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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所有供稿者的辛勤劳动 ！ 

本次 乌南月报 责任编辑 ： 境外 E 班 James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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赏秋意之美，品古镇之韵之枫泾古镇寻宝之旅 

境外 A班 姜皓然妈妈供稿 

踩着秋叶去看花开，在秋风送爽，气候宜人的季节。乌南幼儿园境外 A 班的孩子

们兴高采烈地参加了枫泾古镇寻宝之旅。迎着蒙蒙细雨，早上 8:00 点钟孩子们已经在

校门口集合整装待发。孩子们早早已经分好组并且每组都起了特别有气势的名字，带

着制作好的队旗以及任务开启了神

秘旅程。 

 

枫泾古镇是一个有着一千五百年历史的文明古镇，大部分居民区均没有经过粉饰，

给人一种纯净的感觉，内树木阴翳，庐舍鳞次。境外 A 班的孩子们开启了一天的寻宝

之旅。分为 5 组，每组带着各自不同的任务。此次的神秘任务是寻找并且采买有历史

感的手工艺术品以及传统食物。孩子们学着看地图，自己设计不同的出发路线，活动

过程中，参观了漫画大师丁聪的故居和他一生创作的漫画作品，让孩子们感受不同的

创作之美。随后小组成员寻访了人民公社，程十发祖居，状元坊，品尝特产„„。孩

子们了解了古镇的历史，理解了

“竹篮打水”“凿壁偷光 ”， 小组

合作的方式更让孩子们学会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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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协作，使用钱币，讨价还价，共同努力，取得最终的胜利。每个小组都满

载而归，寻找到了自己的宝物。 

枫泾古镇是很典型的江南水乡风貌，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之称，来

到长廊边，孩子们拿起画笔画板进行了一次写生活动，有的孩子画了具有古镇风格的

房子和树、有的孩子画了小河中划船的人、有的孩子画了小拱桥、有的孩子画了河面

上漂浮的绿色藻类以及各种垃圾瓶、并且提出了保

护环境，不乱扔垃圾的想法，孩子们的作品琳琅满

目、极具创意。这些都离不开平时学校的多元素的

教育导。可以看的出，境外 A班的老师和家长们平

时对小朋友各方面的教育都十分关注和花心思。这

也让大家觉得能够进入到乌南，进入到境外 A 班感

到非常的幸运和开心。 

驻足于极具江南水乡风情的古长廊和石板桥，老师跟志愿者妈妈们纷纷拿起相机，

留住了古镇的美景也留住了孩子们欢声笑语的美好瞬间。 

乌南幼儿园此次举行的秋游活动让孩子们去感受中国水乡的建筑风格，在开放多

元化的实践体验中积累生活经验，拓展视野，快乐探索，增长知识，磨练意志，增进

了同伴之间的感情，更让他们在观察秋天，感受秋天大自然的美好中收获了许多珍贵。

快乐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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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敬老情 欢度重阳节 
——乌南小四班重阳节主题活动小记 

小四班 朱心怡家长供稿 

 
金秋十月，重阳节至。10 月 24 日，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小朋友们与敬爱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们一同度过了一个别具意义的重阳节。爱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举办这次重阳节活动，一方面是让孩子们真正地理解重阳节的节日内涵，另一方面是

激发引导他们从小爱老敬老、懂得感恩的意识。 

在老师的引导下，小四班的孩子们为亲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演了扮家家、手

指谣、外婆桥等节目，老人们在台下被他们天真活泼的模样逗得喜笑颜开，一片欢声

笑语。 

欣赏完精彩的演出，老人们也向小四班的孩子们展示了属于他们的风采，他们有

的画工出色、有的擅长讲故事、有的热爱文艺，在掌声喝彩中，度过欢乐的老幼互动

时光。 

为了感谢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给予自己的爱与照料，孩子们特意送上了重阳糕以

及茱萸香包并一同合影留念，延续节日传统的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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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最后，孩子们与老人们一同坐在教室里用橡皮泥制作重阳糕点，互动之中

增进祖孙之间的情感交流。 

 

活动圆满落下帷幕，乌南小四班的孩子们通过本次主题活动收获良多，他们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表达了对老人们的爱戴与感恩，用自己真诚的孝心温暖了老人们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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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精彩的十月 
境外 C班 王星越妈妈供稿 

 

金秋十月，天气越发的凉爽，眼看秋游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孩子们内心充满了

期待。这次的古镇之行，恰巧又是中国传统的重阳节，在老师的引导下，出发前每个

小朋友都计划着如何在古镇上为家里的长辈选择一份礼物，以表达小辈的孝心。离开

了每天的钢筋水泥，水乡古镇在孩子们眼里，是另一个充满了故事充满了历史的新世

界。各式各样的糕点，一坛一坛的老酒，图案花纹繁复的印花土布，在这些小主人们

的心里，每一样都是值得买来送人的好礼物。可仅仅 30 元的预算，到底买什么礼物好

呢？这个礼物的价格是不是还有得商量呢？假若有钱剩下了，给自己买什么东西才好

呢？看起来，当家作主也是一样不简单的事情，各个小主在出手之前都盘算得很认真

很仔细呢！此时，同行帮忙带队的志愿者家长们帮了不小的忙，协助这些小小买家基

本都可以顺利的完成采购任务，还能选到自

己心仪的小礼物，真正体会到这种“小主人

翁”的乐趣。分小组行动时的团队合作，小

组与小组之间的互相较劲，以及以班级为单

位整体行动时的规则意识，在一整天的活动

中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培养。回来的路上虽

然个个都睡成了小猪猪，但是回到家和爸爸

妈妈分享时讲不完的一个个小故事，足以说

明这次活动的意义非凡。 

另外，十月的中国文化周以及孩子们亲自动手制作万圣节小饼干的活动，也让这

个丰收的季节增添了一层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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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寻宝：星星队秋游实录 

大一班 顾国琛爸爸供稿 

 

