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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班共育——我们的温馨小三班 
小三班 朱乐骋妈妈、郭宛旖妈妈供稿 

 

十一月的天空真蓝，十一月的秋叶很美，十一月的小三班真温馨，十一月的宝贝

很快乐。本月，境内部小三班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孩子们跟随亲爱的章老师、居

老师学到很多本领，我们唱歌、跳舞、运动、游戏，每一天都收获满满。本月，小三

班的爸爸妈妈继续热心参与，在老师们的指导下，给孩子们带来了爱园如家的美好体

验，家班共育，让孩子们感受到幼儿园的温馨、收获。 

活动一：图书漂流 

图书漂流活动自开展以来，我班已有十余位家长陆续

走进教室，为孩子们借阅各类有趣、有益的童书担当家长

志愿者，他们帮助和指导孩子们进行图书整理，培养孩子

们良好的礼仪习惯，并认真为每一本借阅归还的图书做好

存档记录，有的家长还和孩子一起开展了亲子阅读，关注

孩子的阅读积累习惯。一次次的图书漂流，让孩子们更爱

阅读，更懂得如何阅读、如何整理图书，通过阅读，孩子们增长了知识，也让家长和

孩子之间因书籍而更多了一条亲密纽带。 

活动二：家长开放日 

本月家长开放日如约而至，家长走进校园，亲身感受孩子在幼儿园的点滴。活动

伊始，章老师和居老师向家长们介绍了近期孩子们在园内的情况，以“提高专注度、

自我意识的发展、社会性发展、手眼协调能力”等等角度，

结合小三班学生近阶段的特点，向家长们进行信息互通，帮

助爸爸妈妈们进一步了解幼儿育人方式与理念。家长沙龙

中，爸爸妈妈们各抒己见，傅兆生妈妈、张钱锦妈妈、张杺

玥妈妈等分享了自己在养育过程中的经验。通过家长讨论和

老师指导，家长们进一步积累了家庭教养理念及方式方法。

随后，家长们跟随老师和小朋友来到操场和教室，室外的快

乐游戏、室内的精彩公开课，无不让家长们竖起大拇指，孩

子们也乐开了花。本次开放日正值感恩节，孩子们在老师们

的指导下，精心制作了感恩节小礼物“爱心郁金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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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特别的礼物送给爸爸妈妈，给了爸爸妈妈意外的惊喜。那一刻，小三班真如温馨的

家。 

活动三：安全教育活动——“遇到陌生人怎么办” 

11月 29日下午，小三班全体幼儿与老师家长 共同开

展了“安全教育之遇到陌生人怎么办”的活动，也 是幼儿

园结合安全月对幼儿进行的系列活动之一，由于小 班幼儿

的自我保护意识比较薄弱，辨别能力也比较缺乏， 因此，

在活动中请来了家长志愿者进行情景表演，幼儿通过观看情景表演，进行真实的互

动，对陌生人有了较深刻的了解，知道了不认识的人就是“陌生人”，并知道了不能

跟陌生人走，不能吃陌生人的食物，不能被陌生人触摸身

体等。 

此次安全活动分为三个环节。首先，老师通过图片和

提问引导的方式，让孩子们区分清楚几类人物：家人、熟

悉的人和陌生人。 

而后，杨依洲妈妈、郭心语爸爸、郭宛旖妈妈将遇到

陌生人可能发生的三个场景演绎再现，精彩的情景表演让

孩子们清楚了解遇到陌生人应怎样做出及时反应。 

最后，警察叔叔——朱乐骋爸爸来到孩子们身边，告

诉小朋友们遇到坏人应该怎么办，提醒小朋友们，在遇到

紧急情况时，哪几点一定要

牢牢记住，“小眼睛仔细

看、小身体保护好、小脑筋

转起来”，遇到坏人一定要冷静，不能跟他离开，有困

难可以找警察叔叔，孩子们都听得非常认真。警察叔叔

还和小朋友们展开了互动，不少宝贝都能报出自己爸爸

妈妈的名字和电话号码，真是自我保护的小能手。 

十一月，在乌南，孩子们的每一天都充满快乐与收获；十一月，在小三班，孩子

们的每次活动都如此温馨、难忘。家班共育，温馨三班。让我们继续精彩。 

 



 

6 
 

礼物与爱的十二月 
境外 C班 王星越妈妈供稿 

  

一转眼的功夫，大班学期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同时也进入了孩子们期盼的十二

月，因为孩子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活动丰富多彩的月份，这是一个白色的月份，这个

也是充满着礼物的月份。 

首先迎来的就是幼儿园的加拿大文化周活动。在文化周中，孩子们需要了解加拿

大特色风情。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孩子们逐渐了解到了加拿大的地理知识，野生动

物，当然还有非常非常加拿大的枫叶、枫桨糖啦。 

 

 

不过最有趣的莫过于让孩子们了解和进行曲棍球比赛了。孩子们可是第一次看到

曲棍球棒。第一次看到这个玩意儿，摸摸这里，拍拍那里，拿到手上再打几下，叽叽

喳喳围在一起可兴奋了。不过，既然要进行曲棍球比赛，当然可不只是看看摸摸了，

还得操练操练。Jake带着孩子们，手把手的演示击球的姿势和动作。孩子们依次拿起

球杆，对着球门练习。打进球门的孩子自然欢呼雀跃，没打进的也不气馁，在老师的

鼓励下沉着的反复练习，自然也进步不小。 

C班先在自己班里预热，接下来还和其他班级打比赛，男孩子们比赛中个个勇猛

灵活，女孩子们在旁边加油，结果也是值（最）得（后）欣（一）慰（名）。虽说排

名第三，但是曲棍球的规则、球杆的模样和大大圆圆的曲棍球的样子，深深地印在了

孩子们的脑海中，孩子们也在这寒冷的冬季知道了加拿大的特色，了解了加拿大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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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的重头大戏当然是圣诞节。孩子们都在期盼着这个节日的到来，因为圣诞

节意味着爱，意味着礼物。孩子们早早就开始准备着给其他孩子们的礼物，当然也期

盼着能选到自己心仪的礼物。圣诞节交换礼物，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他们早已有了

更多的小心思。从日常交谈中，他们快速的探出了各自准备的神秘礼物。有的孩子为

了得到心爱物欢呼雀跃；有的失意于礼物的喜好私下选择了交换，满足大家的喜爱。

一个温情的爱的节日，也是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圣诞节，衷心祝愿孩子平安快乐，未来

也能把爱传递给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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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Fun 
Ella‟s Father, Class K  

 

 

 

Dioramas were made by the students 

in Class K in celebration of Canada 

Week. Each student, with the help of 

parents, designed, built, and displayed 

throughout the month of December. 

