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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六月迎暑期，活力运动会别小班 

供稿：小三班汪诚杰妈妈 莫亚男 

 

六月，小三班的小朋友们迎

来了小班生活学习的最后一个

月，遥想 9个月前迈入乌南路

幼儿园门第一天那些生活习惯

尚不能完全自理，社交活动胆

怯生疏的小朋友们竟然已经出

落得有模有样，活泼有爱，他

们也即将告别小班，成为中班

的大哥哥大姐姐，本月的升班活动也成为本学期意义非凡的一次成长仪式。 

 

6 月 27 日的升班活动全班

全勤参加，爸爸妈妈们都热情

参与，积极参与孩子的升班活

动，见证孩子的成长。本次活

动与父亲节亲子运动会相结

合，增加了亲子互动，爸爸运

动风采展示，让孩子们为爸爸自豪。运动会共有 5大项目组成：两人三足，抬轿

子，拔河，俯卧撑娃，接球，其中爸爸们为主力的拔河、俯卧撑等比赛激烈而欢

乐，小宝贝们同爸爸妈妈一起组成

团队体现体育素质与亲密协作。通

过爸爸的单人比赛拔河俯卧撑等

项目，让宝贝们看见了平日里稳重

的爸爸的活力四射，力量满满的一

面。颁奖环节每个宝贝都被授予了

一个“我真棒”字样的奖牌，宝贝

们喜滋滋地跟伙伴分享喜悦，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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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展示给爸爸妈妈，表现出强烈的荣誉感和积极的进取心。亲子运动会在挥汗如

雨，激烈欢乐的气氛中结束。 

亲子运动会结束后迎来了本次活动的高潮部分——升班仪式。首先，宝宝们

表演了集体舞蹈《狗狗乐园》以及集体早操展示，向爸爸妈妈们展示了他们可以

在老师的口令下与小伙伴们协作一起完成一台演出，以及活泼的精神风貌。接下

来，老师精心将小朋友们以本学期最值得嘉奖的方面进行分组，予以表扬和颁发

奖状，鼓励小朋友在生活自理，运动能力，文艺特长等方面的卓越表现，鼓励他

们继续保持并激励小朋友间互相学习。接下来，是最激动人心的走红毯领升班证

书仪式，小朋友们个个挺起胸膛，庄严地踏过红毯站上小台阶， 

    接受老师的升班证书。这一幕，看见不少爸爸妈妈的眼眶中闪着晶莹的泪花，

为孩子一年来的成长和变化留下激动的眼泪。最后，家委会代表全体家长为孙老

师吴老师以及曹阿姨献上鲜花，为三位一年来对孩子们的耐心指导和精心照料送

上最真挚的感谢。升班活动在愉快感恩的气氛中画上句号，孩子们，中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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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喜悦———H 班升班典礼 

供稿：境外 H 班 JAMES 妈妈 

 

六月是喜悦的，六月是热情的，六月是收获的。仿佛昨天还是上学在教室门

口哭哭啼啼的小宝宝们，如

今已经长成大哥哥、大姐姐

了！在这一年里，孩子们学

会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

会了分享，学会了关心别

人，学会了尊重别人，在乌

南 H班的温暖大家庭里，宝贝们茁壮成长，马上就要升入中班啦！ 

今天 H CLASS 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升班典礼，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新校

区的大礼堂为家长们献上一场精彩绝伦的歌舞秀，真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首先是集体舞《宝贝，宝贝》，旋律响起，孩子们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有的小朋友还很认真地合着歌曲，十分可爱。接着男生舞蹈《水果王国》帅气活

泼，女生舞蹈《彩虹的约定》可爱乖巧，然后是外教 JANE 老师领舞的《ABC》，

节奏感十分强，家长们都一起摇摆起来。最后应景父亲节，为台下爸爸们专门准

备了一曲《我的爸爸是超人》，看得爸爸们都好感动！大家表现得都很棒，每个

孩子都能够在舞台上大胆大方的表现自我，每一句歌声、每一次舞动都记录下了

宝贝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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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歌舞表演结束之后，老师进行