10 月 16 日上午，乌南幼儿园一年一度的主题实践活动——古镇寻宝——正式拉

开帷幕。我们大一班的小朋友 7点 50分便准时来到幼儿园集合。 

8 点 20 分准时发车，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我们到达了美丽的枫泾古镇。

小朋友下车后经过简单的整顿，就在枫泾古镇的入口处拍摄的集体照，然后便跟随老

师和家长们进入的古镇。 

达到枫泾三桥集合点之后，

我们便分成五支队伍。我们是星星

队，一共有六名成员，队长是陈乐

小朋友，副队长是汪泓巍小朋友，

组员有任思羽、戴喆宇、杨子琳和

叶欣怡。 

在拿到王老师分发的地图之

后，我们开始第一项任务（地标打

开）。由队长陈乐小朋友负责地图

指引，汪泓巍小朋友保管拼图，杨子琳小朋友保管队旗，带领其他队员们一起向土布

作坊出发。队员们沿着北大街一直前进，很快就到达了北大街 359 号。看见两名穿着

蓝色衣服的乌南幼儿园老师，向他们打招呼。老师向小朋友提问：枫泾有哪些宝贝，

至少说出一种。我们每个队员都分别说出了一种，比如金山农民画、芡实糕、枫泾老

酒、枫泾土布等。老师说回答正确，给了我们第一块拼图，由汪泓巍小朋友负责粘贴。 

有了第一站的经验之后，小朋友们十分开心，分别表示由自己来带领大家去第二

个地标（枫泾三桥），但是由谁来拿地图呢？在小朋友中间发生了一些争议，每个小

朋友都很想要。后来经过家长志愿者协商，轮流由每个小朋友掌管地图。不过后来小

朋友们似乎忘了这件事，仍然跟着陈乐小朋友。 

由于是原路返回，很快就拿到了枫泾三桥的拼图。接下来是泰平桥。距离较远，

小朋友们一下子迷失了方向。每个人都左看看又看看，也看不出往那边走。就在这时，

任思羽小朋友提出，我们去问问路人吧。然后六个小朋友就一起走向旁边一家炒货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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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摊子。开始的时候，每个小朋友都争先恐后的问老板泰平桥在哪里，七嘴八舌，老

板年龄大了，也听不清。然后有陈乐小朋友单独来问：老爷爷，请问泰平桥怎么走？

老板爷爷用手比划，沿着生产街一直向前走就到了。小朋友们谢过爷爷之后，沿着生

产街长廊饭店一路向前进发，虽然路边有各种好玩的玩具，各种好吃的点心食品，我

们的小朋友都没有为之所动。 

走了差不多 10 分钟之后，

我们终于抵达了泰平桥，顺利

拿到了最后一块拼图。成为班

级第一个完成拼图的小组。接

下来我们组员就在长廊边休息，

补充能量。汪泓巍小朋友拿出

了自己的免洗洗手液，分享给

每个小朋友洗手，杨子琳小朋

友也拿出了湿纸巾给大家擦手。

然后每个小朋友都从自己的包里拿出家里带来的各种美食，有沙琪玛，曲奇饼干，巧

克力糖等等。 

差不多休息了 10 分钟，小组队员们开始准备第

二项任务——分组寻宝，每个人都拿出事先准备好的

30 元钱，各自盘算着要买什么宝宝。正好休息的地

方是一家卖肉粽的地方，小朋友们实在忍受不住肉粽

香味的诱惑，直奔柜台，开始问价。老板看到有这么

多的小朋友过来，也拿出其他的点心样品给小朋友品

尝。任思羽、叶欣怡、汪泓巍、戴喆宇都买了肉粽，

6 元一只，小朋友付出 10 元，老板再找回 4 元。杨

子琳买了一包彩色水果软糖，十元。开始的时候陈乐

什么也没买。陈乐看见戴喆宇有很多硬币，就让小戴

拿出来三个，给大家演示力的传递，将三枚硬币一字

排开，用第一枚硬币去撞击中间的硬币，然后第一枚

硬币静止，把力量传递到第二枚硬币上，第二枚硬币再撞击最后一枚硬币。大家纷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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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很惊奇，由于太过开心，小戴都忘记收回自己的三枚硬币了，后来是由陈乐收回

来的。 

沿生产街往回走第二家店是买芡实糕的，

小朋友分又纷纷拿出钞票购买芡实糕，戴喆宇

小朋友还帮杨子琳小朋友付了一部分钱，导致

戴喆宇小朋友很快就把钱用完了。经过第三家

肉粽店的时候，有几个小朋友大概觉得一个肉

粽回家不够吃，纷纷补货。这次他们直接买 3

个，18 元。这样两轮之后，汪泓巍、戴喆宇、

任思羽口袋里就所剩无几了。 

这个时候，小戴提出建议，把大家剩下的

钱都凑起来，又可以去买一包芡实糕。开始几

轮之后，陈乐看到大家都买到了自己的宝贝，

自己的钱还没有花出去，于是有赶紧去买宝贝，很快他的钱也花完了。 

大家都买到心仪的宝贝之后，时间也差不多 12 点了，于是就返回集合点开始吃

午餐。吃完午餐之后，原地休息，不久后，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再次登上大巴，

开始返程。愉快的秋游之旅就这样圆满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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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D班十月—— 文化传承在乌南，上海就是我的家 

境外 D班 David 妈妈供稿 

 

伴随着国庆的脚步，中国文化周的活动

层层推进，这次的文化周园部不只是向境外

班的小朋友们展示了传统的中华文化，更是

细致的将上海特有的文化元素分享给了各国

的小朋友——石库门、弄堂、古镇、外滩、

旗袍、大饼油条，上海方言，让每位小朋友

都对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验。 

本月的重头戏——中国文化周的闭幕，园部别出心裁的将各式有趣的传统游艺与

文化传承相融合，可是让各国的小朋友们都“玩疯了”。 

闭幕式之任务篇——独立自主的如小鱼般的穿梭于各个活动教室，穿着中国传统

服装的宝贝们在为集齐中国地图而忙碌着，集齐并成功拼对了中国地图就可以兑换一

枚小熊猫钥匙圈。看着完成任务的欢乐笑脸，孩子们在收获欢乐的同时也认识了地理

意义上的中国。 

闭幕式之体

验篇——写书法、

画脸谱、琵琶和古

筝鉴赏、跳孔雀舞，

每一个新的尝试都让孩子们在玩的不亦乐乎中体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雅和博大。 

闭幕式之游艺篇——谁是皮大王？咱们来比一比，谁能赢走所有的香烟牌子。你

停在那边，我的弹珠很容易就打过去喽！爸爸妈妈小时候玩的游戏不仅让孩子们流连

忘返更是回归传统蕴含着简单即快乐的内涵。 

飒飒的秋风吹起了一年一度的秋游，即使下雨也没有影响宝贝们欢乐的心情！大

家来到星期八

小镇体验不同

职业带来的成

就感。小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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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消防员、特种部队、小厨师、照顾宝宝的小护士，孩子们满足的笑脸上洋溢着对

各种职业的好奇，对未来的憧憬。 

芳芳老师推荐的“漂流书计划”在本月正式实行，每个小朋友精心准备一本绘本

和图画本放在环保袋里，每周漂流给不同的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在阅读绘本的同时也

把自己的感想记在笔记本上，再分享给其他的小伙伴们。这个既有趣又能增加阅读量

的漂流计

划得到了

爸爸妈妈

们的一致

赞赏。 

月底的公开课，宝贝们让爸爸妈妈们惊讶于你们每一天的成长，相比去年的公开

课，宝贝们更加成熟老练了，给爸爸妈妈介绍教室里的每一个小小的区域及其功能，

带爸爸妈妈看自己平常最喜欢的玩具。在操场上跟随着芳芳老师的指令排好队，跟着

节拍做操，每个小宝贝都向自己的爸爸妈妈展示出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爸爸妈妈们

欣慰又骄傲地看着你们，感受着你们每一次进步的脚步。 

“白雪公主、蜘蛛侠、美国队长、小女

巫„„”每个小朋友都打扮成自己喜欢

的样子，Happy Halloween！万圣节的

活动将十月带入尾声，境外部的小朋友

们齐聚淮海新校区展示自己的 costume、

玩游戏，trick or treat！ 

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可是上海就是我们的家，乌南幼儿园更是我们

每天生活和学习的家园，我们都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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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我活动，我成长 
小三班 朱乐骋家长供稿 

