧瞧，一番身临其境的体验，让他们直观地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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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当年上海人的生活空间和生活方式，以及石库门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文物价值，

更加懂得保护石库门建筑的重要性，继续传承与发扬上海独有的“海纳百川 兼

容并包”的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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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心心上学去！ 

境外 B班 Timothy 妈妈 

 

 开学孩子们升到了大班，转眼在乌南已经第三年了！这最后一年是幼小衔接

的关键一年，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生活也明显不一样了。看着他们变得成熟，好像

时间溜走了，孩子们一下子长大了。 

 今年的教师节朱子敬师礼的活动特别有意思。孩子们通过诗歌、礼仪、故事

的学习，懂得了尊师重教的道理， 

 

 疫情的特殊时期，虽然有一些防疫上的要求，但是孩子们的快乐还是要继续。

因此我们组织了一些户外的活动体验。譬如，屋顶农场当一天快乐的农夫。小朋

友在鱼塘里摸鱼，在农舍里喂羊，在菜园里见到了平时吃过的蔬菜原来是长的这

样儿的。在他们的年纪，实践能帮助他们在愉快当中更好地掌握知识。 

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特别珍惜孩子们的这最后一年快乐的幼儿园时光，

我们希望能帮助孩子们成长的同时，能有一段难忘的美好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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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 我梦见的夜空 

画作提供：境外 F 班颜玉熙 G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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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自内心的欣赏孩子，和孩子一起成长 

