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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所有供稿者的辛勤劳动 ！ 

本次 乌南月报 责任编辑 ： 中三班 吴昕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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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月湖之美 
境外 B班 孙采薇妈妈供稿 

 

11 月 23 日，在一次延期之后，期盼已久的秋游活动终于到来啦。刚刚到早晨 8

点半，小朋友们就乘上巴士，穿过聒噪繁忙的公路，来到了月湖雕塑公园。这是一座

自然风景与现代造景艺术相结合的雕塑艺术园区。 绚丽的阳光映照着金黄的草，就像

被自然原有的清新所包围。

小朋友的身影在奇异的雕塑

间穿行，愉悦爽朗的笑声略

过平静的湖面，在公园上空

久久回荡。 

以月湖为名，自然首

先感受到的是山水的乐趣。 

小朋友们感受着秋天缤纷的

色彩，远望湖对面的山色，

开心极了。不知道是谁提议

我们都手牵手，向湖对面打

招呼吧。所有人都排成了一排，像一群红色的小鸭子一样亲近这片生命之源。可惜是

秋天啊，不然这群小鸭子一定会扑腾着下水去吧。 

 

 

小朋友们的秋游自然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神奇游戏

咯。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各种奇特的雕塑。他们都是代表

什么意思呢？也许和雕塑摆出一样的动作，就可以融为

一体，感受到雕塑师的想法吧。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雕

像，可还有很多小朋友们能看得懂的艺术，不愧是世界

级的雕塑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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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个剪纸人，原来是之前在幼儿园看到的皮影戏！没

想到在这里还有这么大一个，来来大家都来跟着他走吧。说

不定我们也可以进入皮影戏的世界。还有这个石头做的人，

它是坐下休息了吗？正好我们也都累了，来来大家一起休息

一下。  

还 有 还

有，地上长出了

大手。这可是难

得一见的东西。小朋友们一起伸出自己的

手比一比谁的更像。在一旁，老师们看着

这些活泼可爱的小朋友一边疯一样的玩，

而一边又会注意不让任何好朋友掉队的心

思，一路上照顾他们饮食起居的疲劳也消散了很多。在这样的秋景中，和这样一群孩

子嬉闹，我们应该后悔没有邀请所有的家长都一起来了吧。 

随 着 汽 车 踏 上 归

途，孩子们也都累的睡着

了。睡着之前他们还嘟囔

着，平时双休日都没时间

玩，能大家一起出来真好

啊。在他们的心里，这一

定是一次印象深刻的集体

活动。 能亲近大自然，

能感受到世界级的艺术，

能和同伴们一起游戏，能

放飞自己的想象，小朋友

们全面的成长中又多了一块宝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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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十一月 

                                                    境外 C班张若莹 Agnes妈妈供稿 

 

119 消防车进校园，逃生演习重日常，逃生知识记心中。通过这次活动，小朋友

们明白了消防要以预防为主，学到了许多关于火场逃生知识。 

这个月孩子们欣赏了一场皮影戏，了解了皮影戏这种特别的具有中国味道的表现

形式。让孩子们喜爱-这一民间艺术，了解这一民间文化。 

 

 

 

 

 

 

 

 

寻找雕塑公园里美丽的雕塑，雕塑各个形态迥异，淋漓尽致地表演人生百态。在

一个个美丽的雕塑旁，留下我们各小组的合照。 

 感恩节到来之际，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写下感谢信，让孩子们懂得感恩父母、

感恩老师、感恩伙伴、感恩自然、感恩社会、感恩身边的一切。并自主参观了邮局，

买了信封和邮票，体验了一把传统寄信模式。 

 

 

 

 

 

 

 

http://rj.5y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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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节的玛格丽特 
境外 E班 Michelle 妈妈供稿 

  

阔别孩子们一年一度最期待的万圣节，迎来了 11月的感恩节。爸爸妈妈们除了平

日里会教导孩子们尊重老师和所有教职员工外，在这特殊的日子里，也希望他们可以

用更具有仪式感的方式，向平日里默默无闻、每天辛勤工作照顾他们的人致以感恩节

的问候。 

11月 14日，由志愿者妈

妈们前期精心准备并当天参

与，我们利用了园区一楼的未

来厨房，带孩子们一起进行了

一次热闹非凡的集体烘焙活

动。 

首先大家分批更换上了小

厨师的衣服和帽子，洗干净双

手，将提前准备好的饼干，装袋包装好送给各位老

师和教职员工。随后，又分批按压制作了自己喜欢

的玛格丽特小饼干，让他们也能带回家去向爸爸妈

妈、兄弟姐妹和阿姨们表达感恩节的祝福。 

最后，大家走出厨房，将精心包装的饼干送给

了：卫生室的老师、门卫室的师傅、幼儿园的司机

大叔，还有在草坪上偶遇的园长妈妈。大家将来自 E

班孩子们感恩节带有浓浓香味与温度的祝福，传达

给了这

些辛勤

帮助我们的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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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G 班家长开放日 
Class G Jamie Zanker 妈妈供稿 

