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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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灿烂金秋 美好十月

大四班 岳星辰妈妈供稿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进入金秋十月，叶子一片片飘落下来，有

红色的枫叶、黄色的银杏，还有棕色的梧桐叶......乌南幼儿园的地面上，铺上了

厚厚的金色地毯。秋天，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着孩子们......让我们跟随乌南幼

儿园大四班小朋友的脚步，一起走进秋日童话，感受秋天的美好。

一、秋日诗会

乌南幼儿园的老师们在这

个七彩的季节带领孩子们在校

园里开展了一场秋日诗会，每

个小朋友都为自己的诗配了一

幅画，在大自然中吟诗作画，

畅游诗歌的海洋，感受诗歌的

美好。这场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觉得有趣好玩儿，也陶冶了他

们的艺术情操。孩子们还聚在

操场上，冲过来，跑过去，相

互下起了叶子雨。在响亮的，

银铃般的笑声中，师生共赴一

场秋日诗会，同绘秋日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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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秋游

在一个晴空万里,天气清爽的

日子，大四班的宝贝们背上书包,

装上满满的好奇.在老师们的带领

下，一起乘车出发去徐汇滨江兜

了一圈，共同寻找秋天的秘密。

集体外出乘车出行游玩儿的活动，

对孩子们来说，非常的珍贵难得，

孩子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

觉、触觉被充分的调动起来，是

一次非常丰富的内心体验。

三、柚子花

乌南幼儿园开展的金秋十月精彩活动一个接一个，瞧，一节安静但是非常有创

意的美术课悄悄地开始了。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展开想象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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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香菜和柚子创作出来了一朵朵美丽的“柚子花”。孩子们手里拿着自己的创

作，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

四、手作糖葫芦

糖葫芦是孩子们最喜欢的零食之一，乌南幼儿园大四班在10月里开展了一场情

暖秋日的糖葫芦制作活动。孩子们非常投入的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红彤彤的

山楂果整整齐齐地排列在竹签上，外面裹着晶莹透明的糖浆，好看又好吃。

孩子们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太有成就感了，个个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冰糖葫芦作为传统小吃，不仅酸酸甜甜很美味，也让孩子们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传承。

希望乌南幼儿园的宝贝们生活像冰糖葫芦一样甜甜美美，幸福圆满！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硕果累累，愿孩子们在这个春华秋实的岁月里，成为更

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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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随想

境外L班 WOLF妈妈供稿

秋末的天气很美好，云高风清，秋高气爽，境外班的小朋友们在学校草坪上开

展了一次秋游野餐活动。我们L班的小伙伴们也很开心的参与了这次活动。

秋天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老师们早已准备了各种不

同颜色和形状的落叶，同学们也带来了各自寻来的落叶，

大家一起做手工，玩游戏。秋天是果实丰收的季节。有黄

澄澄的橘子，金灿灿的南瓜，还有红薯，板栗等等以及一

些大家叫不上名字的蔬菜和水果都被呈现在了小伙伴们的

面前。小伙伴们兴致盎然的通过游艺活动认识了每种蔬果。

午餐时间到了，大家纷纷来到野餐垫上享用美食，沐

浴着户外的阳光，食物自然变得更加可口了！通过这次游

园野餐活动，爸爸妈妈深切感受到小朋友的成长和变化，他们学会了分享，学会了

共处，也变得更加独立了。他们对身边的老师和小伙伴们也更加熟悉了，再也不是

每天早上在学校门口哭鼻子的小宝宝了。

尽管这次是在校园内进行的秋游活动，却减少不了大家参与的热情。小朋友们

依然感受到了秋天的美好，有机会体验丰富的游园活动，跟老师和同学们积极互动，

真是有意义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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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大一班秋游记

大一班 蔡晞和爸爸供稿

金秋十月，阳光和煦。

乌南幼儿园2022年的秋游活动开始了。乌南幼儿园并没有因为疫情原因一刀切

掉孩子们的春秋游活动，而是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护的前提下，科学规划，精心准

备，尽力将美好而快乐的乌南生活展现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留下美好的乌南回忆。

秋游前，园方和家委会设计活动形式、策划活动内容、规划活动线路，做了非

常详细的方案，把常态化疫情防控下的秋游活动准备的近乎完美。

一早孩子们按照正常流程入园，在做完核酸后，充满期待的进入教室和老师和

同学们一起愉快的讨论今天秋游的事宜，并将各自分工准备的秋游装备集中在一起。

老师在向孩子们宣导好秋游注意事项后，孩子们开始了上车前的准备。

孩子们带上乌南红书包、小水壶、照相机、还有孩子们的好朋友乌南小熊，有

秩序的登上了大巴。大巴车从乌鲁木齐南路开车，一路经过繁华的市区，到达了上

海的母亲河黄浦江的滨江，孩子们体验到了秋游的过程，看到了上海的百年城市建

设、卢浦大桥和黄浦江，孩子们边看着窗外，边认着外面的建筑，不时的和邻座的

小朋友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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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大巴城市旅行后，孩子们回到幼儿园，在老师的帮助下孩子们使用蓝晒法

晒印工艺，用海绵把铁盐水涂到纸上，把想要显示的图样叠放在纸上，拿到阳光下

晒，当铁盐水遇到阳光，神秘的蓝色在纸上绽放，一个个树叶、蝴蝶、羽毛、花朵

的图样在纸上清晰地显示出来。这也是秋游活动的一部分，让孩子把自己对秋天的

想法呈现在纸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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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场上布置了秋天的场景，穿着美丽秋装的乌南小熊准备了好多秋天的元素在

等着孩子们。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品种和颜色的菊花，簇簇鲜艳，小小摄影师们拿出

了自己的相机拍了很多照片。操场的角落堆满了孩子们在各地收集来的金色落叶，

秋叶雨是孩子们最欢乐的时刻，捧起一把秋叶用力抛向空中，感受秋叶落下的氛围。

中午到了，孩子们在期待的野餐开始了。每个孩子准备了不同的露营用具，帐

篷、餐垫、垃圾袋，还有各种孩子们爱吃的水果、食物，以及幼儿园精心制作的各

种主食和点心。孩子们在野餐中加深了分享、互助和交流。

秋收的季节当然少不了收获，孩子们摘山楂，运柚子，体会劳动的艰辛和丰收

的快乐。在秋游结束前，孩子们围坐在乌南幼儿园的园标周围，拍了一张全家福照

片。在这次热热闹闹的秋游活动中，孩子们不但收获了秋天的果实，更收获了2022

年秋季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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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出双手拥抱秋天