    

“乌南，乌南，乌南幼儿园，乌南，乌南，我们成长的乐园„„”开学已经一个

多月了，近日几乎每天能在放学后听到孩子在耳边用稚嫩的歌声哼唱乌南园歌——

《视界乌南》，那可爱的神态、快乐的模样告诉我们，宝贝们已经逐步适应了幼儿园

的生活。 

秋高气爽，金桂飘香，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在这个美丽的季节里，小三班举

行了丰富有益的活动，通过这一次次活动，宝贝们进一步熟悉了幼儿园，也增进了小

伙伴间的友谊。 

带着国旗去旅行 

十月，我们迎来了祖国妈妈的生日——国庆节。在章老

师、居老师的引导下，宝

贝们认识了五星红旗，还

自豪地带着爸爸妈妈去找

了找校园中的国旗，做了

回小主人。孩子们和哥哥

姐姐们一起参加了周一的

升旗仪式，唱响了我们的

国歌，哥哥姐姐们整齐的队列、庄重的升旗环节无不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那一幕幕印

刻在孩子们心田上。放学回家，很多孩子还不由自主地模仿起了哥哥姐姐的动作呢！

为了庆祝祖国华诞，

老师们也装扮成各少

数民族来表演，准备

了很多节目，居老师

翩翩起舞，孩子们可

激动啦，大家不停挥

舞着小国旗、认真地

学习小兵操，还和老

师、同伴、武警叔叔们一起合影留念，记录下难忘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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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假期，孩子们跟随家人、伙伴一起外出旅行、

开拓视野，体验节日氛围，中华艺术宫、军营、动漫

展、东方绿洲、世纪公园、儿童博物馆、上海赛车场、

高铁站、飞机场，国门内、国门外„„处处都有宝贝

们的身影，带着心爱的五星红旗，孩子们走遍了大江

南北，留下了乌南小三班的足迹。假期之后，精彩继

续。孩子们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一个个走上台，给小

伙伴们介绍了自己的国旗旅行照片，锻炼了胆量，也

分享了快乐和收获。 

 

硕果累累、勃勃生机 

我们的乌南幼儿园有一个漂亮的花园，花园里有好几个“成长树”，据说是哥哥

姐姐们在他们毕业之际栽种的，而这些树都有着不同的意义。《遇见乌南》一书中做

了介绍：“石榴树象征着

乌南孕育着许多孩子；桂

花树寓意着香飘十里，誉

满四方；柚子树意味着硕

果累累。”10 月 9日，

打开“孩子通”，那一张张照片令人动容，章老师和

居老师正带领着孩子们在美丽的柚子树下观察，教孩子们认识水果、认识颜色、认识

季节，亲近大自然，孩子和老师们一起找柚子、摘

柚子，体验了“柚子大丰收”，老师们还形象地引

导孩子们用柚子当皮球，和柚子一起玩游戏，这时

孩子们脑海中的想象力一定激发无限。你看！这个

宝贝在追“皮球”，那个宝贝在滚“皮球”，还有

的在抱“皮球”，孩子们的笑容写在脸上，集体生活的快乐甜在心头。在活动中，孩

子们交到了新朋友；在活动中，孩子们逐渐地爱上同学、爱上老师、爱上小三班，更

爱上乌南。感谢老师们的辛勤组织策划，这充满爱与智慧的起航，终将激发珍贵的儿

时梦想，驶向充满深义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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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万圣，尽在乌南 

境外 F班 曹睿芝妈妈供稿 

 

     金秋十月，在孩子们的翘首期盼中我们迎来了万众瞩目的“万圣节”。一早美丽

的校园就被一群服装别出心裁的娃娃们装扮得让人眼前一亮。 

     在活动开始前，首先让我们在校园中留下我们的五彩缤纷造型，瞧这一张张小脸

迎着阳光笑得多开心。     

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蛋~ 

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蛋~ 

Trick or Treat，不给糖就捣蛋~ 

在娃娃们响亮地呼唤声中，我们

进行了最激动人心的讨糖活动。走廊

中，教室中，校园的每个角落都能看

到一群群穿着有趣的小身影们拎着南

瓜桶仰起头伸出小手向老师们讨糖。 

 

在一片欢声

笑语中孩子们心

满意足地拿着收

获满满的南瓜桶

在镜头前留下了

可爱的小身影，

感谢学校的精心组织让孩子们度过了快乐并有意义的万圣节，期盼下一次丰富多彩的

万圣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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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家有宝初长成 

 

境外 I班 Timothy 妈妈供稿 

 

#去秋游# 金秋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必须是秋游啊！孩子们迎来了人生第一个秋

游，不过，更激动的好像是爸爸妈妈们。小宝贝们对秋游还完全没有概念，倒是掀起

了老母亲们的无限怀念，当年的欢乐劲儿还念念不忘，转眼我们的孩子也要秋游了！

非常欣赏老师们决定不带家长，确实，我们要懂得放手，更要相信我们的孩子。看着

他们一个个排着队牵着手开开心心走上大巴，是的，他们学会了守秩序。听着他们说

谁谁谁吃了我的饼干，我吃了谁谁谁的糖，是的，他们知道了分享的快乐。第一次秋

游，孩子们尽兴了，老师们累趴了。谢谢亲爱的 Lynn，Kate，刘老师，用心用爱看顾

我们的宝贝们，让他们在集体活动里成长。吾家有宝初长成，看着他们小小的身影，

未来的某一天，他们也会这样坚毅勇敢的离开我们的保护，开启自己的世界。有些难

过，谁叫我们是妈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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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日探秘# 虽然陈老师经常会在微信群和孩子通上

发布孩子们的日常照片，但是，对每个家长而言，一定更希

望能更深入了解自己的孩子在乌南到底是怎么渡过的。10月

24日，我们班迎来第一次开放日，家长们几乎悉数到齐。除了沟通了孩子们这一个月

来在生活上的种种，陈老师还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公开课——神奇的魔术瓶。非常

喜欢陈老师的教学风格，STEM 风的趣味性让孩子们非常兴奋，迫不及待地要自己尝试，

一边变魔术一边把各种颜色就学好了，轻松愉快。 

#魔鬼|天使# 万圣节，孩子们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捣蛋！看着各位公主、王子、

魔鬼、大侠满园子的疯，天啊，你们要不要这么可爱啊！魔鬼和天使随意切换是你们

的权力，尽情疯吧，纵使平日里再怎么是魔鬼，在爸爸妈妈的心里你们永远是上帝带

来的小天使。爱你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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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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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夜游黄浦江 
境外 E班 James 妈妈供稿 