“升班证书颁发仪式”，孩子的成长

不仅需要我们的无微不至，还需要某

些特定的“仪式感”。这种仪式能给

孩子一种对某些事情的正式感、敬畏

感。当孩子们逐一从郭老师手中接过

升班证书时，他们的表情是认真又自

豪的，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升高了一个年龄班，今天的自己要比昨天更加努力地去

做每一件事情。升班证书里，凝聚了孩子们一年来的成长与收获。拿到证书大家

都特别高兴，一张张小脸乐开了花，成长真是充满了快乐与喜悦呀！            

    要升中班了，其实我们家长的心情和孩子们一样激动。首先要感谢老师

的细心照顾和耐心的引导，让孩子们时刻感受到爱和关怀，度过了既丰富多彩又

有意义的小班生活。同时也祝愿孩子们像一棵棵嫩绿的小苗，在阳光雨露的抚育

下，继续的茁壮成长，成为快乐、懂事的小哥哥小姐姐。老师们、爸爸妈妈们都

会陪伴着你们一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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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六月，我们要毕业了 

                             ——大三班快乐新学期 

供稿：大三班 郭子豪妈妈 
 

六月如期而至，来

的那么快，让家长和孩

子们都措手不及。整个

六月是忙碌的，但在忙

碌的同时又都是记忆最

深刻最欢乐的。家长在

配合学校各种活动的同

时，又怀着各种感恩的

心迎接了这最终的毕业

月，怀念，感恩，不舍。

更多的是无法用言语来

表达的感激之情。 

6 月毕业月第一件事情，就是乌南

幼儿园的传统毕业项目——夜宿幼儿

园，孩子们为了这一晚已经兴奋了好多

天，终于到了这一晚，带好各种装备，

整装待发，那一晚的激动和兴奋可以说

是人生记忆中最值得留念的一件事了。 

孩子们在夜宿幼儿园活动中结下了更深

厚的友谊，晚上有电影之夜，寻宝活动等······每个孩子拿着手电筒，照

射着夜晚中的幼儿园，是他们没见过的那一面，幼儿园在此刻是格外的安静和美

好。 

在睡觉前，家长们都会给孩子们录一段语音，本以为孩子们会哭，没想到各

个都表现的非常棒，当然最感人的还是老师拍的视频，每个孩子都对爸爸妈妈说

了一句话，尽管语句还带点稚嫩的口气，但足以让家长感动万分。当然最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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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老师们，三位老师一夜未眠，全程

记录下孩子在睡觉期间的各种小动作，

有说梦话的，有磨牙的，老师都在微信

群里发给家长，作为家长感动之余更多

的是感激，谢谢老师们一夜辛苦，成就

了最棒的乌南之夜。 

转眼间，我们就迎来了 6.15 日在南洋中学举行的乌南毕业典礼。这次毕业

典礼的很多项目都是爸爸妈妈和孩子同台演出，作为家长特别珍惜这次的演出，

可以拉近跟孩子之间的距离，也是人生中非常少有的经历。 

 

在老师的指导下，孩

子们在整个表演过程中都

表现的非常棒，最后大合

唱“乌南之歌”，我感动

的流泪了，相信在场很多

家长都和我一样，三年的

幼儿园生活美好而又短

暂。当我们看着孩子们从

懵懂稚嫩，咿呀着找妈妈的孩子到现在能唱会跳，不怯场，表现力极强的新时代

儿童，感动之余，感慨万千。 

 

毕业典礼后，家长们一起举行了一次毕业旅行活动，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们

都结下了更深厚的友谊，毕业旅行活动举行的非常完美，每次离开都让孩子们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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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不舍。 

毕业的最后一周，校

长为了让孩子们在幼儿

园留下更完整更美好的

回忆，安排了一次玩水活

动，在乌南新设的境外

部，跟老师和同学们一起

玩水，早已浇灭了夏天的

炎热感，尽管只有短短的

15 分钟，但每一个孩子都

玩的非常尽心，这是乌南

幼儿园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满满的回忆让孩子对幼儿园更加依依不舍。 

 

6 月

的 每 一

天 对 孩

子 们 来

说 都 是

新鲜的，

难忘的。

就像“乌

南之歌”

里 唱 到

的，“我

们 的 乌

南路，长满法国梧桐树，这里是温暖的家”。没错，乌南真的是孩子们温暖的家，

而老师们就是孩子的幼儿园妈妈，他们尽心尽力的付出，让家长们安心的把孩子

交给他们，再多的感谢都不足以表达家长们的感恩之情，我们会永远记住乌南，

这个温暖而又美好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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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而又伤感的毕业季 

