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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新气象 

中四班 顾佑安妈妈姜丛玮供稿 

 

一个漫长的寒假已经过去，迎来的有事一个美好春天的开始。在这万物复苏的时

刻，新的一学期又开始了。大家都满怀期待迎来了中班下学期的生活。 

进入中班下学期，也就意味

着幼儿园的生活过去一半有余。

看见孩子们过了一个寒假又都长

大了不少，来到幼儿园都已经成

为能够为小班弟弟妹妹们服务和

提供帮助的哥哥姐姐们了。午餐

后，孩子们开始主动关心起一起

用餐的小班弟弟妹妹们，会在弟

弟妹妹们挑食时去提醒他们“样

样食物都要吃”，甚至在他们吃的

慢的时候忍不住想要喂一下弟弟

妹妹们。会在餐后牵起弟弟妹妹

们的小手，带着他们一起去操场

上散步、晒太阳带着他们一起做

游戏。会在他们睡觉醒来后教他

们如何穿衣服穿裤子和鞋子。为

了更好的了解弟弟妹妹们，哥哥姐姐们还当起了小记者，去采访和记录弟弟妹妹们的

各种喜好和习惯。这种大带小的活动让我们惊喜孩子们的成长，也让孩子们收获了爱

心和奉献。 

幼儿园开学的第一天，为了帮助幼儿做好假期后的入园适应，激发幼儿开学第一

天的兴趣，增加新学期开学的仪式感，幼儿园精心为孩子们准备了一番，孩子们一进

园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过节气氛，有老艺术家们的手工展示、有年味菜肴的分享圆桌、

有老师们的才艺表演、还有孩子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灯笼高挂，孩子们还能在这里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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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老师们学写福字，贴自己的心愿卡片，这样精彩的幼儿园氛围让孩子们在第一天重

回校园时不是陌生而是更加热爱和向往了。 

3 月 5 日学雷锋日，我们班又身先士卒小朋友们和家长一起来做护园志愿者，早

早到校为小朋友们指引刷卡、洗手、擦手、上楼等等。课间孩子们也都学习起雷锋叔

叔，帮忙擦玻璃打扫卫生干起了各种活，原来孩子们也有能干的一面呢！ 

这个学期开始，孩子们又有了一个新的小课堂，大家都欢天喜地的迎来了每两周

一次的小厨房活动，在小厨房里孩子们能够在老师和志愿者妈妈们的陪伴帮助下亲自

制作小点心别提有多开心了。小厨房的活动丰富多采，制作豆沙包、草莓饭团、青团，

每一个小朋友们都很爱。

志愿者妈妈采购了最新鲜

最好的食材，陪伴孩子们

一起完成，老师在讲解教

授的过程中也是认真又细

心，孩子们仔细聆听、用

心观看老师的示范，然后

尝试自己完成。孩子们热

爱小厨房，因为在这里大

家不仅了解了食材的制作，

也对一些传统节日要吃些

什么的习俗有了了解。 

新学期里也相信孩子

们能够学习收获更多的知

识与本领，结交更多的小

伙伴，自己成长也为他人

带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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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境外 C班 Emma妈妈供稿 

在热热闹闹的春节和元宵节后，我们

迎来了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学期。开学第一

天欢腾舞狮队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我

们和老师都穿着喜庆的中式服装，相互拜年，

老师们给我们准备了红包，送出了新年的祝

福。开学第二天，我们参加了充满中国

传统文化韵味的民俗游园会。在那里，

我们体验了写对联，折纸，捏泥人等各

种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转眼天气越来

越暖和，我们脱去了厚厚的外套，沐浴

在午后的阳光下，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探

访幼儿园的树。让我们认识了很多同类的树，每种的树叶也各不相同，太有趣了！ 

每天我们的活动都很丰富。午餐后，Aurora 老师带着

我们在院子里飞纸

飞机，看谁折的纸

飞机飞的最远最高。

从游戏中，探索着

不同机翼和飞行距

离之间的关系，也

让我们学习了折纸

的各种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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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节日，那就是爱尔兰的国庆，St. Patrick’s Day。这

一天，我们大家都穿上了绿色的衣服，脖子里挂着代表爱尔兰的三叶草，在校园里寻

找着小矮人藏起来的金币。我们三五结伴，互相帮助，最终找到了隐藏在校园里的所

有幸运金币。最后，我们还和敬爱的院长妈妈，瑶瑶老师，还有我们最最亲的 Candy

老师，Aurora老师和 Penny 老师一起留下了这欢乐的大合影！ 

 

 
遇见乌南，遇见感动 

大三班 伊冉妈妈供稿 

时间滴答滴答，不知不觉，光阴转瞬即逝，距离毕业只有半学期了。孩子们还是

和以往一样和小伙伴们快乐的玩耍，和亲爱的老师们学习。而我们这群家长却隐隐的

感到一种离别的忧伤，似乎每个家长都想更多的留住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瞬间，留住三

班有幸的幸福。在整理《遇见乌南》家长们对孩子、对学校、对老师的寄语时，一次

又一次的被感动撞击。眼前时而出现刚入园的稚嫩宝贝们，时而出现一次又一次有趣

的家园活动，只想锁住每一个甜蜜瞬间。 

在家长寄语中，我们想对孩子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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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见你健康快乐地成长，看见你越来越自信，希望未来的你能创造和成就

最好的自己。感谢乌南，三班有幸！” 

“小导演，我一路见证了你和所有组员的努力，太棒啦！乌南幼儿园极其重视孩

子的能力培养，老师的开放创新教育更是让我们看到了孩子们无可限量的未来，让人

充满期待！” 

“宝贝，你是上天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你总能让周围的人看到一个更温暖、更

有趣的世界。爸妈希望你永远保持一颗探索世界的心，在我们老的时候还能给我们讲

那些有趣的故事。” 

“你也许不是最优秀的，可是爸爸妈妈希望你是最快乐的。即将步入小学，愿你

在新的环境里茁壮成长，加油！” 

“宝贝虽然你有点害羞，有点慢热，但是这三年，学校、老师给你提供了很多锻

炼的机会和平台，让你变得开朗、自信。我们相信你会带着这种自信，继续进入小

学。” 