 

 

 

    

 

A „Slippery Fish‟ Class K singalong took 

place in the Kindergarten Auditorium. The children 

sang, danced, and gleefully interacted with their 

instructors.

  Happy Holidays Class K. Every 

Class K child gathered in the 

Auditorium and brought in a gift 

valued at RMB100, or less, to be 

randomly exchanged with their 

fellow classmates. A great exercise 

in gift giving，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the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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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小厨房与家长的乐高课 

中一班 任煦爸爸供稿 
 

寒冬里，中一班的小朋友和家长迎来了 2018 年最后一周的活动。天气虽然寒

冷，但乌南教室里却充满了温暖的节日气氛。门口的新年树早早地提醒着小朋友们，

新的一年就快来啦。新年前夕的小厨房活动是孩子们的最爱，每个家庭都提前准备好

了食材：低筋面粉、小块黄油、糖粉。一到教室，孩子们就迫不及待地在老师的安排

下，来到小厨房，认认真真地洗干净小手，换上高高的厨师帽，系上白围裙，开始了

大厨的工作：他们先是把食材按照

一定比例混合，加上适量的水和蛋

液，反复搓揉面粉直到形成有韧劲

的面团，然后再挑选模具，把圆圆

鼓鼓的面团压成小鱼、小狗、花朵

等各种可爱有趣的形状，最后把面

饼放入烤箱，大功告成！喷香扑鼻

的饼干出炉时，小朋友们欢欣雀

跃，不仅是因为诱人的美味，更重

要的是孩子们在父母面前展现了自己的本领，收获了自己劳动和付出的硕果。或许第

二天面对丰盛的餐点时，还能意识到这是爸爸妈妈对你们满满的爱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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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家长开放日，周怡老师

面对一屋子的“大孩子”上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乐高启蒙课。“乐高？不就是颗

粒塑胶积木吗？”“小孩子玩的，太小

儿科了吧？”很多家长带着这样的疑惑

走进课堂。周老师介绍，“乐高积木有

成套的积木，也有基本颗粒，按照配套

图纸可以搭建出成套的城堡、汽车等造

型，但对于幼儿来说，使用基本颗粒搭

建，发挥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更

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游戏内容”。周老

师让家长们自由发挥，选择基本颗粒搭

建一个物体。习惯了按图索骥的家长们

一下子没了方向，开始“放飞自我”，

不过绞尽脑汁搭建出来的物件看上去可不是太让人满意。周老师对家长们的作品进行

了点评，初步介绍了积木搭建中垒高、互锁、平衡和组装的概念，并且特别强调了团

队合作的重要性。第二次，周老师将家长分为两组，确定主题后小组家长协作搭建，

共同完成作品。通力合作之下，搭建的高楼可就像模像样了。通过这一堂特殊的家长

乐高课，家长们对于孩子的游戏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明白如何引导、参与乐高搭建，

有意识地培养孩子空间意识、动手能力和协作意识。 

在乌南的课堂里，孩子快乐地成长，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家长们也在陪伴过程

中成为更好的父母。我觉得，或许这就是教育本该有的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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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和体验  童年的魔杖 
境外 D班 孙鸣元妈妈供稿 

 

时值隆冬，然而，萧瑟的寒风却被乌南精彩纷呈而气氛热烈的各类体验活动阻隔

在幼儿园的窗外。 

枫叶旗，北极熊，雪人和落基山脉，

幼儿园的楼道和教室中充满了浓郁的加拿大

风情和元素。我们班的加拿大家庭率先参与

到此次活动中，Kyle的爸爸妈妈经过精心准

备，用双语和多媒体的“讲故事”方式向孩

子们打开了“加拿大”这独特的一页：找一

找少儿世界地图中加拿大的位置，展示一番

呆萌的加拿大动物，神秘的加拿大冰屋，还有各类好玩刺激的冰雪运动项目。孩子们

在“故事会”上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质疑

着思考着，思想的火花在空气中碰擦，

是精彩的互动是热烈的体验。加拿大文

化周中，孩子们还有机会亲临小厨房，

体验枫糖浆的制作过程，当真让每位家

长也羡慕不已。扬扬妈妈，家长帮中的

美厨娘，当仁不让地预备好了所有的食

材，讲解，演示，体验„„整个过程中

孩子们专注而热切，他们很享受这份忙碌的感觉，很享受忙碌过后伴随而来的劳动成

果。当孩子们在“故事会”后舔着甜蜜的加

拿大枫糖棒棒糖时，在“小厨房”里努力打

造人生第一款糖浆时，“加拿大”已经悄悄

地潜入他们敏而好学的心底，成为一个甜蜜

的代名词。 

乌南小厨房，是孩子们热爱的工作室，

这里的欢乐在于颠覆了他们在家庭中被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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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弱者”地位，孩子们是主人，是“创造者”和

“给予者”。12月中旬，Christina的姨婆和 Kyle

的妈妈带来了缤纷蔬果，胡萝卜，黄瓜，生菜，圣

女果。。。孩子们首先认识了蔬果，然后轮流清

洗，仔细切开，最后就地取材，做起了“色拉摇摇

杯”，摇一摇拌一拌。。。当晚，孩子们亲手给与

每个家庭一道佳肴，新鲜健康的色拉当之无愧地成

为了每户餐桌上关注度最高最受欢迎的“美味主

角”。接着在 12月下旬，Lincoln妈妈，Yoyo 妈妈

和 Kevin妈妈，为孩子们提供了“披萨小厨师之

旅”的体验活动，在同一张灶台上，孩子们再一次

以小团队的合作方式充分地享受到了动手带来的愉

悦和成果。“儿童是成人的父母”，蒙氏曾如是说，确实每一位人父人母在抚育子女

的漫漫历程中，必时时记得先从孩子这里学习生命的初谛。 

12月，是圣诞是新年，是希望是企盼，感恩乌南和乌南家长，正因有了大家默

契一致的教育理念和执着的坚持和付出，共同营造出童年最好的生态环境，我们的孩

子才得以在探索和体验的和风细雨中欣然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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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thly Report Class G  
Yuli‟s Mom, Class G 

 

There were several activities happening around the Candadian culture week. Andy ś 

mum gave the children an introduction about the food, landscape, sports, animals, famous TV 

shows and geography which class G enjoyed thoroughly. Of Course the children also learned 

about the Canadian flag and repeated the French greeting “Bonjour”.  