撰稿：大一班 朱洁瑜妈妈 

 

三年前，跌跌撞撞的身影还历历在目； 

 

三年后，却迎来了离别时刻的眼泪与不舍； 

 

大一班在这个毕业季中——迎来了缤彩纷呈的毕业典礼！ 

 

迎来了激动人心的毕业旅行！ 

 

却发现离别其实就在眼前。 

 

祝愿我们的孩子们拥有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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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班典礼 

供稿：境外 G班 陈百庆 

 

一转眼就到了学

年的最后一个月。在 6

月 22 号迎来了我们宝

贝隆重的日子，为什么

是一个隆重的日子

呢？因为我们的宝贝

们升班啦！小朋友在老

师们的带领下，整齐有

序地列队坐在礼堂，和

父母一起参加升班典礼。 

 

孩子们上台表演了好几首歌，相

较于刚入乌南的样子，他们现在专注

的模样、认真的眼神，确实让父母们

感动。 

 

接下来该到

我们的父母出场

啦！以往父母都

是底下的观众。

今天他们也准备

了两个表演：妈

妈一同上台唱了

一首歌。也许是

表演太好了，好

几个宝宝听了也冲到台上，与妈妈一起表演。虽然他们不熟悉这首歌的内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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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很快的就融入这样的氛围之中。是不是看起来就像是排练过一样呢？ 

 

接着一个个家庭出来走秀。这个

走秀不同于模特儿走秀。每个家庭设

计一个简单的动作出场。 

 

老师还特意为每位小朋友颁发

升班奖杯。祝贺宝宝们在学习中，进

步突出，表现优异，顺利升为中班小

朋友。特发此奖杯，以资鼓励。很多

小朋友拿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奖杯。 

 

在过去一学年的集体生活中，在

Jessica 老师和 Jane 老师的悉心教导下，

我们的孩子逐渐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同

时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对社会常识的接

受、还有在礼节礼貌、认识人物、辨识数

字、颜色等方面也都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这是每位家长最感到高兴和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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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幻儿园升班典礼 
供稿：境外 D班 范昕冉 

 

时光飞逝，转眼间在乌南幼儿园已经学习生活了两个年头，上周迎来了境外

班中班升大班的升班典礼。 

 

升班典礼上，小朋友们和家长们都各自表演了拿手的节目。有的小朋友表演

了唱歌，有的小朋友讲了童话故事和成语故事，还有的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合

奏了钢琴曲，

跳了热情的

舞蹈。通过这

些节目，让我

们看到了幼

儿园平时对

孩子们各方

面综合素质

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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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也是一场送别会，这是代班老

师最后一个学期带小朋友们，也是有些小

朋友转去国际学校之前最后的一个学期，

孩子们纷纷跟同学和老师合影，留下这些

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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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父爱，迎接成长 

                           ----乌南幼儿园中二班升班仪式 
供稿：中二班 陈昕元妈妈 

 

 

 

 

2018 年 6 月 16 日，星期六，天气晴朗 

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米兔 er 们即将告别中班的学习生活，迎接将要到来

的暑假和在幼儿园的最后一年。与此同时，在父亲节的前夕，我们也要借此机会

感谢爸爸们的爱和陪伴，提前庆祝父亲节。在初夏清爽的空气中，青葱的草地上，

大家翘首以待的升班活动如期举行啦！ 

 

升班活动 No.1: 颁发升班证书 

孩子们自由组合，分成五个小队，整齐有序的领取了升班证。在孩子们礼貌

的伸出双手时，从老师手中接过的，不仅仅是一张张标志着中班毕业的里程碑，

更是满怀温柔和慈爱的期待。 

 

升班活动 No.2: 定向越野 

五支小队意气奋发，过五关

斩六将，完成了找叶子、拼图、

跳长绳、吹乒乓球、脱玉米、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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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担和智力问答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米兔儿们以小队为单位齐心协力，有分

工也有合作，不仅充分调动解决问题的能力，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间的了解和友

谊。 

  

    

 

 

 

 

 

 

 