“希望你继续保持一颗善良的心，用清澈的眼睛看待这世界，永远保持一颗好奇

的心，用开拓的目光迎接未来的千万种可能。我们永远爱你！” 

“孩子，很有幸在你人生之初遇见乌南，它帮助你踏出自信第一步，一点一滴蜕

变突破，希望你能在未来收获更好的自己！” 

“亲爱的孩子，你的眼神里充满了对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期待，让爸爸妈妈想

要永远守护。三年乌南的时光幸福而又短暂，你要学会感恩。祝福你宝贝，愿你的人

生充满爱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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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长寄语中，我们想对老师和乌南说： 

“乌南给了孩子很多的第一次，让孩子在一次次的挑战中战胜自己，建立自信。

相信毕业后的孩子们每每想起三年快乐时光时都会大声说出：我是乌南娃。” 

“在乌南的学习和生活，令孩子各方面都有了改变，让我感到由衷的欣慰。感谢

乌南，给了孩子一个锻炼勇气、丰富知识面、培养表达能力、增强自信的机会。” 

“感谢乌南，感恩老师，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无微不至的关心，让孩子们掌握了

有用的知识，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变得更加坚强自信，相信他们会拥抱更美好的未

来！” 

“如果让我给“幸运”加一个注解，那么她就是“乌南幼儿园”，在这的时间光

里，每一分每一秒，我都能从孩子的身上感到无比的幸福，她的能量也将鼓舞我和我

的孩子一直向前走下去。” 

“每天清晨的小仪式，浓浓的爱国热情深深的扎根在懵懂的孩子们心里。乌南不

失仪式感的“必修课”让孩子们从小树立责任意识，懂得感恩，充满对祖国的归属

感。 

在乌南，我们遇见了最美的童年；在三班，我们遇见了最简单的幸福。我们相信

在以后的日子里，孩子们会带着这简单的幸福遇见未来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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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活动的 3月 

境外 F 班 林晏婕供稿 

开学后丰富的活动真是令人目不

暇给，首先有3月12日的植树节，在老

师的带领下，孩子们和植物们进行了一

场浪漫的约会，首先到了小农庄里替奶

白菜松土并且浇水，并且还找到了校园

里年纪最大的，长得最高的香樟树，透

过这样跟植物近距离的接触，从小培养

爱护植物的意识。 

除此之外，St. Patrick’s Day

孩子们也都穿上了绿色的衣服，戴上绿

色的饰品，一起庆祝了这个爱尔兰的节

日，并且进行了找寻金币的小游戏，也希望四叶草和金币也都了带给孩子们满满的幸

运。 

3月份里还有澳大利亚的文化周，介

绍了国旗，也都共同绘制了可爱的国旗，

并且认识了很多澳洲特有的动物，像是袋

鼠，考拉，鸭嘴兽等，还欣赏了澳大利雅

原住民的点画艺术，非常感谢POPPY的妈妈

在开幕式中为孩子们介绍了许多跟澳大利

亚有关的小知识。 

3月份的另一个重头戏就是大家期待

已久的春游，这是小旅行的地点是安徒生

童话乐园，乐园里面的游乐项目非常的丰

富，有旋转木马，小火车，旋转咖啡杯等等，在大家用完午餐之后还去沙滩玩沙和溜

滑梯，孩子们都玩得非常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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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纷呈的春日乌南 
大四班 陈宇声妈妈供稿 

 

春暖花开，百草萌动，在这个生机勃勃的季节里，孩子们在乌南幼儿园迎来了他

们丰富多彩的春日时光。 

开学伊始，新增的陶艺馆和纸艺馆纷纷落成，孩子们的活动场地更为丰富。种类

繁多的选择性课程也如约而至，孩子们可以根据个人爱好，选择自己喜欢的课程来上，

这极大地调动了孩子们的参与积极性，也为长远培养个人爱好埋下了一颗萌动的种子。

除此之外，孩子们还在小厨房学会了拌黄瓜、包馄饨，在布衣坊、木工坊学会了做手

工，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展露出“我能行”的自信。 

学雷锋日，孩子们戴上手套，一个个化身校园清洁小卫士，捡拾垃圾、枯叶，美

化校园环境；三八妇女节，孩子们亲手为妈妈制作爱心贺卡，表达感谢养育之恩。 

 

脑洞大开的服装秀，绝对惊艳了爸爸妈妈们的眼睛！孩子们分组将旧衣物重新设

计、剪裁、拼搭，再由小模

特们亲自倾情演绎，超正的

时装秀在大四班就地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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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最后一周，乌南幼儿园隆重举办了北京周活动。周一北京周开幕式上，幼儿

园特邀武警战士为小朋友们举行了标准的升旗仪式，整齐划一的行进、跑步队列让小

朋友们零距离感受警营风采；老师们精心在教学楼一楼大厅里准备了各类北京美食，

孩子们一个个看得聚精会神。在周五北京周游园活动中，孩子们现场聆听艺术家演绎

精彩国粹京剧，欣赏华丽戏服，勾画五彩脸谱，敲打中国大鼓，组团舞龙舞狮，丰富

的体验式教学活动让孩子们充分沉浸在北京传统文化中，令孩子们过目难忘！ 

 

在这个满目春光的日子里，孩子们在乌南幼儿园老师的精心组织下，参与着各式

各样的精彩活动，潜移默化中，孩子们的各项能力获得了显著提升，犹如一颗颗春苗

正在茁壮成长! 

 

 

Australia Week 

Arden's mom, 

Clas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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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month Wunan celebrated 

Australia Week. Mason’s 

mumma (dressed as a kangaroo) 

and Arden’s mumma visited the 

class to give the children a 

quick overview of Australia. 

We spoke about Australia’s 

states and territories, it’s 

location in relation to Shanghai 

and how long it would take to 

fly there (approximately 10 hours to 

Sydney). We showed them pictures of 

native Australian wildlife including 

koalas, kangaroos, platypus and 

wombats, and also natural wonders 

including Ayers Rock and The Great 

Barrier Reef. We showed them man-

made structures such as the Sydney 

Harbour Bridge and the Opera House. 