 

  

 

The Wunan New Year concert was a big success!  On Saturday December 29
th

 class G 

performed two songs and saw the other classes performances. Then they shook hands with 

Santa Claus took pictures together. The children followed directions well and Isabella had a 

solo “elf”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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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加拿大文化周活动 
境外 E班 James 妈妈供稿  

 

 

迎来了 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本月

我们班开展了丰富精彩的加拿大文化周活

动。首先，郭老师和 Teacher Andrew 带

我们认识了加拿大基本地理和气候知识，

介台为同伴介绍自己制作的加拿大小报，

有的介绍了美丽的枫树林，可爱的小动

物；有的展示了冰球杆、玩偶等实物；还

有的小朋友给大家讲述了加拿大儿童作家

编写的绘本故事。 

接下来郭老师教大家唱了加拿大儿歌“Going over the sea”，随后还创作了自己

的小船，风格迥异，创意无限。老师还给大家讲了加拿大作家吉尔曼的绘本《爷爷一

定有办法》，讲述了一位充满智慧的老爷爷用巧思把孙子的心爱毯子变成各种东西，

故事内容既生动又温馨，大家都很喜欢。Teacher Andrew 还和远在加拿大的朋友

facetime，让小朋友们视屏交流，大家询问了这位朋友很多关于加拿大的问题，沟通氛

围十分欢乐轻松。Andrew 老师和我们一起阅读了英文绘本“Chicka chicka boom 

boom”，我们了解了小冰窟，还一起动手制作了 igloo。 

此次文化周活动中最有意义的是

“制作拯救北极熊海报”。我们了解到加

拿大有片领土在北极圈附近，那里生活着

可爱的北极熊，由于气候以及捕猎因素，

北极熊的生活十分艰难。于是小朋友们一

起制作了拯救北极熊的海报，表达自己美

好的祝愿，倡议大家爱护环境，关爱动

物，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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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秋天，迎接初冬 

中四班 张瀚文妈妈供稿 

 

挥手告别景色迷人的秋季，不知不觉的踏入了冬天的门槛。初冬，她就像一位美

丽的公主般舞动着她的裙摆，带来丝丝寒意。 

随着上海初雪的降临，孩子们进入了竞赛

的季节。乌南中四班的小朋友们参加了“好灵

童”“斜土 索广 南洋初杯”“徐汇区舞蹈比

赛”“唱童谣，诵经典”等全市各个重大比

赛。“小青蛙，小仙女，小警察”小朋友以各

式各样的形态展现着自己。青涩的脸庞，可爱

的动作，天真的笑容。在老师们的精心培育下，孩子们频频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虽然今年是暖冬，但是对小宝宝们来讲还是一个容易感冒的季节。急速的降温让

年轻的爸爸妈妈们有时也会措手不及。为了增加小朋友们周六日和父母的快乐时光。

学校开始了童话屋图书借阅活动。孩子们可以在学校选择一本自己喜欢的童话书借阅

回家，和爸爸妈妈在周末好好的享受亲子共读时光。既温暖且温馨。 

继上个月幼儿园里迎来了消防员叔叔为小朋友们

讲解消防安全知识之后，这个月乌南的老师们带领着小

朋友们做了紧急逃生演习。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准

守从右边下楼的规则，保持身体平衡，安全的快速的撤

离大楼。每个小朋友都各自拿着自己的小手帕，不慌不

忙的下着楼梯。充分感受到学校对安全意识的重视程

度，让每一个小朋友在安全安心的环境里度过自己愉快

的幼儿园生活。 

这个月也是 2018年最后的一个月，在即将迎来的

2019年前。首先感谢所有老师在这一年的辛勤付出，您

是勤劳浇灌的园丁，在您的呵护下孩子们才能开放灿烂的花朵。再者，希望在 2019年

里，乌南中四班的所有成员开心快乐，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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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庆精彩十二月 
境外 F 班 林晏婕供稿 

 

很快的，2018年的最后一个月，12月也到临了，当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眼

前的窗户还飘起了阵阵白雪，这个月的活动很丰富，很精彩，有加拿大的文化周，圣

诞节相关的主题活动，还有多次

的小厨房活动，迎新歌会的表

演，加上 2 次的家长开放日，相

信不论是身为家长还是孩子都能

感受到节庆的热闹气息和紧凑的

活动安排。 

本月的家长开放活动，一次

是选择性课程的开放活动，家长

们通过观摩孩子们在学校的生

活，运动，游戏，学习，歌舞展示等活动了解了孩子们在学些什么，并且取得了哪些

进步和成长，另一次的开放日则是跟外教老师进一步的沟通，了解孩子们在英文学习

目前的进度，家长们还观摩了美术课，学习了马蒂斯爷爷的生平和绘画风格。 

本月的另一个重头戏就是加拿大文化周，借由文化周来认识加拿大这个国家，了

解加拿大人的生活习俗和民族艺术，并且了解冰上曲棍球这项传统的运动，以及认识

加拿大的北极熊，学习他们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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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的小厨房活动里，孩子们都动手练习了切黄瓜以及制作土豆泥，锻炼精细的

手部运动，感受了这两种不同蔬菜的材质以及气味。 

 

在 12月的最后一周，孩子们都自己做了圣诞许愿卡片，Jifan妈妈和 Noa妈妈

也都参与了小厨房的活动和孩子们一起制作了圣诞主题的杯子蛋糕和手工饼干。 

2019迎新歌会表演的曲目是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孩子们为了这个表

演都练习了很多次，背诵歌词，熟记舞步，终于到了表演的那天，每个班级都很用心

的表演了准备已久的节目，真的令现场的所有的家长们都眼前一亮，终于到了我们 F

班上场了，孩子们戴上了可爱的麋鹿头饰，嘴里唱着 rudolph the red nosed reindeer 并

跳起了可爱的舞蹈，活泼开朗的表演，让大家感受到了可爱的圣诞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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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iday Celebrations 
Noah‟s Mom，Class J 

 

On December 21 2018, 

there was a Christmas 

celebration during the monthly 

Open day. Kids made crafts 

about snow after listening to 

songs about snow and 

Christmas. Parents were 

watching them doing so. 