 

 

在金秋送爽的十月，我们 E class迎来了第一次亲子活动。这次我们在夜晚来到

了上海的美丽外滩，准备搭乘黄浦江游船欣赏两岸的夜景，看看上海的日新月异。 

首先，我们先在一家萌

萌的日式拉面店吃了暖

暖的拉面，填饱肚子就

准备上船啦！小伙伴们

周末能够聚在一起就是

那么开心，一起牵着手

嘻嘻哈哈地往十六铺码

头走去，秋风习习的夜

晚真舒服啊！ 

我们有序地排队，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登上了“振宇”号游轮。游轮从新十六铺

起航，经滨江大道，陆家嘴，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秦皇岛码头掉头返航，经过外白

渡桥，苏州河口人民英雄纪念塔，外滩万国建筑，最后停靠新十六铺码头，耗时 50分

钟。 

    夜晚的黄浦江别样风情，伴随着各类

游轮在江面上游弋，游人在船上移动，霓

虹璀璨的两岸美景风光无限美好，设计新

颖的灯光尽收眼底，美丽的上海日新月异，

眺望一江两岸，浦东陆家嘴和浦西的北外

滩，现代化的高楼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而

外滩万国建筑博览其历史悠久，时光穿越

百年，让现代化高楼与沧桑景点的历史建

筑群互相辉映，伴着舒爽的江风，欣赏着

这样的景色，让孩子们啧啧惊叹，兴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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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甲板上东张西望，应接不暇，不停好奇地问东问西。 

最后航程结束，孩子们各个还意犹未尽，都在感叹：“黄浦江的夜景真是漂亮极

了！”大家在甲板上温馨留影纪念，和孩子们在一起夜游黄浦江的夜晚无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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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家长开放日——小小面点师养成记 
境外 G班 Andy妈妈供稿 

秋日，午后，暖阳斜照，乌南幼儿园。从梧桐树上飘落的叶子，如同风中飞舞的

精灵，落下后在乌南园的门口从容汇聚，不经意间织出了一片金色的地毯。它们在热

情地欢迎着今天的客人：来参加境外 G 班家长开放日的爸爸妈妈们！ 

 主题 = 手工+美味+亲子 

下午两点半，爸爸妈妈们踏着金色的地毯，准时抵达了教室。 今天我们亲爱的 Li

ly 老师给大家安排了什么样的课程？妈妈爸爸们会看到孩子们怎样的表现呢？ 

随着小朋友们齐刷刷地戴上厨师帽，系上白围裙，整整齐齐地环坐在小小厨房的

寿司吧台前，Lily 老师揭开了谜底 — 万圣节将临，小朋友要和家长们一起学做香糯

可口的南瓜饼！ 

Yummy! 孩子们顿时兴奋了起来，能吃上自己亲手做的美味了，真是太棒了！“小朋

友们不要急，让我来一步一步演示给你们看，过会儿你们就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动手

了！”Lily 老师一边说明、一边演示，把从配料开始，到和面、揉面、最后如何造型都

详详细细地介绍了一遍。至于最后一个环节隔水蒸熟南瓜饼，老师希望小朋友回到家

里去完成，这样小小面点师们就可以和家人们在第一时间分享美味的南瓜饼了！好用

心的设计！ 

“小朋友们，可以开始了！”Lily 老师一声令下，教室里顿时热闹了起来。 

 

 认真洗手讲卫生 

第一个环节是洗手，这点小朋友们都已牢记于心。只见他们依次排队，湿润双手、

涂洗手液、反复搓洗、再彻底冲净，手心手背都不放过，认真程度决不亚于做手术前

准备的外科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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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材实料不含糊 

老师为每一位小朋友都准备好了制作南瓜饼的材料， 包括捣烂的南瓜泥、玉米面、

面粉、白糖和枸杞。小朋友们小心翼翼地将原料依次倒入不锈钢碗里，再用小手慢慢

地把南瓜泥和面粉、白糖混到一起，边搅拌，边揉捏。有些小朋友碗里的材料很听话，

在小手的指挥下很快就团到了一起。而那些不太团结的南瓜泥和面粉，就需要爸爸妈

妈们出手相助啦。 

 

²  

²  

²  

²  

²  

²  

²  

²  

 团揉搓捏见功夫 

从面团变成形象逼真的南瓜饼，小厨师们灵巧的双手功不可没！只见他们的小手

在碗里团、揉、搓、捏，面团变得越来越紧致、均匀、光滑，渐渐的金黄色的面团散

发出诱人的光泽。按照 Lily 老师教的方法，小厨师们用餐刀的刀背轻轻地在面团上绕

圈划上三道，最后在顶部嵌上一颗红红的小枸杞，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南瓜饼就诞生了！ 

 

 收官之局最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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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好了！” “我也做好了！” 小朋友们纷纷举起小手报告道。“别着急”，Lily 老

师说，“还差一道工序。接下来大家的任务就是把做好的南瓜饼带回家，放入蒸箱内蒸

上十分钟，就可以和家里的亲人们分享美味了！” 

 

 尾声 

夜，微信，CLASS-G 群，欢乐在空气当中弥漫…… 

 

 

 

弄堂游戏 
境外 B班  奚晓燕家长供稿 

 

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了“国庆”“重阳”等重要节日。这个月，乌南幼儿园开展

的是中国文化周。生长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想必小朋友们说起去过我们中国哪些著名

景点和名胜古迹，吃过什么样的有特色的小吃都会滔滔不绝吧，也都会说上好多自己

最喜欢的城市和城市建筑吧！ 

   小朋友们穿上了中国传统服饰，幼儿园为 小

朋友们提供了传统小吃，老师们为小朋友们 介

绍了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而其中让人印象最 深

刻的也是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是了解“弄堂游

戏”，学会一样弄堂游戏，并在班级里展示 和

教会大家如何玩这个游戏。 

    小朋友们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好奇：“为什么你们小时候的游戏叫弄堂游戏呢？” 

“因为啊，以前的上海老房子，多是一些石库门的弄堂房子。那时候的小孩子，都喜

欢在自家的弄堂里玩一些小游戏。那些‘道具’都是自作的，很简陋，但是玩的人都

很投入。” 

这个小任务需要爸爸妈妈甚至爷爷奶奶的参

与，长辈们回忆起儿时的这些游戏都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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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大家不负众望，都带着“一技之长”来给小伙伴们展示。“打弹子，盯橄榄核，

拉叉铃，跳房子，滚铁圈„„” 还有那朗朗上口的游戏儿歌“落雨了，打烊了，小巴

辣子开会了！” “炒炒炒，炒黄豆，炒好黄豆翻跟斗！” “小猫小狗快点进来，金

锁银锁，咔嚓一锁！” „„   

爸爸更是拿出了他小时候的“宝贝”——“香烟牌子”。小时候谁有这些可是足

以让小伙伴们羡慕不已的!  

