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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小三班，中秋庆团圆 

小三班朱乐聘家长供稿 

 

   中秋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来临之际，小三班于 9月 20日，开展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庆中秋”活动，孩子们在温暖、快乐的集体氛围中第一次度过了难忘的中

秋佳节。 

对于刚入园的小班幼儿来说，他们并不十分了解中秋节的意义和传统风俗。因此，

为了调动孩子们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归属感，同时激发孩子们爱上幼儿园的美好情感，

在班主任章老师、居老师的倡议和指导下，班级家委会的精心筹备下，小三班举行了

此次“中秋故事讲演会”活动。 

     

活动伊始，宝贝们穿着各式各样的中国传统服饰，在两位老师的安排下整齐划一

地排排坐在小椅子上，静静等待演出，佳锐爸爸等家委会志愿者们纷纷架起了“长枪

短炮”，准备为孩子们记录下每一个精彩瞬间。不一会儿，演出拉开帷幕，我们的家

长志愿者——程度小朋友的爸爸微笑着来到了宝贝们的身边。他向孩子们介绍了中秋

节的名称、来历、意义，用孩子们容易接受的语速、语言，配上丰富的肢体动作，帮

助孩子们了解中秋，感受中秋节的传统文化由来，并引用了传统故事——“后羿射

日”，将神弓射日、昆仑求道、月圆美满等民俗传说情节都灵动性地、童趣化地在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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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面前一一展现。为了进一步帮助孩子们理解，度度爸爸还和度度妈妈一起，生动

演绎了精心准备的“嫦娥奔月”情节，嫦娥美丽的身姿，伴着演奏家佳锐妈妈动听的

琵琶演奏，依洲妈妈的图文搭配，如此妙趣横生，所有的宝贝们都听得都入了迷，眼

神中透着一份好奇、一份喜悦。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看听故事，孩子们在此次活动中

还实实在在地体验了一回，有的上台模仿后羿拉弓、射太阳，有的表演“表示强壮有

力”的动作和表情，煞是热闹！活动最后，全班孩子还带上了可爱的兔耳朵头饰，模

仿小玉兔，蹦蹦跳跳，做了回小演员，一张张可爱的小脸配上认真的动作有趣极了，

敬爱的章老师、居老师也带上了兔耳朵，引导、陪伴孩子们个个来参与，温馨的一幕

幕让整个教室充满了欢笑，孩子们又一次感受到了老师们浓浓的爱，接收到了爸爸妈

妈深深的情，体验到了集体生活的快乐与温暖。 

“中秋庆佳节，三班合家欢。家校同欢聚，宝贝难忘怀。后羿生动演，嫦娥舞姿

仙。琵琶民乐奏，悦耳动心弦。故事娓娓道，传统记心间。忽望玉兔来，何人在扮演？

娃娃齐上阵，个个笑开颜。”孩子们在幼儿园的第一次节日大活动，深深印在家校每

一个人的心间，不仅让小三班的孩子们了解了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习俗，更让孩子体

验了活动的乐趣，爱上幼儿园！ 

谢谢老师，感谢乌南！我们将继续前行，欢乐继续、收获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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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手童心学手艺 团圆中秋享甜蜜 

--大二班小朋友走进快乐厨房学做苏式月饼活动 

大二班茹祺家长汪晓涌 

 

秋风乍起，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又到了。欣赏着水调歌头的悠扬旋律，吟诵着静

夜思中的思乡之情，学习了月亮盈缺的变化规律，研究了吃月饼习俗的由来，还身着

传统服装欣赏中国文化周的精彩节目„„一波波丰富多彩的活动，把中秋节所蕴涵的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一点一滴地印在了孩子们心中。9月 27日下午，大二班孩子们盼

望已久的学做苏式月饼活动在乌南幼儿园学前部的快乐厨房举行。作为大二班中秋系

列活动的重头戏，此次活动在老师和家长们的精心安排下，让孩子们进一步加深了对

中秋佳节内涵的理解，用稚嫩的小手做出了香喷喷的月饼，通过请长辈品尝月饼的形

式，践行孝亲这一中华传统美德。 

                      精心安排 家委会各展所长 

家委会的蒋金呈妈妈是制作苏式月饼的能手，她根据孩子喜欢的口味，提前挑选

准备好了酥油皮、豆沙馅、黑芝麻等食材，还细心地帮每位小朋友分好四只月饼的量，

让制作过程更为顺利。活动现场，冯添瑜爸爸成了“小厨师”们的“大师傅”，穿上

与孩子们同款的厨师服，讲解起中秋节吃月饼的习俗，亲授苏式月饼制作技艺。一起

来帮忙的周畅吟妈妈和冯添瑜妈妈又是给孩子们拍照，又是手把手给孩子们演示，最

后还帮孩子们将月饼烤熟装盒，忙得不亦乐乎。 

 

踊跃参与 小朋友动手动脑 

在活动中，冯添瑜爸爸先是给大二班的小朋友们介绍了中秋节吃月饼这一习俗的

由来。他告诉大家，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而且当时月饼是很大的，逐渐

地才越做越小，方便食用，馅儿料也越来越丰富，有了不同的口味。在添添爸爸的启

发和演示下，在老师和家长志愿者的协助下，小朋友们很快就投入了制作月饼的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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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擀面、放豆沙馅儿、包裹成型、涂蛋清、撒芝麻，孩子们一个个眼神专注、

双手麻利，互帮互助、欢声笑语。很快地，一只又一只的月饼胚完成了。看得出来，

孩子们对于下厨都不是生手，平时幼儿园里常常练习的手工劳作，以及各自在家搓圆

子、包水饺、做蛋糕的实践经验都派上了用场，一只只半成品月饼有模有样，一位位

小厨师对自己的作品自信满满，一双双明亮的眼睛里，仿佛已经看到自己最爱的家人

长辈，吃着月饼的幸福模样。不一会儿，烤箱里飘出一阵阵诱人的香味，月饼快出炉

了。这香味吸引了正从走廊上经过的境外班的孩子们，他们也纷纷走进厨房，一起观

看并感受制作月饼的乐趣。 

 