境外I班家长供稿

转瞬间，我们已经来到乌南路幼儿园两个月了，在紧凑的开学月之后，随着上

海金秋姗姗来迟的脚步，我们的孩子们也迎来了秋日的各种主题活动。

孩子们带着和爸爸妈妈从路边、公园捡回来的各种颜色的树叶，开始了对秋天

的思考。他们也会说，秋天是个温暖的季节，因为树叶子都变得红红火火了，哈哈，

小小的收集树叶活动也激发了孩子们丰富的想象力和感受能力。

这个月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把操场的树屋装饰的多姿多彩，有情景、有活

力、还有满满温暖的爱意。他们在树屋开启了模拟的主题式活动。有的孩子扮演起

厨师、有的孩子扮演起顾客、有的孩子扮演了工程师、有的孩子还扮演了小小消防

员，孩子们在这种情景氛围中，体验起了社会的各种工作以及和其他小盆友的交流

与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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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月的最后一周，盛大的秋日游园活动，孩子们野营搭帐篷、吃野餐，体

会着秋日的温度，感受着大自然馈赠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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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月也是挑战很大的一个月，伴随着国庆假期结束突然高发的新冠疫情的情

况，幼儿园每一位老师严阵以待，在每一个环节，非常严谨、认真、负责的确保入

园孩子们的健康监控情况。我们陈老师，非常非常的认真贴心的为我们班所有的孩

子们准备好了入园健康码打印以及核酸码的打印工作，让我们家长们特别感动的是，

老师把每一个孩子的两码都认真的放入了孩子的校园卡夹中。这一切的关心与关注，

让我们所有的家长都感到了满满的安全感与信任。我们非常放心的把孩子们送进乌

南幼儿园，我们相信在这里，老师会无微不至的给予他们最好的关心与爱。

我们也要非常感谢陈老师辛苦筹备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家长会。限于疫情的关系，

我们家长们只能通过腾讯会议的形式坐在一起，在陈老师精心准备的PPT报告中，

我们深入的了解了孩子们入园后这两个月的成长变化以及这个月的教育、教学内容

以及成果。陈老师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展示，把孩子们在园的生活、学习细节展示

出来并加以讲解每一个行为、每一个游戏背后的教育引导的意义，让我们家长们如

亲眼所见、亲身经历般的了解到了自己孩子在健康、饮食、体能、学习、性格等各

个方面的进步与不足，对指导我们家长在家如何配合幼儿园的教育、延续教育成果

起到了非常大的帮助作用。这次家长会，每个孩子的爸爸或者妈妈都讲了自己宝宝

这两个月的变化。作为其中的一名家长，我也为孩子的成熟与能力的成长感到高兴

与骄傲。从内心深处，更加感谢园长和老师们对乌南孩子们的用心教育与关怀。

通过这次家长会也让我们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有了很多新的感悟与疑问，我想我

们会带着这些问题，继续和老师和其他的家长们一起讨论、一起总结经验，帮助孩

子们更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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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新闻播报员

中一班家长供稿

本月，中一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尝试担任新闻小主播，结合小报站

在老师同学面前讲述新闻。2-3分钟的新闻讲述对于中班的同学们是不小的挑战，

小朋友们落落大方，有的讲述国际新闻，例如中东首对大熊猫、喜欢的体育明星、

世界上最小的鸡等；有的介绍进博会吉祥物、会飞的车、珍爱生命等国内新闻；还

有小朋友选择了身边新闻，讲述南昌路、香蕉的颜色、迪士尼万圣节等话题。新闻

讲述过程中，孩子们也听得认真，还会互相评价，发现别人的优点。

为了做好家园共育，提升幼儿讲新闻的教育效果，10月28日晚上6点半班级举

行了主题为“中班幼儿语言表达与倾听习惯的培养—

—以讲新闻为例”的线上家长沙龙，沈雯洁老师结合

幼儿成长发育的标准为家长讲解了讲新闻活动对于儿

童表达和倾听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结合

班级讲新闻的两个案例点评了儿童讲新闻的要素和注

意事项。小树妈妈和多多妈妈作为家长代表和大家分

享了和幼儿一起准备新闻播报的心得。小树妈妈介绍

了选题过程中要注意引导，让小朋友脑暴感兴趣的主

题，同时告诉孩子什么是新闻以及要如何让观众听懂来确定主题。多多妈妈则分享

了在面临挑战性任务的时候家长应该用怎样的态度和做法给孩子做示范，她的体会

是，要从孩子的兴趣入手，尽可能分解目标难度，不吝啬鼓励和赞美，陪同孩子完

成任务。老师还精心设计了毕业家长分享环节，高高妈妈从毕业班家长和小学老师

的角度，分享了语言表达训练的重要性和实操方法。后续，中一班的老师和家长将

助力小朋友进行新闻主播活动，培养孩子们倾听和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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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体验初心，传承红色基因

——乌南幼儿园小四班国庆活动特别报道

小四班 蒯乐妈妈供稿

秋风送爽，金桂飘香，我们迎来了祖国妈妈的 73 岁华诞。为了庆祝国庆，培

养幼儿的爱国情感，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家委会在国庆节组织了“童心迎国庆，红

色之旅看上海”的活动。

10 月 1 日上午九时许，小四班的小朋友们身着乌南幼儿园校服，手执五星红

旗，在家长的陪同下，有序地登上了 71 路 001 号“最美上海红色之旅专列”，开

始了我们的“童心体验初心之旅”。第一次有机会与爸爸、妈妈和同学一起出行，

小朋友们都开心不已，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公交车出发了，热情的乘务员为乘客们介绍了公交车沿途的重要红色景点。小

朋友们一边听讲解员阿姨的介绍，一边欣赏沿途的城市景观，在家长的进一步解说

下，第一次知道了“毛泽东故居”、“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会址”等名

词，增长了知识和见闻。乘务员的讲解激发了家长们的爱国之情，小朋友们也受到

了感染，最后大家情不自禁的唱起了歌曲《我和我的祖国》。

不知不觉终点站到了，虽然车程长达一个小时，但孩子们一路上都兴高采烈。

延安东路外滩终点站进行了特别的装饰，候车廊里的大红灯笼和周边的五星红旗无

一不让人感受到国庆的节日氛围，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都高兴地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