Edward‟s mom told the class a 

story Christmas Tree. The 

whole class enjoyed the story. 

Then Alexandra‟s dad played 

guitar while her mom and Monic‟s mom sang Jingle Bells with the class together. 

December 29, 2018 was the last school day of year 2018. In the morning there was 

Wunan New Year Concert. Kids of our class sang one English song Snowflake and one 

Chinese Song 小星星洗澡。Their performance was so great that all the parents on site 

enjoyed. In the end of the concert, the class were taken a picture with Santa Claus who 

showed up as a surprise. Kids were so excited to see Santa Claus after Christmas and talked 

about what gifts were received from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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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的惊喜 
中二班 林飞扬妈妈供稿 

 

2018即将接近尾声，不知不觉，孩子进入乌南已经一年半了，而掐指一算，在

幼儿园的日子居然已经过半，百感交集，虽然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但又开始舍不得，

舍不得那些悄悄流逝的时光，希望无忧无虑的日子，可以慢一些再慢一些。 

回望今年夏天孩子进入中班以来的日子，成长所带来的惊喜可谓是层出不穷。记

得刚进小班的时候，每天还要为孩子的分离焦虑、午饭吃的好不好、午睡还习不习惯

等种种生活问题而担忧，而进入中班以来，孩子每天进园能主动跟老师和执勤的家长

打招呼问好，迫不及待地冲进教室跟我挥手道别，这无疑对家长来说是一份珍贵的礼

物。 

 

而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是，这一个学期以来，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许多本

领，而且接受能力之快超出了我的预期。实话说，我是一个在许多家长中属于“懒惰

型”的，大多时候是让孩子自由发展，不太过多关注系统性知识的灌输，所以女儿在

平日里我基本没有刻意去教她一些古诗词背诵、故事演讲的能力。因此，进入中班没

多久，第一次听到孩子流利地、富有感情地朗诵了散文诗《家》，诧异于这个年龄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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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学习能

力，也感慨老师

在教学过程中的

智慧与辛勤。之

后，便犹如打开

了潘多拉的魔盒

一般，隔三差五

就会听到孩子唱

着新的儿歌、背

着各种小诗、以

及给我讲各种小

故事。并且孩子

们将所学所听，

通过“乌南小广

播”给小班的弟

弟妹妹们听，小

主持们一个个拿起小话筒，不紧不慢地完成自己的播音任务，真是让家长们激动万

分。而最近，在老师的带领下，女儿开始对科学小实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给我

讲在学校做了一个怎样的小实验，得到了怎样的结果。渐渐地我发现，孩子不仅表达

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她开始学会观察周遭的事物，开始学着思考和提问，并用自己的

办法总结一些她的所见所闻，这些本领和习惯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实属难能可

贵。值得一提的是，本学期开始开设的选择性课程，孩子从中也受益良多，从孩子的

自主选课，到每星期一次的课程，在满足孩子不同性格发展和兴趣选择的同时，给了

孩子更多学习的机会。从家长的角度来看，感激于幼儿园能给孩子创造这么多探索和

学习的机会，更感激用心的老师们带着孩子一点一点打开外部世界的大门，在孩子稚

嫩的内心种下一颗颗好奇和探索的种子，悉心灌溉，等待它们慢慢发芽成长。 

而乌南满满的仪式感，也是孩子成长路上的一大亮点。中秋节，孩子们穿上中装

一起剪毛豆；国庆前夕，每个孩子都有机会成为升旗手和护旗手，体验一把解放军叔

叔的英姿飒爽；国庆节，我们带着国旗去旅行，庆祝祖国妈妈 69周岁生日；重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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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做重阳糕，学习尊敬长辈的传统美德；秋收的日子，孩子

们一起装扮屋顶农场，收取菜地里成熟的绿色蔬菜；深秋了，孩子们带着各种形状的

落叶做手工，感受季节的变化；冬至了，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包饺子，把寒冷的冬天变

得暖洋洋的；2018年的最后一个上学日，幼儿园举办了迎新歌会，孩子们把用歌声喜

迎 2019的到来„„ 

在乌南的每一天，孩子都充满了欢乐与活力，值得记录和回忆的细节有太多太

多，而未来值得憧憬和向往的精彩却有更多更多，在这辞旧迎新之际，作为家长由衷

地感谢幼儿园全体老师和教职人员这一年为孩子们付出的一切，也感恩孩子能遇到那

么多可爱的同学以及尽心尽力配合园部给孩子们创造更多机会的家长们！祝愿全体乌

南人在 2019 都能幸福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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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母与女 

画作提供：大四班 陈文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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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体验迎新年 
小二班 董珈杨爸爸供稿 

 

 

12月的最后二天正好是放假，带着小朋友去了心心念念的崇明南瓜庄园。随着

孩子慢慢的长大，她的好奇心与日俱增，经常会问很多的问题，很多的为什么。作为

父母，也慢慢从一开始的回答问题，变成了和孩子一起讨论问题。如果是关于食物的

问题和为什么，没有比去农场住几天效果更好的了。 

 

孩子看到了真正的满地跑的鸡，虽然在后面追了很久也没有追上；看到了最爱吃

的长在藤上的南瓜，虽然太重了没能自己摘下来；但是终于摘到了喜爱的草莓，还看

到了草莓如何制作成为草莓酱。所有的这一切让她立刻刨根问底的探究，无需反复的

强调，无需枯燥的记忆，生活中的学习让孩子的好奇得到了满足，让孩子的见识得到

了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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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最后的一场雪给孩子带来了另一场惊喜，早上起来外面白茫茫的一片，

以往喜欢赖床的孩子立刻就想出去玩雪，作为家长除了把她包的严严实实之外就只能

放她出门了。孩子人生的第一个雪人，虽然是爸爸捏的，但是那些帽子和眼睛都来自

于孩子的创意。说实话，确实惊呆了我。孩子能利用周围的环境来装饰这个雪人，全

程自己动手，家长都忍着不发表意见，最终的结果证明，没有我们的唠叨，孩子做的

也蛮好。有时候不禁问自己，是不是有时候要学会沉默和放手。 

完美的时光以一场烟花结束，城里的孩子从来没有亲眼看见过烟花，惊叫连连，

让跑来跑去放烟花的爸爸甚感欣慰。孩子回去的时候一直念叨玩的好开心，什么时候

还能去，爸爸想告诉她，其实爸爸也玩的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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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Family Happy Party 
Cadence‟s mom, Class B 

 

Ho Ho Ho! Who says 5 year 

olds don‟t know how to party?! Class 

B took over Boxing Cat‟s entire 2nd 

floor and filled it with laughter, games 

and Christmas cheer this past 

weekend on Saturday, December 22nd 

to end this awesome year of 2018. The 

theme of the party was “Ugly 

sweater” and all students, parents and 

teachers were asked to wear their 

ugliest Christmas sweater! If this seems a little 

weird, don‟t worry, you‟re not the only one to 

think so. For holiday parties, Americans and 

Europeans (and maybe more regions!) come 

decked out in Christmas colors and holi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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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med clothing, which don‟t always look good on people, however festive this may be. 