弄堂游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一种文化,在物资相对缺乏，

科技也不发达的那个年代，这些弄堂游戏是长辈们童年欢乐

的记忆和写照。在科技日益发达的今天，当幼儿园的小朋友

捧着 ipad专注的玩着电脑游戏时，回忆起老上海的“弄堂

游戏”，便让人体验一种温暖熟悉的情愫。 

 

 

 

First Parent in Class and Happy Halloween 

Noah’s Mom from Class J 

 

Kids in Class J had another happy and safe month in October, especially 

during the first Parent in Class activity and Halloween celebration. 

The first Parent in Class activity was held on October 26, 2018. Caden’s 

dad showed a yeast experiment to the class. The experiment was derived from 

the principle of bread production. He put yeast into the detergent to pop up a l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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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bubbles. Kids in the class were concentrated on watching the whole 

processand so excited to see the magic happening. 

 

 

In the beginning of October, kids in the class started expecting an exciting 

holiday celebration which was Halloween Celebration.  

Teachers in Class J decorated the classroom while the PTA wer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and preparing the materials: pumpkins and candies. 

  

 

Teachers taught kids in the class how to do the crafts: making and drawing 

animals at midnight and cute symbols of Halloween. 

On the day of Halloween, teachers and kids in the class all dressed up and 

participated the costume show. They also played Trick or Treat. Everyone had a 

lot of fun. Every kid got candies and a pumpkin to tak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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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祖国 —— 中国 
小二班  王朱悦家长供稿 

国庆节到了，爸爸妈妈带着我去了安庆去游玩。

一路上天蓝蓝的，草绿绿的，鸟语花香，微风拂面，

心情好好啊！ 

突然在一处风景区内，我看到了沐浴阳光下的鲜

艳的五星红旗，不由兴奋地对爸爸妈妈说：“爸爸，

妈妈！我看到五星红旗了，老师还教过我五星红旗

的歌呢！我唱给你听啊！啦啦啦。。。。”爸爸妈

妈看我的小嘴巴一张一合，眼里充满了笑意。 

看着代表着美丽中国的五星红旗，我的心情特别

激动，非要站在红旗下让妈妈给我拍照留念，心里

不断涌现出自豪的感觉：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

国——中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茱萸遍插暖心见 

             中四班 徐嘉怡妈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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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看九州方圆，普天同庆祖国六九华诞。我们乌南幼儿园中四班的所有

小朋友迎来了在乌南的第二次国庆佳节。每每看到国旗飘扬，崇敬之心便油然而生，

可是国旗又是如何冉冉升起飘扬在空中的呢？在乌南，孩子们可以轮流争当护旗手和

升旗手。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统一

着装，由四位护旗手将鲜红的国旗护送

到升旗台下。在雄壮有力的国歌声中，

两位升旗手肃立并升起国旗。小朋友们

的眼睛望着国旗，目光坚定，小手举起，

向国旗敬礼，爱国主义情感溢于言表。

同时为了更加规范升旗仪式，经过老师

的精心指导，小升棋手精神又神气，让孩子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成为升旗手成员的荣誉

感！鲜红的五星红旗像一团炙热的火焰迎着朝阳，沐浴晨曦冉冉升起，象征着乌南幼

儿园美好的明天和孩子们灿烂的未来！ 

孩子们如此浓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一直延续到国庆长假，中四班的所有成员都怀着

一颗赤诚之心，带着手中的国旗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 

曾经我们无数次朗诵起王维的诗篇：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

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九

重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具有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既深刻反映了自然世界与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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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密切关系,又充分体现着鲜明的感恩意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其中感恩是重阳节

的一个重要体现。如何让牙牙学语的稚子来体会重阳的感恩精神呢？我们乌南的老师

们有妙招！从原料开始带领孩子们亲手配制一份菊花茶包，回到家中给祖辈们递上一

杯菊花茶，再为老人捶捶腿敲敲背，实实在在给祖辈们带去温暖和关爱。传统文化是

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传统美德更是我们民族之魂。通过这样的亲子活动，将“孝”

的种子种在孩子心里，相信它必将会慢慢生根发芽，发扬光大。 

秋高气爽，最适宜秋游。结合班级 10 月份学习主题《有趣的动物》，中四班亲

子组发起并组织了小朋友参观野生动物园的亲子活动，在游玩中了解动物、亲近动物，

并且感受到大自然季节变化带来的丰富色彩。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

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它舍弃的春的华丽奉献出果实；

秋天是播种的季节，他舍弃了夏的热烈播下了丰收的希望。中四班的金秋十月在老师、

家长和孩子们的齐心努力下温暖如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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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檐的秋游总动员 

--记小一班的精彩十月秋游行 

   小一班 吴将妈妈供稿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正是出游好时节。小一班的孩子们在大自然中玩耍，同时

也在大自然中快乐的学习。 

一、班级秋游行 

戴好小红帽，搭齐小火车，开着小

火车呜呜嘟嘟的上巴士啦！爸爸妈妈们

和宝宝们期待已久的幼儿园集体秋游出

行活动终于到来啦！小一班的孩子们在

井然有序的小火车队伍中开上了大巴士。 

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这次秋游是

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第一次独立出行。

不过，小朋友们表现的非常棒！不哭不

闹，听从老师们和志愿者爸爸妈妈们的

安排。 

秋游站之昆虫博物馆。昆虫博物馆

里有种类众多的昆虫标本，有蜥蜴类，有鳄鱼类，还有蝴蝶标本。除此之外，在昆虫

博物馆里还有动物表演哦。观看表演时，红帽檐小朋友们排排坐整齐，保持安静；演

出结束后，听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指令，耐心等待，排队退出表演大厅。 

通过这次秋游活动，孩子们不仅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外出旅

游时的行为规范。离开爸爸妈妈的独立出行，孩子们又成长了一大步。 

为小一班勇敢的宝贝们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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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农场亲子游 

农场的小动物们和植物们是孩子们的好朋友。喂兔子，看看可爱的三瓣嘴的小兔

子是怎么吃草的；拔萝卜，用力拔呀拔呀，宝贝们上演了现实版的儿歌“嘿呦，嘿呦，

拔萝卜”；在农场里还见到了紫色的秋葵，咦，日常生活中，在菜场里只见过绿色的

秋葵哦，很多宝贝的好奇心上来了，不停的问爸爸妈妈们“紫色的秋葵可以吃吗？为

什么秋葵宝宝也会换衣服啦” 

孩子们在农场里玩的不亦乐乎。既学到了很多自然知识，又在游玩中通过和新的

同学们互动增加了感情。 

喜欢高科技的小一班的宝爸带来了无人机。来一张无人机从高空远处拍摄的我们

小一班的全家福� ！正如我们班龙凤宝宝的妈妈所讲，无人机从高空拍摄的小一班全

家福，乍一看，真的像是在拍摄幸福客栈，妥妥的的大片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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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重阳  老少同乐 
大四班 陈顺妈妈供稿 