旗，与之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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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初心之旅”活动以“与父母一起乘公交、观景点、听党史、唱赞歌”的

方式展开，家长与孩子们一起体验，增进了亲子交流，也增进了孩子之间和家长之

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用这样的方式帮祖国妈妈庆生，符合幼儿的年龄特征，

“童心体验初心”的旅程，无形中将红色基因、爱国情感植根于小朋友的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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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秋天---秋游篇

中四班 陈笑之妈妈供稿

秋天是一个绚丽多彩的季节，幼儿园里四处都铺满了五颜六色的落叶，交织的

落叶编成了一张张美丽的地毯。有红色的，黄色的，半红半黄的，孩子们踩在落叶

上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秋天还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幼儿园里的果树上硕果累累。山楂树上的山楂露出

了红扑扑的脸颊，梨子树上挂满了一颗颗黄澄澄的“小葫芦”，还有那金灿灿的柚

子，像铃铛似的挂在树上，好像要被风吹得叮当响。秋风拂过，散发出阵阵的果香。

上周五，中四班的孩子们开展了入秋后第一场秋游活动。在老师的带领下，孩

子们一起走进秋天，一起寻找秋天的变化，感受到了秋日的美好与温暖。每个孩子

的脸上都洋溢着按耐不住的兴奋和喜悦。在屋顶农场的草坪上他们们搭起了小帐篷，

铺上了野餐垫，还拿出了小相机，纷纷记录下了秋天的美景。

本次的秋游活动，老师安排了寻秋、玩秋、品秋的三个环节。在游戏过程中，

每一个孩子们都积极投入其中。有的孩子兴高采烈的捡拾落叶，做树叶画，呈现出

了一幅幅极具创意的作品；有的孩子收集落叶，打起了“落叶仗”，开启了一场与

树叶酣畅淋漓的接触；有的孩子则拎起了小竹篮，在大树底下捡起了小栗子；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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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玩起了套圈的游戏，比一比看谁扔的远，套的多。在大自然的课堂里大家一

起思考、体验、探索、研究季节的变换，也充分感受到了自然的广阔与奇妙。

游戏过后，老师们拿出了早早准备好的秋日美食，饮一杯甜蜜蜜的蜂蜜柚子茶、

尝一片软软糯糯的桂花糕，还有酸酸甜甜的山楂片。孩子们一个个吃的津津有味，

不亦乐乎。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同时，也品尝到了秋天特有的味道。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的秋游活动也迎来了尾声。孩子们就这样度过了短暂

且充满意义的一天。霜降节气之后，我们的秋天也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秋

天的美丽景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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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秋天，与秋天来场约会吧

小三班家委会供稿

秋风送爽，秋色怡人，正是小朋友外出寻找秋天的好时机。由于疫情，不能

外出，为了让小朋友能更生动、直观地了解、认识秋天，丰富幼儿园生活，拓宽视

野、亲近大自然，体验集体同游的快乐。10月28日，小朋友们穿着整齐的班服，背

着红色的乌南小书包，在园部1788号，与秋天来了一场约会。

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唱诵

秋天的儿歌，感受着秋天的美景。孩子开展了“戏秋-吹泡泡”，用树叶镂空，吹

出各种大小不一的泡泡；“踩秋-树叶游戏”，小脚丫踩踩树叶，听听秋的声音，

沙沙沙；“品秋-尝尝秋天的美味”，还邀请了后勤叔叔们给孩子们采摘了园部的

柚子树，一个个柚子宝宝们感受着秋天的

美好。

当孩子们围坐在暖暖的草地上，分享

着园部准备的美食，尽情体验着集体生活

的乐趣时，老师们不失时机的进行着环境

保护的教育，你看，我们的孩子认真地在

整理着他们休息的场地，不让任何一个小

垃圾被遗留下。

快乐丰富的寻秋活动，让孩子

们回归大自然，不仅使孩子们在幼

儿园的生活更愉快，更充实，更丰

富，而且扩展了幼儿的视野，丰富

了孩子们的社会经验。通过亲身体

验，培养了幼儿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提高了孩子保护环境的意识，促进

了孩子们智力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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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境外D班 Maxmillian 妈妈供稿

秋天可以说是上海最美丽的季节了。阳光透过半黄的树叶，把幼儿园染成金黄

浓烈的暖色调。一阵秋风吹过，树叶都是一片片，非要在空中慢慢地摇曳几回才飘

落到地上。小朋友们踩著满地的落叶，製造着属于秋天的音响。

秋姑娘吹醒了挂花，吹醒了秋菊，桂花的香味使路人止步往返，秋菊的绚丽令

大家陶醉不已。阳光暖暖的撒在身上，小朋友背起小书包跟着老师来花园里看看秋

天的植物。“瞧，银杏树的叶子像一片片黄黄的小扇子。” ”我看到了树上有小

蚂蚁在搬家。” ”老师，你看这片树叶是红色的“。

乌南校园里随风飘来一股果肉的香气，啊！真香呀！你看那红彤彤的柿子，

繁星点点般的山楂。小朋友们搬来了小梯子，迫不及待的想尝尝秋天的味道！

校园草地上无序点缀铺满了各色落叶，映衬着孩子们缤纷的校园生活。一起认

真写下对秋天的寄语，记录这美丽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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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见秋天，放学我们一起走

小一班 柚子、小海豚、安安、芃钧、桃桃家长供稿

时光匆忙,转眼间,10月已悄然离我们而去。回头看,宝贝们在幼儿园里的10月

是那样的丰富多彩。经过了适应期，小班的孩子们逐渐越来越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在某一天放学后，他们相约一道回家……

上周四，小（一）班的柚子、小海豚、桃桃、安安、芃钧小朋友相约一起回家。

他们选择的方式是：坐公交！公交车轱辘辘地向前驶，孩子们一个个都兴奋极了。

这是安安小朋友第一次坐公交，她兴奋地说：妈妈，我很喜欢坐公交车，大大的玻

璃窗，可以看到更多外面的风景！而已经和班上很多同学“打成一片”的柚子小朋

友则说：希望每天放学都能和同学一起坐公交。

公交车停在了徐家汇教堂站，孩子们看到美丽的花坛、喷泉，兴奋地你追我赶

起来。玩累了，妈妈们拿出了饼干、巧克力、糖果，孩子们快乐地分享起来。

看着徐家汇教堂门口成片的小向日葵，王芃钧小朋友回家后还应景的创作了一

幅向日葵的画作，取名《向阳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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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愉快地一起玩耍，在花朵、夕阳的印衬下，一张张纯真的笑脸组成了最

