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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加拉帕戈斯的红石蟹 

画作作者：境外部 G班杨奕南 Isabella Yang 

 

感谢所有供稿者的辛勤劳动！ 

本期乌南月报责任编辑： 小一班 吴将妈妈 

 

乌南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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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鱼 

画作作者：境内部小三班 杨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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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天喜地迎新年 亲子活动乐翻天 

——记乌南幼儿园小三班迎新活动 

小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为了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元旦，让孩子与家长体验亲子活动

的快乐，增强家园之间的情感交流，2019

年 1月 10日下午，乌南幼儿园小白楼活

动室内张灯结彩，彩球飘飘，欢声笑语，

其乐融融，一场以“庆元旦、迎新年”为

主题的亲子迎新活动在此火热开展。活动

开始前，家委会成员在班级老师的带领下，

共同布置着活动场地，为了迎合农历猪年

的到来，同时也为了让小朋友们产生共鸣，

小三班以“小猪佩奇”为主题将场地内布置的温馨可爱、欢乐祥和。 

触摸着冬日里温暖的阳光，聆听着迎新

年最快乐的笑声，迎新活动在孩子们和家长

们的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小朋友们排着

队秩序井然地走进会场，爸爸妈妈们早已在

场地等候，看着宝宝们憨态可掬地纷纷落座，

爸爸妈妈们露出了会心的笑容。迎新活动的

开场秀正式开始，首先是歌曲串烧：小朋友们把一个学期以来学到的本领向爸

爸妈妈们展示了一番，听着他们稚嫩的歌声，看到他们懵懂的表情，爸爸妈妈

们都乐开了花。紧接着，宝贝们又表

演了舞台剧《小兔子乖乖》和上海话

童谣。这一波才艺展示有条不紊、落

落大方，既体现了小朋友们自信昂扬

的气度，又显示出竿头日上的进步，

爸爸妈妈们看得心里暖暖的，也为宝

宝们入学以来学到那么多本领而倍

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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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朋友们的开场秀后，身着中

国传统服饰——旗袍的妈妈们闪亮登

场了！为了让宝贝们体会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髓，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

妈妈们不畏严寒，精心装扮，手拿团

扇，深情款款地给宝贝们和爸爸们带

来了旗袍舞蹈秀，在《南屏晚钟》悠

扬的歌声中，妈妈们步履轻盈、姿态万千、个个美丽动人，宝贝们看得也是异

彩纷呈、欢呼雀跃，纷纷在台下大喊：我的妈妈最美丽！ 

爸爸们也不甘示弱，紧接着用一首

《亲亲我的宝贝》唱出了对宝贝们深沉

的爱。每一句歌词配上不同的动作，爸

爸们为了吸引宝贝们的注意使出了浑

身解数，当然不负众望，宝贝们在听到

爸爸的歌声后也跟着唱了起来，真正是

其乐融融的大家庭。在爸爸们表演结束

后，宝贝们纷纷情不自禁地拥入爸爸的怀抱，眼睛里绽放着幸福的光芒。 

随后家委会的成员们自编自导的《葫芦娃》活力舞亮相了，大家深知小朋

友们对于《葫芦娃》的热爱，特别根

据角色定位安排了出场顺序，配上同

款衣服和发饰，俨然将大家带进了动

画的世界。表演结束后，家委会的成

员们向全体小朋友们送上了新年祝

福。祝宝贝们猪年“诸事顺利、健康

快乐、进步成长”。 

接下来是“接力爬-送糖果”亲子游戏环节，爸爸们用自己坚实的臂膀搭了

一座长拱桥，小朋友们拿着糖果爬过拱桥将糖果放进妈妈手中的福袋，这一来

一回既锻炼了宝贝们的身体协调能力，更增强了小三班大家庭的凝聚力，整场

活动在此刻达到高潮，爸爸们在严寒中汗流浃背，妈妈们看到宝贝们努力地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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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爬去笑的前仰后合。 

最后一个环节是交换礼物，小朋友们通过

抽签的方式互换礼物，让惊喜与欢乐继续延续。 

2018年丰富而充实，带着一份不舍与欣喜，

我们即将翻开崭新的篇章，2019年迎新活动在

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本次活动引导小朋友

们理解、认同中华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的

精神内涵，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形成良好道德品质和庆祝习惯，虽然时间短暂，

但相信会成大家一生中美好的记忆。谢谢亲爱

的小朋友们，你们的精彩表演带给我们太多的

惊喜；谢谢亲爱的大朋友们，你们在舞台上的绽放惊艳到了全场；谢谢亲爱的

老师们，为了今天的相聚，你们付出了很多的努力。祝福我们乌南小三班大家

庭在新的一年越来越好！ 

特别鸣谢：摄影—宋佳锐爸爸、杨依洲舅舅，主持—程度爸爸、居老师 

 

 

乌南幼儿园小三班安全教育活动 

小三班 朱乐骋妈妈供稿 

11月，小三班举行了题为“遇到陌生人怎么办”的安全教育活动。1月 17

日，警察爸爸再次走进校园，结合即将到来

的寒假生活，和章老师、居老师一起，为宝

贝们带来了“假期安全小知识”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引导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

安全的假期。

假期中，家庭是孩子主要的活动场所，幼儿要能

区分家中的各个场所，辨别有危险的行为；知道

在各个房间内，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知道如何

应对居家环境中可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学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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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 

活动中，朱乐骋爸爸以幼儿最熟悉的居家场所为主题，运用丰富的图片展

示、实物演示、情景演绎等手法，结合幼儿易于接受的语言进行介绍和讲解，

分别为宝贝们带来了客厅、厨房、卧室、卫生间等家中常见居家场所的“安全

小贴士”，例如：客厅里玩具玩好要送回家，当心绊倒滑跤；厨房里的刀具和热

锅不可以碰，开关不能拧，厨房和客厅卧室不同，不能随意玩耍，厨房中的食

物不是都能直接食用的；卫生间里妈妈的化妆品虽好看但宝贝们不可以涂；卧

室里的大柜子不能用来躲猫猫等。 

在介绍到卫生间的安全注意事项时，乐骋爸爸还特意为宝贝们准备了朗朗

上口的居家安全小儿歌：《不玩妈妈的化妆品》

和《浴室浴室慢慢走》，“化妆品很漂亮，小朋

友们不要摸。如果好奇脸上抹，皮肤痒痒不好

过。”、“浴室慢慢走，不要乱奔跑。穿上小拖

鞋，小心别滑倒。”念着有趣的儿歌、看着生动

的演绎，结合最后的抢答游戏环节，自我保护

的种子在宝贝们的心中渐渐发芽„„。 

宝贝们的安全和健康是家园的共同关注与心愿。预祝乌南幼儿园的所有宝

贝们都能拥有一个安全、健康、快乐、有益的假期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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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动手小乐趣 分享感恩心 