 

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在这个中国传统的节日里，乌南幼儿园的孩子们表达着对

祖辈们的敬意和感恩之情，幼儿园内处处涌动着浓浓的祖孙情。 

大四班的孩子们在重阳节前几天就开始学习和了解重阳节的来历及风俗习惯。回

到家里后给爷爷奶奶捶捶背、给外公外婆表演节目、为祖辈们端茶送水，关心老人嘘

寒问暖。 

重阳节当天上午，大四班 10位小朋友的爷爷

奶奶、外公外婆来到班级里，给大家带来的各自的

拿手绝活和丰富多彩的表演。外公的二胡独奏、爷

爷的谜语故事、外婆的戏曲联唱、奶奶的木兰操扇

子舞，孩子们看得目不转睛、掌声连连。看完祖辈

们的表演，每个孩子都亲手制作了一个漂亮相框作

为重阳节礼物。来到班级里参加活动的祖辈们现场

和孙辈们合影，老师帮忙打印后放入了相框，真是

一份珍贵又有意义的重阳节礼物。下午午睡后，在

老师和焦泽明妈妈的指导下，小朋友们又在小厨房里亲手制作了美味的重阳糕，带回

家送给老人们。 

通过这次活动，孩子们了解了重 阳节是我国的

传统节日、是

老人们的节日，

初步了解重阳

节的风俗习惯；

孩子非常乐意

参与重阳节的

相关活动，尝

试了用自己亲手制作的礼物的方式来表达对老人们的关心和节日祝福；了解了爷爷奶

奶、外公外婆的才艺和对自己浓浓的爱意，进一步激发了关爱老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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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正是玩乐好时候 
中二班 刘鲁畅爸爸供稿 

 

孩子们，平日里父母工作压力大，周末爸

妈带你们一起来到淳朴自然的天地，我们一起

去探险，去寻找，去发现，去全身心地融入大

自然，热爱大自然！我们一起脚踩着厚实的土

地，呼吸着树木的芬芳，感受着泥土的温度，

在绿意盎然的田间小道撒欢地奔跑„„你们的

童年就应该这么无拘无束，缤纷多彩！ 

落叶带着秋的寄托，丰硕的果实展现着秋

的魅力。在这金色的秋日里，我们迎来了孩子

们期盼已久的秋游活动。 

我们在公园的草地里奔跑，闻着野花的清

香，来到水清景美的后滩公园。哦！原来我们

今天的任务就是和爸妈一起参加秋游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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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这一张张兴奋的小脸蛋！秋游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呀！在如诗如画的秋色里，

在父母们的陪伴下，孩子们呼吸着新鲜空气，与快乐同行。充分地享受着大自然带来

的轻松与惬意，收获了一段关于秋日难忘的回

忆。 

最后，我们一起来一张幸福的家庭大合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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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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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里的大工厂 

                                               大二班 张芷榳妈妈供稿 

 

从步入大班开始，乌南大二班的老师们希望孩子们的理解力增强，不再只是停留

在事物的表面，而是学会去探究事物的本质。认识身体，成为孩子们深层理解事物的

第一课。 

近阶段，大二班的主题是《身体真有

用》，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家长们的协助

下，通过不同的探究方式，让孩子们了解

到身体真有用。不仅身体的外在看的见的

五官、肢体、皮肤等，更了解了肚子里的

五脏六腑的用处。不要小看教室里的这面

墙，所有的一切都是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

下，独立完成的哦，有些身体的用处，家

长们还不一定知道呢！ 

 我们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感谢作为医生的蒋金呈妈妈走进课堂，为孩子

们图文并茂的讲授了《身体里的大工厂》，专业的到底是专业的，不仅孩子们增长知

识，就连家长们也大开眼界。 

人的大便小便，在中医里是可以

作为药物的，小朋友们听虽然满脸恶

心的表情，其实一个个小脑袋瓜已经

吸收到专业的医理知识。 

遇到受伤时，血止不住怎么办？

不小心烫伤时，应该如何处理？出鼻

血时，到底怎样去捏住鼻子？异物窒

息时，什么是正确的急救方法？通过

现场的演示，让孩子们在体验中一一

了解，学会简单的急救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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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无限的医生妈妈真是厉害了，用手套+彩

泥模拟了人肚子里肠子，让孩子们亲手来挤压，感

受食物被消化后，如何排出体外，孩子们在动手体

验中，明白身体的消化系，明白了没有用的食物是

如何被排出的。 

孩子们在慢慢长大，理解力在慢慢增加，知识

量在慢慢积累，老师们在慢慢教诲，爸爸妈妈们在慢慢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进课堂

也在慢慢变的越来越有料，孩子们的吸收力也在慢慢变的越来越强。 

身体里的大工厂很神秘，让我们一起来探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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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亲子阅读的美好时光 

中一班   毛韵然妈妈供稿 

  

作为一名教师，我非常喜欢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的名言：“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

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这句话在亲子阅读中也是一样适用：亲子阅读

的艺术不在于讲故事，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和我的女儿小豆子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以这种方式一起亲子阅读的。 

一、 看图说话，提高孩子的语言能力 

拿到一本新的绘本，或者已经很久

没阅读过的绘本，我总是会选有想象空间

的页面，让小豆子根据看到的图画，结合

想象，绘声绘色地将故事讲给我听。比如，

在阅读《你睡不着吗》时，翻开第一页，

小豆子是这么描述的：昨晚，下了一大场

雪，大大熊和小小熊玩得很开心。等太阳

下山，大大熊对小小熊说：“我们回家吧，时间不早了，我们该睡觉了，快回熊熊洞

里去吧！”这就是孩子在看到第一页场景时内心的真实想法，与绘本本身的故事完全

不一样，却锻炼了孩子的想象力和语言能力。 

二、 声情并茂，激发孩子的阅读兴趣 

 

在与孩子一起阅读绘本时，我特别喜欢用夸大的表情和动作来诠释，常常逗得小

豆子哈哈大笑，并不断模仿我的表现方式。比如在阅读《子儿吐吐》一书时，有一段

特别有意思：“胖脸儿”“胖脸儿”“胖脸儿”„„“吃子儿了”“吃子儿了” “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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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儿了”„„，我朗读的时候就会一句比一句急促，声音忽高忽低，尽量表现出小伙