Some people don‟t realize that looking like a Christmas tree is not a trendy look, and some 

people do this on purpose. Our class B definitely did this on purpose to look “ugly” by 

dressing to the occasion. So, who do you think has the ugliest sweater?  

Any parent knows that kids get bored very easily. But this was definitely not just 

another boring dinner party! Kids were kept busy at an activity table making ornaments, 

decorating sugar cookies and making mini Christmas trees. Some kids made more sugar 

cookies than others. We could tell by the green and blue frosting on their cute faces!  

No holiday is complete without the food. So we now take you to the awesome spread we had 

which included turkey, ham, stuffing, cranberry sauce, mashed potatoes, Brussels sprouts, 

sweet potato casserole, green bean casserole and of course the Christmas log cake. Wow! We 

also wondered how such little people can eat 

so much food. Thanks to our awesome class B 

teachers for helping our kids have good eating 

habits!  

OK so actually, if you ask any kid, no 

Christmas is complete without GIFTS! Class 

B was tasked with bringing in a previously 

loved toy or book to exchange with each other. 

Minimal tears were shed but all in all, we had 

a successful gift exchange. 

We have an amazing class B with amazing 

support from our teachers, parents and school. 

Wishing all a very Merry Christmas and a 

very Happy New Year! Here‟s to 2019! 

Ch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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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悦读 因爱相伴” 

乌南小四班钟书阁书香之旅小记 
小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12月 16日，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

小朋友们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来到位

于东安路的钟书阁，开展了主题为“为

爱悦读 因爱相伴”的线下亲子读书活

动。 

孩子们一大早就来到书店，徜徉在

书海中兴奋不已。他们有的凑在一起聚

精会神地听家长读故事，有的在家长的

帮助下安静地阅读自己喜欢的书籍。陪伴式的阅读不仅能够帮助孩子们更好地吸收知

识，还能帮助孩子培养良好的读书习惯，发展阅读和语言的能力。对家长们来说，这

也是一次幸福感满满的亲子互动体验。 

 

家长们也在活动中感悟颇深：“平时工作忙碌，督促孩子学习倒是常有，但难有

机会与孩子坐下来安安静静读完一本书，这次活动让我也找到了更加符合孩子需求的

一种学习方式，希望自己能够坚持在家中也多陪伴孩子读书。” 

岁月静好，你我相伴，享受一次与知识的完美邂逅，相信这次活动会给孩子们和

家长们留下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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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礼物 
境外 I班 Timothy 妈妈供稿 

 

12月小朋友们最开心的一个月，双旦的欢乐气氛充满整个校园！ 

圣诞趴踢，这学期我们班年度大戏。大人们筹备的热火朝天，只为给孩子们的第

一个集体圣诞趴多一些欢乐。看看爸爸妈妈陪孩子一起 DIY圣诞帽和圣诞树，温馨。

Eddie爸爸扮演的圣诞老人伴着 Olie爸爸的演奏缓缓步入现场，孩子们都乐疯了。一

个个兴奋地从圣诞老人手上拿到自己的礼物，开心的不行。对家长而言，孩子是上帝

赐予我们最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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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音乐会我们班在陈老师和 Ms Kate 的带领下排练了两首好听的新年歌曲，

《Skidamarink》和《新年快乐》。孩子们第一次正式站上舞台，看着他们稚嫩的小脸

微笑着，小手挥舞着，合着音乐轻轻哼唱，由衷为每一个孩子自豪！也许他们有点害

羞、怯场，但是！有胆量站上这个舞台，我们的孩子们都说最最棒的！ 

期待 2019年，我们会更棒！ 

 

  

 

管弦乐队介绍与体验 
大一班 高铭炀妈妈供稿 

 

为了给小朋友们一些关于管弦乐团和乐器的启蒙，并且让小朋友对于乐器有更加

直观的感受，大一班的四位专业和半专业学习乐器的家长们在 11月底来到了班级里，

给小朋友上了一堂生动活泼的“音乐课”。 

在事先多次排练和配合下，当天的活动进行得有条不紊。陈乐妈妈和蒋济舟妈妈

准备了讲解管弦乐队和各种乐器情况的 PPT。陈乐妈妈首先把管弦乐团的概况给小朋

友做了讲解，接下来蒋济舟妈妈介绍了乐队中的弦乐器并演奏了小提琴和中提琴的音

乐片段，陈乐妈妈介绍了月底中的木管乐器并吹奏了长笛，孙依澜爸爸介绍了乐队中

的铜管乐器并吹奏了小号。钢琴是众多小朋友业余练习的乐器，高铭炀妈妈最后做了

较为详细的介绍。 

接下来，小朋友最感兴趣的环节到了，四位家长演奏四种乐器，组成了一个简单

又完整的小型室内乐团，给孩子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一起演出了久石让的乐曲

《寅次郎的夏天》。 

从现场气氛看，孩子们听得全神贯注 ，看得精精有味，特别是自己的家长在表

演的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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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结束后，孩子们还纷纷提出自己的问题，与以往单纯地接触某一种乐器不同

的是，在这样的场合里，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琴弦管共鸣同奏的韵味，这让他们加深

了对音乐的理解并可以激发他们对乐器学习的兴趣。以往有些家长带孩子去高大上的

音乐会，陌生的环境，冗长的时间和遥远的距离总让他们感觉昏昏欲睡或者坐立不

定，而熟悉的环

境，熟悉的家长

演奏让他们小眼

睛个个睁得大大

的，小耳朵一直

竖得高高的。 

动听的演出

和精彩的“音乐

课”在不知不觉

中就结束了，小

朋友们都觉得意犹未尽，就让我们期待小朋友们能从此更加热爱音乐，在心中埋下一

颗小小的爱乐的种子吧！ 

 