 

11 月 28 日是本月的家长开放日，主要内容是英文老师 Stephanie 给小朋友们讲

绘本《好饿的毛毛虫》（The Very Hungry Caterpillar），然后小朋友做一个毛毛虫

的手工。 

进入教室，小朋友们都已经整整齐齐的坐好了，一脸专心地看着老师。家长们安

静的站在教室的后面，希望不打扰到课堂。老师开始讲故事，小朋友们眼睛睁得大大

的，看着想象着瘦瘦小小的毛毛虫从卵钻出来，到处找东西吃。Stephanie 语速缓

慢，还用手指扮成毛毛虫蠕动的样子,小朋友被深深的吸引住了。 

故事每出现一种食物，Stephanie 就会问小朋友这是什么，小朋友们非常积极的

举手回答。毛毛虫吃了一个苹果，两个梨，三个李子之后还觉得

饿，小朋友们觉得很有趣，开始大笑起来。而对家长来说，可能

小朋友们大笑的样子更加好玩可爱，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当老师

讲到毛毛虫吃了无数食物之后，还觉得饿！！小朋友们觉得超级

搞笑，笑得简直不可遏制，有些已经从椅子上跌坐下去。作为家

长，感觉小朋友的世界真是单纯可爱，简单的事情对他们来说都是乐趣无穷，我们也

应该尝试着用孩子的眼光和心境去理解孩子，去和他们沟通，这也许才是真心爱孩子

的方式。故事生动有趣，讲述着毛毛虫化茧成蝶的过程，Stephanie 讲得绘声绘色，

还让小朋友们参与其中，整个课堂欢乐无比。 

故事讲完了，接下来的任务是做手工，小朋友们按秩序领了材料，开始“创作”

起来。女孩子们看起来更加擅长手工，喜欢色彩，做的毛毛虫都美美的，其中一个小

朋友还做了一只粉红色的“毛毛虫公主“。男孩子们比较简单粗犷，三下两下完成任

务，做出的毛毛虫形状各异。这是锻炼小朋友动手能力和创作能力的小练习，不管最

后成果如何，爸爸妈妈们都会觉得孩子们棒棒的，积极地赞赏他们的作品。每月一次

的家长开放日让家长体会孩子在幼儿园的成长，和老师的辛勤付出。为孩子们有如此

的快乐童年和点滴成长感到无比欣慰，也深深地感激老师对孩子们的悉心照料，耐心

教育，让他们能在健康快乐地环境下慢慢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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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Y Dye, Parent in Class, Thanksgiving and Field Trip 
Noah’s Mom from Class J 

 

Kids in Class J enjoyed Chinese traditional dye, another Parent in Class activity,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Open Day and a field trip besides routine LSGL activities in 

November 2018. 

In the afternoon of November 2, 2018, kids tried DIY Chinese traditional dye and had a 

lot of fun. They used gloves to protect and knew that it took time to finish a work and it was 

not an easy job. They learnt to be patient. 

The Parent in Class activity was held on November 16, 2018. Monica’s dad showed the 

class a fascination cello performance and the class sang with “Little Star” and “Little Bunny” 

songs.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the class knew about a new job-being a musician.  

Another open day and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took place on November 22, 2018. 

The class wrote down persons and things they are thankful for, enjoyed a story told by 

Edwards’s dad, and sang a Thanksgiving song together revised Alexandra’s  mom. 

On November 23 2018, the class had a field trip to the sculpture park. During the trip, 

kids in the class had a picnic in the park, climbed a treetop house, and played games. They 

are very joy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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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此事要躬行 

                                               大二班张芷榳妈妈 

 