H班 廖云集 Eugene 妈妈 

【陪伴/了解/包容】我昨晚回看我儿子从出生以来的照片，还是后悔陪伴

孩子的时间太少。他可爱如天使般，我却这样因为这因为那而错过了很多瞬间。

所以多陪伴吧，不看手机的全心陪伴。哪怕早上起来一起吃个早饭，晚上一起

看个电视，吃个小零食，闻到儿子身上奶香味的那种充实感前所未有。 

从陪伴的点点滴滴可以了解孩子，我儿子很喜欢音乐，比较好动，我也喜

欢。平时我会在家放各种类型的音乐让他体验。早上会放儿歌类欢快的歌曲，

让他自然过渡到上学气氛。晚上会放偏柔和的音乐进入休息状态，周末在家会

放一些 funky 等活泼的音乐，经常是我和儿子在家听音乐跳舞发疯。 

关于【包容】，孩子的很多性格脾气像自己，甚至坏习惯。我的很多缺点，

他也会有。虽然我希望他可以完美再完美一点，可那不可能，也没必要。我和

我妈都是急脾气，我儿子也是，急起来哭叫，我真的完全理解，会尽可能开导

他去说。我自己做不到的事，我不会要求儿子要做到。耳濡目染比言传身教有

用的多，例如我希望我儿子养成阅读的习惯，我就会在家买很多书，自己尽可

能多去阅读，以身作则才有效。接下来，我会尽可能去包容我儿子的缺点，前

提是不越过底线。底线指的是儿子的规矩，譬如发脾气可以，不能打人。教育

孩子底线设好，其它方面可以宽容引导。 

【平等/互动/思考】我们的孩子和我们一样生而为人，处处平等。只是他

们肉体还小，需要我们帮助照顾。不过，在他们有意识的任何时候，我们完全

平等。他们美好的想象力，给我们带来很多思考和惊喜，我们有很多不如他们

的地方，要发自内心地欣赏他们。如果你的孩子把向日葵画成了红色，把太阳

画成了方形，千万不要去纠正他们！！！难道他们长大会不知道向日葵是黄色，

太阳是圆的吗？！他们的美好即是那我们再也不会拥有的天马行空！玩游戏也

是，有时候他不讲道理，不要去急着掰正他，用一点小方法，换个立场和他沟

通，可能会更快达到目的。今天我儿子在我房间把门反锁不肯开门不肯出来，

我就逗他说“妈妈去你房间玩你的小汽车咯！”他马上着急的一边哭一边开

门…… 

【表达爱/夸奖】我是一个性格很外向开朗的人，儿子像我。他很喜欢表



44 
 

达，话很多，我觉得这太好了。在我们家，我每天都会对儿子说很多次“妈妈

爱你”。有时候回家晚了，他睡着了，我会去看看他给他盖被子，然后亲一下

说“妈妈爱你”。他都知道，有一次我不舒服躺在沙发上睡着了，儿子朦朦胧胧

给我盖被子亲我一下说“妈妈我爱你，你多喝水，以后我长大了来保护你。”就

像我平时对他说的一样。 

前几天去迪斯尼，玩了过山车，身高限制 97cm，我儿子刚刚达到。他怕

极了，在过山车上哭哭啼啼说“妈妈我好害怕”。我就不停的表扬，说“宝宝你

实在太勇敢了！居然玩了过山车，妈妈也很害怕，你居然做到了！妈妈太为你

感到自豪！”总之，没事就对我儿子示爱，他表现的有一点点好就夸。 

【责任心】这个对于男孩子来说实在太重要！这方面，让我儿子意识到，

他要为他自己所有做的事负责。譬如说，最简单就是养成东西哪里拿，用完放

回哪里的习惯，玩具玩好要收拾好。椅子坐好要摆正，他现在都能做好。当他

搞破坏捣蛋，例如把咖啡洒在地上，我就会要求他把地板擦干净。大人不要跟

在他后面为他擦屁股，让他自己收拾残局。 

【尊重】这两个字在我的字典里，我认为是一种教养很基础的东西，但是

很多人不懂。或者说很多人只懂表面。例如对孩子说如果你不好好读书，以后

只能去做个工人这类话，我绝不会对我儿子说。因为这种话就是发自内心对于

工人的不尊重，而我们自己又何以见得有多高贵。为了生活各种努力各个岗位

都值得被尊敬。所以在日常，我一直会告诉我儿子要尊重别人，除了最基本礼

貌，我儿子现在很会关心人。会对阿姨嘘寒问暖，昨天幼儿园老师还表扬我儿

子说他懂事，会对老师说你休息休息吧。水电工来我家修理东西，他会很有礼

貌感恩的态度对待。大人也要尊重孩子。人人都该得到尊重，如果时刻有这个

意识，那么很多时候就会为别人考虑一些，就不容易自私，情商可能也会高一

些。 

以上就是我浅显简单的育儿分享，很多不足还望见谅。做了妈妈之后，我自

己也成长了很多，希望儿子懂道理，那我为人母必须要更懂道理才行。为了儿子

出色，我不得不更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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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 欣欣向荣 

 大一班 奚佑青爸爸 

秋天，硕果累累，透露着丰收的喜悦；秋天，生机勃勃，拥有更灿烂绚丽的

色彩。在这个金秋十月，乌南幼儿园大一班的生活丰富多彩，精彩尽在眼前。 

今年是祖国母亲 71岁的生日，国庆期间，大一班的小朋友们带着国旗游上

海，感受城市里热闹的国庆氛围。 

1、归属感培养、结合国庆节和主题活动《我们的城市》开展带着国旗游上

海活动并分享经历。小朋友们一起回顾

了国庆期间自己“带着国旗游上海”的

点点滴滴，用身心感受上海多元文化的

精彩。踏遍了上海各个景点、历史文化

建筑等地方，从石库门、万国建筑群了

解过去的上海、从陆家嘴 CBD了解现在

的上海，从孩子自己的畅想中构建未来的上海。 

2、主题活动：沪语童谣传唱、各种美术作品制作（美丽徐家汇、人之家、

立体纸艺等）、调查表等。小朋友对自己亲手制作的立体建筑特别感兴趣，每天

午餐或吃完点心后的休息时

间，都喜欢结伴观察，并在

观察中积极思考，提出不少

有意思的问题。每天回家小

朋友们都会给家里人朗诵他

们刚刚学会的沪语童谣，听

着他们洋泾浜般的沪语，整个家里都充满着欢声笑语。 

3、以《我们的城市》为主题的宝贝说画活

动。本月，小朋友们开展了以《我们的城市》

为主题的宝贝说画活动。围绕上海的高度、垃

圾分类、美丽的徐家汇、老房子等，结合平日

的观察，了解我们所生活着的城市——上海，

感受时光变迁与科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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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阳节的系列活动：调查长辈的爱好、讨论能为长辈做什么、介绍自己