入口甜蜜 家长们感动久久 

吃上了尚处稚龄的孩子们亲手为自己制作的月饼，这个中秋着实过得令人难以忘

怀。惊喜、感动、欣慰，大二班的家长们不约而同地在家长群里感慨不已。两年多来，

还记得端午节的粽子教给孩子们民族气节，上元节的元宵和灯彩带孩子体验中国年的

乐趣，还有这次的中秋节，让孩子懂得团圆孝亲的美好。一次次的节日活动，凝聚了

老师们、家长志愿者们大量的心血和智慧；一次次的参与体验，让乌南满满都是爱的

教育。珍惜在乌南幼儿园度过的每一个节日，孩子们在这自由多彩的环境中拓宽了视

野眼界，丰富了内心情感，更是从师长的言传身教中，从每一次自己的参与实践中，

积累了获益一生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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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迎中秋，举园同庆贺华诞 

境外 C班 Angel妈妈 

     

    开学啦！我们是大班的哥哥姐姐啦！ 

    我们是红帽檐！红帽檐在行动！ 

    看看小朋友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的样子，看看你们温柔对待弟弟妹妹们参观，真真

切切感受到，孩子们真的长大了，已经是大哥哥大姐姐了！ 

    相信当你们看到弟弟妹妹还在为离开父母的怀抱而哭泣时，你们心中浓浓的爱护

之心涌动之时，轻轻安抚宝贝们时，你们心中的善良，一定会感动弟弟妹妹。红帽檐

会代代相传，善良温柔也会被相互感染而倍感幸福！ 

      

    身为大班的孩子们，你们在这里开启了编程第一课，感谢乌南提供了如此与时俱

进的课程。看看他们勇敢尝试新的活动内容，每个人开始自主化学习时，小朋友专注

的样子，相信你们会顺利过渡到小学。 

    九月迎来了中秋佳节，小朋友们吟唱着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听着嫦娥与月兔的故事，制作了月饼，了解了中国悠久的

历史，体会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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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最后一周的国庆大阅兵，看着武警叔叔们精彩的表演，打着充满朝气的中国

功夫，喊着“BEST!WE ARE THE BEST!”相信你们一定是 THE BEST!你们定会健康成长！    

    闻着阵阵桂花香，这是孩子们在乌南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国庆佳节了。你们从哭

泣的宝宝变成了懂事的哥哥姐姐。相信以后的每个教师节，你们也一定会回来看看你

们生命中最重要的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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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好月圆人团圆 小四班娃娃迎中秋 

小四班 朱心怡家长 

 

农历八月十五日，是我国传统的中秋佳节，作为重要的文化节日，中秋节有着传

统的自然意义和人文意义。9月 21日，乌南幼儿园小四班为孩子们开展了一次充满趣

味、生动别致的中秋主题活动。 

一大早，孩子们就穿着中国传统服装，兴致勃勃地来到了幼儿园。活动伊始，老

师通过生动的故事让孩子们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节的来历与典故，知晓了月饼

所代表的含义。紧接着，特邀的乔家栅资深点心大师傅为孩子们介绍月饼制作的食材，

讲解并演示月饼制作的步骤。当老师拿出制饼模具、馅和皮时，孩子们已经迫不及待

了！在大师傅的耐心指导下、老师和家长志愿者的陪伴帮助下，他们动动小手，有的

和馅、有的揉面、有的打月饼，忙的不亦乐乎，不一会儿属于孩子们自己的专属手工

月饼就制作完成了。孩子们和老师、家长们一起分享、展示了自己动手制作的月饼，

在这一过程中，孩子不但体验到了动手劳动的乐趣，同时也感受到了浓浓的中秋节日

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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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合力，让孩子们享受教育 

境外 H班家委会家长 盛晓黎 

 

金色九月，宝贝们又长大了不少，宝宝一班的教室搬到了二楼变身 H班，小朋友

们正式进入幼儿园小班阶段 ，身为妈妈的我们因为孩子们小小的成长都有点激动。开

学短短的一个月里，境外 H班家园合力共同谋划，使得我们班组织的两次活动都开展

得有生有色，让孩子们享受教育之乐。 

刚开学就迎来教师节，热心的 Samuel妈妈主动提议帮助全班的孩子们准备一束美

丽的鲜花，在教师节给 1480境外部所有的老师、阿姨、及工作人员献上了教师节的祝

福。这个活动不仅孩子们受到教育，也让家长们都表达了对乌南工作人员的感恩，班

级凝聚力大增。 

接下来一周，热心的 Ethan家庭、Jonathan 家庭共同努力下为全班孩子购买了动

植物，看我们 H班的阳台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原来植物角的动植物都是家长们自己

带来的，家长们对这些也是门外汉，不知怎样配合比较有教育价值，有时带来的花比

较难养，有些植物、小动物买重复了。这次大家索性托付给懂花的 Ethan 奶奶，她为

孩子们精挑细选一些适合秋冬季养殖的盆栽，不仅品种相当丰富，而且花卉色彩美丽，

能吸引孩子们主动观赏；花园的左侧有一池快乐的金鱼在快乐玩耍，想到我们的孩子

们每天都要去看望鱼儿们和它们说说话，跟老师学习养护小鱼的方法，就感到孩子们

好幸福。在花园的另一侧，放置了满满的山芋、玉米等根茎类植物，老师说，这些东



 

11 

 