Olivia’ Mum，Class B 

时光匆匆流过，回首 2018 年，Class B 的小朋友们还依旧回想着过去这美好

的时光，有老师的精心呵护、同学的友好关怀、长辈的谆谆教导等等，小朋友想

自己动手做一份小礼物送给大家。在孩子们和虞老师讨论商议后，决定充分利用

小厨房的功能，来制作一份饼干分享给大家。 

大家在几日里快速准备了所有的食材：低筋面粉、糖粉、黄油、打蛋机、过

筛器、裱花袋。 

上个星期三的下午，小朋友们排队有序

的进入小厨房，各自换上高高的厨师帽，系

上洁白的围裙，然后清洗干净小手。一个个

看着就是心灵手巧的样儿。两人一组分工合

作将鸡蛋，糖粉，黄油先混合在一起，用打

蛋机快速打均匀。在这个搅拌过程中，体现了小朋

友们的互帮互助精神，你累了换上他来帮忙，他手

酸了另一个马上又替上，在持续 10 分钟的搅拌后，

再将面粉过筛倒入混合的液体盆中，继续经行第二

次长时间的搅拌，直到变成浓稠状态为止。接着就

是将混合后的面粉倒入裱花袋中。再前面基础工作

全部完成后，创意时刻就到了，每个小家伙都有各

自的想法，饼干的设计都是别具新意，有的喜欢圆

形，有的喜欢心性，

有的喜欢长长的，甚

至还有的稀奇古怪的

样儿。这些都是 Class 

B的每个同学的心意，

最后就是放入烤箱，

静候 15 分钟。 

在等候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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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和虞老师讨论着：等饼干做好了送给谁? 这一年哪些老师，同学，家人，

长辈帮助过我? 我们要谢谢他们„„ 

第二天，大家都将

饼干各自送给感谢的人。

作为那天制作小饼干的

志愿者妈妈，深刻感受

到了乌南小朋友们身上

的那份感恩和爱。愿乌

南的孩子们在新的一年

里像种子一样，勇敢有

爱地向上冲破泥土，将

嫩绿的幼芽伸出地面，指向天空，指向世界的每个

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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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寒大暖 

大二班陈昕元妈妈供稿 

《小寒》（元稹） 

  小寒连大吕，欢鹊垒新巢。 

  拾食寻河曲，衔紫绕树梢。 

  霜鹰近北首，雊雉隐丛茅。 

  莫怪严凝切，春冬正月交。 

2019 年 1月 5日，小寒，星期六。今天，米兔班的孩子们欢聚一堂，在老

师和家长们的陪伴下共同庆祝新年。尽管冬日的窗外北风料峭，室内却弥漫着馥

郁的爱意，气氛热烈而温馨。 

短暂的热场后大家有序入座，孩子们一一上台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不

管是呈呈的钢琴演奏《小星星》、甜甜的《小步舞曲》、兜兜和妈妈钢琴四手联

弹和即兴京剧演唱，还是吟吟和妈妈合奏的小提琴 b小调协奏曲，涂涂全家的钢

琴小提琴协奏歌舞表演，甜甜、祺祺和妍妍的歌曲串烧，以及宗宗和元子合作的

架子鼓轻摇滚《Jingle Bells》，米兔儿们不仅让大家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更

展示了因平时刻苦练习而获得的优秀音乐素养和大气台风。 

 

小型音

乐会后，聪慧

精灵的多多

和糖糖妙趣

横生的魔术

表演让全场

的小观众们

时而拍案叫

绝，时而又哈

哈大笑，将气氛推向一波小高潮。而琳琳、瑄瑄、多多和睿睿的唐诗大串烧，以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3%E7%A8%B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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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钢琴伴奏集体诗朗诵《假如我是一棵树》，使家

长们得以在快节奏的生活中静心聆听书声琅琅，在

这样的温暖时刻中，我们感怀老师们对孩子们的文

学培养和积淀，更因为一颗颗为中华文明骄傲的小

小爱国心而感动！  

 

 身为多才多艺的米兔儿

家属，爸爸妈妈们怎么能只

甘心坐在台下？妈妈们全体

上台演唱《爱上幼儿园》，爸爸们继去年的“早安，花儿”后又练起了孔武有力

的功夫操，孩子们也纷纷在台前为爸爸担当领操任务，气氛非常热烈。值得一提

的是，爸爸们的一招一式都完全是自家宝贝的复刻，可见米兔儿平时对爸爸们的

培训是非常严格的。 

 享用美食后，进入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环节。“乒乓托球接力”和“水果连

连看 ”考验孩子们的团体协作能力、记忆力和规则意识，米兔儿们很快找到诀

窍，互相配合，每个小组都非常优秀的完成了挑战。 

迎新晚会接近尾声，孩子们一一上台领取家委会为孩子们精心准备的礼品，

并抽取饱含着小伙伴们热情和爱心的新年礼物。 

夜色渐深，晚会在大家依依不舍而温暖的气氛中结束。这一天，也将成为孩

子们美好回忆的一部分。过去的一年，感谢老师们的淳淳教诲和家委会以及家长

志愿者们的无私付出。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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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盛会 

小二班 杨稼成妈妈供稿 

一年的冬季，注定是收获和喜悦的开始。树枝摇曳在风里，露出笑靥，把心

中美丽的瞬间交织出来，划过时空隧道，我们小二班迎来了 2019 年的第一场盛

会。 

这场盛会，我们期盼已久！在经过了一个半月漫长隔离期后的第一场亲子活

动！新年新气象，说干就干！石老师和家委会立即开会，制定活动当天的节目单。

家委会主席董珈杨爸爸安排布置了各项细致的工作。 

1 月 8 日这一天，久违的太阳公公也露出了笑脸。下午一点，爸爸妈妈们早

早来到了会场，分别开始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演出排练。赵思谦妈妈、钱真

韬爸爸事先确定好节目内容，用视频的形式发给参加

活动的家长们自行在家练习，当天只要站好位，操练

二遍即可。辣爸辣妈们排练一遍就一气呵成！要知道

劲歌快舞可不简单呢，手脚动作兼有，节奏又快，没

有在家练习到出汗，可真是过不了关的。为了宝贝们能感受到爸爸妈妈对他们成

长的关爱，每个家庭各派出一人参加演出。 

下午二点，王老师邀请爸爸妈妈们来班级帮宝贝们换上漂亮喜庆的传统服饰，

并陪宝贝们吃过了点心，一起进入了乌南漂亮的小白楼。 

下午三点，石老师宣布新年迎新会正式

开始。第一阶段的表演是亲子秀，穿着传统

服饰的宝贝们牵着爸爸或妈妈的手亲密地

走上红地毯，幸福甜蜜的笑容挂在每个大朋

友小朋友的脸上。然后是小朋友两两走秀，

简直是太登对了，尤其是周书逸同

时牵着双胞胎胡瑞祥、胡瑞和兄弟

的手一起走过红地毯时，引得在场

所有家长一起响起了雷鸣般的掌

声。最后是个人走秀，到了红毯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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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每个小宝贝摆个酷酷的 POSE。节目真是丰富多彩啊！ 