We discussed Australia’s currency by 

showing pictures of the notes and 

coins used and also some of Australia’s favourite (albeit unhealthy) 

foods including Tim Tams, Lamingtons and Vegemite. We talked 

about Australia’s first indigenous people, Aboriginals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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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e. The class now has a boomerang with traditional dot painting 

on it an Australian flag. We gifted each child with a cute koala to take 

home and keep. To end the lesson, we listened to a fun song called 

Kookaburra Laugh where all of the children joined in and sang along.  

 

喜迎新春会 

大一班 王雪融 妈妈投稿 

 

开学啦！虽然寒风刺骨，但幼儿园却是热情洋溢，

热闹非凡。精彩的活动驱走了大家的寒冷！孩子们穿

的美美的唐装喜气洋洋来园！老师们也同样穿着美美

的唐装迎接着每一位愉快来园的孩子们，并送上金灿

灿的小红包。 

迎新年一直是我园十分重视的一项庆祝活动！

民乐，书法，棉花糖，古筝，捏面人活动丰富多彩，

让小朋友们一起体验着浓浓的民俗文化！ 

每一年，幼儿园都积极动脑，精心策划，以精

彩的活动，让孩子们感受到快乐，分享节日带来的

喜悦！重头大戏就是每个班级小朋友们，老师们的

歌舞表演，自己有幸以志愿者的身份去看表演！ 

大四班的《快乐猜猜猜》、大二班《中国话》、

境外大班《唐诗联唱》 大三班《卖汤圆》、大一班《国家》等等！表演中，孩子们都

积极主动的参与，当轮到自己的表演节目时，孩子们都非常认真！老师们的表演也是

让人眼前一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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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环节是，给寒假里爸爸妈妈小朋友们一起制作的灯笼，进行了了颁奖仪式。

活动圆满落幕！此次的迎新活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看着孩子们那天真的笑容，和甜甜的话语感觉新年又过了一次！开学乐翻天！ 

2019新学期愿孩子们天天都能像花儿一样绽放，健康，快了度过每一天！ 

 

The Arrival of Spring 

Alexandra’s Mom, Class J 

This February our class got in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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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ring of things with all things new! The children celebrated the 

arrival of spring by learning about Chinese New Year traditions like 

the lion dance and traditional lantern festival foods. The children 

enjoyed the music and dancing and were even able to pet the lions 

afterwards. Class J also welcomed our new English teacher Anna and 

tried new experiences such as planting vegetables to sprout. 

In the first two weeks of March the children learned about what a 

typical spring day will look like - rain, flowers, umbrellas, worms, 

and butterflies. They learned about the letter B, and practiced forming 

the letter with dough. On March 17, the children celebrated Saint 

Patrick’s Day by wearing green, making shamrock necklaces, and 

gluing together four-leaf clovers. 

The last two weeks of March, Class J learned about the country 

Australia. They were excited to know about all the amazing animals 

and landmarks from “down under” such as the koala, kangaroo, 

Tasmanian devil, platypus, 

Blue Mountains, Kakadu 

National Park, and the beach. 

They listened to and learned 

to sing a Kookaburra song 

and made “fairy bread” which 

was a big hit with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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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三月 与爱同行 

境外 D班 全明均妈妈供稿 

 

三月的春风微微倾城，和煦的阳光温

暖地照耀在大地上。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

迎来了 2019 年的新学期，带着春的希望走

进校园的殿堂。我们开学啦！三月的幼儿

园生活丰富多彩，我们开展了许多有趣而

意义非凡的活动，整个月份都充满了欢乐

的气氛。 

在这春意盎然、鸟语花香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三八”国际妇女节。为了让宝

贝们学会体贴、关爱妈妈，增进亲子的情感交流，我们组织了“给妈妈做水果羹”的

节日主题活动。宝贝们穿上围裙，戴上厨师帽，有模有样的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心为

妈妈做一份爱的水果羹，整个活动在一直沉浸在甜蜜和温

馨的氛围中。 

通过这次活动，增强了宝贝们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同

时也激发了他们用实际行动来回报妈妈的爱，是一次非常

好的情感教育活动，给妈妈和宝贝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小朋友都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其实他们是在渴望长大，希望能和大人们做一样

的事情。而这其中，最热门的游戏之一，就是买东西。所以，我们在三月也开展了让

宝贝们自己去超市购物的活动，一起看看 10元钱可以买什么？ 

超市、便利店是 小朋友们在日常生活

中最熟悉的场所之一， 里面有琳琅满目的商

品，也传递着许多宝 贵的日常生活经验。

把体验活动放在超市， 就是为了丰富小朋友

们的社会经验，培养 他们的实践能力。瞧！

宝贝们高高举起他们 自己买的商品，别提

有多自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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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培养宝贝们的国际视野，为孩子迈向国际的脚步奠定基础，成就美好未来，

老师们精心准备了“澳大利亚文化周”活动，活动内容包含家长大讲堂及小朋友手工

制作考拉。 

家长大讲堂环节，我们请

几位小朋友的家长来到课堂，

讲述澳大利亚动物和文化；与

此同时，还安排了手工环节，

让宝贝们自己动手做一只可爱

的小考拉。本次文化周活动旨在通过一系列丰富

有趣的文化活动，使宝贝们走近澳大利亚的历史

与文化，领略澳大利亚的风情和艺术，拓宽视野，

增进对于世界的认识。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下一次

文化周的到来吧！ 

为了让小朋友们养成关心周围生活的好习惯，

我们组织了新闻小组，小朋友自己组队起名（School 

of Rock, Snow White,Alice, Unicorn, Spiderman)，

每周播报身边的小新闻。 

新闻小组的产生旨在提供小朋友们一个展示自我

的平台，引导他们讲述自己收集的新闻，让他们积极

的去了解身边的事物、关心周围生活，并通过自己的

语言表达出来，培养宝贝们自信大胆的表达能力。 

三月的幼儿园学习一眨眼就接近了尾声，这个月

的主题活动也都在小朋友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画上

了完美的句号。回顾这个月的幼儿园生活，宝贝们收

获了成长，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快乐。宝贝们，在

这个温馨的大家庭里快乐生活，健康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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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春天 拥抱春天 
小三班 朱乐骋家长供稿 