美好的秋日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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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乌南生活又开始了

境外B班 家委会供稿

终于在历经包括封城之内的疫情不便，半年后孩子们总算踏进了心心念念的幼

儿园，每个宝宝和家长都分外的兴奋和期待。感觉从园长妈妈开始，每位老师都迫

不及待的恢复和孩子们一起的正常幼儿园生活。

开学后每天都有很有趣的活动，丰富极了！跟着机器人跳舞，在炎炎夏日玩一

场雪，大家嬉笑打闹，完完全全感受快乐，尽情撒欢high翻了天！在夏天的尾巴，

还玩了水和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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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中秋月圆，孩子们与弟弟妹妹在一起，手把手教弟弟妹妹做月饼，甜甜的

糖桂花，香香的干桂花，混合着西米，搓圆、压模，做出晶莹剔透的桂花月饼。围

坐在一起吃团圆饭，品尝着自己亲手做的香香甜甜又糯叽叽的月饼庆祝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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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学习中，这一个月以来，孩子们接触了kibo机器人编程，感受学习了打鼓

行进乐。美术上第一次接触水彩笔晕染来表现荷叶之美，让小孩子对自己的作品非

常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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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作为乌南持续以来的特色文化项目，每一期都很令人期待。新开学的

北京文化周，除了天安门，孩子们对于北京的包括鸟巢体育场、水立方游泳馆等新

建筑又多了一份了解。家长们也赶紧可以把去北京提上旅行日程！

金秋九月，孩子们的学习生活过得非常充实，带着满满的期待踏入了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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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中学习，乐在乌南

境外E班 Ariana妈妈

十月是金色的季节，不知不觉已经在乌南渡过了两个月的快乐时光，孩子们从

刚开始的新学期适应中，很快变成了每天去学校是最期待的事情 ,十月的天气，温

度适宜，最适合欢乐的户外活动，老师们带领小朋友们攀爬架，自主搬动!两两合

作，拼接了“我们的兔兔窝”

我们不仅尝试了“兔兔窝”还组织了有趣的camping活动，自己搭建自己的小

天地，在户外操场露营，每个小朋友们参与其中，自己完成自己的小帐篷，暖洋洋

的太阳照耀在我们身上，和小伙伴们一起玩游戏真开心呀。

运动馆 海洋馆 航天馆 ，各种各样的设施和游戏，真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在乌南幼儿园的孩子真幸福呀。

室内的画画写写也是必不可少。每个小朋友看着全家福的照片，画画我的一家

人，他们认真的找着每个家庭成员的人物特征,这就是幸福的一家人，相亲相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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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

十月最热闹的活动当然是国庆节活动啦。 每个小朋友举着小国旗，穿着红色

的校服，一起为中国妈妈庆祝生日，不仅认识了国旗，还了解了现代中国的一些小

故事，认识了中国的首都 北京，小朋友一直嘟囔着要去北京爬长城。

十月的精彩未完待续，希望每个小朋友在乌南都可以绽放自己的精彩，我们有

了更多期待，更多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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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入佳境

境外M班 Marlon爸爸投稿

不知不觉小朋友入园已经两个月了，对于很多新手家长来说，让孩子们能够尽

快熟悉幼儿园环境和人无疑是首当其冲的迫切任务，但也是急也急不来的慢功夫。

幸好有乌南的各种主题活动和老师们的精心照料，让孩子们渐渐喜欢上入园，也爱

上了乌南。

经常有人说，我们这一届的孩子经历了疫情的三年，真的不容易，但作为老师

们和新生家长们，我们也不容易。没有了入园了解孩子上课情况的机会，家长们大

多只能脑补他们在学校的动向，也缺乏了很多家长之间的交流。趁着踏入金秋的时

机，M班组织了第一次校外聚会，孩子们各自精心打扮，参加了一场欢快无忧的派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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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那些平时在孩子嘴里常提到的熟悉又陌生的朋友们，看到他们天真的一起

嬉笑打闹，就仿佛这场疫情没有发生过一样。是啊，在孩子的眼里就只有天天和他

在一起的玩伴，只有他眼前搞笑的小甲虫、打扮灵动的精灵公主和誓死与他决一死

战的海盗王！瞬间，我能完全想象出他在学校的情景了，并且让我看到了许多他身

上，平日在家里看不到的闪亮点，当然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帮助他的地方。

幼儿教育就是全天候的，只有深切了解他每天陪他度过的地方、人物和事情，

才能更好的给予他所需要的指引。感谢乌南为孩子们做出的帮助，感恩家长们之间

的真诚交流，希望今后有更多机会聚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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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ting better

Contributed by Jim, Marlon's dad from class M, International division

It has been two months since our kids embarked a new journey in the kindergarten.

For many novice parents, it is undoubtedly the most urgent task to let the children

familiarize themselves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but it is also a slow effort that

cannot be rushed. Fortunately, there are various themed activities and caring teachers in

Wunan, so that the kids gradually love their new second home.

It is often said that children of this age are not easy - after three years of the

pandemic, but it is not easy for us as parents either. Without the opportunity to be in the

kindergarten to observe, most parents can only imagine about the happenings during

daytime. Also, there is lack of exchanges between peer parents. This autumn, Class M

organized our first Halloween party, where the kids dressed up and had a great time

together!

Seeing those familiar little strangers who were often mentioned by my son, seeing

them innocently laughing and playing together, it is as if this pandemic never happened.

Yes, in their eyes, there are only playmates who are with them every day,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m, only the funny little beetle, the pretty fairy princess and the pirate king who

vows to fight him to the death! In an instance, I could fully picture him at school, and I

saw a lot of good qualities in him that are not easily noticed at home, and of course, areas

which I could help him to grow furthe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s 24/7, and only by thoroughly understanding the places,

people and happenings around him every day, I can better give him the guidance he needs.