第二阶段，小朋友们在石老师、王老师、李阿姨的带领下一口气表演了六个

节目，爸爸妈妈们都看得如痴如醉。现在轮到热情型爸舞蹈秀和温馨辣妈才艺展

了。 

第三阶段，石老师、王老师分别给

小朋友们颁奖，有爱动脑筋奖、生

活能力奖、爱表达奖、小小巧手奖、

吃饭进步奖、早宝宝奖等。人生

第一次拿到奖状的小宝贝们，嗨！

很有纪念意义！妈妈赶紧给我拍

一张吧。高乐于妈妈代表小二班

所有家长发言。 

第四阶段的亲子游戏，由邵晨阳爸爸

扮演的新年老爷爷给小朋友们抽号互赠

礼物，拍照留念，把整场盛会推向了高潮。 

这次的迎新亲子盛会真是太精彩了！

节目丰富紧凑，还有这么多家长与宝贝们

一起的互动游戏。看见宝贝们这半年来学

到了这么多本领，取得了如此大的收获和进步，家长们由衷地感到欣喜！感谢石

老师、王老师、李阿姨的悉心照料！感谢乌南！2019 让我们继续携手前行！ 

 

 

 

 

 

 

 

 

 



15 

 

温馨热闹迎新派对 

境外 F班 纪樊妈妈供稿 

在欢笑与成长中，我们顺利结束了中班第一学期的工作。回顾本学期孩子、

教师的变化，我们感到欣慰和自豪。结合本班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教育形式、方

法、手段，以幼儿实际发展水平开展了各项工作。使幼儿在各个方面取得较大进

步。现将本学期工作总结鉴于中班幼儿生活自理能力是有待提高的，所以这学期

对幼儿自理能力的培养，在平时让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午睡脱衣后将

衣服叠放整齐、注意自己衣着整洁、安静吃饭、保持桌、地、碗都能干净、经常

洗手的习惯等。通过不断努力，幼儿形成一套自己的生活习惯。经常给幼儿讲讲

究卫生、爱干净、爱整洁的知识。一段时

间下来，幼儿卫生习惯有了很大提高。 

在公开的教学活动中，老师都让孩子

举手回答问题。在一次次的鼓励下，许多

小朋友都能集中注意力了，勇敢地举起小

手，能大胆讲述自己的想法，能正确表达

自己的意见，平时不怎么开口的小朋友也

变得活泼开朗。 

 

本月我们开展了一个迎新派对活动，

让所有家长和幼儿之间搭建一个亲子同乐会，不论是家长还是孩子们都很主动热

情地参与了活动表演，首先是 Nicole老师带领孩子们表演了几首耳熟能详的圣

诞歌曲并且结合了乐器演奏。 

接着是 Andrew 老师跟孩子们的英文互动表演，接着是

Hikari和妈妈的日文歌曲表演，最后是 Kilian 的父母一起上台表

演了钢琴和小提琴的优美合奏，活动表演完之后大家还进行了抽

名字交换礼物，所有的小朋友都给被抽到小朋友一个热情的拥抱，

还有一句祝福的话，非常的温馨以及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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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下，身为班级家委会主席，

之后对于家园共育切实做好常规性的家长

工作，使家长了解家委会的工作，争取家

长的理解与信任，希望在下学期，积极协

助班级老师，将 F班的班务工作得以顺利

开展完成，让幼儿在体、智、德、美、劳

等诸方面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今后我

们将一如既往地继续团结协作，争取把本班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我班幼儿能更活

泼、快乐地成长。谢谢！ 

 

 

欢欢喜喜闹新春 

—Class E 2019 新年联欢会 

JamesMum, Class E 

时光从日历上一页页飘落，我们又来到了岁末年尾。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

Class E 的孩子、老师和家长们怀着喜悦的心情，一起迎接 2019 年的到来。我

们在衡山园 3楼礼堂举办了属于自己的新年联欢会。 

我们简单布置了自

己的会场，还准备了和

好朋友交换的礼物，开

始热热闹闹的新年联欢

会啦！郭老师和 Teacher 

Andrew 是主持人，第一

个上场的是孩子们集体

舞欢乐北极熊，大家戴

着北极熊的头套，跳起舞来

萌萌哒！接下来是 James和

Tala 和他们的妈妈一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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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魔术串烧，大家看着小魔术师变来变去，

惊叹不已。然后 Michelle 小朋友家庭带来了

歌曲与诗朗诵，外公外婆齐上阵，诗句朗朗，

歌声悠悠，大家都沉浸在优美的歌声里。紧

接着 Laura 和妈妈为大家表演了优雅的舞蹈

“Let it go”，Nova 和 Alex 妈妈带领三位

小朋友一起欢快地翩翩起舞，跳起了夏威夷

风情舞蹈“How far I will go”，Binbin小

朋友气定神闲地表演了钢琴独奏，看来咱们 Class E的家长和孩子们还真是卧虎

藏龙，多才多艺啊！台下的大小观众们都频频叫好，热情鼓掌，气氛相当热烈。

郭老师又带着孩子们表演了两首集体舞，其中有一首“金色童年”是特别送给

Sophia 小朋友的，她即将离开我们 Class E 前往瑞士开启她新的人生，班里孩

子和老师们都依依不舍，特地编排了这首歌舞献给 Sophia，愿她未来一切都顺

遂。孩子们表演的时候台下家长们都拿起手机相机，变成了粉丝天团。歌舞才艺

秀环节后，老师们带领大家玩起了“下腰过杆”的小游戏，爸爸妈妈也加入进来，

大家玩得十分投入。最后是礼物交换，事先抽签结好对子，每个人都提前为对方

准备了一份适合的礼物，交换的时候给对方一个温暖的拥抱，互道一声“新年快

乐”。联欢会就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愉快的落幕了。 

新年的阳光将洒在我们身上，新年的春风将吹在我们脸上，新的一年正向我

们走来，孩子们纯真的微笑会永远留在美好的童年，愿今天的欢声笑语，充满温

情的时刻，永驻在我们彼此的心中。 

 

 

大手拉小手 欢喜迎新年 

—乌南小四班迎新活动小记 

小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12 月 28 日，满怀着对新年的憧

憬与向往，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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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老师、家长们欢聚一堂，共同迎接 2019年的到来。 

在老师的帮助和指导下，小朋友们为这次迎新活动精心准备了分组表演，

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多才多艺的爸爸妈妈们不仅带来了趣味满分的魔术表演、节

日气氛浓厚的《新年好》歌舞表演，还给小朋友们带来了惊喜环节。妈妈们穿起

各式各样的玩偶装，化身米奇、皮卡丘、恐龙、宇航员等深受小朋友喜爱的形象

出现，与他们亲密互动、合影留念，当然，机智的他们也早早认出了自己的妈妈。 

抢椅子、两人三足等趣味亲子游

戏进一步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家长和

孩子们都投入亲子游戏中，教室里到

处可见孩子们开心的笑脸、活泼的身

影，家长们也一个个乐开了怀。 

孩子们共同表演的压轴节目《好

宝宝》让人印象深刻，最后那一声“爸

爸妈妈我爱你”道出了孩子们的心声，浓浓的爱意感动了爸爸妈妈们，也让他们

体会到了孩子们这段时间在幼儿园的成长。 

迎新活动的最后，孩子们都抽选到了属于自己的新年礼物，让他们体验到

了互赠礼物的快乐，浓郁的节日氛围也激发了孩子们过新年的兴趣。 

小四班的迎新活动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这次活动通过提升家长的

参与度，使亲子间的互动更加自然、亲密，增进了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了解与沟通，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享受更多这样的欢乐，在家长和老师的呵护与陪伴下度过美好