 

DIY自己的姜饼人 快乐圣诞节 
                                          境外 A班  Roberto 妈妈供稿 

  

12月 22日，境外 A班的孩子们和家长们都早

早来到学校一起过圣诞节，今年的圣诞节除了每年

孩子最爱的换礼物环节之外，班委会主席还热心得

组织了小朋友们自己 DIY 圣诞饼干活动。 

一早家长们就在一楼快乐厨房里先开了个轻

松愉快的沙龙会，分享着大班孩子幼升小的想法和

经验，老师则细心得交代着假期的注意事项，每次

的家长沙龙都能感受到温暖的气氛和颇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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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多久，听到孩子们嘻嘻闹闹的声音，有序得来到快乐厨房。可爱的宝贝们熟悉

厨房流程，穿上围裙，洗手等待着烘培老师带来的惊喜。首先老师询问圣诞节元素都

有什么。。袜子、雪

花、围巾、白色胡子、

麋鹿、圣诞树、彩灯各

种美丽的答案让老师服

气。接着让孩子自己设

计出三个图案来制作姜

饼先构图再填色，小朋

友们这时是天马行空，

各现本事。 

一旁陪伴的家长也是忍不住要动起手来，挤挤糖霜画上几笔。经过一番斟酌后陆

续孩子们的作品也各自成型，排队等待着饼干进烤箱，期待小作品完成，闻到烘烤的

香味拿着变硬的饼干兴奋不已，都想一口吃掉。 

拿着自己做好的饼干回到了教室，开始了年度最热闹的交换礼物时刻，其实老师

说小朋友们早就提前

各自找到了交换礼物

的小伙伴，但这是他

们的秘密。。。真是

很可爱啊！ 

圣诞树下，寄放

着孩子们各自的心思

和愿望，点灯仪式开

始了，孩子们更是雀

跃地拿着小礼物找小

伙伴去了，拆开礼物

的时候真想着天天是

圣诞节多好呀。。。家长也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纯真快乐。最后来个大合影吧，耶！圣

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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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乐场开心派对迎新年 
小一班 吴将妈妈供稿   

 

12 月份，岁末，是属于节日的月份。法租界里面，幼儿园附近，那些充满文艺

气息的商店早早的挂起了各式各样的彩灯和装饰品。步行经过商店门口时偶尔会有

“铃儿响叮当”的欢快音乐飘出来。傍晚时分，放学后的孩子们趴在街边的落地橱窗

上，向里面张望，摆设精美的玻璃橱窗中映出了彩灯和装饰品的影子，还有孩子们那

堆满童真笑容的的脸

庞。 

对于孩子们来说

“节日”是懵懵懂懂的

概念，有仪式感的节日

可以帮助孩子们加深对

节日涵义的理解。比

如，圣诞节要有红红的

帽子，绿绿的圣诞树，

还要有五颜六色的气

球。圣诞节过完，元旦

就要来临，告别旧历

2018，迎来新的一年

2019。新的一年，又长

大了一岁。“长大”是

对小朋友来说是特别有

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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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乐场的活动现场，孩子们

根据自己的爱好自发组成了“开车

小分队”“沙滩小分队”，还有

“乐高积木小分队”。“开车小分

队”的孩子们，根据交通路径提示

标志上上下下开车，几个喜欢开车

的孩子，根据日常坐车的生活经

验：要沿着箭头指示的方向开车，

做到遵守交通规则，孩子们的开车

游戏玩的井然有序。“沙滩小分

队”的孩子们聚在一起，一会儿搬

运沙子，一会儿研究沙子的流动快

慢，孩子们手中拿着各种各样的挖

沙工具，不时的互相交流着，在沙

滩中忙的不亦乐乎。“乐高小分

队”的孩子们在研究搭建乐高积木

块的模型，有的搭建成高楼，有的搭建成停车场。 

爸爸妈妈们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安排中抽出周末休息的时间，陪孩子们来参加班

级的集体派对活动，难得的聚在一起聊天，互相交流着孩子们成长的心得体会。 

负责活动策划的刘一苇妈妈给孩子们准备了圣诞节日装束的精美发卡和手环；贤

惠的高梓淳妈妈自己亲手制作的花生牛奶糖，精心的包装起来，作为派对礼物送给每

一位过节的孩子。吃了无食品添加剂的牛奶糖，甜甜蜜蜜的感觉陪伴着孩子们，开开

心心的准备过新年迎接长大一岁的自己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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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紧密合作，喜迎金色圣诞月 
境外 H班 郑弘逸家长供稿 

      

不知不觉，2018 已经迎来了最后一个月。虽然秋风阵阵起，树叶纷纷落，但丝

毫没有影响 H班的热情。加拿大文化周首先拉开了 12月节日季的序幕。 

学员们通过有趣的课堂，了

解了加拿大的国旗、枫叶、美

食、曲棍球、海洋动物等，还动

手涂色了各种鱼，装饰了加拿大

的大海，丰富了一些关于鲸的知

识，动手制作了一份三明治和爸

爸妈妈分享。相信爸爸妈妈们结

束忙碌的一天工作并回到家后，

看到自己的儿女拿出装着满满爱

的三明治，心一定融化了。周

末，家长和学员们一起，利用鞋

盒和干花等手工材料，进行加拿

大迷你小花园创作。这个活动既有乐趣，又能发挥亲子的创造力，帮助孩子们提高动

手能力，增进亲子关系。看着 H 班的

教室被各个学员家庭的作品装扮地美

美的，顿时有了迷你加拿大的小

feel，也帮助学员们加深了对加拿大

的印象。 

今年的 12 月是孩子们在乌南的

第一个圣诞节，家委会的家长们偷偷

地在给孩子们策划一场别致的圣诞派

对，让孩子们度过一个难忘的圣诞

节。有的忙着给孩子们包装圣诞礼

物，有的在家抓紧时间用钢琴练习圣

诞曲目，有的将孩子们的照片制作成精美 PPT 等，利用休息时间，帮忙布置派对现



 