Thank you Wunan for your help, thank you for the sincere exchanges amongst parents,

and we hope to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get together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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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 《鸵鸟》

画作提供： 小三班 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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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 《梦幻城市》

画作提供：大一班 沈予泽

画作名称： 《树叶车》

画作提供：中四班 毛凯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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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幼儿园中三班《我的动物朋友》主题亲子活动

中三班 陈安洁家长供稿

2022年10月30日，在这秋高气爽的日子里，乌南幼儿园中三班20多名同学

及其家长迎来了期盼已久的秋游活动，在家委会的有序组织下，赴上海动物园，

开展以《我的动物朋友》为主题的集体亲子活动，旨在让孩子们愿意用多种方

式表达自己对动物的喜爱，懂得关爱动物，体验亲子活动快乐，乐意参加集体

活动。

上午开展了集体游戏。先是“打野鸭”，孩子们围成一个圆圈，5、6个人

站在圈内扮演野鸭，圆圈上的人扮演猎人，努力用球击中“野鸭”。再是“袋

鼠妈妈”，孩子们站在家长的脚背上，双手抱紧家长的腰部，两个人一起跑向

终点。这些游戏考验了孩子们的反应能力，培养了亲子默契，最重要的是大家

都感受到了集体活动的快乐。

中午分享了集体午餐。孩子们分享各自带来的美食，互相传递关爱，感受

彼此照顾的幸福感，同时，在父母的陪伴下培养用餐礼仪，孩子们争先巩后地

比赛谁吃得快、吃得好、吃得干净。分享午餐进一步培养了同学之间的情感。

下午进行了分组活动，以“动物的朋友圈”为主题，分组完成打卡任务，

孩子们不仅要跟随小队一起找动物，还要带着自己的作品或心仪的玩偶一起去

寻找自己喜爱的动物。在活动中，有的孩子睁大眼睛仔细观察动物的外观特征

与生活习性，有的孩子撑大鼻孔认真闻嗅不同动物的气味，还有的孩子竖起耳

朵聆听各种动物的叫声。通过引导孩子们完成任务，培养了他们的观察能力，

激发了他们的团队意识，促进了他们爱护动物的情感，提高了他们的独立思考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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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同行，亲近自然，爱护动物，滋养生命，这次别样的秋游让孩子们感

触到大自然的魅力，大家纷纷表示喜欢参加秋游活动，愿意亲近大自然，爱护

动植物。从孩子们脸上洋溢出的幸福笑容，可以看出他们已经体验到了集体出

游的快乐。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引导下，这次活动使得孩子们感受到了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激励他们做碧水蓝天的保卫者、生态文明的实践者、

美丽中国的建设者。



36

寻秋--从认识动物开始

境外 G班 Emily 庄理卉妈妈

秋天是适合郊游的日子！配合学校当周的“动物”主题，G班组织了班级

活动，大家一起去上海野生动物园游玩！

It’s autumn and the temperature is perfect to enjoy some outdoor activities. Since

the school topic this week is about animals, Class G organized a “field trip” to the

Shanghai Wild Animal Park on a Sunny Sunday.

x

这是我们第一次去上海野生动物园，动物园给孩子们安排了一系列活动。

我们先乘坐投喂车，沿途遇到斑马、羚羊、长颈鹿、白犀牛、猎豹、白虎、狼、

黑熊等，近距离看动物喂食，了解动物的栖息地以及学习关于动物们的小知识。

例如长颈鹿的舌头能达到 40-50 公分长，熊也吃胡萝卜，猎豹一天能吃 30 公斤

的肉，而老虎舌头上的倒刺很锋利可以把肉刮下来！

This is our first time to the Shanghai Wild Animal Park. We first took the

Feeding Bus to see animals such as zebras, antelopes, giraffes, rhinoceros, cheetahs,

tigers, wolfs, and bears. The children were able to observe the animals up close and

learnt about their habitat and what they like to eat. For example, a giraffe’s tongue can

be between 40-50cms while a cheetah can eat approximately 30kg of meat a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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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去坐船，动物园的船古色古香的，除了看到金丝猴、水牛、袋鼠、

河马等孩子们还亲手拿菜叶喂食天鹅。

Later we took a boat to see more animals including buffalos, hippos, golden monkeys,

kangaroos and more. The children had a chance to feed the swans with vegetables

before we disembarked.

孩子们在老虎餐厅一边吃饭一边看东北虎，片刻休息后继续参观。印象最

深刻的是大象区、小动物乐园和狐猴区。在大象区孩子们听了关于非洲象的讲

解，了解到包括大象耳朵最长可以达到 1.5 米，了解象鼻的不同，也参与了亚

洲象的喂食。在小动物乐园看到了刚满月的可爱小狮子；而狐猴区最惊喜是孩

子们可以和狐猴群近距离接触！原来狐猴的皮毛很柔软，饲养的狐猴也很温顺！

We sat by the tigers and had lunch. In the afternoon we saw more animals. Our

favorites were the Elephants and lemurs. The children listened to a talk about the

elephants and had a chance to feed them as well. We also saw a cute one-month-old

baby lion and pet some lemurs. We were very surprised how docile the lemurs were

aroun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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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寻秋”之旅，大人小孩都玩的很开心，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藉由

这个机会认识到更多的动物，也学习到爱护环境与大自然的重要性。

We had a great time at the Shanghai Wild Animal Park. We hope by organizing

this trip, the children can learn more about animals and to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natures and the environment.



39

又是一年万圣节

境外H班CLAIRE妈妈供稿

“万圣节”对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小朋友或许会有些陌生，中国的老一辈

不会理解为什么大家装扮成“鬼怪”却又可以过的这么热闹。没有关系，这不

影响小朋友喜欢这个节日！因为可以装扮成自己喜欢的角色，当然还可以名当

言顺的吃很多很多的糖。

万圣节的意义对于家长来说当然并不是只有糖，是一次很好的亲子互动。

我们在家里一起合作完成了南瓜灯。在制作到她觉得她可以完成的环节她

会说“我来试试吧！”。小朋友还小，在挖南瓜肉的时候用了很大力气，其实

这也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可是她一直在很认真地反复做着这个动作，当碗里

的南瓜肉越来多的时候会很高兴的和我说“妈妈，你看我有大力气！”。当我

用刻刀的时候会提醒我“妈妈，小心手哦！”，在那一刻真的会感觉到小朋友

浓浓的爱，小朋友远比你想的还要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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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班的小朋友还聚在一起开展了讨糖的活动，因为疫情家长都不能入园，都

不知道他们在学校是什么样子，很高兴班里有家长组织了这次活动，通过这次

我们意外的发现小朋友之间的感情原来这么好。胆子小的会害怕这些僵尸幽灵

的装扮，胆子大的会马上冲上来“我来保护你！”，那正气凛然的样子出现在

稚嫩的小脸上真的很精彩。

小朋友会把这次讨糖活动称为“探险”，因为还会有别的小朋友，但是H班

的小朋友会默认自己是一个团队，会一起手牵手踏上这有趣的“探险之路”，

还会一直和自己的家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同学，我们要一起去探险了！”