的童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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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G 班 2019 迎新会 

FelixMacphersonMum, Class G 

2019年 1月 11日下午三点在乌南幼儿园礼堂定下来 GlassG班的中式主题迎新

会，繁忙的爸爸妈妈们将为孩子们准备什么样的表演？Lily和 Stephanie 老师

又会带领 G班小朋友们给爸爸妈妈们送上什么样的惊喜呢？ 

下午三点爸爸妈妈们身穿旗袍、民

国青年装、长衫等各色中式衣服陆续赶

到礼堂，G班的小男生们身穿白色马褂

神采奕奕，女生们红衣白裙天真靓丽，

礼堂里欢声笑语。 

时间差不多了，随着欢快的音乐响

起，一男一女的小朋友组对逐一走向大家行开场礼，小朋友们大多落落大方活泼

自信，有三两个羞涩的小男生扭捏前行

惹得爸爸妈妈们不禁莞尔。最先上场的

是女生舞蹈 “雪宝宝”，孩子们随着

Lily 老师的指挥和节拍翩翩起舞，天真

灵动，可爱极了！爸爸妈妈们完全停不

下手中的相机！紧接着是男生的武术表

演，“男儿当自强”为背景音乐，小男

生们动作刚劲有力、干净利索，赢得爸

爸妈妈们一片掌声。 

小朋友们坐下来，此时妈妈们脱去大

衣走向台前，一

曲“新年好”缓

缓唱起，忽然音乐转换成快节奏的“shake it off”，画

风突变妈妈们带上粉色小猪头饰，Disco彩球灯亮起，妈

妈们热情似火地扭动跳起舞来，接近结尾时妈妈们邀请孩



20 

 

子们上来一起完成了最后的热舞！之后美丽而有专业水准的 Bobby妈妈为大家独

唱了一首歌曲“我只在乎你”，美妙动听！ 

跃跃欲试的爸爸们早有准备，脸上画着各色的眉毛胡子扮演一群饥饿的狼纷纷登

台，主持爸爸声情并茂的描述着，可以看到小朋友们被带动的有些紧张了，观众

席后方突然跑出两只肥胖滑稽的“整鸡”，惹的大家开怀大笑，两个爸爸扮演的

“鸡肉“一边打着招呼一边走向台上， “恶狼”们一阵哄抢吃饱了肚子，台下

鸡爸爸的孩子们却吓哭了，鸡爸爸们赶快前去拥抱安慰自己两个天真无邪信以为

真的宝宝们！ 

接下来身着红裙的 Stephanie老师带领着

已经换好装束的全体小朋友为大家表演

“fivelittlepiggies”等英文歌曲，稚嫩孩

童倾情的演出，再次赢得父母

们的热烈掌声！ 

Jack小朋友要随父母搬去阿根廷了，全班同学联合赠送了极具

中国特色的礼物，每个小朋友也录制了祝福语汇编成一个小视频

送给 Jack，Lily老师准备的一份精美相册希望 Jack和家人能记

住在上海在乌南幼儿园渡过的愉快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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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G班迎新会完美谢幕了，最后的最后每个到场的家庭和老师们一起合

影，凝住这一刻的美好！真心感谢老师们认真耐心的指教、辛勤的付出，带给爸

爸妈妈们这么多欢乐、感动和骄傲！新的一年我们会见证小朋友们在老师悉心呵

护和教导下更多令人惊喜的成长！ 

 

Farewell to Ms. Cecilia 

Noah’s Mum, Class J 

Ms. Cecilia is on a six-month program 

in China. She became a foreign teacher in 

our Kindergarten last September. She was 

assigned to Class J and Class K.She took 

good care of the kids in both classes and 

encouraged them to participate the sports, 

games, reading books, and circle time. She 

also brought different viewpoints and insides 

to help them understand foreign cultures through 

western holiday celebrations and Canada culture week. 

She loves the kids and they also love her. Her 

experience in Wunan is very positive. She will start a 

new chapter of her life 

soon and study for her 

master program in TESL. 

We wish her all the best. 

We are definitely going 

to miss 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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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童心》 

画作作者：境内部中二班 周语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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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乌镇·乌村：大一班迎新活动隆重举行 

大一班 顾国琛家长供稿 

为了给孩子们创造一个美好的新年气氛，锻炼孩子的社会交往、沟通协作、

遵守规则的意识和能力，以及增强亲子互动，大一班家委会策划了“乌南·乌镇·乌

村迎新活动”。全班小朋友连同父母于 1 月 19 日集体前往浙江省桐乡市乌镇乌村

度假村开展迎新活动，并于 1 月 20 日返回。 

本次活动为大一班第一次集体前往上海市以外的景点开展活动，距离远、行

程时间长、人数多，

给家委会策划活

动增加了不少难

度。大一班家委会

7 位成员多次讨论，

联系酒店、确定行

程、策划活动方案

等所有细节，最后

得到班级所有成

员的认可，最终有

26 位小朋友家庭参加的此次迎新活动，占全班小朋友的 90%。此次迎新活动还

邀请了三位老师参加，并得到三位老师的大力支持和组织建议。参加活动的人数

总共为 92 人。 

为了让更多小朋友参与迎新活动，本次活动利用周末时间进行。所有小朋友

1 月 19 日早上 8 点钟准时达到幼儿园集

合，整装待发，进行一系列准备之后，

于 8 点 30 分，分别乘坐两辆大巴车前往

乌村度假村，行程约 150km，上午 11 点

钟抵达度假村，在度假村工作人员的协

助下办理了住宿手续。迎新活动正式拉

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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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下午进行了第一项活动：“古镇寻宝”。这项活动借鉴了本学期枫泾古

镇寻宝的形式，但是在内容上

增加了难度。首先将小朋友们

分成五组，集体乘车去乌镇西

栅景区，作为任务的起点。每

组通过接龙的形式完成 7 项指

定任务，每完成一项任务才能

得到新的任务提示，每项任务

都与本学期课堂学习内容紧密

相关，如寻找咪咪和多多通信

的邮局、理发店、银楼，当然还包括乌镇的一

些特色建筑，如乌镇牌匾、戏楼等。第七项任

务是猜谜底，在完成前六项任务之后，每组小

朋友将获得一个谜面，答对之后将获得谜底。

谜底分别是“大”“一”“班”“迎”“新”五个

字。 

第二项活动是本次活动的重头戏，也是核

心部分。即“乌南大一班迎新晚会”，晚会于

19 日晚 18 点 30 分在乌村麦田剧场举行，此前

家委会成员连同部分家长志愿者对剧场进行

了精美的布置，节日气氛隆重。晚会上，

乌村为了迎接乌南小朋友的到来，也特别

奉上了一些精美的舞蹈和歌曲演唱。然后，

乌南小朋友表演了“墨梅”、“国家”、“中

国功夫”等幼儿园学过的歌舞，还组织了

家长和小朋友“蒙眼摸手”的互动游戏，

王丰老师还表演了精彩的魔术节目。最后

是礼物交换环节，陈聿斐外公（上海市书

法家协会副会长）为从每个小朋友名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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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一个字，并以