西长得快变化大，孩子们可以每天看到植物的成长变化。听说班里的小蜗牛已经让小

朋友们问题不断，蜗牛有头吗？它为什么黏在盒子顶不会掉下来等，小花园成了孩子

们探索的乐园。 

我们的境外 H班不仅是孩子们学习之所，生活之地，更是孩子们接触自然探索发

现之地。无比的喜悦我们的孩子们每天在乌南幼儿园精心安排的活动中学习生活成长，

有爱心的老师们和全班热心的家长们，被爱满满的包围着，孩子们是幸运，作为妈妈

很高兴为孩子们选择了这样一所优秀的学校，希望孩子们天天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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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班开学有感 

中三班 吴昕核爸爸 供稿 

 

本学期，我们原先“小三班”的宝宝们，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升学，进入了“中三

班”，这由小变中的过程中，有老师的教导、父母的呵护，更有幼儿们自身的成长与

成熟。如果说小班的孩子更多需要从父母那里获得慰藉，那中班的幼儿则明显更加独

立，也有了自己的想法。 

针对孩子们的这种变化与特性，学期伊始，孙老师和沈老师就为大家设计了丰富

多彩的教学活动。比如欣赏名画《梵高的卧室》，孩子们欣赏之余还自己动手写写画

画，寄情于艺术与游戏间。同样，由于本学期沈老师的加入，孩子们有了一位男老师，

于是运动就成为了班级教学的特长。比如在下雨天，老师就用桌椅为孩子们搭建了一

个“勇敢者的道路”。 

老师尽心教导，家长们的呵护也必不可少，学期初让我最为印象深刻的，就是

“家长志愿者”护校活动，在活动之初，班级幼儿的爸爸们踊跃报名，大家都想为孩

子们的安全出份力。而在护校过程中，每天 4 位爸爸分别站立在淮海中路校门的两侧，

只要见到有幼儿前来，一定护送过马路。而在护送过马路过程中，两边的爸爸们也默

契衔接，保证幼儿的安全。 

其实，以上的活动只是开学初各类活动的冰山一角，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

每一个节日里孩子们都过得很有意义。比如中秋节里，班级幼儿焦泽平的妈妈，就特

地前来班级，教幼儿制作冰皮月饼，孩子们既动了手，又学习了中秋民俗，更回家与

父母分享了自己的劳动成果，可谓是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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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庆节前夕，班级的幼儿们又得到了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由于我们班这

学期负责中国馆的布置工作，正好借此机会，让孩子们从民俗、爱国中得到了成长。

接下来与解放军叔叔的见面，更把国庆活动推向了一个高潮。 

如果说家长对于自己孩子的教育可谓言传身教，那对于整个班级孩子的付出就更

该好好点个赞了。班级家委成员橙子妈妈与橙子爸爸都是音乐学院的教师，橙子妈妈

就为了中国馆，特意请来了他的学生，为大家演绎中国民乐，可谓是孩子们的一顿耳

朵的盛宴。 

如果说“育儿有方”是我们的目标，那从园方、教师、家长以及幼儿自己，都在

为这个方向而努力，这种共力犹如一种信念，指引我们为孩子付出更多，也让我们大

家成为了一个大家庭，互相鼓励，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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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正 敬礼 

     境外 E 班 钟子洋妈妈  

  

令人期盼的 9月，终于在孩子们的一片欢声笑语中开始了。两个月没见，孩子们

个个长高了不少。背着红书包穿着红校服，男孩们在追追打打，女孩们围在一起叽叽

喳喳。朝气蓬勃四个字已经不足形容他们了。 

新的学期，我们 Class E 的孩子们来到了乌南的总院—衡山园。更广阔的室外活

动空间，更丰富的各类特色教室，方便他们强健体魄开阔眼界。在未来的两年时间里，

孩子们将在这里一起携手成长。 

 

9月的开始红色，开学的第一个月。孩子们迎来了中国文化周。老师们通过了各

种才艺表演，各类工艺品展示，用深入浅出的语言，给他们展示了我们中国文化的博

大精深和色彩斑斓。同时，孩子们也在中国文化周的上海周环节中，学习了吴侬软语

—上海话。放学回家时，个个唱起了弄堂儿歌。 

9月的尾声也是红色的，为祖国妈妈庆生是本月最重要的活动。当天，我们衡山

园的小朋友，个个精神饱满，在澎湃的进行曲下，踏起了孩子们的正步。虽然没有那

么整齐，虽然还有一点叽叽喳喳。但是孩子们的心情是最热切最真挚的。            

立正，敬礼，看着大班的哥哥姐姐升起国旗，心中无比憧憬。第二天，学校还请来了

武警官兵，为孩子们带来了精彩绝伦的军姿，阅兵式和格斗表演。看着武警叔叔们英

姿飒爽，孩子们不知不觉也站的更直了，队伍也越发整齐了。相信这次的表演，将让

孩子们记忆犹新。希望他们以后也能有军人般的毅力去面对未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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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中（4）班 

境内部中（4）班  杨澔辰妈妈 

 

 

 

    两个月的暑假，在疯疯闹闹中转眼而逝。一提上学就花样百出的狼狈清晨，仿佛

就在昨天，但看看眼前，又实实在在是一个背上书包，自己穿好鞋子，兴高采烈出门

去的小人儿——不是做梦啊，中班了，娃长大了！从不适应到想念集体；从依恋父母

到快乐地去探索新环境、新事物；从事事都要老师操心帮忙，到更独立自主地做力所

能及的事，他们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不断进步。小 4班，哦不，中 4 班的每一个孩

子都给我们带了惊喜。 

    而阔别两月，乌南也用它最大的热情，最暖心的方式迎接孩子们的回归。还没走

进大门，大班的哥哥姐姐们清朗的问候声就先迎了上来。水池边、楼梯旁，都有小小

志愿者的身影，指引孩子们自己完成入园的各项动作，找到自己的教室。中 4班的新

教室比起小班的时候更加宽敞明亮，各种玩具和充足的游戏空间让小朋友们都乐开了

花。 

    开学的第一周对于孩子们来说是忙碌而充实的，精彩又充满仪式感。第一天是简

单而不失庄重的开学典礼，通过这种仪式感，让孩子们感受到开学的氛围，知道自己

长大了。除此之外，几乎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活动。比如以安全为主题的“我是亮眼