 

春天的色彩为什么这样丰富？是春姑娘手中

的彩笔勤奋地挥动着。春来了！每个人都尽情地

享受着春的色彩和怡悦，小三班的小伙伴们在老

师们的引导下、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每一天都尽

情感受着春的世界，拥抱着“春姑娘”的到来。 

 迎着和

煦的春日阳光，我们努力学着要更加爱惜自己和美

丽的一切„„3月 11日，靳舒然的妈妈——一名

耳科医生来到小朋友们的教室，向小朋友们介绍了

“爱耳日”，并教会了小朋友们如何保护自己的耳

朵。舒然妈妈利用带有卡通图案和动画的幻灯片为

小朋友们介绍了耳朵的构造和听觉产生的过程，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做

才能保护好耳朵。通过几种“不可以”的案例，加深了全班小朋友对保护耳朵的认识。

小讲堂在小朋友们“咬耳朵悄悄话”的小游戏中愉快结束，整个过程中欢乐有序，小

朋友们机敏、活泼，舒然妈妈也希望今后能更多地帮助小三班的孩子们——“当你们

的耳朵出现了问题，请来找我帮助你”。 

美好的世界、美丽的城市，离不开“春姑娘”的妆点。开学初期，小三班的章

老师、居老师早早地就策划好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春日活动——绘画、泥塑、劳动、

观察、诗词等„„希望能够引导孩子们去主动观察春天、全方位地感受春天的气息、

了解春天的事物、分享观察的体验等，这一切令我们的孩子们在春日里收获满满、幸

福满满。 

 

3月

6 日，

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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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听了“小动物种树”的故事，知道了爱护树木的意义；3月 8日，孩子们一起打

扮树妈妈，感知春的色彩，还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来装饰小树，颜色是可选择的；3月

11日，孩子们学会爱劳动，明白了保护植物即保护自然环境，还共同分享劳动的愉

悦；3月 22日，老师们教孩子们如何种花，并学习用特别的涂染方法绘画花朵，给

春天的花园更添一抹亮色。春日的活动真丰富！ 

让孩子们印象特别深刻的还有那一天„„大家一起为春日的小树“脱外套”。春

天到了，天气暖了，该把小树厚厚的稻草外套换下来了，章老师先用语言教会了孩子

们为何小树要穿脱外套，再手把手地教孩子们给小树脱外套的方法。屋顶农场的小树

也迎来了孩子们，大家一起去为小树系上红丝带，祝愿它们茁壮成长，为花花草草浇

浇水。孩子们在做中学、观察中了解春天、拥抱春天，纷纷回家和爸爸妈妈们分享新

奇的所见所闻。 

为了更好地让孩子们体验春日，两位老师还带着

孩子们走出教室，走进操场，孩子们发现，校园的各个

角落都遍布了“春姑娘”的足迹，美丽的广玉兰、盛开

的茶花、雅致的垂丝海棠，我们乌南幼儿园的春日美景

尽收孩子们眼底。小三班的爸爸妈妈也忙活着、快乐着！

每周末，爸爸妈妈们都会陪伴自己的孩子去观察一棵春

日里正在发芽的小树，看看它的变化和成长，并为它拍

照留念。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想一想、贴一贴、画一

画，制作有意义的“小树成长册”，记录植物发展的点

点滴滴。看着小树一天天的长大，从含苞待放到开花结果，宝贝们探寻着自然的奥秘，

也进一步增进了更多富有意义的亲子互动。 

春天的色彩为什么这样丰富？是稚气的孩子们天真地打扮着。感受春天、拥抱

春天，爱护自己、爱上春天、爱惜自然。感谢老师们的悉心策划。家园合力，我们将

继续加油，愿孩子们继续做快乐的小公民，努力成为有素养的世界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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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G 班 3 月澳大利亚周 

境外 G班 Felix Macpherson 妈妈供稿 

 

2019年 3月中旬开始澳大利亚周，

乌南幼儿园境外部的小朋友们都挑选了

和澳大利亚相关的各种元素物品带到幼

儿园和大家学习、分享，老师们准备了

丰富的澳大利亚相关视频以及各色课程。 

3月 18日上午 9时，5个境外小班

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的进入

礼堂，小朋友们排排坐好，Lily老师走

到台前询问大家有谁去过澳大利亚，至少有十来个小朋友高高举起小手兴奋地说“我

去过，我去过”，由此老师介绍道 G班的 Felix 来自澳大利亚，而他的妈妈将为大家

做关于澳大利亚的讲解，小朋友们热情地鼓掌! Felix妈妈开始播放专为小朋友们编

辑整理的 PPT，在简单的介绍了澳大利亚的身处南半球的地理位置和美丽风光后，她

重点介绍了孩子们更容易感兴趣的澳大利亚特色动物们：高高跳起的袋鼠，爱睡觉的

树袋熊，深绿色的鸸鹋蛋，美丽高雅的黑天鹅以及育儿袋向后长的澳洲袋熊..... 在

讲解到有关澳洲土著极其文化的时候，Felix妈妈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绘有袋鼠图案的

回旋镖，简单演示古代土著以类似木

制器具进行捕猎的状态，大约 20分钟

Felix妈妈意犹未尽地讲解完了，Lily

老师把她带来的袋鼠、树袋熊毛绒玩

具和回旋镖带给好奇的小朋友们近距

离的摸一摸看一看。 

3月 19 日 G班 Leo 妈妈在 G班的

教室里为小朋友们更深入的介绍了几

个受人喜爱澳大利亚小动物，袋鼠、考拉和鸸鹋，孩子们的认知进一步得到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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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们希望能用美好的图片和浅显易懂的说明来分享和介绍她们所了解的澳大利

亚，而妈妈们进课堂的方式既带给孩子们丰富多彩的知识，又促进了家长与孩子之间

的互动，令家长和小朋友们在乌南幼儿园的关爱氛围里互助成长！ 

 

新春天 新景象 新学期 
小一班 吴将妈妈供稿 

 