35 
 

场，安排座位、放置礼物、滚动播放孩子们的照片、弹奏着圣诞歌曲。当学员们走进

会堂那惊喜地表情，一切辛苦都觉得非常值得。亲子瑜伽、合唱圣诞歌曲、许下圣诞

愿望，丰富的活动被安排地井井有条，Annabelle 的爷爷打扮成圣诞老人，带着礼物

闪亮登场，使得学员们兴奋不已，将整个派对推向了高潮。 

在圣诞来临之际，Kate 老师也邀请了班级的家长，一起参与到学员的英语课堂

中，学习圣诞基本英语知识，通过趣味游戏，让学员们知道在寒冷的冬季里，帽子、

围巾、手套能帮助我们抵御寒风，掌握穿脱衣帽的关键语句。 

每每不经意间，发现孩子们种种的小进步，相信家长们一定非常感动。H 班的学

员们能遇到一群有爱心的老师们和一群热心的家长们，在爱的包围下，快乐学习、健

康成长、团结友爱、迎接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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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古镇荷风 

画作提供：小一班 单元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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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老师，你们好！ 
大三班 伊冉妈妈供稿 

 

 

“三人行必有我师”，孩子们获取知识只有两位可爱老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很多有趣的“编外老师”的辅助。那么这些“编外老师”又是谁呢？他们来自孩子们

最亲近的人，帅气的爸爸、温柔的妈妈、能干的外婆，他们携手学校，将医学知识、

自然常识、种植技能、不同的茶文化等带入课堂，让孩子们大开眼界。 

 

燕子医生进课堂 

Mario 的父亲是一位医生，为

了能让孩子们更好的了解自己的身

体，他请来了中山医院的燕子医

生，燕子医生给孩子们带来了一趟

有趣的“血压测量”的课程。在课

程中还有“小牛”和“长劲鹿”参

加。孩子们在燕子医生精心准备的

小实验中了解到过量的盐对身体的

坏处，孩子们都迫不及待的想要把

新了解到的健康只是和自己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分享。燕子医生还用简单的口诀和孩

子们一起了解测量血压的好办法。来，让我们猜猜这样趣味横生的医学课后想成为医

生的小朋友数量又多了。 

 

植物专家教我们“辟谣” 

12 月的主题是植物，为了让孩

子们真正走进植物的多彩世界，可

遇妈妈请来了贝尔徒弟的团队里的

植物专家来给孩子们上一趟有趣的

植物课。这绝对不是一趟简单的课

程后，在课程开始前两周，可遇妈



 

38 
 

妈就和植物专家来到幼儿园，了解幼儿园内的植物，通过了解孩子们对植物的兴趣点

设计课程内容。虽然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当植物老师走进班级时仍然被孩子们的植物

知识储备惊呆。当植物专家讲到食肉植物时，孩子们的兴奋点达到最高点，几乎每个

孩子都有神奇的问题求解答。面对孩子们收集来的一些关于植物的假信息，植物专家

也是耐心的帮助孩子们一起分析，让大家学会了辨别真假信息的基础技能，不是所有

的信息都是正确的，需要大家还要好好思考研究。在跟着植物专家在园内看植物时，

孩子们知道原来银杏的果子臭臭的，看上去漂亮的小红果却是绝对不能吃的等平日里

学不到的冷知识。这场独特的植物探险让孩子们学会了要用辩证的目光去看收集的信

息，学会观察身边的小植物，哪怕只是一片叶子，也会看到不一样的故事。 

 

不一样的茶文化 

对于茶，虽然孩子们都知道

中国的茶很厉害，但是对于茶更

多的内容却知道的相对比较少，

于是老师请来了恬恬的姑妈为小

朋友们介绍茶文化，在恬恬姑妈

的讲解下，小朋友们通过观察茶叶、闻

茶叶香、品茶了解了茶叶的分类以及茶

叶的制作工艺。我们三班和其它班级最

大不同就是还有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在这

里，所以孩子们还可以了解到不同民族

的茶文化。维吾尔族姑娘伊冉请来了自

己的妈妈和外婆给小朋友们介绍了不一

样的茶文化--“新疆奶茶”。外婆现场

熬煮的新疆奶茶被小朋友们全部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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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天和奶茶就是最佳搭档。同时小朋友们还拿到了外婆亲手做的小馕，一个个小

娃都变成了超级食神。 

 

DIY肥料 

为了让植物项目组的孩子们能更好的种植

出有机蔬菜，汤团的妈妈和外婆走进了教室，

给孩子们上了一一堂有趣的“肥料”课。在汤

团妈妈和外婆的带领下孩子们利用香蕉和鸡蛋

亲手做起了有机肥料，虽然这是一波很有“味

道”的操作，

但是孩子们却

乐此不疲，相

信那些小蔬菜

们一定很喜欢

孩子们亲手做

的有机肥料，

在有机肥料的滋养下，蔬菜一定会越长越好。 

十二月的三班很神奇，教室门外搭起暖棚，第一

批有机菜已经成熟，光合作用、鱼菜共生、科学探究

精神、 理性 思维迸

发；叶 脉书 签、扎

染、自制植物细胞显

微图，色彩组合、艺

术与审美随时随地的

发生；种花生棋、大

树的测量，数学启蒙

润物无声，只愿此刻

时光再慢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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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秘密，我们一起来探索 
中三班 刘泽远妈妈供稿 

 

进入中班，孩子们又长大了，除了对周边事物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探索欲望，也越

来越多地对自己的身体产生了更多好奇和兴趣。他们从平时的阅读中以及生活经验中

提出了自己对人身体的一系列困惑，他们会歪着小脑袋，很认真地问“大骨头在哪

儿？”、“牙神经在哪里？”、“牙齿上的保护膜在哪里？”；他们会摸着自己的身

体，好奇地追问“膝盖上的骨头长什么样？”、“心脏为什么会跳？”；他们还会结

合生活的体验，像大人一般的思考“为什么坐久了脚会麻？”„„ 

12 月 18 日上午，杰宝妈妈走进中三班课堂，和

孩子们一起带着问题，共同探索身体的秘密。 

除了大量生动有趣的 PPT 课件外，杰宝妈妈还带

来了教具骨头和相关的立体书，向小朋友们做了直观

的展示。小朋友们饶有兴趣地进行了仔细观察，在医

生妈妈的示范、演示、讲解下，孩子们小脑袋里的困

惑和问题一一得到了解答。 

 

 

 

 

 

 

 