小篆体进行专门

书写，并作为抽奖

每单，每个小朋友

抽到名单以后将

自己的礼物赠予

给该小朋友。通过

该活动，小朋友不

仅认识了这种特

殊的字体，还得到了自己喜欢的礼物。 

晚会结束以后，小朋友们回房休息，家长们则利用此次机会，开了一个小型

派对，增加了各个家庭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 

20 日上午，小朋友们主要在乌村内游览和参加相应活动，比如乌村童玩馆、

小动物乐园、农田深耕、手工烘焙、制作豆花、编织竹篓等。 

20 日下午 2 点钟，所有小朋友集体乘车返回上海。本次活动圆满结束。此

次活动参与家庭多、人数多、活动丰富，整个活动安全有序、整个行程中没有出

现任何风险，体现了家委会超强的活动策划能力以及小朋友们在幼儿园接受了良

好的规范训练。 

为了进一步总结经验，方便将来组织家委会活动。家委会在活动结束后，利

用问卷星网站开展了“大一班迎新活动满意度调查”，对此次迎新活动的时间安

排、费用水平、节目安排、住宿和餐饮安排等多项内容进行了满意度调查，调查

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家长对此次活动都非常满意，认为小朋友们通过此次活动学

到了很多知识，拓展了视野，并期望下一次活动尽快组织。 

 

 

2019 年中 2 中 3 班联合迎新晚会 

中二班 刘靖正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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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冬日暖阳的照耀下的，充满梦想和希望的 2019 年向我们迎面走来，

在这个辞旧迎新之际，乌南幼儿园中 2中 3班的小朋友们，在上海交通大学

体育馆，举行了热闹的迎新年文艺汇演活动。 

晚会在小朋友们的广播体操中拉开了热闹的序幕。看，小朋友们在老师

的带领下，一板一眼的把动作做得多么娴熟，

多么流畅，爸爸妈妈和老师们看在眼里，开心

在心底。 

中 3 班的

爸爸们准备儿

歌串烧，一首首

优美的儿歌听

的小朋友欢呼雀跃，把晚会拉向了高潮。 

紧接着，舞台上走来了十二只小动物，咦，这不是我们传统的生肖属相

吗?十二生肖，又叫十二属相，是中国与十二地支相配以人的出生年份的十

二种动物，包括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妈妈

们身着代表生肖的服装，在小朋友们的欢呼声中走向舞台中央。 

 

欣赏完幼儿体操，听完动听的儿歌串烧，让我们一起游戏吧，这个要爸

爸妈妈和小朋友一起参与，看我们谁最快到终点，我们都要努力争第一！虽

然我们的小朋友累的气喘吁吁，但是我们很开心。 

接下来，爸爸们大展身手的机会来了，激

烈的篮球对抗赛，伴随着小朋友们震天动地

的加油声中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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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 2班的爸爸们取得了比赛的胜利。赛后，我们的漂亮的篮球宝宝们

闪亮登场了！ 

在欣赏过爸爸妈妈们精彩的表演后，中二班的小朋友们带来一首<哆唻咪>

献给爸爸妈妈们。中三班的小朋友们带来一首<感恩的心>，献给关注他们成长的

老师们，献给辛苦付出的爸爸妈妈们。 

 

整台晚会精彩纷呈，气氛热烈，从始至终都充满了欢声笑语。晚会的举办充

分展现了乌南幼儿园健康和谐、积极奋进、团结向上的集体风貌，同时也让家长

和孩子们深深体会到幼儿园带给她们的幸福与快乐。 

 

 

 

 

 

 

 

 

拥抱 2019 之同里湖迎新会 

中一班 朱逸霖妈妈供稿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2019年新年伊始，乌南幼儿园中一班的小朋友和家

长们便欢聚一堂，用歌声和笑声迎来新的一年，热情拥抱 2019！ 

1月 12日星期六，绵长的阴雨终于戛然而止，我们驱车相约来到依湖而建 的

苏州同里湖大饭店。小朋友们一见面便格外热络，纷纷相约着去“见识”一下这

次入住的大饭店。话不多说，我们开启了丰富多彩

的亲子项目。 

首先，我们来到了花园喂兔子，“一只，两只，

快看，那里有一群兔子！”“白色、黑色、还有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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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原来兔子有那么多颜色的！”小朋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嚷嚷着，对于城市里

的小朋友来说，那么近距离地看那么多兔子，着实让他们兴奋了好一会儿。接着

小朋友们战战兢兢地开始喂食，有一点点害怕，又担心兔子吃不到吃不饱，这里

吃完了那边还有，你的喂完了我的分给你，十分热闹融洽，兔子们想必也是“大

快朵颐”了！ 

接着，是游园导览活动，同里湖大饭

店坐拥 8 万平米的精致园林和湖光美景，

又毗邻文化古镇同里，自是一步一景，美

不胜收。小朋友们和家长们感慨着大自然

的造化和人工巧匠，纷纷合影留念。 

终于,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我们

的迎新会在小朋友们的集体表演《加长法

国号》中拉开序幕。小朋友们个个精神抖擞，站在舞台上毫不胆怯，是想要告诉

家长们，看看我们有多棒！舞台的布置充满着新年的喜庆气氛，迎新会大大的红

色背景、猪猪的造型布景、还有一串串电子鞭炮，寓意着这一年红红火火！紧接

着，老师热情洋溢的新年致辞，祝愿着孩子们健康生活，快乐成长是我们最深的

祝福和期望。接下来是小朋友们尽情展现才华的时刻，有炫酷的《创造 101》街

舞、唯美的《踮起脚尖》芭蕾舞、温馨的亲子表演《Hokey Pokey》、轻快的尤克

里里演奏、还有各种好听的独唱、合唱以及家庭大联唱表演等等。最后，小朋友

们身穿唐装，手捧熠熠的烛光，用一曲《皇家唱诗班》将迎新会推向了高潮，家

长们纷纷站起身，在台下专注地观看宝贝们的表演，满眼尽是欣慰，还有感激！

这么整齐划一的演出背后是老师们付出了多少时间和不辞辛劳的指导，感谢老师

们又一年的耐心与陪伴，孩子们今天的载歌载舞才越发的自信、充满活力、积极

向上！最后，小朋友们互相赠送自制新年礼物，在赠与的过程中学习分享与珍惜，

也依依不舍地结束了我们 2019迎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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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小朋友们精神奕奕地参与了各项特别活动：亲子手工 DIY、户外活

动、儿童乐园等，是小朋友们在幼儿园之外的一起学习、协作、锻炼的机会，更

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和感情。 

欢乐时光总是短暂却让人难忘，当我们踏上回家的路程，进入上海时，终于

等到你——2019年的第一缕阳光！那一天，恰是腊八节，节日快乐，新年快乐！ 

 