睛”校园安全设施讲演，消防演习；为孩子们带来无限欢乐的泡泡秀、亲师表演等等，

高潮迭起，让人目不暇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班的哥哥姐姐，孩子们拿起了

中 4班的班牌，带着精心挑选的玩具，走进小班的教室，为新入园的弟弟妹妹们表演

在幼儿园学到的本领，为他们送去爱心和安慰。不但如此，他们还背上了小翅膀，作

为微笑小天使，为有礼貌的宝宝们贴上微笑贴纸，鼓励大家多微笑，讲礼貌。这些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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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让孩子们，第一次有了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我们是乌南幼儿园的小朋友，我

们是哥哥姐姐了，我们要为每一位弟弟妹妹助力，要让乌南变得更棒！ 

热热闹闹走过开学适应期，中班的学习生活也有条不紊地展开了。新学期有新气

象，除了做好入园五件事等常规动作，对孩子们的精神面貌以及学习自理都有了更高

的要求。游戏更讲究规则，独立进餐之余也要注重餐桌卫生，学会整理，积极锻炼，

关注同伴，感受集体活动的乐趣，以及一如既往地推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冰

皮妈妈拿一个，然后把豆沙馅宝宝放进去，包起来，涂上食用油，用磨具压一下，月

饼就做好了！”当孩子迫不及待地与我分享做月饼的趣事，我仿佛能看到一群身穿中

式服装的天真孩童，跟着老师一手一脚做月饼的画面，何其生动有趣。还有一件事让

我印象深刻，那就是要求每一个孩子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及家中的电话号码。乌南对

孩子认字、写字并没有做特别的要求，但名字和家庭电话除外，这是孩子们遇到意外

危险时能够自救的重要手段，我很能感受到乌南的用心。虽然孩子们的笔迹还很稚嫩，

但一笔一划写得十分用心, 值得点赞! 

感恩乌南，为孩子们创造了丰富的学习资源，感恩老师，带着孩子们茁壮成长。 

我们将心意汇聚成一颗颗爱心，放进罐子里，融进孩子们亲手制作的花束里，在教师

节这天，送到老师们的手上，希望这份心意淌进老师的心里，也祝愿中（4）班，明天

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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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丰富的大一班生活剪影 

      大一班 朱原 

一、惊喜 

在淮海园生活了两年的孩子们终于踏进了总园的大门，13日的家长会

带给家长们的惊喜首先是美丽的校园和美丽的教室。房间宽敞明亮，区域

划分功能齐全，校园运动游乐设施一应俱全，孩子们在这里从身到心接受

着快乐教育带来的熏陶。 

其次是教学课程的惊喜，乌南幼儿园老师们精心策划的小当家值日生

活动，培养好习惯积分抽奖活动，思维编程活动，未来厨房活动，沙水世

界活动，红帽檐活动，古镇寻宝活动等等，无一不吸引家长们的眼光，光

是老师们介绍活动的策划内容就引起了大家热烈的讨论，并憧憬着孩子们

将来参与活动时的快乐。 

    老师们还展示了小朋友任务书，小朋友用自己稚嫩的双手描绘出每天

的任务，看着那一份份充满想象力的画作和表达，家长们真正惊喜地感觉

到了孩子长大了，会主动思考和表达自己的想法了，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进

步啊！ 

 

二、探索 

开学的第一天是个探索的日子，小朋友们来到这片幼儿园新天地充满

了好奇。老师给每个小朋友发了一张探索图，家长们带着孩子在幼儿园上

下开启了神奇的探索之旅。 

快来看！隔壁是大二班的教室，和我们班有什么不同啊？ 

哦！这里是美术劳动室，有好多美工课用的工具和作品呐！ 

咦！二楼的这个大班教室门框怎么贴上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屋檐，显得

古色古香的！ 

哇！顶楼的运动馆和科探室太棒了，这里有我想玩的好多运动场景和

叫不上名字的科学仪器，真期待马上就能开始运动课和科探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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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尖上的美食 

    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佳节中秋到来了，欢欢老师带领着孩子们开始在

未来小厨房做起了冰皮月饼和烘焙小糕点，每个孩子都穿起了米其林餐厅

的厨师服装，和面，拌馅，压模，上色，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那个认真

劲一点都不比星级大厨差，看看她们展示的作品，这下家长们可有口福了！ 

四、放飞中国心 

国庆节阅兵式开始了，大一班的小朋友们担任小升旗手和小朗诵者，

随着国歌的响起，每个小朋友抬头注视着国旗的冉冉升起，热爱伟大祖国

的豪情在心中油然而生。 

朵朵小朋友给每个同学送了一面小国旗和贴纸国旗，老师希望同学们

在国庆的长假中带着国旗去放飞，真正做一个有着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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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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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志愿者 微笑的使者 

中一班 殷梓芸妈妈 

从昨天开始，我就时不时提醒小宝，明天要早点起床。因为妈妈要去幼儿园做志

愿者，不能迟到。既然，平时都告诉她上幼儿园不能迟到，作为妈妈更要以身作则了。 

早上一大早，我们就提早到了幼儿园。门外维持交通的家长志愿者也已经早早的

到了岗，乌南的爸爸妈妈们都很认真啊。 

我今天的执勤岗位在洗手池旁边。刚开学不久，无论是刚上幼儿园的小班孩子，

还是经过一个暑假的中班孩子，多少还有点不太适应。我想，在他们的眼里，幼儿园

里每个大人大概都是陌生的巨人。这时，一个带着微笑，充满善意的问好，应该会让

他们稍稍安心一点，而大部分的孩子都会主动地回应这份善意。有时，有的孩子会比

较害羞，这时蹲下身子与她平视，给些鼓励可能会抵消由于爸爸妈妈的催促带来的压

力。在爸爸妈妈提醒下，能放大音量的孩子，告诉他们：“你说的很大声，我听见

了。”不催促，用心回应，耐心等待，在这样的环境下，我相信每个乌南的孩子，都

一定能自信大声的说“早上好”。 

当然，作为志愿者，在岗位上，还有一些其他工作。譬如，在洗手池旁，可以顺

手擦一下池边的水渍，以免孩子弄湿衣服；在楼梯口，提醒孩子不要奔跑，靠右行走，

避免碰撞。对了，对于能自己进园上楼的孩子，不要忘了说一声“你真棒！” 