升班活动 No.3: 水枪大战 

夏天怎能没有汗水，怎能不湿身？

来，跟我们一起水枪大战！在这场气氛热

烈的米兔儿对阵爸爸的战斗中，身高七尺

+的爸爸们秒变不服输的儿童，为了获胜

竟然采取高度压制，而米兔儿们显然拥有

极高的战术素养，对爸爸们进行了冷酷的

分散、围堵、剿灭的战术，竟然出现了英



19 

 

俊威武的警察叔叔落荒而逃的珍贵画面。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米兔儿带

着健康的新肤色和意犹未尽的好心

情结束了一天的活动。 

 

回顾过去一年的中班学习生

活，孩子们在老师的教育和锻炼下

获得了更多的智慧和自信，懂得照

顾自己，关心他人，更有友谊的萌

芽在孩子们的心中成长。 

 

相伴两年的淮海园，孩子们树

木都长高了。一起创造无数美好回

忆的金老师，也将暂别米兔班。带

着不舍和感激，

让我们细细体会

成长的味道，更

为大班生活做好

准备。 

 

加油，米兔

班！！！加油，

金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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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不止步 

                            ——中三班升班典礼 

供稿：中三班某家长（未署名） 

 

小班升至中班，中班升至大班，对孩子们来说这意味着成长。“升班”即预

示着一个崭新的开始也是对幼儿园生活一个延续的标志，升班仪式，孩子们为之

欢喜、老师为之欣慰、家长们为之感慨。 

 

 

在中班的学习中，孩子们积累了不少本领，也萌发了更多的自信。升班典礼

上，孩子们一展他们和老师与家长精心准备的才艺——跳舞、唱歌、律动、情景

剧等一系列表演，富有童趣，别出心裁。家长也和孩子一起登台表演，给孩子们

送上了成长的祝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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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升班典礼的情感高潮就是与陪伴我们两年的石头老师告别，在石头老师

精心细心贴心的陪伴下孩子们从什么都不懂的萌娃成长成了独立自主会玩会学

习的公主与骑士。当说再见时，每个人的眼眶里都闪烁着泪珠，虽然不舍，但是

再会只是为了再次相会，相信无论是孩子还是家长都不会忘记这位善良温柔的石

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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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心心过节 欢欢喜喜升班 

供稿：中四班 张颐朵妈妈 

 

六月，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是最开心的一个月，因为有小朋友自己的节日，还

有他们等了一年的升班典礼哦！ 

而充满仪式感的升班典礼，更是在老师、家长、孩子欢聚一堂中，以隆重而

丰富的形式，让孩子明晰地体验到成长的节点与升班的自豪感。一天天的长大，

汇集成一年年的长大，孩子们在这个夏日的升班典礼里，憧憬着属于他们的美好

未来。 

六一那天，宝贝们都来到小白楼，和其他班级一块庆祝六一儿童节，中四班

的小朋友们个个穿得像个小福娃，表演了舞蹈《读唐诗》，大家载歌载舞，欢声

笑语，度过了愉快的儿童节。 

 

今年的升班典礼在衡山园举行，也就是小朋友们将要就读的校园。为了迎接

升班典礼的到来，很多家长志愿者在头一天就来到衡山园三楼的礼堂，把礼堂布

置得像童话世界班美丽和梦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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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班典礼上，中四班的孩子们分成“精灵小队”、“戏骨小队”、“嘻哈小

队”等 5个小队，喊出各自量身打造的口号，为自己加油、为成长加油。当老师

们把一张张“升班证”到孩子手上时，台上的孩子一脸自豪，台下的家长心情激

动。 

 

5 个小队的小朋友分别展示了各自不同的才能，有跳舞的，有小模特表演的，

有唱歌的，有弹奏乐器的，还有表演童话剧的。经过了中班一年的学习和锻炼，

小朋友们的才能都有了很大提高，和小班时候比，有了质的飞跃，不再是懵懂的

小宝宝，而是在爸爸妈妈和老师面前能够尽情展示自己才华的宝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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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们还给大家展示了幼儿园里面学到的本领，原来经过一年的学习，大