天冷了，都市里的孩子们，原本就运动的少，外加“有一种冷叫外婆觉得冷”，

无形之中体型变“胖”的孩子们，运动量更是少的可怜，全靠学校里老师们的加餐。 

生命在于运动，这个道理谁都知道，

可是忙碌的家长们，真正能做到的真的又

有多少呢？从孩子们步入大班开始，老师

们就再三强调跳绳的重要性，以及目前大

二班孩子们跳绳的情况。可是，可是，可

是……做父母的都懂得，时间像那流水，面

对孩子们的各种慢动作，时间怎么就没有了呢？！有一种运动会，叫“亲子运动

会”，大二班聪明万能的老师们于 2018 年 11 月 23 日发起了亲子运动会。运动会开

场就很炫，孩子们集体广播体操，久违广播体操的家长们，看的津津有味、赞不绝

口。 

接下来更是精彩无限，先以孩子们为

主，小组跳绳 PK 赛、折返跑接力赛、花

样拍球障碍赛，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体育竞技的魅力，更在互帮互助的运动

中体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现场精彩、热闹、激动、刺激的场面

绝对不亚于奥运会，彩蛋更是一个接一

个，全体爸爸们集体跳绳秀，优秀妈妈代

表的花样跳绳秀，池老师的双飞秀。在孩子们一声声感叹中，一阵阵的掌声中，更体

会了“眼睛看来终觉浅，运动此事要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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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幼儿园境外大班家族沙龙 

境外 Class A 班桑海量妈妈 

 

11 月 20 日，天气多云，深秋意浓，怀着轻松又紧张的心情，乌南幼儿园境外班

家长一一入座。沙龙下午 2 点 30 分，在乌南幼儿园乌鲁木齐南路 14 号开始了。 

幼儿园请来了上届毕业生的妈妈们分享幼升小的一些经验和择校要注意的事情、

心态的调整，以及需要准备的事项。 

首先，上实国际的一位家长分享经验，上实比较注意有特色的孩子，比如对数字

敏感，面试都比较轻松，iPad 考试 100 题通过精选。入学后，语文和数学难度较高。 

接着，上中国际的一位家长分享了在面试前的准备，以及面试的过程。着重加强

英文的听说，面试两小时，模拟幼儿园的半天，观察综合素质，外教面试 20 分钟，看

图说话，还有提给小朋友吃点心的环节，观察小朋友行为习惯。 

之后，世外一位家长女士着重讲到，小朋友要多讲，多开口，善于表达自己，自

信非常重要。入学以后，进度很快，写字要求很工整，喜欢开朗会讲的小孩。 

包玉刚学校一位家长女士分享包校的全人教育和轻松氛围。先面试孩子，通过后

再面试家长。学校也是比较注重培养自信开朗的小孩。 

最后家长提问环节，三位家长的提问

都得到了一一解答。 

    总的来说，学校普遍重视孩子多

开口，语言能力，开朗自信，行为规范，

综合素质很重要。有条件让孩子多参加面

试，加强自信心。多关注学校的官网和微

信公众号。 

非常感谢乌南幼儿园校方为境外大班家长组织这场沙龙。让我们有机会从误区中

走出来，择校有了方向。不再焦虑，培养孩子好的生活学校习惯，孩子身心健康也很

重要。自信，开朗地迎接小学生活，忌急功近利，提升自己唱歌跳舞画画等综合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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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家长们全体动员 科学实验惊喜连连 
 

境内部小一班吴将妈妈 

 

十一月的上海秋意浓浓，凉风阵阵。法租界内的梧桐树迫不及待的换上了秋天的

装扮，当秋风阵阵吹来的时候，梧桐树叶跟着秋风的节奏洒落在了乌南幼儿园的周

围。 

幼儿园里快乐小一班的孩子们在法租界梧桐树叶的陪伴下，无忧无虑的开心玩耍

着。对于孩子来说，童年里秋天的符号就是有乌南幼儿园里面快乐小一班的老师同学

们，还有每天上学和放学回家路上铺满青色石板路上的梧桐叶。来看看快乐小一班孩

子们十一月的精彩校园生活吧！ 

一、志愿者家长们 

志愿者爸爸妈妈们还有祖辈们按值勤时间早早的佩戴好红绶带，准时到岗。和每

一位来园的小朋友面带微笑，真诚的挥手问候“小朋友，早上好”。 

有的孩子会大声回应“早上好”；有些内向的孩子会微微点头，或声音比较小，

这时志愿者家长们会弯下腰，和

孩子们打招呼“早上好”！ 

 

有活泼好动的孩子会一路小

跑上楼梯，志愿者爸爸妈妈们会

轻声提醒“不要在楼梯上奔跑，

要当心容易摔倒哦”；有性格内

向，或者早上会有点不开心的小

朋友，志愿者爸爸妈妈们会用柔

和的话语鼓励小朋友：“小朋

友，今天穿的鞋子好酷呀”，听

到来自幼儿园里其他家长的鼓

励，本来低头不语的孩子，突然

间抬起头，微笑着而且非常自信的说了一句“早上好”！ 

二、 家长进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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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验是什么？什么叫