虽然，小宝看不到妈妈执勤时候的样子。但是，我相信，当她每天来到幼儿园看

到其他志愿者爸爸妈妈们时，一定会想，我妈妈也是这样的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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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母亲 69 岁生日快乐 

  境外 A 班 孙嘉怡妈妈 

秋高气爽的十月，我们迎来了祖国母亲的 69 岁生日，为了庆祝祖国母亲的生日，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一个个精神抖擞的像小士兵， 

在学校举办的隆重的的庆祝仪式中，小朋友们参加了阅兵式，还和少数民族举行

了大联欢，看了神勇的武警叔叔的列队表演，孩子们还品尝了学校大厨们精心准备的

祖国妈妈生日餐！ 

这一定会成为孩子们最难忘的记忆！  

轻松的十一假期后，孩子们开始了最喜欢的个别化学习，有绘画，阅读，乐高，

不仅提高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还发挥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个别化学习中还增加了一些中国文化的学习，比如制作青花瓷，捏面人，毛笔字。 

通过这些学习增加了孩子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时也增强了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 

进入大班后，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希望孩子们学在其中，乐在其

中，享受愉快的幼儿园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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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满中秋 香飘校园 

境外 B班 Jasmine妈妈 

每年的开学季都恰逢中国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节日——中秋节。 

有道是，月到中秋分外圆。中秋之夜，月之皎洁，古人把月圆视为团圆的象征，

所以赏月也是这个传统节日时的重要活动。小朋友们从中秋节的一周前就开始每晚观

察月相并在纸上做好记录从而了解了月相的变化，这是从生活中进行学习的最好方法。 

中秋节不仅是一个好“看”的节日，也是一个好“闻”的节日。 

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桂花是一种天然药材，性温味辛，具有健胃、化痰、

生津、散痰、平肝的作用。虞老师精心准备了干桂花，指导小朋友们用干桂花炮制了

香气扑鼻的桂花茶，并进行了品尝。在学习的过程中，充分调动小朋友们的感官更可

以让他们印象深刻。 

中秋节不仅是一个好“看”、好“闻”的节日，也是一个好“吃”的节日。 

    桂花不止可以用来泡茶，还可以用来泡酒和酿蜜。桂花蜜醇香浓郁，又富有极高

的营养价值。小朋友们自己亲手做的桂花蜜更是又香又甜，吃得停都停不下来了。 

    中秋节不仅是一个好“看”、好“闻”、好“吃”的节日，更是收获满满的日子。 

        

 

凉爽轻逸的秋风携着桂花的清香，吹落一地五谷丰登，枣红梨黄。在乌南幼儿园

的校园里，枝头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小朋友们用心去感受秋的成熟，秋的芬芳，秋

的美丽，秋的富饶，看他们脸上的笑颜融化在这金色的秋天里，无与伦比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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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G 班 9 月亲子游 

        境外 G班 Chloe 

蓝天白云，秋高气爽，9月的天气特别舒适宜人。为了让小朋友走出

户外，拥抱大自然，我们境外 G班小朋友在新虹桥中心公园进行了一次亲

子游野餐活动。 

这里是市中心最大的公园之一，小朋友们一大早就兴高采烈的来到了

公园，公园里可以进行的活动非常的丰富多样。我们一路走来，有看到放

风筝的，踢足球的，做烧烤的，还有喂小天鹅的，真是很热闹。那边草坪

上的几个小学生模样的哥哥姐姐在比看谁的风筝飞得最高。还有一些小朋

友追着足球踢得不亦乐乎。 

 

小朋友们找到湖边的一块草地，把各自的野餐垫和帐篷铺了起来，准

备开始野餐了。爸爸妈妈带来了很多可口的食物和饮料给大家分享，小朋

友们在草地上野餐，每个人都吃得可香了。 连湖里的小鸭子一直叫个不停，

好像在给我们鼓掌加油一样。 

午餐结束后，自然是小朋友的运动和玩乐时间。泡泡机，气球和各种

玩具轮番上场，足球，橄榄球，飞盘比赛也是很受欢迎。没想到我们 G 班

的小朋友都这么喜欢运动了。 

 

 

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天的活动转眼就结束了。通过一天的公

园亲子活动，小朋友们接触了大自然，体验了有趣的公园野餐，让我们的

集体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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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成长挑战 

大三班 索拉亚 

又到九月开学季，当已经成为大三班小朋友的孩子们

走进教室，开始大班学习生涯的时候，不禁发现这群孩子

们不仅个头长高了，各方面的能力也有了不同水平的提高，

但是这群孩子们真的为大班的生活做好了百分之百的准备

吗？光说没用，一起看看孩子们是如何搞定九月大考验的。 

考验一：红帽檐挑战 

 

挑战内容：小朋友们将在园门口迎接中小班的小弟弟小妹妹，并且引导他们正确

洗手与拿放小毛巾，同时在小弟弟小妹妹走楼梯时保护他们的安全。 

 