家会了这么多首唐诗，会唱这么多歌曲，能跳这么多的舞蹈。 

因为父亲节临近，老师还很有心地在升班典礼中穿插了父亲节主题活动。父

亲与孩子合力完成的小竞赛、猜猜父亲的肖像画、颁发“最棒爸爸”奖……这样

的主题活动既有趣更有情感的激发。 

节目结束之后，小朋友们跟着老师去参观了自己未来要进入的校园，参观了

学校的各个地方，参观了教室，小朋友们对新的校园充满了期待和好奇。大家在

憧憬和希望中，迎接大班生活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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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升班啦！        

                              ——记中一班升班典礼 

供稿：中一班陈辛沐爸爸 陈保禄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宝贝们要上大班啦！童年的时光总是美好而短暂的，只

要孩子们健康快乐的长大，就是对付出最好的回报！ 

2018 年 6 月 21 日，我们迎来了一次重要活动，并且家长们全程陪伴孩子们

参与了室内外运动会和集体升班仪式，度过了愉快的一天！ 

PART 1 参观乌南衡山园 

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排着整齐的队伍，家长在后面保驾护航，我们在绿

树成荫的花园中，听着小鸟的歌声，感受着盛夏来临前的最后一丝凉爽。 

 

衡山园中还有许多供孩子们玩耍健身的设施，大家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听老

师的要求，注意安全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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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室内趣味运动会 

一路参观，各式各样的家具和摆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还有小朋友们可爱

的图画作品。随后，我们来到了室内体育馆，迎来了丰富有趣的亲子运动会！ 

看！我们的小朋友已经跃跃欲试了！家长们也已经摩拳擦掌了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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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项目是活板桥，每一对亲子有三块垫子，小朋友走在垫子上，家长要

迅速将后一块垫子挪到前面，为小朋友源源不断的输送垫子并铺成一条路！小朋

友们走得多自信！有爸爸妈妈在身边什么都不怕了，勇敢地往前走！ 

   

第二个项目是两人三足，考验宝贝和爸爸妈妈默契的时候到了！男孩子催着

爸爸往前跑，女孩子则和妈妈一步一步稳稳地向前走，无论如何，牵着爸爸妈妈

的手，到达终点就是我此刻的目标！ 

第三个项目是跳布袋，不管大宝宝还是小宝宝，我们都套上了白色的布袋子，

此刻我们都是大白兔，一下一下地往前跳！看看哪一只大白兔跳得又高又远又快

呢？ 

最后一个项目则是由两位家长一起抬着单杠，而小朋友挂在单杠上被抬着

走。这考验着两位家长的默契，还有小朋友的臂力！大家都玩得十分开心，比赛

没有输赢，快乐才是最珍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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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升班仪式 

结束了快乐的室内趣味运动会，我们终于迎来了中一班小朋友的升班仪式，

每一张小脸上都挂着骄傲的神情，我们又长大一岁啦！ 

 

PART 4 拔河比赛 

升班仪式结束后，我们又来到了室外。一场家长和宝宝共同参与的拔河比赛

即将打响！只见两队“剑拔弩张”，大家都憋足了劲，加油加油，胜利就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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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 

  

PART 4 迷你世界杯 

拔河比赛后，无论输赢，宝宝们和家长们都笑做了一团，但是，随后家长们

的较量又拉开了序幕！ 

随着俄罗斯世界杯的开场，我们乌南迷你世界杯也踢得如火如荼！老爸们不

知道在商量着什么，而宝贝们已经贴上了自己心爱的球队！此刻老爸就是“绿茵

场”上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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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老爸踢得十分激烈，但是比分仍然胶着，最终以 0：0 结束，但是，这

还不是这场比赛的最终结果！最后，是由宝宝们通过点球大战决胜负！ 

   

点球大战结束后，中一班这一天的活动圆满结束！宝宝们收获了快乐的一天，

也愿所有的孩子都能被温柔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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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四班毕业旅行 

供稿：大四班 田欣妮妈妈 

6 月 30 日中午，乌南幼儿园大四班的小朋友们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东方绿

舟青少年活动基地，参加幼儿园生活中最后一项集体活动——毕业旅行。为了这

次毕业旅行，大四班的陈老师、赵老师、小郑阿姨以及家委会的家长们从活动策

划、场地踏勘、道具准备、住宿安排等各环节，都主动参与、积极分担，有的甚

至利用工作和休息之余赶赴东方绿洲和工作人员多次确认，为活动的成功举办付

出了大量心血。 

毕业旅行活动主要分为参观

航空母舰、水世界狂欢、毕业联欢

和集体生日等环节。活动当天，天

公作美，在间歇放晴的空隙，小朋

友们兴高采烈地登上了东方绿舟

航空母舰的甲板，认真听取教官叔

叔对舰艇各部件、轻重型兵器的生

动介绍。孩子们饶有兴趣地倾听，

像一群小鸟一般不停地围在教官

叔叔身边提出各自心中的小疑问，

解答心中的疑惑。由于正值“七一”