春姑娘回来了，孩子们都长大一岁啦！新学期在充满年味的校园庆典中拉开序幕，

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衣服，幼儿园举行了开心的民俗游园会，小朋友们还观看了舞狮

子表演。在老师们的陪伴下，孩子们去串门、互相拜年、给彼此送上祝福。园长妈妈

给孩子们带来了新年的祝福，老师们给孩子们带来了精彩有趣的节目表演。新学期开

学之际，孩子们切身体会到了中华传统文

化那浓浓的年味，在幼儿园如此丰富多彩

又生动有趣的活动中开启了新学期的航帆！ 

春

天是暖

洋洋的，

春天是充满了爱的季节。三月八号妇女节，是妈

妈们、奶奶们和外婆们的节日。孩子们在老师们

的指导下亲手为妈妈们制作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相

框，送给妈

妈作为节日礼物，妈妈们收到宝贝们亲手制作的

这份礼物都非常感动，有的妈妈立马把和宝宝的

照片放了进去。宝宝们下课后拿着自己制作的手

工相册和妈妈说：妈妈，辛苦了！祝妈妈节日快

乐！非常感谢老师们的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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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绿色的，万物复苏，蓄势待发。三月十二日是植树节，老师们带领着孩子

们在植树节这一天围绕着什么是植树、为什么要植树展开了主题式的讨论。孩子们懂

得了要爱护树木，树立了保护环境、保护地球的意识。老师们还带着孩子们去屋顶农

场给花花草草们浇浇水，拿着小瓶子装满水，趁着流浪的太阳返回值班的好天气，赶

紧去晒晒太阳，再给小树浇浇水。“咦，水怎么

没倒出来呀”，“哦，用手捏一捏瓶子就出来了”。 

新春天、新景象、新学期！祝福孩子们在

新的一学期中开开心心的学习、快快乐乐的生活、

健健康康的成长！ 

 

 

 

快乐的春游 
K班 Amber 滕安然妈妈 

  

在这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乌南幼儿园组织了外出活动 --- 春游。3 月 29 日

（周五），天气晴朗，小朋友们早早的来到幼儿园，穿戴好了乌南幼儿园的红帽子和红

背心，背上乌南的小书包，准备出发去位于新江湾城的安徒生童话乐园，很多小朋友

从小就听爸爸妈妈讲来自丹麦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

鸭等等，这个充满梦幻魅力的地方，给孩子们带来无尽的想象和期待。 

学校安排的大巴把小朋友们安全的送达目的地，乐园大门造得很美，里面的城堡

和游乐设施都充满童话色彩。安徒生童话乐园将安徒生经典故事作为主题元素，建成

7 大特色主题区域：锡兵广场、奇遇、星愿小镇、皇帝花园、美人鱼港湾、丑小鸭村

庄、天鹅郡。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特色园艺景观，融入了互动性极强的主题游艺和表

演，简直是学龄前儿童的奇幻天堂。K 班小朋友在 Echo 老师和刘老师的带领和指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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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们陪着自己孩子开始排队 游玩一个个的项目：小火车、

旋转木马、咖啡杯、旋转七彩蘑菇等。孩子们特别喜欢旋转木马，较小的孩子由家长

陪同坐上去，只见旋转木马高高低低上上下下，小朋友们坐在上面欢声笑语，仿佛快

乐的小精灵。来参加春游的学校比较多，每个项目都需要排队，天气暖和再加上人比

较多，孩子们都玩的出了汗，但是小朋友们安静有秩序不吵不闹，尤其我们班级是托

班年龄较小，耐心的排队一个个玩，这点真的需要表扬。 

 中午时分，乌南幼儿园为小朋友们准备了新鲜的面包和水果，孩子们聚在一起

吃的非常高兴。吃完以后孩子们还去了城堡的室内游乐场，里面有滑滑梯、海洋球、

投影等。城堡外面有个沙池，小朋友们对聚在一起玩挖沙情有独钟，玩的都不愿意离

开。游乐场的环境和绿化都很好，感谢幼儿园找了一个非常适合孩子游玩的地方，给

孩子提供了一个非常安全又有娱乐价值的场所。 

 Echo 老师和刘老师跟家长一起配合带领孩子们玩了一天，老师们非常负责，无

微不至的注意到旅途中的点点滴滴。快乐的时

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大半天过去了，最后，

小朋友们在贝壳美人鱼前面拍了一张集体照，

看的出无论是大人和孩子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非常享受这样愉快的一天。老师和家长在游玩

的过程中，都用照片记录下了很多美妙的过程，

值得回忆。 



25 

 

 

画作名称：小蝌蚪找妈妈 

    画作提供：中三班袁融怡 

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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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亲子活动——一起创建微雕模型“未来家园” 
境外 E班 James 妈妈供稿 

 

二月我们在欢声笑语中迎来了新学期，孩

子们度过了一个寒假都长大了不少。本学期我们

班级在校内开展了很多新的项目，比如：班级小

小图书馆，进行图书漂流；每天的值日生进行自

选的话题来一场 speech；在 ST. PATRICK DAY

我们还一起去超市完成选购任务；三月底前往安

徒生乐园进行春游活动。校园生活丰富而精彩，大家都很期待在周末来一次亲子活动。 

三月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下着，于是我们准备给孩子们来一场室内的“艺术盛

宴”。E 班的孩子在一个周六晚上来到“奇露格艺术派”和家长们创作属于自己的微型

雕塑模型“未来家园”。 

首先在奇露格老师们的带领下，

我们先了解了什么是微型雕塑，然后

大家在纸上用笔画出未来家园的蓝图，

孩子们天马行空，想象力在纸上驰骋，

各式各样的房屋设计跃然纸上。 

接着奇露格的老师们发给每个家

庭 50 元“代金券”，大家到虚拟建材

市场进行材料购买，各式各样的材料，

各取所需，孩子们东看看西挑挑，觉

得什么都需要买一些，希望把自己的

未来家园建造的漂漂亮亮的。挑选好

材料就开始进行重头戏实物微雕模型建造工作啦，每个孩子都和自己的爸爸妈妈或爷

爷奶奶一起动手制作，有的拿着彩泥搓成小花园，有的拿着木棒搭起了小桥，还有的

拿着神奇泡沫玉米粒轻轻一粘就可以粘合，一栋未来的高楼大厦就出现了。还有的用

彩色铁丝做成了时空隧道，可以随时穿越到

任何时空。孩子们的创意真的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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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孩子，几位细心手工特别好的妈妈也很热爱微雕制作，完全进入忘我创作