万圣节讨来的糖是可以分享的吗？当然！活动结束后小朋友们坐在一起会

分享自己讨来的糖果，盒子里装的满满的小朋友，还会放一点到少的小朋友的

盒子里，小朋友的这份纯真是最最最珍贵的。

这次万圣节不仅让小朋友们了解了西方文化，更是一次勇敢的探险与合作，小

朋友们也展示了他们的勇气与能力。小班的小朋友本就该无忧无虑的，他们天

真无邪的笑容，温暖到了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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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的万圣节聚会

境外F班 Michelle供稿

经过9月一整个月的热身，小朋友已经适应了开学的生活。而我们的家委会

也要主动，积极，热情，规范，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履行好家委会的职责，促进

家园共育工作，提升教育质量，协助幼儿园工作安排。

一．情况分析

本学期我们的家委会多了一位成员Annalisa的妈妈Julia。新成员的加入也

为我们的家委会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积极为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出谋划策，并

协助参与幼儿园活动的组织管理。

二．本月工作内容

1.协助校内秋游活动，虽然受到疫情管控限制，学校还是为孩子们举行了

特别的秋游活动，非常用心。

2.组织线上家长会，对家长公布家委会工作情况。

3.宣传并落实幼儿园数字二维码工作，加强来园通过率。

4.老师与家长一起分享中班幼儿学习品质。

三．课外主题活动总结

PTA举办了一次Kylie的万圣节生日聚会，在生日上，孩子们一起分享美食，

吃了生日蛋糕和烧烤，同时大家还一起玩了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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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境外A班 房莉莎Lisa供稿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大班生活已经两个月了。本以为疫情的常态化管理会

让孩子们失去很多学习锻炼机会，但很感激幼儿园的老师们，在保障孩子们安

全的同时，依旧有序地开展了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从室内运动馆、沙水世界到行进乐活动、电视台播新闻，每个活动都渗透

着老师们的心血，充分激发了孩子们的创造

力、想象力。比如在准备新闻播报内容的过

程中，孩子与家长需要充分沟通，学龄前儿

童究竟对什么话题感兴趣、如何条理清晰地

把事件讲清楚、这个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孩子

们的积极性和全方位能力，关心时政、热爱

生活、为将来形成自己的观点做准备。

几乎每天接孩子放学时，我都会

听到她说“今天在幼儿园好开心啊”，

我会问问什么事让她那么开心，鼓励

她尽量完整地叙述事情。那天她说：

“今天张老师让我们做完游戏，快速

整理玩具，我和小伙伴一起合作，整

理得又快又好。”我听了也很开心，

老师在培养孩子们良好习惯的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劳动的乐趣。既充分发挥

了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又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幼儿园组织了一次让孩子们盼望已久的秋游活动。

大巴上孩子们欢歌笑语，午餐前大家一起阅读，一起听张老师弹奏乐曲，坐在

野餐垫上野餐。大自然，本就是这个年龄的孩子最适合的大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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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们在乌南幼儿园找到更多的乐趣，健康快乐地成长，变得更加自

信阳光、充满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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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 《纤细虎》

画作提供： 境外E班 Gasp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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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 《柿柿如意》

画作提供： 中一班 好好

画作名称： 《翱翔太空》

画作提供： 中四班 周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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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层面看待幼升小的焦虑和压力

境外C班 Harper爸爸供稿

大班第一学期开学后，小朋友的家长们就开始面对幼升小的学校报名工作了。大家不

光要查询不同的学校的招生简章和招生要求，还要尽可能的从多方渠道了解一个学校的教

学理念，过往录取和毕业去向等，需要上哪些课外补习班或者需要加强哪些方面。面对招

生名额跟潜在报名人数之间的巨大差异，家长们还是都会很焦虑，家长和孩子们压力都很

大。为什么家长们会有这样的焦虑和压力？

首先，优秀教育资源的稀缺性一直存在，教育公平是我们国家努力的方向，但是目前

阶段，不可否认，无论是师资，还是生源，社会层面所认可的知名国际学校，知名民办双

语学校，知名民办名校，一线公办学校，这些所谓的“优秀教育资源”还是相对少的，无

法满足每位家长的需求，尤其是前些年教培产业对“赢在起跑线”理念的宣传，更加加重

了大家对优秀教育资源的追求。其次，中国家庭重视教育是一个文化传统，在整个东亚范

围，其实都存在这样的文化传统，教育可以改变命运，教育可以让一个优秀的人更加优秀，

这也让享受了改革开放红利的一批年轻父母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孩子的教育方面付出更多，

这样客观上加剧了竞争！再次，信息不对称也会加剧焦虑和压力，大部分家长并不熟悉教

育领域，可能是本领域的行家和专家，但是落实到初级教育和孩子成长，大部分专家并不

擅长。最后，一些家长也会受到所谓的羊群效应的影响，被动的进入了这个竞争循环里面。

这样的焦虑和压力对家长和孩子的影响我们承认，适度的心理压力，可以调动人体产生一

些生理物质，可以产生正面作用。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持续的焦虑和压力，是存在负面

效果的。第一，会显著影响亲子关系，降低家庭亲密度。“亲生的”的心理降压药是老母

亲们最经常服用的非处方药。第二，父母是孩子的榜样，父母的教养方式也会代际传递，

焦虑、抑郁和心理控制等也存在代际传递，对于下一代的人格塑造产生长期影响。

如何面对心理压力和焦虑并不只是幼升小阶段的出现的，其发生很常见，大多数也不

是医学领域的急重症疾病。大家通过各种社交媒体也可以查询到很多可以应对的办法，休

息，运动，音乐，冥想都是可以尝试的。也可以考虑适当减少竞争压力，或者避开一些非

必要性的竞争。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探索符合自身的最优教育路

径，而不只是追求最优秀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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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系养娃，新时代女性是这样带娃的！