科学实验呀？”“快看快看，泡

泡怎么会追着棍子动起来了？小

棒子怎么能把羽毛和五颜六色的

纸片吸到木棍上去了，还没掉下

来？”在小一班的家长进课堂栏

目第一期的课堂上，由物理老师

奚佑青的爸爸带领孩子们动手做

实验。看着泡泡在桌子上自己会

追着棍子跑，孩子们发出阵阵尖

叫声。还有没有碰到易拉罐，易

拉罐居然就自己站起来了。 

在孩子们的眼睛里看到这么

多的神奇的科学现象，激发了孩

子们不停的问各种各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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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沙龙开放日 脉脉温情暖人心 
 

境内部中三班吴昕核爸爸 

 

就在 11 月底，我们中三班照例迎来了家长开放日和家长沙龙。不过这次的活动，

却让人由衷温暖。 

开放日现场，班主任孙老师循循善诱，引导孩子们观看理解了抽象主义画作，这

幅画作用直线、横线和方块反映了华尔街的画面。欣赏完毕以后，孙老师带领孩子们

自己动手，用线条勾勒出自己

心中的城市。“这是乌南幼儿

园”、“这是东方明珠”，在

发散性思维的海洋中，孩子们

欢快地跳跃着自己的思维，他

们眼中的线条、方块，可以是

房子，可以是地区，可以是自

己喜欢的东西。正是通过了这

样有意义的活动，让孩子们的

逻辑思维顿时精进了不少。 

随后，孙老师和沈老师带

领大家来到了班级的另一角，

原来在这里有一个神秘的仪式

即将进行。只听音乐响起后，

宝宝们各自手拿着给家长的贺卡，交给了各自的父母——

这是孩子们亲手制作的感恩节贺卡！伴随着集体朗诵《游

子吟》，这个小小的仪式顿时进入了高潮。孩子们稚嫩的

声音中，折射出的是年轻父母眼中的滚滚热泪。 

仪式结束后，大家来到了操场，这是要干什么呢？哈

哈，原来今天到场的爸爸们要给孩子来秀秀球技。只见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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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们先表演了一下颠球技巧，说是技巧几乎没一个人是真正会这项技术的，不过没关

系孩子们的笑声已经回答了三个字“很满意”。当然，足球对抗赛是必不可少的，可

惜由于我的一个传球失误，导致了本队 0 比 1 惜败，不过重在参与嘛。随后，孩子们

跃跃欲试了，他们上场试图来抢爸爸们脚下的球，真可谓人多力量大，爸爸们纷纷投

降。 

另外，今日的家长沙龙，邀请了班级郭雨泽妈妈来为大家讲授育儿心理学，这无

疑给了所有家长在孩子的“叛逆期”中指了条明路。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总结这次的活动，

应该是“感动”，感动于孩子没得细心，感动

于老师的用心，感动于身在乌南的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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诲人有道 润物无声 

              ——记“彩虹小屋”的诞生 

中二班  林绎如妈妈供稿 

 

看到这两张图片，猜猜看，小朋友们在做什么呢？ 串珠游戏？绘画比赛？ 

     

no~no~都不是哦，这是中二班的孩子们在进行人生第一次选举。 

小菜园到底是叫“五彩小屋”还是“彩虹小屋”，30 个孩子各有各的意见和理

由。他们在教室里七嘴八舌地讲着，老师们则发起了这样一场投票：先用绘画的形式

把名字具体展现出来，然后每个孩子拿一颗珠子当选票，依次走过两个票箱，喜欢哪

个名字就投上一票。投票的结果显而易见，喜欢“彩虹小屋”的多，少数服从多数，

于是中二班的小菜园就有了名字——彩虹小屋！ 

持少数意见的孩子们并不沮丧难过，接下来，大家都欢欣雀跃地跑到屋顶农场为

小菜园刷新衣去啦。 

看那一个个认真的小脸，这是他们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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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主人翁们齐心协力地努力下，小菜园真是来了个脱胎换骨的变化，一开始是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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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呢，她是这样的： 

 

 

 

 

 

 

 

 

还记得半年前小二班菜园的落成嘛？如果说小班时的菜园让孩子们感受到春耕秋

收的喜悦，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好，那么中班的升级版菜园则让孩子们领悟到集体生活

的法则：意见不同很正常，有了规则就能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每个人都有平等的一

票，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但形成多数意见后就要接受这个结果；一个人可刷不完这

么大一片栅栏，要大家团结起来互相合作才能做好彩虹小屋；只有一种颜色不叫彩虹

小屋，要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一起才好看……小小人儿朝“社会人”又结实地迈进了一