的长辈、为长辈送上一首古诗等、送上祝福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敬长辈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在重阳节来临之

际，大一班的小朋友

们学习了《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古诗，

介绍了自己的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讨论了

自己能为长辈做哪些事情，并回家调查了长辈的爱好，为长辈送上一份重阳糕、

一首古诗，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小事，通过丰富的活动在孩子们稚嫩的心中播撒下

爱老、敬老的种子，进一步懂得珍惜、理解关爱、学会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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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暖重阳，浓浓祖孙情 

小四班 蒋羽萌爸爸 

当今社会，祖辈参与第三代的教养是当今社会普遍的现象，祖父母们已经自

觉成为全面照顾第三代的“现代父母”。孩子们在祖辈们的身边感受不到压力，

这种祖孙之间的天然亲密感，使得隔代教养显得非常和谐和自然，对于孩子们的

成长教育同样发挥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九九重阳节，又称“老人节”，是一个属于敬老爱老

的日子。常怀饮水思源之心，常怀敬老之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为了让孩子

们从小懂得知恩、感恩、敬老、爱老，让这种传统美德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萌芽

滋长，乌南幼儿园小四班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童心暖重阳 浓浓祖孙情”

重阳节系列活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宝贝们是怎么度过这个快乐有爱的重阳

节。 

一、知重阳、懂孝亲 

孩子们在自主提问和老师图文并茂的讲述过程中，了解了重阳节的由来和习

俗；在自带并逐一介绍祖辈们的常用物品和分享交流过程中，了解了祖辈们的生

活习惯和兴趣爱好；在欣赏祖辈们的才艺视频过程中，了解了祖辈们的生活技能

和才艺特长。通过系列活动和老师们的悉心正面引导，孩子们不仅提升了对中国

传统文化的认识，更是与祖辈们之间增进了认识和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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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知感恩、躬践行 

重阳节正值周日假期，孩子们在家中主动为老人们做一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情，有的给爷爷奶奶捶捶背、梳头发，有的端热水、喂水果、敷药膏，有的洗洗

碗、擦擦桌、扫扫地，有的画幅画、做香包，有的帮忙包饺子，有的给祖辈过生

日......忙碌的小身影透露出了孩子们对家里老人满满的爱。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老、敬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乌南幼

儿园小四班的孩子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达了对祖辈们的感恩。相信在这次重

阳节活动中，孩子们稚嫩幼小的心田里，已经悄然种下了一颗爱的种子，在不久

的将来会茁壮成长为“爱与感恩”的大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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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七日，遍生欢喜 

小三班 周维清妈妈 

自古重阳多惆怅，但在我们小三班，全然不存在的！ 

将传统重阳加以演绎，把素来的“重阳糕点”、“长者之乐”与“登高思念”