的状态！ 

等大家的作品都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奇露格老师们给每个作品都进行了精致的包

装，然后每个家庭都拿着作品聚到教室里，孩子们都自告奋勇上台介绍自己的“未来

家园”，当然每个作品都很出色，创意无限。 

最后活动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大家拎着自己的“未来家园”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每次亲子活动都有很多感触，一起动手制作工艺品，既了解了孩子的内心又能和孩子

互动。因为我们的孩子在不经意间就长大了，我们应该珍惜每刻的相伴。 

 

 

 

 

 

 

 



28 

 

心怀感恩 致爱女神 

——乌南小四班“三八”妇女节活动小记 
                                              小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阳春三月，鸟语花香，伴随着久违的暖意，迎来了属于女神们的专属节日——

“三八”妇女节。为了能够给孩子们表达爱意与感恩的机会，3月 8日下午，乌南幼

儿园小四班以节日为契机，组织了“心怀感恩 致爱女神”的“三八”妇女节主题活动。 

此次活

动获得了小 4

班家委会和

家长志愿者

们的鼎力支

持，从活动策划、调研踩点到购买花材、学习插花、现场协助，家长们希望通过自己

的付出与努力让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丰富而有意义的节日。 

活动开始前，老师们给孩子们介绍了什么是“三八”妇女节，让他们了解这是属

于妈妈、奶奶、外婆等女性长辈的节日。然后，在老师

和家长志愿者的协助下，

孩子们认识了不同的花

材品种，并亲自动手将

鲜艳芬芳的花材插入篮

子中，将自己的浓浓爱

意与感恩之情寄托其中。 

在欢乐而温馨的氛

围中，一个个风格各异但满怀心意的花篮被孩子们的巧

手制作了出来。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把花篮送到了在现

场的妈妈手上，“妈妈我爱你！”“妈妈谢谢你！”“妈妈

辛苦了！”孩子们的每一句话都化成为了一股暖意流出

了妈妈们的心间，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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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四岁 
中二班 李薇家长供稿 

 

时间总是过得如此之快，还

记得在那个夏末的早晨，妈妈带着

不满三岁的你走进乌南幼儿园的大

门，一路略怀忐忑，略怀不舍，看

着懵懂的你一下子扑进教室，然后

开心的和妈妈说“我喜欢这个新地

方，妈妈再见，下午记得来接我。”

一晃眼，你已经在乌南幼儿园度过

了一年半的时光，交到了很多的好

朋友，学到了不少新本领。在生活中越发的有主见，“小暖男”、“小调皮”、“恐龙控”

一个又一个的小标签贴在你成长的道路上。2018 年底，你即将告别四岁，迎来五岁，

同时你也将迎来家庭中第一次身份的重要转变，成为小弟弟的大哥哥。让我们一起和

四岁说再见，向五岁说你好。 

2018年对于我而言，也是人生中值得标注的一年。坚持在整个孕期内，一如既

往的陪伴着星星的成长，早送晚接，没有错过他四岁的每一天。偶尔也会回想起在那

个雾霾的冬日，独自停驻在十字路口，为自己身份的转变感觉到一丝对未来的迷茫，

只有裹紧大衣才有一点前行的勇气。而如今，这个小小的人儿已经长成了我能想象的

最好的模样。我对他说：你知道吗？四岁是你再也回不去的曾经。这个小家伙抱着我，

抬起头，异常坚定的、充满自信的对我说：我知道！ 

最简单的美好，就是此时的时光，他用温热的小手捧着妈妈的脸，告诉妈妈说：

我爱你。我会保护你的。 

这一年，星星从小班升到了中班，幼儿园的学习重点也从基本的生活技能开始向

听说读写慢慢发展。他开始对黑白棋感兴趣，开始抱着幼儿百科全书图册自己翻看，

不时地问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越来越重，对这个世界充

满求知的渴望，这个状态，真好。 

这一年，也尽量带着星星继续一些旅程，虽然没有去特别远的地方。但是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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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片段，串起了他成长的点滴。在旅程中，教他如何欣赏风景，处理问题，控

制情绪。我们一家也留下了关于家庭关于成长值得纪念的画面。最好的陪伴最好的教

育，永远是在路上，对孩子如此，对家长也是如此。 

做孩子，对于你而言是第一次，做妈妈，对于我而言也是第一次。这四年里，也

会在教育方面遇到很多的问题，以至于妈妈情绪崩溃，不断的怀疑自己，还好有爸爸

的支持和参与。关于教育虽然也有不少的分歧和争论，但我们始终认为孩子小的时候

还是应该先给予满满的爱，不是溺爱，让孩子感觉到被爱，才会学习到如何去爱。平

时星星和妈妈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不可避免地随着他思想越来越独立，会开始变得叛

逆，不愿意依照妈妈的想法去完成一些事，或者是经常会挑战妈妈的底线。所以 2018

年里，作为妈妈，发火生气变成了日常模式。最严重的时候，甚至于向孩子吼出了：

我不想做你妈妈了，你去找别的好妈妈吧。后来我好好的反思了自己，这么无理由爱

着我依赖我的小人儿，我怎么能说这么狠的话来伤害他呢。于是，很长的时间，我开

始审视自己，调整好情绪，和小人儿谈话沟通。

把星星当成对等的个体，找到解决矛盾，处理

分歧和争端的方法。我在努力着成为他心中的

好妈妈，他也在努力着，成为我的好宝宝。 

宝贝，你五岁了，你不再只是爸爸妈妈的

小宝贝，你还是小弟弟的大哥哥。在未来的一

年，你将会迎接更多的挑战，遇到更多的人，

经历更多的事儿。我相信你还会不时地靠着妈

妈撒娇，还会因为一些事儿产生执拗的小情绪，

也可能会因为有点胆怯而不是那么的自信。但

是你聪明、善良、积极向上，爸爸妈妈一直很

欣慰你长成了我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模样儿。继

续勇敢前行吧，我的星，如果你觉得累了，我

们也愿意继续抱着你。 

 