这是一项考验孩子们责任心的的考验，在任务当天孩子们早早的到达任务执行地，

戴上了小红帽，做好了准备工作，从元气满满的“早上好，请刷卡”开始了挑战。细

心的卫生员团队温柔的提醒着每个弟弟妹妹六步洗手法，并且亲自示范。当发现毛巾

筐里的毛巾被摆放得乱七八糟时，我们的小卫生员马上开始了整理模式，一块一块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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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的平铺在筐里，看到小姐姐的这个举动后，小弟弟小妹妹在擦好毛巾后，也有模有

样的整齐的摆放毛巾。 

而我们的楼梯安全员不但在提醒小弟弟小妹妹上下楼梯靠右走，还提醒中班小朋

友的爸爸妈妈“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中班要自己上楼。”，这群去年还需要爸爸妈妈

护送上楼的小家伙现在全开始主动提醒别人，只能说时间真的是魔法师。 

考验成果：孩子们用他们的热情、坚持、细心与沟通能力证明了自己已经是大班

的哥哥姐姐了，全部通过测试。 

 

考验二：小当家之月饼挑战 

挑战内容：小朋友们要根据图示步骤，自己动手完成月饼制作，保持小厨房的整

洁，并且与好友分享月饼。 

 

这次的挑战是在小朋友们之前一直都很向往前来的“未来厨房”内进行的。虽然

是考验大家动手做月饼，但是还有一个隐形的考验，就是看看大家是否能把卫生工作

做好。不过小家伙们很不错，在开始制作钱都自觉的穿上了围兜，带上了厨师帽，洗

了手。即便在穿戴过程中出现问题，也会礼貌的请小伙伴帮忙，懂得寻求帮助。而在

制作过程中，发现宝贝们虽然第一次制作冰皮月饼但是每个宝贝都特别地认真，即便

遇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会自己观看视频操作，自主操作的能力有明显的增强。有些小

朋友一开始把月饼皮擀成了椭圆形，但在发现馅不能被皮包进去时，极地思考其中的

原因，发现月饼皮擀得不够圆，和指导老师一起探索怎么才能把月饼皮擀的又圆又大

的方法，得出了擀月饼皮不能只朝一个方向，应该从不同方向擀的结论，作出了漂亮

的月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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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验成果：这次的挑战对于孩子们来说有些难，在操作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问题，

但是他们一个个勤于思考，独立探索，做出来的月饼卖相都老好额，非常精致可人。 

考验三：潜入工艺美术馆 

挑战内容：在这个社会实践活动中，挑战孩子们是否已经拥有大班孩子的独立能

力，自我管理能力，以及学习能力。 

这次的挑战中发现孩子们不论是独立意识还是集体意识都有了长进。自己的东西

自己照顾好，门票自己买，参观过程中守秩序，懂礼貌，不自己乱跑。在参观的过程

中，这群小朋友变身为问题宝宝，不厌其烦的询问手工艺展品与技术的问题，与手工

工艺匠人们进行着互动，小脑袋瓜里的问号慢慢的变成了感叹号，一个个都被这些和

他们有极大年龄差的古老艺术吸引，发现了不同的美。 

考验成果：在这个社会实践的考验中，发现小朋友们的独立、沟通、交往等能力

在一个暑假后都有了成长。在这个充满艺术感的实践中，孩子们通过发现问题，提出

问题，吸收了新知识，感受了传统的美，全员完美通过最终测试，正式成为合格的大

班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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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让生活开出花儿来 

境外 I班 Timothy妈妈 

宝宝班的小朋友们正式升级成小班的同学啦！新的老师，新的环境，新的同学，

不变的是乌南人对孩子的浓浓爱意和高水准、领先的教育理念。试图卷土重来的分离

焦虑在小伙伴重逢的激动中败下阵来。 

#小小图书馆# 阅读是孩子们开启认知世界大门非常有效的方法，乌南有着丰富的

图书馆。那么，怎么在班级层面更多更方便地鼓励孩子们养成读书的好习惯呢？我们

陈老师和 Kate 老师想到了创建班级小小图书馆的主意，授人予鱼不如授人予渔，这个

想法得到了家长们的大力支持，纷纷拿出自己家的图书，很快我们境外 I班的小小图

书馆就正式开张了。老师给孩子们讲书里的故事，也鼓励小朋友们自己阅读。腹有诗

书气自华，相信在未来，喜欢阅读的这个好习惯会让我们的小朋友成长为有着有趣灵

魂的人。 

 #秘密花园# 学本领很重要，学做人更重要。有爱心，有责任心的孩子如珠如宝。

这件事情光靠简单说教多半是无用功，只有在日常体验中潜移默化才能把这两颗心深

深植根到幼小心灵，终身受益。宝宝班的时候尝试了让小朋友照顾自己带来的小植物

和小动物，虽然有的花喝了太多水，有的小乌龟被喂了太多饭，最终牺牲了，但是小

朋友的爱心和责任心却在一点点的增加。于是，这学期我们把这个好方法继续下去，

家长们带着孩子去挑选喜欢的花花草草，建起我们班的秘密花园，孩子们在老师的帮

助下学习怎么做个好园丁，让小花们可以伴着他们一起长大，想想心里也是暖暖的。 

 

爱心，让美好生活开出花儿来吧，境外 I 班，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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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Month of Kindergarten with Much Fun and Happiness 

Noah’s Mom from Class J 

Children in Class J were happy, safe and healthy throughout the whole September 2018 

month although most of them just started their kindergarten life. With teachers Jin, Cecilia 

and Wang’s help, children knew how to find their own racks, drawers, seats, beds, etc and put 

their things in order. They learnt to protect themselves. They were getting familiar with the 

sports equipment and enjoyed taking part in the sports. They learnt new rhythm and exercised 

according to the rhythm. They played and had fun together. 

Children and parents started knowing the new classroom,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and 

other parents during the warm up party before the semester began. Children were getting to 

know more about them during the first two weeks and adjust to the kindergarten schedule and 

life. 