变成特色的一周活动，在班级石老师和王老师的创意启发、家长们群策群力之下，

小三班的重阳已然变成一次温暖且充满意义的、家校呼应的活动。 

对于乌南新员们来说，2020 是颇为一言难尽的一年，以往，对于一贯将中

华传统文化作为亮点的乌南幼儿园据说都会组织别开生面的开放活动，将传统节

日的气氛烘托得淋漓尽致，但鉴于疫情防护，今年所有互动只能转至线上和校外，

老师们所创意的一周分享活动，令人十分惊喜和欣慰。 

小三班的活动主题为“每天一个爱的行动与问候”，每天设定一个小小的心

意，以视频照片打卡分享的形式贯穿成一个系列： 

周一，我来喂喂你！由小朋友给祖辈剥一次水果。 

周二，我能自己吃，你们且休息！小朋友独立吃饭，为祖辈省省心，省省力。 

周三，我要自己叠衣服！让祖辈见证自律能干的小朋友。 

周四，我来为您锤一锤！小朋友为祖辈锤锤肩腿，放松身体。 

周五，重阳糕糕喂您吃！了解与重阳节相关的食物重阳糕，让小朋友从以往

的接受照顾过渡到自己去表达爱，送祝福。 

周末，更组织一次

登高活动，分别由家委

安排带领至两个“登高

圣地”徐汇公园及徐汇

滨江绿地顶层进行“与

祖辈登高，向祖辈吐露

孙辈之爱”的小活动，

家长们也各自施展十

八般武艺，具备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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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准的主持、专业的相机拍摄记录、堪比一流团建的组织安排，小朋友们都尽兴，

家长们皆赞叹。 

令人欣喜的是，整个活动不仅贯穿了自 9月开学以来所教授的生活技能，且

深刻融入了家庭和谐、让小朋友感恩关爱，同时也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也能加入

到幼儿园的互动中，可谓面面俱到，也是我们小三班“幸福”与“美满”二词的

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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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娃入学记 

——之一名“老父亲”的心路历程 

                                      小二班 许书筠爸爸 

 

测温、刷卡、洗手、检查、和家长道别……这是孩子入园第五天自主完成的

动作，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她的成长。在我的耳边，没有孩子的哭声；在我的眼前，

只有孩子坚定的步伐。我不禁思考：是什么让在家“可爱如天使，调皮如魔女”，

操碎了“老父亲、老母亲”的心的她，有了如此快速的变化？慢慢的，几个片段

浮现在我的脑海： 

“爸爸，我要去幼儿园！” 

开始，孩子对幼儿园是懵懂的。虽然她在 1岁开始就上过早教班，但每当经

过乌南幼儿园门口，问她想不想进这个幼儿园时，她都会握紧我们的手，长时间

的沉默，偶尔会随着心情的起伏，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我们也只能根据我们

的经验，语气轻松的给她阐述，鼓励她憧憬幼儿园的生活。虽然我知道，坐落于

徐汇衡复风貌保护区的乌南是一所软硬件都非常优秀的幼儿园，但我的内心仍然

非常忐忑，不知道孩子以后能不能适应。直到公园的见面会、网上的家长会召开

之后，从乌南月刊到微信公众号，从介绍画册到学习强国，四面八方的信息向我

涌来，让我有了底气，知道如何从她的兴趣为切入口，给她做好了心理建设。有

一天，她突然主动问我：“爸爸，什么时候能去幼儿园呀？我要去幼儿园！” 

“耶！幼儿园好好玩！” 

随着开学的临近，我充满了矛盾。因为和孩子的对话，即不敢过多谈论幼儿

园，怕引起反感，又不敢不谈论，怕孩子没做好入园准备。还好，正式开学前一

天，园方精心准备了入园体验课，那一个个充满心思的环节，让老师能够了解孩

子，也让孩子能够了解学校。我目送她牵着妈妈的手进入校园，满脸写着紧张，

又看着她满脸充满笑意的向我扑来，在回家的路上，讲述着学校里的各个好玩的

房间。晚上睡觉前，她在我们耳边轻语：“幼儿园里好好玩！” 我知道，她已经

认可了幼儿园的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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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看着用孩子通为其上传的照片，回忆着这些日子，才发现像这样的对话

有很多。每当她在幼儿园中学到了新本领，我们就鼓励她在家锻炼，无论做的好

坏，都给她“大拇指”。上周末，我惊喜的发现，她的很多生活技能得到了提升，

语言表达更为流畅，用词更为准确，神情也更为自信。最主要的事，她有了更多

的规则意识与时间意识。这一切的背后，都有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孩子，是我们

家长的宝，也是老师们快乐的源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