31 

 

 

 

       画作名称：小乌龟摘月亮 

       画作提供：小一班张青韵 

教儿有方 



32 

 

亚洲美食传天下 

——韩国辣白菜的制作分享会 

中一班 张妡元妈妈供稿 

 

从中国传入韩国的辣白菜如今已经成为韩国的

“国菜”，在亚洲馆的各类美食里，自然不能少了这

一道风味迷人的辣白菜，这道辣味十足的腌菜其貌

不扬却有着浓郁的味道。在亚洲馆的韩国区域，张

妡元妈妈就为小朋友们现场演示了辣白菜腌制过程，

通过观看制作泡菜酱的过程，对比白菜腌制的不同

阶段的模样，以及

亲自参与涂抹泡菜

酱的环节，小朋友们不禁感叹道，原来辣白菜是这样

做成的！ 

2019年 3月 5日的亚洲馆桌子上摆满了制作辣白

菜的原材料，有新鲜大白菜、白萝卜、梨、韭菜、生

姜、大蒜头、虾酱、鱼露、辣椒粉、糯米粉、味素、

糖、盐、纯净水。五花八门的原材料小朋友们逐个认

识，还闻闻它们的独特气味。还有小朋友穿上了韩服，整个氛围变得不一样了。 

其实辣白菜需要腌制两次，第一次是用粗盐腌制 8-16 个小时，白菜就“焉”掉了，

小朋友们对比了两种状态的白菜，明白了原来盐是可以让大白菜的脱水的，而脱完一

次水的白菜是更容易吸附辣白菜酱料的香味，做出来的辣白菜更好吃。 

接下来，我们开始拌辣白菜酱，因为条件有限我们没有对辣白菜酱进行加热，只

是将所有的料进行搅拌，首先我们将盐、糖、味素、糯

米粉、辣椒粉按照比例加入纯净水中，小朋友靠着嗅觉

区分了都是泥状的蒜泥和姜泥，还有都是白色的白萝卜

丝和梨丝也靠着细微的区别进行了分辨，将这些原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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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一一加入酱中并搅拌，制作成了辣白菜酱。 

接下来每一位小朋友套

上了一次性手套，排好整齐

的队伍给大白菜抹上辣白菜

酱，大白菜的每一片叶子上

都需要均匀涂抹上红艳艳的

辣酱，小手仔细的涂抹，生

怕漏掉一点，将大白菜的每

一处都抹上了酱料，然后将

抹上酱料的大白菜盘起来放

在密封的盒子了，存放 15到 20天，就可以吃啦。 

小朋友们都很好奇这辣白菜做完后是什么味道的，辣白菜在腌制的过程中会发酵，

里面的有益分子是乳酸菌，所以辣白菜除了有辣味、咸味和甜味以外，还有酸味，另

外辣白菜还附有丰富的维生素、钙、磷等无机物和矿物质以及人体所需的十余种氨基

酸，为没有冰箱的旧时代人民带来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的蔬菜，补充营养，利用腌制

的方式安全存放了食物，增加了食物的风味。 

通过这次制作辣白菜的活动，孩子们对韩国美食有了更立体的认知，感谢乌南幼

儿园的多元文化特色办学，亚洲馆里的各个国家有着各自的特色，其中的历史也是相

互影响，食物、服饰、生活习惯都有着交流和融合，在亚洲馆中孩子有了直接的接触

和认知，孩子们都期待着下一次的精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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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点子 – 好习惯养成的打卡系统 

境外 B班 Samuel Xiao 妈妈供稿 

 

习惯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

可以主宰人的一生，因此，人从幼年起

就因该通过教育培养一种良好的习惯。 

我们 B 班是个朝气蓬勃的班级，老

师主导，家长配合，孩子阳光。每次活

动，点子多多，有声有色。最近，我们

B班在老师的号召下和家长们的积极响

应下又有新行动啦，那就是“好习惯养

成系统打卡”行动。什么是打卡行动呢？

就拿我们最近一周的打卡任务来说吧。每

个小朋友的任务有洗洗手，跟上节拍，我

爱读书，秀书写，和准备好书包，每天小

朋友都需要完成这些任务并且在爸爸妈妈

的帮助将完成任务的照片发布到任务群里

进行打卡。孩子们可以与家长们一起来挑

战，甚至也可以邀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

起玩呢。每周我们都会迎来新的挑战，家

长

与孩子们一起行动起来培养好习惯。 

大家都知道，大多幼儿专注力不够，丟三

拉四，自理能力差。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让孩

子们顺利过渡到小学生活，培养孩子们良好的

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心理学家研究指出，一

项看似简单的行动，如果你能坚持重复 21天以

上，你就会形成习惯。如果坚持重复 90 天以上，



35 

 

就会形成稳定习惯，如果能够坚持重复 365天以上，你想改变都很困难。我们这个打

卡行动就是为了帮助孩子们养成好习惯，为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做好充分的准备。 

让孩子们洗洗手，理理书包，练练鼓，写写字，看看书，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但要让小孩子们长期坚持就不是那么容易了。打卡等于是每天一个开心的“小任务”。

家长每天会上 传孩子们有关

生活的图片。 因为是小任务，

孩子们会自觉 和不自觉的参

与进去。时间 长了，就会形

成好习惯。孩 子们执行任务

时，有快有慢， 有好有差，上

传的图片能让 孩子们相互交

流，激励，孩 子们模仿能力

很强，他们就 像向日葵般吸

收着阳光，纠 正自己的不足。

虽然这个行动 开始不久，但

是已经开了个 好头。每天宝

贝们会有意识 地去完成这些

任务。空闲下来，常常手里面拿一本书，睡前总是会记着把毕业表演的打鼓练一下。 

很幸运我的宝贝可以成为乌南幼儿园境外 B 班的小成员，感谢老师和家长们一起

想到的金点子。有了这个打卡系统，我们的孩子们在校内和校外都能时常保持联系。

今年 6月孩子们就要毕业各奔东西了，希望孩子们能一直成为朋友，可以时常联系，

为彼此的人生鼓励加油！ 

B班的宝贝们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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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进课堂，幼儿幸福成长！ 