两班联谊迎新春 游戏表演乐趣多 

中三班吴昕核爸爸 供稿 

转眼，本学期就快接近尾声了。在临近春节前，年终“大戏”也上演了，这

就是迎春联谊活动。为何说联谊呢？原来，今年本班和中二班结对子，大家一起

出谋划策，共创了一台集表演、竞赛、游戏为一体的迎春会。 

在策划这场迎春会的时候，两个班级的老师和家委会成员可谓众志成城，众

人拾柴火焰高。大家很快将迎春会的形式、场地、内容一一确定；同时进行了分

工，由中二班联系场地——上海交通大学篮球馆；由中三班家委会负责购买奖品

和场地布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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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迎春会的当天，交通大

学篮球馆里，很早就出现了本班的爸

爸妈妈们，大家齐心协力参与场地布

置。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场地限制，

吊挂灯笼可费了不少功夫，为了能把

大型灯笼摆放到位，家长们爬上了篮

球馆二楼，有的人甚至在拉钢丝时，

还把手划破了，可依旧是干得热火朝

天。 

这边布置场地，那边家长们也没有闲着。瞧，爸爸们在一旁走起了台步，原

来他们即将为宝宝们献上儿歌

串烧，由平日威严的爸爸们来

演唱儿歌，可谓是新颖又有趣。 

那边，由老师、家委会妈妈

和班级孩子妈妈共同组成的拉

拉队，可谓是吸引了众人的目

光，美丽的妈妈们排练起拉拉

队舞蹈，可谓是一丝不苟，就

是为了让宝宝们大饱眼福。 

随着家长们陆续到达场馆，迎春会很快开始了。两个班级的宝宝们，也穿着

各自班服席地而坐，我们班级的爸爸妈妈则统一身着白色上衣，大家看起来协调

而精神。有精神还不够，大家玩起游戏来也很有劲头，孩子们踊跃举手参与，带

着自己的爸爸妈妈夹气球折返跑、抬轿子折返跑，两个班级还比一比赛一赛，一

下子就把活动推向了高潮。 

相比比赛时的热火朝天，本班爸爸们一展歌喉的时候，宝宝们则在场内认真

的听，我想他们一定是很期待爸爸们

为自己唱儿歌吧，长大后，这或许将

成为他们心中美好的回忆。 

当然，爸爸们光唱唱歌显然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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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这不，两个班级的爸爸们组成了两支

篮球队，进行了对抗赛。本班家委会张振杰

妈妈，特意为爸爸们选择了“灌篮高手”中

湘北篮球队的队服，瞬间把爸爸们拉进了青

春的回忆，打球劲头也更高了，不过很遗憾，

二班的爸爸们还是技高一筹，我们遗憾落败。 

不过，爸爸们虽说输了比赛，妈妈们则博

得了全场的眼球，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

本班妈妈们组成的拉拉队，在网红神曲的伴

奏下，穿着专业服装，跳起了舞蹈，引得所有在场的孩子、父母啧啧称赞，一摆

手、一抬腿，尽显专业，将整个活动真正推向了高潮。 

最后，大家抽取了号码，进行了礼物互换，整个活动也进入了尾声。应该说，

这次活动从组织到执行，家委会、家长们的配合更默契了，大家犹如拧成的一股

绳，在老师的带领下团结、友爱、互帮互助，最重要的是，通过此次活动的举办，

大家的心靠得更近了。 

 

See you soon in the year of the pig!  

Laura’s Mum，Class K 

This semester is coming to an end and we are so excited to take a deserved break!  

It was an important semester for our little kids: they learned to get familiar with the 

teachers and to get to know each other, and to say goodbye to mum and daddy every 

morning, with some tears in between, and start an exciting day at school. Everyone 

did great! It’s not easy to get to know the rules of living in a 

community, share the toys or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s telling 

an adventurous story.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chool is just perfect for learning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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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skills. When the weather was good, and the air too, our little ones had class 

outside: they explored the playground and played a lot, they did some sports and had a 

great time. 

 In October, they celebrated Halloween! It was 

so much fun to dress up with their beautiful 

costumes and go around asking “Trick or treat 

“to their friends. Oh yes, they got a lot of sweets 

in their baskets☺  

Reading books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life. They love to listen carefully to 

the story and their imagination flies and flies, keep it up with this good habit ! 

The kids also enjoyed cooking in the little kitchen, and it looked like they had a fun 

time. Being a chef just for one day it’s not that bad!  

A lot of great activities, a lot of fun and a lot of new things they have learned! They 

are grown up now and they are ready to start the new semester full of energy.  

We sadly had to say goodbye to our classmate Luca: we wish you good luck abroad!  

Mrs Cecilia will also leave soon, all the kids will miss you but thank you for teaching 

them with passion and pat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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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ebye“旺旺队”年，Hello“佩奇”年 

大三班伊冉妈妈 

 

时光的车轮快速的飞转，转眼又

来到了岁末年尾，2018旺旺队年悄然

而去，2019的佩奇年来喽。2019年 1

月 19 日在上海耶里夏丽餐厅里大三

班的全体家长、宝贝和老师们一起共

同分享了快乐与祝福，在形式多样、

趣味浓厚的游戏和表演活动中孩子

们、家长们、老师们积极参与，敢于竞争，大胆表现，为 2019 年送上了一份快

乐的新年祝福，一份成长的喜悦！现在就让我们瞧瞧这个特别年会的亮点吧。 

 

走进活动大厅，迎面而来的就是由全班 30 个孩子们自己画的头像以及四位

老师们的靓照，感谢角角爸爸妈妈的设计以及汤团妈妈的制作。 

孩子们和老师一起在这里留下美丽的身影。 

 

 

全家人在这里记录下家庭的温暖。 

 

 

感谢我们美丽温柔的主持人普京妈妈和虽然表

情酷酷的却能把大家瞬间逗

乐的贝贝爸爸。 

 

 

感谢一直陪伴在孩子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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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孩子们，同时又极其宽容的大三班老师们。 

 

 

 

感谢在任何场合都能让自己 high 起来，跳

起来，毫不怯场的孩子们 

 

 

 

感谢所有努力花时间陪伴孩子，和孩子们玩

到一起，乐到一起，哪怕游戏中输给孩子们

的家长们 

 

 

 

幼儿园的时光虽然很紧凑，但是却充满

快乐、幸

福！虽然

我们还有半学期相聚的时间，但是我们相信这

个班级的成员最后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都会有

传奇的三班魂，三班有幸会永远在大家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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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快乐的童年 

画作作者：中四班 鲍梓涵 

 

 

 



36 

 