建党 97 周年前夕，家长们一致认为这项活动为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爱国

主义教育课，在孩子们小小的心灵中种下了一颗颗爱国的种子，待来年发芽结果。 

水世界狂欢活动可谓是孩子们最喜

欢的节目了。孩子们换上泳衣、戴上泳

镜、扛上一顶顶小水枪，在水池中嬉笑

玩耍。“朝着爸爸开炮”、“不好啦，

这边有敌情”、“快来掩护我，我来进

攻”……不一会儿，水池变成了孩子们

的乐园。活动结束时，在一旁的爸爸妈

妈们也被孩子们的水枪溅射成了落汤鸡！好一个“亲子狂欢水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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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的毕业联欢和集体生

日是此次毕业旅行的重头戏。

联欢活动中，孩子们“没大没

小”，模仿三位老师平时的动

作、表情、话语，让台下的老

师们和家长们都捧腹不已；“喂

家长吃西瓜”和“抖粘纸”活

动需要小朋友和家长通力配

合，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者为胜，

比赛中爸爸妈妈们都使出浑身

解数，有的西瓜吃到鼻子里、

有的抖粘纸抖到“群魔乱舞”，

只为了和小宝贝们一起享受这

美好的亲子时光。 

到了集体生日环节，在星光点点的荧光派对中，先由陈老师、赵老师分发了

小朋友们的毕业证书、一一拍照留念，再由老师、学生家长、家委会代表发言，

最后，孩子们推上了家委会特别准备的“生日蛋糕”，为大四班所有的小朋友们

唱生日歌，在幼儿园生活的最后一年，一起度过难忘的“集体生日”。 

整个毕业旅行弥

漫着恋恋不舍，但是分

离是为了更好地相聚。

小朋友们，在这充满仪

式感的毕业旅行后，下

一个驿站正在向你们

招手，相信你们一定会

用自己的热情、勇敢和

勤奋，去认真地拥抱并

享受每一段人生的旅程。 

永远的大四班，我们永远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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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旅行 

供稿：境外 A班 Kristin 妈妈 

 

从 Class H 到 Class E 到 Class A, 3 年时间就这样悄悄过去了。在这个毕

业感伤的 6月，班级家委和一群志愿者爸爸妈妈们组织了一场佘山毕业旅行。 

6 月 2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境外 A 班 18 个小朋友带着爸爸妈妈一起

踏上了毕业旅行之路。泳池边、沙滩边、草地旁、餐厅里，到处都留下了 A班小

朋友的欢快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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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班小朋友们全副武装，背着水枪、拿着喷水器，穿着泳装，就投入到“战

斗”中去了。餐厅里，小伙伴们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对他们来说，食物不是主

题，和好朋友们一起聊天才是重点。星空下草坪上，A班小朋友们围坐在一起，

听 Tiffany 爸爸弹奏吉他，打着手电筒跟着 Percy 爸爸和 Eva 爸爸去寻找“宝藏”

（扭蛋玩具）。夜已经深了，小朋友们迟迟不愿离去。 

经过 1晚上的休整，6月 3日一早，A班 18 位小朋友们又带着爸爸妈妈来到

了西佘山国家森林公园脚下。小朋友们一路两两手牵手，攀登佘山，全然不顾缺

乏锻炼脚步笨拙的爸爸妈妈们。在佘山山顶，A班举行了简单的毕业旅行仪式，

陈老师为每一位小朋友颁发“智勇双全小勇士”金牌。 

 

                         

 

    

 

“我们毕业啦”，小朋友们欢呼着结束了

这次旅行。他们一定都会记着这一天，记住这

一群陪伴着自己一起长大的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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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六月 

供稿：小四班汪静怡妈妈 施琦彦 

 