中二班 橙汁妈妈供稿

你快要五岁，我当妈快要五年。还记得你刚出生时，有医生吐槽我，母性光环不足，

此话不假。

作为一名新时代女性，我想要工作，想要保持自我，想要空间。所谓朋克养娃，说的

大概就是我这类妈，我吃冰淇淋、薯片和可乐，你也总是跟着来点。我刷剧到很晚，你也

是个不折不扣的“夜猫子”。我随意大条，你的口头禅也变成了“好吧，没关系的啦”。

除了可能有安全隐患的事情，我对你不会有阻拦。

但这也就造成了，我在你眼里，毫无威严可言。

你出生之后，头一次想动手打你，是最近陪你跳芭蕾舞。芭蕾舞课要交回课作业，我

看有点难度你跟不上，我就自己学了一遍，想要教你。结果你就是在那里扭扭捏捏，拖了

很久还是不肯跳，本就已经很累的我瞬间爆发，我把你嘴里的棒棒糖拉出来，扔在地上。

对着你吼道：“吃什么吃，你长大就变成个什么都不会的大胖子。”我爆发的原因在于，

妈妈付出了这么多，而你怎么可以无动于衷。

但是吼完我就后悔了，但事已至此。后来我反复思考，到底是我强加给你跳舞，你不

开心了呢？还是你只需要天天玩泥巴的童年，那万一，你长大又怪我怎么办？

有了你之后，我有时候不由自主地活得拧巴。因为我试图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寻求平衡，

但是一不小心又失去了方向。我希望你早上多睡一会儿，醒透了去幼儿园，但送你路上停

车难、道路堵，我又早早把你叫起来，但又怕你睡不醒。我希望你可以多学一点本领，小

姑娘能歌善舞多好呀，但你喜欢大自然，喜欢露营，结果说好的露营没去成几次，拖着拖

着，天就冷了。我希望每天可以高效地做完很多事情，你能跟上我的节拍，不要拖我后腿，

有时候看你拖拉就很火大，但却忘了你还只是个幼稚的孩童而已。

你第一次做女儿，我第一次做老妈，不称职的地方数不胜数，还请小小的你多多包涵。

我生气的时候，你会故意拿个包砸到我身上，调皮地冲我笑，然后对我傻乐。我跟你爸爸

吵架的时候，你也会像个“公平使者”一样，把我推走，叫我们别吵了。班级里穿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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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你前一晚把衣服叠好放在枕头边，我笑你，你这么上心的啊，你说“妈妈，我恐怕

要最后一名了”，我说没关系，只要你能完成，妈妈就认为你是最棒的。

你未出生前，我想象不出你的样子，但你出生后，你就是那个我最想要的小孩。

我想我还会告诉你，在一个剧场里，除了舞台上那个聚光灯下的女主角，其实还有其

他很多的工种，也还有更多的观众，但最重要的，是你能找到你的那份自洽，是那份努力

过后，不管遇到任何事情的气定神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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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管理的好习惯养成

大二班 柚柚妈妈供稿

随着孩子进入到大班，时间观念成为了幼小衔接过程中热门的讨论话题。在近期的一

次家长沙龙中，我受老师的委托，讲述了下自己的心得体会。

说到时间管理的好习惯养成，这与老师在园的引导密不可分，但如何依据“家园共建”

的原则做好配合，也是我们作为家长所需思考与关注的。很幸运，柚柚是一名时间观念很

强的孩子，在平时的教育中，我们着重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规律的生物钟养成

一天规律的作息时间，以早上起床为始，以晚上睡觉为终。所以，我们一直要求孩子

在早6点半到7点起床，晚上9点半到10点睡觉。这样的坚持，也许给孩子的大脑皮层中留

下了记忆，孩子现在每天都可以做到自然醒、倒头睡。

二、户外运动时间安排

孩子的精力旺盛，我们家长经常开玩笑说：充电5分钟，坚持2小时。如何将孩子旺盛

的精力得以消耗，对我们家来说，经验就是每天的晨练和晚饭后的户外活动。这样的运动，

一方面让孩子得到了身体的锻炼，另一方面也让孩子变得更加自信。

三、自我时间管理培养

孩子已经大班，所以在家，我们会在规定时间之外辟出一部分自由活动时间，并将这

一部分时间交由小朋友自己来做计划。无论是看动画片、

下棋亦或者是读书，严格按照约定，不增加或减少孩子的

自由活动时间。另外，我们还和孩子一起制定了10点以后

不读书等规则，让孩子明白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

做什么。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坚持得到了孩子的认同，在平

时的时间安排过程中，孩子能严格遵守我们的约定，到点

自觉结束自由活动。不仅如此，我们还会在大的旅行计划

过程中，将出行时间、游玩项目的时间告诉孩子，让他能

自己管理自己的时间。

四、速度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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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孩子会因各种原因出现拖沓的情况。这时，我们会减少指责，并以小游戏的方

式比比谁更快，激起孩子的好胜心，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提高时间利用效率。

总之，孩子的时间观念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靠家长引导，让孩子自己从内

而外的养成自觉遵守时间的习惯。只要我们作为家长能够持之以恒，相信孩子会看在眼里，

最终得到满意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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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干饭小达人”

小二班 绵绵妈妈供稿

“绵绵，你吃好啦？”，“绵绵，你又是第一名呀！”在小二班的餐厅里，葡萄组的

绵绵总是第一个吃光光，并把饭碗收拾好的小朋友。实际上，现在胖乎乎的干饭人绵绵在

小时候也是一个挑嘴的高需求宝宝。

大多数宝爸宝妈在宝宝进餐习惯的培养上都有很多烦恼，比如：宝宝不愿意吃蔬菜，

更喜欢吃零食、在饭桌上坐不住等等，我们家也不例外。绵绵从小就不碰冻奶和奶粉，吃

到不想要的就“哇哇哇”哭，不过自从绵绵可以吃辅食开始，全家就使出十八般武艺，经

过不懈努力，现在的绵绵已经是一个让所有宝爸宝妈羡慕的饭霸宝宝啦！

图：绵绵外婆的爱心宝宝餐

对于绵绵的饮食好习惯的养成，我们家的究极武器是外婆准备的爱心宝宝餐。注重健

康均衡的宝宝餐往往在味道上会比较清淡一些，为了勾起小朋友的食欲，“颜值上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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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是必不可少的。切割成多种形状的食物，以及不同颜色的搭配，都能勾起小朋友们的

好奇心，刺激他们的食欲，还可以一起培养宝宝的美商呢！

当然不仅是食物准备上的用心，在跟绵绵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统一战线，

为宝宝树立一个好榜样，绝对不会说：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在带着绵绵吃饭的时候，

蔬菜、荤菜、以及饭饭要轮流吃。大多数宝宝在吃蔬菜的时候可能会“嘎子嘎眼”（摆架

子），这个时候就考验爸爸妈妈们的演技啦，要因“宝”制宜，夸张的“YAMI！YAMI！”