境外 A 班不一样的新年歌会 

境外 A班王之悦妈妈供稿 

尽管连日的阴雨绵绵，但是乌南境外 A班的教室里却是春意盎然，欢声笑语；原

来这群可爱的小朋友们正在兴高采烈的为自己 2019年的第一个新年歌会作着忙

碌的准备工作。这次的新年歌会主题是神奇的海洋。小朋友们除了认真的跟着老

师们学习有趣的歌曲和舞蹈动作，大家最最期待的是为自己制作演出服装的工作

环节；没错，这次的演出服是绝对的 A班原创。 

你看，Jeffery 和 Daisy 拿起铅笔

设计图稿的样子一点也不输大牌设

计师；另一边人小鬼大的 kennith

正拿着小剪刀开始剪减裁裁，好一

副在为自己量身裁衣的大师风范。

女生们更在意自己服装和道具的细

节，Zhenna 和 Michelle 正用起了

软泥在为自己的头饰作最后的装饰和加工；另一旁动作敏捷的 Reberto 已经拿起

完成的 Jellyfish 头饰准备试戴。 

整个准备工作和谐而又温馨。平时 A班的老师们非常注意培

养小朋友之间互相协作的团队精神；这次的新年歌会准备工

作中就体现的淋漓尽致。当

Serena在裁量纸张时，好几

个小朋友都会上前帮忙压平

纸张的另一端；当 Matthew

的彩泥不够用的时候，几个

也在一旁作道具装饰的女生见状马上就拿出自己

正在使用的彩泥和 Matthew 分享；当 Roy试戴起

自己当道具帽子时，小朋友们都会涌到他到周围，

毫不吝啬，发自内心到给予 Roy鼓励和赞扬。 

境外 A班就是这样一个温馨甜蜜到小家庭。当同学取得成绩时，全班同学都会一

起为他高兴；当同学遇到困难时，大家又都会主动的去关心和帮助有困难的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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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小小年纪就有如此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和班级老师以及整个乌南的教

育理念是分不开的。这小小的一场演出准备，会让每个小朋友难忘，会让每个小

朋友收益终生！ 

 

己亥祯祥 

中四班 章林天妈妈供稿 

时光如梭，2019 年己亥金猪呈祥，转眼宝贝们即将过完中班上半学期的幼

儿园学习生活。在这学期里，宝贝们在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均得到了全面

发展和提升，作为家长感到无比欣慰，同时为了更好迎接下半学期的园内培育生

活，由我班家委会精心筹划了元月 12 日迎新亲子聚会，特别安排了小伙伴剧场

观摩格林童话音乐剧《小红帽》+亲子聚餐派对。 

10:00宝贝们身着唐装服饰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喜气洋洋地踏进中国福利会

会少年宫小伙伴剧场，10:30 音

乐童话剧正式开幕，孩子们安

静、认真地在各自座位上开始观

看童话剧《小红帽》。一个小时

的童话剧孩子们被生动有趣的

剧情吸引住个个目不转睛，时而

发出天真烂漫的笑声，时而跟随

着音乐挥动小手上的荧光棒陶

醉，一个个小粉丝的模样惹人忍俊不禁。节目结束大家还在剧场内合影留念为我

们中四班这个大家庭留下珍贵的记忆。 

结束观摩活动，展现中四班

其热融融、相亲相爱的亲子聚餐

活动在豪生酒店音乐餐厅拉开

帷幕。首先陈老师为大家致辞对

中四班第一学期的学习生活各

方面进行了精炼的总结，对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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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下半学期的表现寄予殷殷厚望。接着孩子们为大家表演了一曲《金色童年》，

老师们精心辅导编排的歌曲、孩子们认真投入的演绎让现场的爸爸妈妈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为宝贝们点赞。大家一边品尝着可口的菜肴，一边欣赏着宝爸宝妈们精

心准备的节目。爸爸团串烧合唱《金色童年》、《大海啊，故乡》、《新年好》；妈

妈团在宝贝们的带领下现场做起了巧虎运动操，还有亲子家庭才艺表演、趣味游

戏等环节为聚餐现场掀起了一阵阵的高潮。 

挥别 2018年，启航 2019 年，希望小朋友在新的一学年里学到新的本领，收

获新的希望，祝愿大家新年快乐，生活幸福美满。 

 

 

编程课的震撼 

境外 c班 陈嘉莹妈妈供稿 

 

 

随着“HAPPY NEW YEAR”的钟声，小朋友们迎来了 2019 年，这将是一个新的开

始。 

这个月也是大班上学期的最后一个月，是小朋友们学习一学期的成果展示。 

依然记得开学时，机器人方队带给我们的震撼。这学期，大班小朋友有幸学习了

机器人编程课。 

 

（机器人 KIBO的组成）                  （本次课程的指令之一） 

带着忐忑的心情，进入教室，对于最后一堂

编程课，作为家长，很期待略担心。毕竟这是孩

子们第一次接触到编程课。当老师走进教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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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早已坐好的小朋友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很兴奋，我想他们一定很喜欢吧。当老

师开始用流利的英语解释这节课要编的指令的一瞬间，有点为他们担心，你们真

的能理解吗？当老师耐心地请了几个小朋友上台按指令走了一遍，看到小朋友们

踊跃的举手时，才发现他们真的是那样的开心和喜欢。当老师分组要求他们安装

机器人，并编程时。他们每个人都积极参与，分工合作，当自己组最终完成时，

他们每个人都欢呼雀跃。 

 

孩子们的喜悦是显而易见的，他们的进步是我们

意想不到的。每个孩子都是天使，只要给予他们每个

人学习机会，他们都可以成功。衷心感谢乌南安排了

如此精彩的课程，让孩子们和家长们与时俱进！ 

 

 

 

 

Preparing for Chinese New Year  

 Lois’s Mum,Class I 

 

The month of January is all about preparing for the Chinese New Year for Class I. 

The children learned about this very important holiday and the traditions that make 

this celebration so meaningful. The little class mates teamed up and each group was 

assigned their own decoration task to make their class room ready for the year of the 

Pig. 

 

The Yú/Fish is a very important and good luck symbol 

during Chinese New Year, April, Jacky, Forrest, Lily and 

Oswin where in charge of decorating the fishes with 

beautiful sparking sequins, so glittery.  

 

   

 

Loud noises to scare away bad luck is a very important too, 

Eddy and Lois were making the red fire crackers to hang 

all around their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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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but not least is the winter sweet flower, 

this national flower represents 

determination, courage and modesty. Arden, 

Alvin, Mason and Muse decorated the wall 

of the classroom with this beautiful flower. 

Looks just like a real flower.   

 

Great job done kids, you all worked with 

passion and dedication and the classroom 

looks stunning. All ready to welcome in 

the new year! 

 

Big thanks to teacher Lynn and Kate and 

Ms Liu, Class I is such a happy and 

creative class. 

 

 

 

   

境外 H班一月月报 

               境外 H班 Anabelle妈妈盛晓黎供稿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到学期末了，境外 H班小班的孩子们已经在幼儿园渡

过了一学期，幼儿园的教学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家委会的五位家长们努力配合

李老师和学校一起给孩子们度过了非常快乐的幼儿园小班第一学期。 

那在这个学期最后一个月的月报我们就刚好一起来回顾下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

们 H班的丰富的活动 

9月，家委会家长们配合老师共同布置了漂亮的自然角；教师节共同为全体小朋

友买花给学校所有老师以及所有工作人员，献花表达感恩， 

10月，家委会家长们鼓励家长们积极参与第一次家长进教室看课堂活动。看到

了孩子们丰富充满活力的幼儿园生活 

11月公开课感恩节的主题课程，孩子们了解到了有一个充满爱的节日，爸爸妈

妈们在课堂上看到了孩子们积极认真的表现，看到了孩子们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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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一号我代表班级参观了瑶瑶老师组织大家乌南幼儿园食品安全会议参观了