这是充满欢乐的一个月，这是让孩子收获果实的一个月，这是见证孩子成长

的一个月。 

 

六月第一天，孩子们兴奋得早起，迎接这期待已久的活动-六一舞会。不管

是男孩还是

女孩，在教室

里都涂抹上

了精神的妆

容，化身最可

爱的萤火虫

准备登台。可

以说，对于一

群小班的孩

子，要在短短

四天的时间内，记住舞蹈动作，区分左右方向，踏准节奏，达到舞美效果，于孩

子和老师都是不小的考验。然而，可喜的是，孩子们在登台后，不仅能准确记住

自己的舞蹈动作、站位，更能自信大方得展示笑容，边跳边用眼神与台下观众互

动，用最专注、大方自信的状态迎来台下一片喝彩，可以说这离不开孩子们的努

力，更离不开老师的

教导！为了给小朋友

一个难忘的儿童节，

幼儿园特地提早为

孩子们人性化得准

备了苏菜、鲁菜、闽

菜富有地方特色的

自助餐，孩子们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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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得津津有味，一张张洋溢笑容的小脸给这个六一打了一个打满分。 

 

 

而在这个应是雨季却阳光洒满脸的六月，孩子们迎来了拍摄升班照的日子，

这也意味着一整个小班阶段接近尾声。一大早，平日慢吞吞的小朋友都健步如飞，

快步走进教室，等待摄影师叔叔。而在拍摄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训练有

素得把上衣塞进裤子内，衣领自己整理端正。如果此时把小四班一年前第一张合

照和这回六月升班照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孩子们成熟了，有集体观念了，不再是

左顾右盼，而是个个正襟危坐，笑容自信，已然一副准备好做哥哥姐姐的模样。

期待新学期，相信小四班会更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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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教育 

供稿：小一班 郭静彤爸爸 

 

教育的前提是将孩子当成一个独立个体来对待，他们并不是带有父母基因的

宠物或者会用大数据满足家长心理的 Siri。教育的总体目标应该让孩子站在现

代文明的高度，面向未来更进一步，传承与发展，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家庭的高度就是孩子的起点高度，所谓的家庭高度是由多维度的要素所组

成，它不仅仅包括经济基础，更应该包括对人与人、与世界的认知，即对美学的

理解。现代中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焦虑，主要来自于对经济层面的考量，家长希

望子女在未来的竞争中可以脱颖而出，从而获得较好的经济基础及社会地位。这

种认知受限于家长自身的局限性，带有国家经济从弱到强的时代印记，而着眼于

未来，家长应更考量子女在美学范畴的成长。《不平等的童年》中为我们展示了

即使勉强获得了均衡社会资源，但在日常生活中养育子女的点滴例行上的区别，

最终仍造就了不同家庭的孩子在实现美国梦机会上的重大差异，归根到底这就是

美学教育的差异。 

美是回来做自己，知道生命应该用什么方式去活着，要懂得停，学会慢。 

教育的主旨是传承与发展。传承意味着，在要求子女的同时，家长本身就应

该拥有这样的品质。晚上 11 点下班的我，多抱抱女儿比较重要。因为艺术讲的

都是人的故事，一个孩子如果不记得父亲的体温，她将来看画、听音乐都没有感

动。如果没有人的记忆，艺术对她而言只是卖弄而已。没有恰当的审美，生活剥

离出最务实最粗俗的一面，越来越追求实用化的背后，生活越来越无趣、越来越

枯萎。数理化也好、思维逻辑也罢，家长对知识层面的内容趋之若鹜；音乐、舞

蹈、美术这样的美学启蒙时也多半流于机械式的形而上。家长应该以身作则为子

女展现出人生的艺术化，朱光潜先生认为“人生的艺术化就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我们对于人生既要认真，也要学会摆脱。在认真时见出他的严肃，在摆脱时见出

他的豁达”。 

 乌南幼儿园的老师们已经为孩子们的未来栽种下了美的种子。孩子们在用

他们的感官来体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人与自然之间的相处。这些交流并不会直

接产出为可以用次第衡量的标准，但美的种子经过家庭、学校的不断灌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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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将是幸福完满的人生。做为家长，跟着孩子的成长，就像又过了一遍自己的童

年，重新找回人与人之间的感觉。 

名乎利乎道路奔波肠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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