孩子们知道了人体共有 206 块骨骼，分为颅骨、躯干骨和四肢骨 3 个大部分；知

道了孩子比大人的骨头多，现在有 300 块骨头呢；还知道了人体最大的骨头是股骨，

也就是大腿骨。 

孩子们知道了膝关节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膝盖的部位是髌骨；知道了手是

由指骨、掌骨和腕骨构成的；还知道了我们有 14 节指骨，大拇指有 2 节，其他手指都

是 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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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知道了心脏为什么会跳，了解了“窦房结”是人体右心房一处特殊细胞；

还知道了低下头来脖子上有凸出来的东西是因为我们的第 7 颈椎特别长，它的横截面

还像一片银杏叶的形状哦！ 

初步探索了身体的秘密，小朋友们并不满足，他们还进一步了解了龋齿的形成原

因，知道了乳牙陆陆续续会替换成恒牙，更重要的是，小朋友们还学习了如何保护自

己的牙齿，了解了换牙时期的“四不要”，包括不要吮指；不要舔牙；不要咬唇；不

要偏侧咀嚼。 

课堂上，气氛热烈，小朋友们不时地发出“哦，原来是这样啊！”，“这下我知

道了”的感叹声。我们相信课堂的探索必将不断延伸，激发出孩子们进一步探索自己

身体秘密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我们为家长老师的精彩讲解点赞，更要为孩子们强烈

的求知欲、探索欲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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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自己，辞旧迎新 

大四班 道恬妈妈投稿 

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大班的孩子们对自己开始好奇。孩子正处在自我意识萌芽发

展的飞跃时期，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好奇，同时也在无意识的观察自己和旁人的身

体，发现其中不同和变化。由于性别意识的初步萌芽，孩子们对周围的人充满了好

奇，在 2018 年的 12 月大四班进入《我自己》的学习主题，让孩子们了解自己的身

体，了解牙齿，在比较的过程中

喜欢自己，发现自己的优点。 

大四班开展了以《名字的故

事》为主题的新闻播报，每个小

朋友都准备了关于自己名字的故

事。通过了解自己的姓氏和名

字，可以知道家族的历史，爸爸

妈妈对自己的爱和期望。大大的

增强了孩子们的自豪感，也认识

到自己的独特性。 

孩子们通过视频、图片了解到了恒牙和乳

牙的区别，更有趣的是孩子们分组编了关于牙齿

的故事，集思广益，确立了故事的梗概，设计了

故事人物。每个小朋友都参与设计了人物之间的

故事情节，对话、动作等，回家讲给爸爸妈妈

听，录制了视频。通过这样的形式，加深了孩子

们保护牙齿的理念，了解了保护牙齿的重要性。

教室里面的体检站，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之

一。好玩得让家长们都羡慕自己的孩子，也感受

到了老师们的巧妙心思。 

老师让孩子们通过用揿钮制作纸板机器人

的关节来认识了人体的奇妙。每个关节都可以活



 

43 
 

动，好玩又涨知识。老师给孩子观察艺术品中的男孩、女孩动作、表情，既了解了性

别不同的特征，又接受了艺术的熏陶，可谓一举两得。 

孩子们在幼儿园里面成长迅速，一年即将过去，圣诞节、元旦节让孩子们都感受

到了喜气洋洋的新年气氛。大四班的家委会主席特地带领着孩子们在校厨房制作了可

爱的圣诞杯子蛋糕。孩子们自己动手，

蛋糕特别香甜。 

一年一度的迎新歌舞会也是精彩

纷呈，大四班的孩子们表演了歌舞《祖

国的花朵》。老师们带领着孩子们唱出

了朝气蓬勃，唱出了喜气洋洋。欢歌笑

语，喜迎新年！ 

认识自己、了解自己，喜欢自

己，让自己在新的一年里面得到更多的成长。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当中，乌南的孩子们

辞旧迎新，乌南的孩子们将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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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设计师 

                                               大二班 张芷榳妈妈供稿 

 

如爱因斯坦所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着世

界上的一切。”大二班的老师们不怕麻烦、不怕花功夫，用尽心思呵护着孩子们的想

象力。如果 2018 年 12 月，你走进了乌南幼儿园的大二班，你会发现，孩子们的想象

力无处不在。 

你们能想象，只有幼

儿园大班的孩子们，已经

都是 PM（项目经理）了

吗？大二班上一个课题是

有用的植物，大二班的老

师和孩子们意犹未尽，本

期发起了“沙漠绿洲”项

目，通过发放问卷调查

表，在爸爸妈妈们的协助下，让孩子们一

起汇集了很多有关沙漠的知识。这就是孩

子们想象力的基础，信息的输入。 

接下来厉害喽，开始进入头脑风暴阶

段，在池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发挥了团

队的协作力、沟通力、洞察力、整合力、

归纳力、想象力、创造力、设计力，最后

共同设计出大二班的沙漠绿洲项目定稿

图。 

更高级的来了，定稿图不仅仅只是

图，学校的沙水世界就是施工现场，孩子

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沙水世界里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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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水道、空中酒店、停车场、房子，还把之前设计的有用的植物发挥的淋漓尽致。关

键是每一个设计都充满了未来科技感，或许 20 年后，真的有几位中国的科技创造者，

就来自这些小小 PM里。 

大二班的孩子们不仅能做项目，还能设计衣服，从小就学会工作和生活两不误。 

旗袍如一朵青莲，一缕寒烟，又似古青花瓷瓶里开出的一朵郁金香，立式高领，

精巧的盘扣，盘住了古老的中国情结。眼看着中国年越来越近，孩子们又要穿起传统

的中国服饰，那旗袍

到底是怎么由来的

呢？ 

大二班特邀服装

造型师 Comi,来为孩

子们讲述关于旗袍的

演变史：旗袍源自清

朝满族人的服装，由

于满族人被称为“旗

人”，故将其称之为

“旗袍”。这种设

计，是满族人生活的

需要。长袍可以御寒，开叉是为了方便骑马和活动。现在，旗袍是中国和世界华人女

性的传统服装，被誉为中国国粹和女性国服。 

只是听听旗袍的由来，哪里能满足大二班小小设计师们。小家伙们一个个各抒己

见，发表了自己的旗袍想法，并且充分发挥想象力，用小手画下自己引入的未来元

素、喜欢的配饰，看着这一幅幅作品，妈妈们开始心动了，期待着新年里能穿上孩子

们设计的旗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