Through celebrating the Mid-Autumn Festival and China’s National Day, children 

started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e of China. They had a lot of fun and were very 

happy during the celebration activities. 

   

 

The very first parent meeting took place on September 13, 2018. During the meeting, the 

PTA member candidates of Class J were self-recommended or recommended by other parents 

and the members were selected through voting. Parents were very willing to participate the 

meeting and acted progressively. 

 

The first PTA meeting was hosted by Teacher Jin on September 21, 2018. PTA 

members and other PTA candidates were invited to attend the meeting. The meeting topics 

were Introduction of PTA Responsibilities, Discussions on Preparation for Thanksgiving and 

Christmas, Communications among parents and PTA members, and Plan for PTA this 

semester. The meeting went very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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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与意义交相辉映的乌南九月 

大四班 张嘉元妈妈 

 

作别淮海园，来到衡山园，新的园所，也意味着新的起点——成为大班的哥哥姐

姐，孩子们要有更好的成长。 

    

 新学期开学典礼上，孩子们认识了崭新的校园，聆听了园长妈妈的殷切祝愿，还观看

了一场令人震撼的机器人表演。酷炫的演出，为孩子们交织出一个炫目而奇妙的场景，

这样与众不同的开学典礼，既开阔了孩子们的视界，也触动了他们对于艺术与科学的

向往。 

 

 

9月开学季，幼儿园里有趣、有益的活动接连不断：开学第一课，理解和平的意

义；观看老师们的精彩表演，感受多才多艺的魅力„„ 

 

大四班里的学习活动，同样精彩纷呈：讲述假期小报和新闻，分享见闻，锻炼口

头表达能力；用显微镜观察细胞，探寻一个微妙的世界；用研钵研磨蔬菜提取色素，

尝试扎染，学得不亦乐乎；教师节，认识了中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学习《论语》

里的名句，感受国学的厚重；新学期新推出的编程课，又让孩子们开启了全新的学习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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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帽檐志愿者活动中，大四班的孩子们来到境外部，有的任迎宾员，有的当安全

员，各有分工，各司其职，为境外班的弟弟妹妹送去一份稚嫩但热忱的关心与帮助。

赠送小礼物、表演节目，赢得了弟弟妹妹们的掌声，也体味了成长的自豪。 

 

中秋佳节，孩子们通过多姿多彩的活动，感受到了节日的欢乐和传统文化的意义。

两位志愿者妈妈带领着孩子们进小厨房，捏饼皮、搓馅子„„一只只月饼在孩子们的

手中“诞生”了，装进袋子，带回家和家人一起分享。家长们纷纷感慨说，品尝着这

样的月饼，更有一番甜蜜滋味。 

 

老师们通过精心设置的各种活动，将中国佳节的欢乐与意义传递给孩子们。孩子

们身着唐装、汉服，欣赏着老师们的民乐、歌舞、古诗、书法等传统艺术表演，在潜

移默化中一份中国情怀落进他们的心田。 

 

这个 9 月，在乌南幼儿园的每一天里，孩子们总是可以遇见各种各样的精彩：传

统与现代，艺术与科学，欢乐与意义，交相辉映着孩子们的时光，滋养着孩子们的心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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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子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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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我们一起长大 

 中二班刘靖正  供稿 

亲爱的小铃铛：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你终于睡着了，一天中也就只有这段短短的时间，妈妈才能

定下心来整理一下思绪。 

    前几天，早早地为你晒好被褥、洗好班服、整理书包、绘制小报„„一边收拾着，

一边暗自担心你游荡了整个暑假，又要重新适应集体生活。没想到开学那天，你兴奋

地像只小鸟一样，一头扎进同学堆里，再也不回头。 

望着你甜睡的模样，回想起去年的这个时候，你对上学还一脸懵懂：一下看到这

么多同伴束手无策，事先练了无数次自我介绍，到班里却忘得精光；班里最吸引你的

地方是小厨房，每天一到园就扎起围裙埋头做饭；老师提问的时候倒是举手很积极的，

可惜站起来就忘了要说什么„„ 

其实呢，偷偷地告诉你，作为新手妈妈我，面对你上学这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一

样地毫无经验：第一次以家长身份面对老师，第一次来到美丽的乌南园，第一次„„

特别是在如何教育你这件事上，一直在各种矛盾中徘徊摇摆： 

想要让你快快长大，却又情不自禁地愿时光走得慢一点，妈妈不愿意某次加班回

来就错过你的某个人生第一次； 

想要让你有个无忧无虑的童年，却又把你送进各种培训班，时不时哭着完成作业； 

想要满足你所有的愿望，却又每每硬起心肠高着嗓门喊“这个不许”、“那个不

能”； 

想要让你葆有单纯和天真，却又不得不告诉你坏人很多、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 

就这样，在各种价值观的拉扯平衡中，在单位、幼儿园、家庭之间的不断穿梭中，

在三位老师的耐心陪伴中，我们共同走过了这丰富多彩的一年。这一年里，你社会性

的一面得以建立，慢慢找到了自己在集体中的位置和感觉，我也逐渐适应了自己的新

名字“小铃铛妈妈”。我们还努力一起认识班里二十几个新伙伴和他们的爸爸妈妈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从此各自有了新的朋友。这不，新学年里，你终于可以继续和心心

念念的小伙伴们一起玩耍了。 

是的，孩子，妈妈和你一样对未来有着无限好奇和期待，也和你一样对当下茫然

却又享受。过去的一年，我们一起成长。未来的日子，我们共同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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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安。 

爱你的妈妈 

 

当好妈妈的小帮手 

小二班  赵思涵 

国庆假期到啦，这次我们全家选择留在上海笃悠悠地享受慢生活。爸爸妈妈和我

一起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逛公园、乘小火车、看《阿凡提》电影。。。但是最难忘

的还是当妈妈的小帮手——一起做家务。那天爸爸不在家，妈妈说，要不我们俩做点

有意义的事情吧？——来吧，一起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 

  