卫生整洁的厨房，家长们很安心。 

11月底学校组织了全体小朋友亲子参观消防大队，孩子们看到了梦想中的消防

车以及消防员宿舍还亲自尝试喷水好开心又学习了安全知识 

12月家长参与外教公开课，家长进课堂活动英语课特别棒，小朋友准备了自己

的围巾帽子自己戴上一起唱圣诞歌曲课堂气氛棒极了！ 

公开课上家长们一起为班上的老师们每人准备了一盒巧克力，由我们的孩子们亲

手送给老师，表达对老师们的感谢，圣诞的祝福！孩子们好开心！ 

当月家委会家长们组织了圣诞礼物交换活动，我们班级特别为孩子们在圣诞前组

织了圣诞派对，唱歌跳舞瑜伽圣诞老人到场礼物交换，孩子们别提多高兴了！ 

月末乌南组织了小朋友新年歌会把新年的气氛达到了最高潮，满满的节日氛围洋

溢在整个校园中！ 

12月为小朋友们购买小厨房三明治材料，孩子们亲子动手做三明治，又好吃，

又好玩还练习了动手能力，棒棒哒！ 

 

以上是这个学期 在李老师帮助下 我们境外 H班还有几位家委会的成员合力

一起为孩子们办的一些活动，在这里也要再一次感谢家委会的妈妈们，我们一起

努力为孩子创设更好学习环境。 

下学期我会提早思考好班级活动，更好的支持教学。 

 

舞动欢乐击鼓迎新年 

--小一班迎新年活动 

小一班吴将妈妈供稿 

    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喧天迎新年。时光飞逝，一边是恋恋不舍的与 2018

年挥手告别，另一边就要迅速转身迎接 2019 年啦！老师们与孩子们、家长们一

起载歌载舞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志愿者爸爸妈妈们在新年演出会的当天一早就

来到了小白楼，和老师们一起用五颜六色的气球和折扇把小礼堂装扮的漂漂亮亮。 

首先是充满仪式感的入场，每一位小朋友都是来到父母身边的小天使。孩子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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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小红帽，手拿小雪花，排成小公主和小王子两列，向家长们挥手微笑出场。 

第一个表演节目是属于孩子们的《小雪花》。这是孩子们第一次在爸爸妈妈们面

前参加集体表演。“小雪花，小雪花，飘飘洒洒在空中”，稚嫩的童声跟着节拍，

有节奏的或挥舞双手，或转身旋转。第二个节目是家长节目。爸爸妈妈们外婆奶

奶们变身为可爱的猫咪，边唱边跳，这也是家长们第一次在宝贝们面前集体表演

哦！第三个节目是森林舞会。老师们和孩子们一起演出王子精灵舞台剧。孩子们

换上自己喜欢的衣服，沉浸在森林舞会上所扮演的角色的中。在老师的指导下，

宝贝们非常开心的完成了演出节目。 

接下来是击鼓表演。李秒兰妈妈通

过电视台的资源为宝贝们请来了专

业的击鼓队，孩子们在观看表演节

目的同时，还学习了锣鼓文化知识。

李秒兰妈妈给大家讲解了各种各样

的锣鼓：中国鼓里面有腰鼓、花盆

鼓、板鼓、排鼓；西洋鼓里面有定

音鼓、小军鼓和架子鼓等。每一位

小朋友都上台去体验和感受击鼓。

孩子们开心的拿起鼓槌，跟着锣鼓

队的叔叔阿姨们，有节奏的左敲敲、

右敲敲。 



43 

 

在本次迎新会的尾声，老师

们设计了非常有趣的“挑爱

心 翻照片 找朋友”的活动。

孩子们随机挑选一个自己

喜欢的爱心，翻开爱心的另

外一面贴有同学的照片，说

出这位同学的名字，然后把

自己准备好的礼物分享给

这位同学。互换礼物这个节

目使孩子们懂得了互助与分享，正如咱们乌南幼儿园园歌的歌词所唱的那样“快

乐学习，分享互助”，我们是相亲相爱、互相帮助的快乐小一班大家庭！ 

 

    在己亥金猪年来临之际，精通中国书法文化的陈乐儿爷爷走进小一班，给孩

子们演示了什么是毛笔、什么是春联以及春联上的字是如何写出来的。小一班的

孩子们人手一张乐儿爷爷亲笔书写的“福”字，祝福老师们、孩子们以及家长们

在新的一年里开开心心、平平安安！ 

 

 

“辞旧迎新”境外 D 班一月月报 

境外 D班 Lincoln 妈妈供稿 

新年临近，家家户户都开始清扫家园，以整洁的面貌除旧迎新。那生活在

水域中的小鱼小虾小贝壳既没有扫帚抹布又没有清扫车来帮忙， 他们是怎样清

洁自己的家园哪？Kevin 妈妈来到了教室，她精心准备了图文并茂的“水生态”

介绍，并带来了水瓶，水草，小鱼小虾。

通过介绍水域中不起眼的小鱼小虾小草，

各自身怀绝技并齐心协力把自己的家园打

扫得洁净美丽，使小朋友们初步认识水生

态和生态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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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过问答的形式，启发小朋友应该如何保护

水生态的平衡，让每一片水域能永远保持自我

清洁的能力？ 

孩子们还自己动手制作“生态瓶“，放在教室

里，随时随地可以观察神奇的生态平衡。 

一年一度的

迎新活动如

约而至。说

说新年，发

现阿根廷爸

爸的年味视角，Max爸爸给孩子们展示了美丽

的阿根廷，介绍了阿根廷的新年习俗。 

 

美妈魔术师魔法无限，Terren妈妈身怀绝技，为孩子们变成一个又一个惊喜。 

 

舒缓的乐曲，歌

曲雪绒花，诗朗

诵，每个节目都

精彩纷呈，最令

人感动的是孩子

们表演的“妈妈宝贝”，让冷雨的冬天充满暖意。 

活动最后是孩子们最期待的礼物交换

环节，每个孩子都准备了精美的礼物，

也收获了同伴的祝福和心意。Happy 

New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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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2019年 

大四班 张嘉元妈妈供稿 

2019 年的第一个月，乌南幼儿园大四班充满着迎接新年的乐趣，以及活动

背后的文化意义。 

1 月 4 日，大四班精心策划准备的迎新

活动举办。打保龄球、读新年信、秀合家欢、

享美食„„老师们、家长们、孩子们欢聚在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展望新的一年。 

特别是，老师们用心准备的新年信，更

是给家长们惊喜不已。听孩子们阅读这样一

封记载着他们成长足迹的信，父母心中既有因孩子成长的感动，也有对老师倾心

付出的感激。 

过年的幸福，常常体现在一

顿团员饭里。 

这不，大四班的孩子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用绚丽的彩色笔画

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团员饭。一笔

一划，缤纷色彩里，是孩子们对

“年”的美妙体悟。 

以“猪年快乐，节节好运”为主题的小厨房活动，特别设计了有年味的食物，

带领着孩子们来制作。一层层的叠加，蕴

藉着“节节好运”的祝福；多彩的水果，

展示着年的斑斓美好。小小厨房，洋溢出

别样的年味。 

新年的第一个月，大四班这些富有创

意、充满乐趣的迎新活动，汇聚在一起，

大声“喊出”的就是——你好，2019 年！

你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