并且制造大家争着吃的氛围，对绵绵还是很有效的。

此外，我们在餐桌外也花了点小心思的，最有成效的应该是讲故事啦，主题内容当然

是多吃蔬菜变漂亮，多吃饭饭长高高等等良好的饮食习惯。无论是我们拿着书给绵绵讲的

绘本故事，还是拿着玩偶自编自导一些小故事，都能深入绵绵心，潜移默化影响宝宝对饭

菜的喜爱。而且随着绵绵的长大，我们在准备饭菜的时候，也会适当引导绵绵的加入，宝

宝自己的劳动成果当然更加香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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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绵绵对吃饭饭的积极主动性已经毋容置疑了，不过“添拖”（邋遢）问题还是任

重而道远，但在入园的两个月里，在小二班的老师们的鼓励和其他同学的带动下，绵绵的

就餐姿势真的是有明显的改善。相信在我们父母和老师们的共同努力下，每位宝宝都能成

为一名让人羡慕的饭霸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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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大一班首次家长沙龙活动

大一班 蔡晞和妈妈供稿

10月30日星期日的晚上，乌南幼儿园大一班家长沙龙活动举行。这次沙龙的主题为“

聚焦习惯养成，助力幼小衔接”，是幼小衔接系列活动的第一讲。这次活动由大一班沙龙

组的家长精心准备，宋嘉妍爸爸、董家申爸爸两位在育儿教育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也是

新晋小学生的爸爸，由两位爸爸给各位家长带来切身的即时分享。由于疫情原因，活动虽

然在线上举行，但并未影响到家长们参与的热情，高峰时活动人数达到３８人，活动时间

持续了一个半小时。

首先班主任肖圣颖老师向各位家长总结了开学以来孩子们在园的学习、生活等情况，

肖老师根据班级孩子们的情况和多年来的教学经验，给出了幼小衔接阶段的育儿建议，包

括养成孩子每天独立阅读半小时的习惯，养成孩子善于聆听的习惯，培养孩子专注力的习

惯等等。

董家申爸爸用自身的经历分享了幼小衔接过程中家长从欣喜到焦虑，再到逐渐放平心

态，最后静待花开的心路历程。告诉大家要以正确的心态对待幼小衔接这一关键的阶段。

并概述了公办、民办学校的各自优势。董爸爸分享认为幼升小孩子的生活重于学业，相比

在幼儿园期间老师阿姨们的呵护，在小学孩子需要学会照顾自己，做到自己吃饭、喝水、

上厕所，还要学会作息变化给孩子带来的影响。最后，董爸爸还分享了幼小衔接课程、入

学报名流程等经验。

宋嘉妍爸爸通过答疑的形式分享了自家大宝上小学的经历，宋爸爸详细介绍了家长们

感兴趣小学的情况，包括学校的教学氛围、软硬件条件、孩子的生活、学习状态等等，让

与会家长们对徐汇区小学的教学运作情况有了初步的认识，为将来的幼升小提供了难得的

参考意见。

肖老师最后强调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和运动事宜，班里有些孩子在运动方面没有达标，

希望家长在课余时间能注重孩子们的锻炼。

本次幼小衔接经验分享沙龙活动，是园方和家委会精心策划组织的一项针对家长关心

问题的活动，活动解答了众多家长在幼小衔接过程中的疑问，能为家长和孩子在心理上和

生活上提早做准备。活动受到了家长们的欢迎和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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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办法解决

中一班 王千骅妈妈供稿

我是一位二宝妈妈，性格佛系，不太焦虑，我有一句口头禅：“总有办法解决”。我

的大宝是女孩7岁，二宝是男孩4岁。两个孩子年龄相差不大，但都处在幼儿性格发展的关

键时期。两个孩子性格迥然不同。女儿：乖巧、内秀，但性格略敏感。儿子：性格开朗、

活泼，但自尊心略强。常有爸爸妈妈来问我，如此不同的孩子，你怎么来教育他们呢？我

回答到：“总有办法解决。”

举一个我女儿的例子。前几天是她生日，当天我准备了很多气球，她开心得一路蹦跳，

也引来不少孩子围观，其中有个女孩特别想要她手里的气球，我能看出女儿非常不愿意，

可是碍于情面，她把最喜欢的粉色气球送给了那个女孩。正当她闷闷不乐的时候，又一件

对她来说天要塌下来的事情发生了，她手里的气球又飘走了一只，悬在了刚好够不到的餐

厅天花板上。这下孩子忍不住了，嚎啕大哭。爸爸说：“回家给你买10个粉色气球，这个

我们不要了，好不好？”女儿拒绝，继续大哭。这时我蹲下身，看着哭花脸的女儿一字一

句地说：“记得妈妈说过总有办法解决吗？我们来想想办法好吗？”听到这些，女儿平静

了些许。我们找来了一把椅子，又找来餐厅最高的服务生，让服务生抱起儿子，去够天花

板上的气球，成功了！女儿破涕而笑。回到家，我立马让他们和我一起坐下来，把这件事

从头到尾再捋一遍。告诉了他们几个关键点，希望他们今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可以更稳定

地处理，并有所感悟。

再举一个我儿子的例子。最近三年因为疫情，孩子们长时间在家网课。不听话，无理

取闹，摩擦争吵，一定是家常便饭。有一次儿子要抢姐姐手里的玩具，姐姐委屈告状后，

弟弟一生气直接将姐姐的玩具摔碎了。我要求儿子向姐姐赔礼道歉，他拒绝，更拒绝一切

接下去的事情（这个时候我们马上要开始午餐了）。我让他一个人回房间，关上门，直到

他主动开门找我谈心。没过多久，儿子呼喊我进房间。我表示公平处理，但有两个要求。

其一：无论谁对谁错，先承认自己的错误；其二：对自己摔碎玩具的行为，必须拿出自己

的零花钱赔偿。同时我又给他两个选择：走出房间，做到说好的两个要求，坐下好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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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出房间，不吃饭，不say sorry。但赔偿还是必须的。儿子想了一会儿，毫不犹豫

牵着我的手走出房间，对姐姐说了对不起，开开心心上桌享受美味的午餐。

这两个小故事分享给大家，这并不是说我的方法一定正确，但却适合我的孩子们。希

望大家也能找到适合与自己孩子的相处之道，陪伴他们健康愉快的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