伴们七嘴八舌焦急担心的场景，在我的影响下，小豆子也会跟着我的节奏一起夸张地

朗诵，然后娘俩笑作一团。 

三、 角色扮演，加深孩子的理解记忆 

角色扮演是一种非常好的阅读方式，孩子

可以更好地理解记忆绘本的内容。比如，我们在

阅读《猜猜我有多爱你》一书时，我会扮演大兔

子，小豆子就扮演小兔子，每次她说到“我„„

多„„，就有多爱你”时，小豆子一定会在旁边

做相应的动作，然后再紧紧地拥抱我，表达她内心对我的热爱。与她的互动中，我的

内心充满着喜悦与感动。 

四、 反复朗诵，积累孩子的字词语段 

我们的孩子正处于语言飞速发展期，如果多给他们聆听优美的故事并且反复朗诵，

孩子就会积累很多字词语段，并会熟练运用于日常对话中。比如在阅读《不睡觉世界

冠军》时，有一些文字比较优美：“快快躲进船舱里，不怕风也不怕雨。舒舒服服，

温暖无比，就像猫咪睡在谷仓里。暖暖你的脚，暖暖你的膝，听大海为你唱一首摇篮

曲。”类似这样的段落有好几段，我会轻声细语地反复念，营造一种安静温暖的感觉，

小豆子那时才两三岁，我说得多了，她就自然而然能和我一起大段大段地背诵，并且

把“舒舒服服”“温暖无比”之类的词汇运用于日常生活中。  

五、 适时提问，加大孩子的思考力度 

在亲子阅读中，多进行启发式提问，能让孩子深

入思考。比如在阅读《母鸡萝丝去散步》时，有一页是

母鸡故意带着狐狸从干草堆上越过，我问小豆子：“萝

丝为什么要从干草堆上走？”小豆子想了想，回答：

“因为狐狸会陷到干草堆里。”我：“为什么狐狸会陷

进去，而母鸡不会呢？”小豆子：“因为狐狸比母鸡重

啊！”这就是我想让小豆子思考的物理问题，目的轻松

就达到了。  

六、 总结提炼，升华故事的中心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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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读完一本新绘本，我会让豆子说说体会，将故事背后隐含的深意提炼出来。比

如读了《子儿吐吐》一书，我问：“你觉得胖脸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小朋友？”小豆子

回答：“善良、乐于助人。”我：“一开始胖脸儿以为头顶要长树了，他只稍微害怕

了一阵，很快就接受这种状态，并想象可以为同伴们带来种种好处；后来发现不可能，

他马上也接受了，并能自我安慰。你觉得胖脸这样的性格好吗？”小豆子：“我觉得

挺好的。”我：“这就是乐观。小豆子也要做个乐观、积极向上的小朋友哦！”在亲

子阅读中教会孩子做人的道理，这就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我亲子阅读的一点体会，与各位爸爸妈妈分享，愿我们一起享受亲子阅读

的美好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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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的家长进课堂活动 
境外H班 Renee妈妈供稿 

     

为了进一步促进家园共育，让家长更全面的了解孩子在校情况，激发幼儿和家长

参与活动的兴趣和热情，2018年10月22日上午，乌南幼儿园境外部H班在李老师带领下，

开展了首次家长进课堂活动。 

走进教室，看着小朋友们有序的坐在小椅子上，眼睛里充满了新鲜和好奇。 

外教Kate老师讲英文故事；随后小朋友们排队去洗手间盥洗；井然有序吃早点，

叠毛巾，整理好使用过的餐具；通过动画短片学唱英文儿歌；李老师点名，向大家解

释小朋友缺席的原因；学习活动，复习了五官的功能，学习眼睛的用处，画出眼睛能

看到的最美好的东西......小朋友们像一群训练有素的士兵，又不乏叽叽咋咋的小麻

雀般蹦跳活泼，真是太可爱了！  

通过参加幼儿园的互动活动，真切的感受到现代幼儿园的发展和进步。幼儿园制

定了良好的育儿计划，注重幼儿交流、动手能力和情感发展培养，注重体质锻炼及个

性培养。教学内容丰富多彩，科学常识、健康会话、手工活动、绘本讲解、音乐、绘

画、英文，其教学的理念也在不断进步。 

每个家长心目中理想的幼儿园最应该具备的条件都是“师资水平高，对小朋友友

好，经常采纳家长的意见”和“注重培养小朋友的行为习惯、情感态度”，希望幼儿

园能够让小朋友健康快乐地成长，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形成活泼开朗的性格等等。

幼儿园是小朋友的群体生活的一个开端，学会和其他小朋友沟通合作，让小朋友感受

到团队合作的凝聚力和跟朋友在一起的快乐。 

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教育好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

为了孩子进步更快，我们将积极配合老师对其的教育。 

本次家长进课堂活动不仅让家长走进了幼儿园，也让家长感受到孩子们在校的日

常，为家园共育搭建了很好的交流平台。真心对幼儿园老师们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孩子们托付给你们是正确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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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转足球，阳光运动 

中三班 刘心媛妈妈供稿 

 

球类运动能促进孩子手眼协调，每一种玩法都是让小朋友们全身在运动，起到全

身锻炼的作用。而其中，足球运动被大家称为勇敢者的运动，在踢球的过程中，小朋

友们既需要团结协作，又需要遵守球场规则，既能共同分享成功的喜悦，又能勇敢地

面对挫折。因而为了发挥幼儿家长不同的资源优势，也为了开阔孩子视野，培养小朋

友们对运动的兴趣，10 月 24 日下午，我们中三班有幸邀请到张振杰小朋友的爸爸进

课堂，为我们带来了一节趣味性十足的足球课。 

 

“为什么叫足球呢？”“足球的英文为什么是 football 呀？”张振杰爸爸用这样

两个问题拉开了这节足球规则介绍课的序幕，七嘴八舌地，脑洞大开的小朋友们纷纷

举手给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的答案。“因为足（foot）+球（ball）=足球（football）呀！”

当张振杰爸爸给出答案的时候，小朋友们都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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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张振杰爸爸一边通过有趣形象的图示讲解足球场、边界、进球、手球、犯

规等专业知识，一边动作演示在足球比赛中容易产生的犯规动作等，张爸爸用他生动

诙谐的语言让小朋友们沉浸在足球的世界里。 

 

“那有没有小朋友想要做一回小裁判呢？”“我！”“我！”“我！”…话音刚

落，好多只小手就嗖的一下举了起来。张爸爸现场模拟裁判需要发黄牌和红牌的场景，

并让勇敢的小朋友们走到台前，手持黄牌和红牌，小朋友们一个个都严肃认真，该发

牌时就发牌，毫不留情，体验了一回足球小裁判。 

 

足球课结束了，小朋友们都意犹未尽，兴奋的讨论着、讲述着、比划着。玩转足

球，阳光运动，希望每位小朋友们都能发现体育运动的乐趣，在运动中锻炼身体，培

养良好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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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utumn afternoon in Class K 

Class K, Krystle Barbagallo, Alton’s mother 

 

To begin the afternoon, the parents of Class K met in the little kitchen with  

Teacher Echo to discuss and support reading with our children. We shared 

useful ideas and tips on how to enjoy books and story time and learnt that there 

are many things we can do to assist our children throughout reading. 

 

Some suggestions for our children to be confident and happy during 

reading time was to let them choose the books they want read, and additionally, 

let them start at whatever page they decide to. We as parents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state the name of the author and illustrator of the books and assist 

the children in caring for their books.It was a very informative session and we 

have incorporated some of the recommendations into our evening reading 

routine. 