境外 H班 William妈妈沈怡靓供稿 

 

阳春三月，柳绿花红，3 月 8 日，

Renée 妈妈和我荣幸得到机会为全校的孩

子们上一节音乐素养课。说实话，当老师

到现在，给 100 个 3 岁左右的孩子一起上

课还是第一次。 班主任老师和我、Renée

妈妈，先沟通了适合孩子们的上课内容。

然后，Renée 妈妈和我分别设计上课的主

题，收集素材。再一起讨论教学思路。在

备课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孩子爸爸和

Jonathan 妈妈，Lizzie 妈妈的支持和帮

助。Renée 爸爸全程当摄影师，William

爸爸扮演农场主，Jonathan 妈妈讲音乐

家故事，Lizzie 妈妈抽出上班时间为孩

子们精心制作了色彩绚烂的 PPT。 

在课前，我和 William 爸爸还是有点小紧张，怕孩子们太小无法跟着我们的思路

去表现，但最终上课时孩子们的表现却让我大吃一惊。积极、配合、活跃、思维敏捷，

米老鼠进行曲刚开始弹，小朋友们全场欢呼雀跃，令我一下子不知所措，差点弹错曲

子。更意外的是，小朋友们主动要求我和 Renée 妈妈再弹一曲《Let it go》，因为没

有额外准备这首乐曲，当时未能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弥补。 

在课上，孩子们认识了钢琴，感受了手风琴，和 William 爸爸一起唱歌，扮演农

场里的小动物。各班的老师们也在一旁协助，让上课氛围既轻松愉快又不失纪律性。

短短四十分钟的课，我们上的意犹未尽，也不禁感叹幼儿园老师平时上课是得多累啊。 

活动结束后，从班级家长群里的交流反馈中，家长们非常喜欢幼儿园开展这样的

活动。在此，很感谢乌南幼儿园让我们有了这次特别的经历，感谢班主任李燕老师、H

班家委会，在我们备课期间提供了一切可能的帮助。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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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的老师们一起陪伴孩子成长，让家长和老师的心靠得更近，让我们更懂孩子的心！  

特别要感谢的是，那天来上课的 100 个孩子们，谢谢你们的热情参与！春山暖日

和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你们也在笑，就想这样陪你们到老！ 

 

 

 

 

 

 

 

最美的花送给最美的妳 
大二班 张芷榳家长供稿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爱对

于孩子意味无私的付出，细心的疼爱。妈妈

自从有了孩子，便把大部分的时间，用在孩

子的健康、衣着、饮食、学习、成绩、前

途„„不再追求时尚，不再呼朋唤友，不再

关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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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一花一世界”因此插花就是一种生活艺术，花是这个世界美丽的存在，

能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愿望，插花最能表达人的情感和内心，无声胜有声的插花，最能

让孩子们用最自然的本真去表达对母亲炙热而浓烈的爱。 

生活要有仪式感，3 月 8 日女神节，

孩子们如何给女神妈妈们过节呢？冥思

苦想，有啦！花来帮忙助力。添添妈妈

邀请了 Rosita 老师带着花花草草走进

课堂，开展了"感恩母爱"女神节插花活

动。 

Rosita 老师给孩子们介绍了康乃

馨花等花花草草所代表的寓意，以及一

些插花知识，她耐心的用慢动作给孩子

们演示了插花流程。孩子们兴奋的亲自动手插花，一个个零基础的孩子们，动起手来

都有模有样。 

小花篮、花泥、丝带、康乃馨、小动物„„孩子们用自己的想象力设计着属于自

己妈妈的花篮，用自己的细心观察回忆着自己妈妈的喜爱，用自己的小手动手制作着

自己妈妈的礼物。孩子们手拿剪刀小心翼翼地先剪着叶子把它插在花篮周围，接着在

花篮正中间插上一朵朵的康乃馨主打花，再插上配饰等，最后调整一下，花篮基本上

制作完工。 

  下午放学回家，孩子们悄悄地把礼物送给妈妈，妈妈们惊喜的一个个激动不已。

今年的女神

节，孩子们

将最美的花

送给最美的

妳，女神妈

妈们都幸福

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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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半小时，亲子桌游乐起来！ 
中三班 黄禾子妈妈供稿 

桌游，即桌面游戏，源自于英文 Board Game，是指一切可以在桌面上玩的游戏，

与运动或电子游戏相区别，像人们所熟悉的围棋、象棋、麻将、三国杀都是桌游。除

此之外，桌游还有很多类型，亲子桌游便是其中一种，既有注重儿童能力发展或是学

科知识学习的教育类桌游，也有锻炼思维能力、记忆能力、策略技巧的综合性桌游。 

 

长久以来，谈游戏而色变是很多家长的一般认知，“玩物丧志”也得到了家长们的

普遍认同，正是这种对桌游的误解让很多孩子与优秀桌游“擦肩而过”，让很多家庭错

过了美妙的亲子桌游时光。 

在重视亲子关系的当下，作为家长的我们都认同“陪伴”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意

义，大部分的孩子不缺少“陪伴”，但缺少“高质量陪伴”。常见的现象是放学回家后

的孩子自己拼乐高、家长刷手机；孩子学网课、家长刷手机，看似陪伴，实则孤单。 

亲子桌游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主动且平等的亲子交流，有了明确的主题活动，父

母更容易和孩子就游戏内容开展交流，同时，同为游戏的参与者，亲子之间的交流基

础是平等的，思考的过程、游戏的乐趣在欢乐的基调中

分享交流，极大地提高了亲子交流的质量。 

其次，桌游也是锻炼孩子综合思维能力的一种捷径。

在约定的规则下，为了获取桌游的胜利，孩子们不断地

将“因”、“果”及转换过程联系起来，形成完整的逻辑

链，有助于孩子探索意识的培养，是不可多得的、符合

儿童思维特性的教育佳品。 

聪明的爸妈，让我们一起和孩子们来一场“桌游大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