嗯！说动手就动手！妈妈和我先一起整理了图书、玩具和换季的衣服，然后打扫

卫生正式开始啦！第一步先擦干净桌子、凳子、玻璃上的灰尘,别看是小活，还挺累的

哦，宝宝我爬上爬下都出汗啦！接着，哈哈，妈妈拿出了我们的最新“武器”——无

线吸尘器，橙色的好漂亮！我忍不住想要推、推、推！可是妈妈担心我拿不动，手把

手教了好几次后，在我的再三要求下，才同意放开手，让我独立操作。看！我可是

“大力王”，吸尘器在我手里多听话呀，让它向前就向前，让它转弯就转弯，灰尘、

头发、小纸屑通通不见啦！好神奇呀！告诉你们，客厅可都是我打扫的哦！地板亮亮

的，多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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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开始洗衣服啦！洗衣机妈妈坚决不让我动，因为妈妈说宝宝太小了不安全，

等长大一点会教我嗒！但是妈妈给了我另外一个任务——自己洗小袜子！这可是我最

喜欢的活啦！塞住塞子，放水，拿起肥皂，开始啦：擦一擦、搓一搓、冲一冲。。。

哈哈，小袜子上的“灰灰”淡多了！再来一次！看！小袜子变白啦！现在，拧一拧，

嗯，怎么样？干净吧？和小袜子一起来个 POSE 吧？ 

            

结束了一天的劳动，看着干干净净的屋子，我觉得好开心呀！怪不得老师说劳动

最光荣呢！爸爸回来会不会大吃一惊呢？哎呀，肚子咕咕叫了。。。为了犒劳我这个

“小小劳动委员”，妈妈带我去吃大餐啦!啦啦啦！这是我过的最丰富也最有意义的节

日！小朋友们，你们有和妈妈爸爸一起做家务吗？虽然这只是一次小小的劳动，但让

我感觉到平时大人们做家务有多么辛苦呀！让我们一起来当好爸爸妈妈的小帮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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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与旅行 

小一班 吴将妈妈 

    酱瓜最喜欢的就是听妈妈讲故事。每次妈妈一喊“story telling time”，小酱

瓜不管在玩什么都会冲过来乖乖的坐到小凳子上“hands on knees”。妈妈讲故事的

种类很多，有动植物类的，有生活场景类的。但是酱瓜最爱的是交通工具类，尤其喜

欢飞机与车相关的故事。在此和各位爸爸妈妈们分享一下我带着小酱瓜阅读绘本的生

活经历。 

首先让酱瓜来讲一下绘本封面上的故事。第一步让孩子先介绍封面有两方面的考

虑，一方面有助于让他先了解本书大概要讲解的内容，另外一方面让孩子讲出来的过

程，还可以锻炼孩子的口头表达能力。比如，有一本讲过无数遍的《消防车》。酱瓜

在讲述封面故事的时候非常有意思，他喜欢用他熟悉的小伙伴的名字来代替这四个动

物消防员，会自己用手指着嘟囔“这个负责开车的消防员是我酱瓜，坐我旁边的是

kerry，另外两个是金豆豆和 ricky”。接着他会用家附近的建筑物来作为故事放生的

地点，接着就越讲越开心，讲到兴奋之处，更是手舞足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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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调动酱瓜读绘本、讲故事的积极性，我们在家还有玩角色扮演的游戏。这时

候酱瓜的积极性是最高的。酱瓜来扮演老师，爸爸妈妈来当学生，一本正经的给妈妈

和爸爸上课，积极性尤其高。 

 

每次讲完故事前，我会告诉他：“如果你讲故事讲的够好，爸爸妈妈会带你去看

真的消防车、汽车和大飞机”。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方面是为了调动他的积极性，

另外一个是为了读完书后去看实物会加深对书本的理解。为了和孩子兑现之前的承诺，

爸爸妈妈带他去了真正的消防站和汽车博物馆，还去了嘉手纳的美军基地看军用飞机

起飞。 

在消防站里，终于见到并亲手触摸到了真正的消防车，兴奋的小酱瓜一直不停的

咧着小嘴巴，两只眼睛滴溜溜的到处观察。到家后告诉我：妈妈，消防车内部的位子

比我们家车里的位子多很多，消防车里面还挂着消防员叔叔的衣服和帽子，还有消防

员叔叔的口罩。为什么要用口罩呢？为什么消防员叔叔的衣服没有短袖的呢？消防员

叔叔的帽子和建筑工地上叔叔的安全帽是一样的吗？等等，他会不停的问出好多很有

趣的问题。这说明孩子在实地观察后，会得到更为深刻的体会和印象。 

  

把飞机系列的绘本读完后，带他去看军用飞机起降。在 38度多的热浪里不哭不闹

的待在看台上看了 7 个小时的军用飞机起降。 现在他能把飞机类的知识讲的活灵活现，

懂得尖尖头的是战斗飞机，战斗飞机在空中转弯非常敏捷，军用机的轰鸣声要特别大

等。经常时不时的问爸爸：战斗飞机飞出去是和谁去打仗了呀？军用运输机的肚子里

是如何把车塞进去的呀？预警机为什么长的比民航机要酷呢，等等。尽管他沉浸在自

己世界里嘟囔的时候，还有点奶声奶气的口齿不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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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可以让我们世界变大的最好的方式，

行万里路可以让孩子体验不同地域的文化，拓宽和丰富孩子的视野。 

         

这个世界上的物理学界有物理定律，数学界有数学定律，化学界也有固定化学方

程式，可是教育界没有一个万能的教育定理，去让父母们按照教育定律抚养和教育孩

子。因为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独一无二的宝贝。我们做父母的需要做的是认真观察，耐

心引导和陪伴。 

 

一点小小的生活心得，与各位爸爸妈妈们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