The parents of Class K then ventured to the class room to see our little 

ones and create an Autumn inspired piece of artwork. The materials to be used 

included a large piece of paper, a black/silver cardboard frame, coloured paddle 

pop sticks, tissue paper, dried leaves (fresh from the Wunan playground trees), 

cupcake baking liners, doilies and glue. The children had a wonderful time 



 

47 
 

showing the parents where they wanted to glue their supplies and produce a 

beautiful picture to be displayed on the classroom wall. 

Thank you, Class K, for allowing us to join in a lovely afternoon of 

learning and creativity.  

 

 

 

你知道 DQ吗?走进三班寻找 DQ 
大三班 伊冉妈妈索拉亚供稿 

 

最近一直在追韩国综艺《大脑性感时代 问题男人》，这是一个烧脑的解题的节

目，但是连续看了以后，我的注意力已经从哪些千

奇百怪的题目转到了参加这个节目的嘉宾上面，发

现这些人基本都是复合型人才，甚至包括很多 IDO

L，从他们的成长经历来看，很少有从小死读书的，

而更多的是从小就接触各种运动项目、艺术项目、

以及创意性很强的项目，有人并不是出自很好的学

校，有人一直是让老师头疼的调皮蛋，但是却也很

好的发展了自己的长处，成为一个领域的说话人。

这些人背后的成长环境让我想起了前不久周念丽老师在乌南幼儿园的《培养幼儿 3Q，

夯实人生基础》的讲座，先来看看这个 3Q 到底是什么吧。 

3Q 到底是什么？ 

相信很多父母在看到这个 3Q 的时候，脑子里一定会有“智商”这个在早期教育

中被认为超级重要的指数。但是在周老师说到的 3Q 里却没有单独的它，而是如下的 3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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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发展商数 

EQ：情感商数 

AQ：社会适应 

而这三个商数的发展在孩子 0—6 岁发展关键期的培养和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联

系。今天我们就重点认识这个 DQ 吧 

DQ，发展商数主要包括孩子的适应能力，运动能力(包括孩子粗大动作到精细动

作的发展)，社会能力，以及语言能力的发展。 

DQ 中最有意思的，也可能是中国家长最缺少的也许就是运动能力与适应能力 

让孩子多运动 

记得从小就总听到这样一句话“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不知道谁哪个无脑人士

提出那么可怕的一句话，差点剥夺了孩子们最佳的锻炼脑部发展的能力。愈來愈多研

究证明，爱运动的孩子，记忆力、整合力和应变能力也很好。 运动养成的团队合作、

忍受挫折、耐心、领导等特质，更是人生不可或缺的技能。要培养孩子未來竞争力，

就从运动开始。 

我们一定要消除对运动的误解。适度的运动

绝不会浪费时间和体力，正相反，它是学习能力

的加速器！运动不仅使孩子浑身是劲儿，能够精

力充沛地投入学习；还会创造更适合学习的心理

状态，提高效率！家长要鼓励孩子每天做运动，

它能让孩子学得更开心、更专注，学习成绩更好！

也就是说运动不多提高了 3Q 中的 DQ，同时也提

高了 EQ。 

在我们三班，孩子们可能最享受最开心的时间就是运动时间，一周五天的幼儿园

生活里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活动项目，攀爬、跳跃、骑行车等分别激活了孩子们的运动

细胞。也许骑自行车爬山坡时会比较累、单杠悬挂会手酸，会因为没有掌握一个运动

技巧流眼泪，但是孩子们仍然会坚持，而这就是运动教会他们的最厉害的东西，即受

挫能力，面对挫折不惧怕，调整自己继续向前。 

让孩子们多接触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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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发自内心的

笑容以外，在孩子们接触大自然的时候，也一样可

以看到他们轻松自在的笑容。亲近大自然是我们人

类的本性，所只要走进大自然，身体中对大自然的

亲近感也会因此被催化，就像我们看孩子玩泥巴，

不过就是一把泥土他们可以玩个老半天，发明出多

种玩法，反而那些玩具却容易玩腻，堆积如山的玩

具不仅浪费钱，也降低孩子玩耍的乐趣，其实最单

纯的东西，反而可以创造出多样的变化。 

从适应的角度上来说，大自然也是孩子的健康保障。有调查孩子生活在农村环境

下，不太有过敏性疾病，但是搬到干净的工业环境后，一下子就有了过敏和免疫系统

疾病，不管孩子是什么种族、肤色。科学研究已经发现，土壤中的细菌和病毒会帮助

减少孩子过敏或患上自身免疫系统疾病的几率。所以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让孩子们得

“大自然缺失病”，上一百节早教课不如带孩子亲近大自然。 

对于想象力和创造力，也许我们会觉得主要在艺术上体现，但是在看了文章开头

说到的那个烧脑韩国解题综艺后，会发现在数学世界里、逻辑世界里都需要想象力，

很多问题需要不断的换角度去思考，或者就是突破已有的模式才能解题。其实鼓励孩

子接触大自然，就对他们创造力及想象力的有效激发。很有幸我们三班的父母们都是

爱玩，爱走进自然的父母，从大家的朋友圈里就可以看到很多，也是因为这些用心，

我们可以看到在沈老师的一堂《百变面具》课上，孩子们天马星空的创意。 

在周老师说到的 3Q 中除了只被大家误认为只有智商的 DQ 以外，还有两个重要

的商数指标，一个就是情商了。其实同 DQ 一样，情商 EQ 也被很多父母误会过，被

误认为“高 EQ 的孩子=不发脾气的孩子” ，如果这个等式成立的话，那么我们这个

世界肯定是超级无聊的世界。周老师在 3Q 课堂上就提出了“喜、怒、哀、惧”是我

们人类天生就有的情感，我们不应该去排斥任何一个情感，而是应该了解他们、拥抱

他们。 

九月开始的“小厨神”活动就是锻炼孩子们 EQ 的最佳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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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宝们们进厨房，也许在我们爸妈眼中是危险、麻烦的事。其实我们低估了孩子

对危险的认知能力，另外，在厨房中不仅可以提升训练孩子智能，而且能够使他们对

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更加自信，且能更好的学会交流。 

在这次我们宝贝的

酸奶杯制作过程中，宝

贝们开始使用刀具了，

虽然只是普通的塑料刀，

但这是小厨房活动中第

一次的“动刀”。孩子

们都很兴奋，他们终于

可以名正言顺的拿刀切东西，而且没人会对你切的东西有太多评价，即便在后来的制

作中发现切大了，也可以拿回来再切小点，没有什么不爽，就差哼着小曲做点心了。

可以说这就是厨房的魔力。小厨房不仅能培养儿童的动手能力和自信心，更重要的是

培养了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为了吃好而精心烹调，自然会让人养成一种积极向上的

生活态度。孩子们的自豪感不是我们爸爸妈妈一昧夸出来的，而是要放手让孩子多做

事，能做家务事、做好家务事，是一门需要从小培养、学习的生活艺术，这种经历能

够使他们对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更加自信，且更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