步。 

想起园长妈妈开学时的那番话：公办幼

儿园不是不教知识，我们在教，而且教得

很巧妙。是的，一年多来，在乌南举办的

一项又一项活动中，慢慢体会到老师们是

如何在巧妙地教。相较于填鸭式灌输知

识，这种润物无声、循循善诱反而需要老

师们花费更多的心思，而对于学前孩子们

来说，比起学拼音学算术，人格之塑造、品性之养成恐怕是更为重要的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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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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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快乐、成长 
境外 D班 朱尹澔 Aiden妈妈供稿 

 

健康快乐成长。这是一句人们常用的祝福语，短短六个字浓缩了对孩童成长最美

好的期待。 

回顾乌南 D班十一月的活动，精彩纷呈已不足以形容。最特别的在于这些活动照

顾到孩童成长所需的方方面面，真正是做到了健康、快乐、成长。这些活动中：有涉

及健康安全的——教育孩子的同时学校也以身作则让家长放心；有涉及快乐玩耍的—

—无论雨天还是晴天，老师们总是变着花样的让孩子们开心；有涉及成长学习的——

从培养动手能力到好玩的英语课，孩子们的飞跃进步离不开老师们的辛勤栽培。下面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排在首位的是健康安全，也是老师和家长最关心的方面。11月

2日，D班的家委会家长受邀出席了乌南食品安全讲座，还实地参

观了厨房操作间。这一次的参观干货满满，校方对食品质量严格的

监控真正让家长们放心，孩子们吃的也开心。11月 15日，学校还

邀请了吴兴路消防总队给小朋友们上消防安全课。当高大威猛的红

色消防车缓缓开进校园，整个校园都沸腾了！消防员叔叔给孩子们一一讲解了车上的

救援设备，还现场演示 20秒快速穿消防服，并教导孩子们防火知识，让孩子们牢牢把

安全意识记心里。 

除了健康安全教育，快乐对于乌南的孩子来说是必须的！你有听说过沙水世界

吗？这个高大上的设计可是只有乌南 的孩子才能享受

到哦！11月 16日 D班的孩子们在沙水 世界玩的不亦乐

乎，现场还有玩沙玩水的工具，真正 是孩子们的天

堂！而下雨天我们的 D 班也不闲着， 在老师的带领下

穿着雨具捡树叶和山楂，整个过程新 奇又有趣，淅沥

小雨中充满了孩子的笑声。除了校园内的活动，最快乐的一天莫过于走出校园外秋游

啦！大巴士带着小朋友们开到了佘山月湖公园，那里除了美丽的月湖，还有各种攀爬

山攀爬架，正适合 5岁好动的孩子们。玩好了以后野餐，真正是难忘愉快的一天。 

在乌南的活动可不止是玩耍哦！老师们还安排各种动手课和学习课，帮助孩子们

开阔眼界、学习知识、成长为有用的人。在感恩节来临之际，芳芳老师邀请 D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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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来到学校的未来厨房，带孩子们制作苹果派。11月中，乌南美术教育资深老教师

带孩子们上了一节染布刺绣课，课程内容也是经过周全设计：针线全部运用安全塑料

圆头和粗线；使用棉毛巾代替棉布使孩子更直观的看到扎染吸水的过程；使用容易被

安全针头刺穿的草垫让孩子们刺绣做杯垫——在教导孩子的过程也是时刻把安全放首

位。在月末的公开课，家长们也现场体验了孩子们日常有趣的英语课，还观赏了老师

和孩子辛苦排练的合唱。孩子们的成长让家长欣喜又感动，学校的课程如此丰富有

趣，浸润着乌南的孩子茁壮成长！ 

健康快乐成长。这句话在乌南不是一句期待；它是日常，是灌溉，是收获。 

 

 

 

 

 

 

 
 

 



 

22 
 

小小消防员和欢乐秋游 

境外 H班 Jonathan 妈妈供稿 

 

11月的消防周，为了让孩子们了解消防，一下课由各自带班老师以及各自家长带

领，来到了位于吴兴路上的徐汇消防支队吴兴消防站。远远看到停在门口的红色消防

车，孩子们已经兴奋不已。 

首先，孩子们上了二楼，参观

消防员的宿舍。瞬间，日常紧张而

忙碌消防站，洋溢着欢快的气氛。

一走进房间，孩子们被一尘不染的

环境，以及整洁的床铺给惊呆了。

接下来，消防员叔叔给孩子们演示

如何折叠整齐的床被，孩子们认真

地注视着，并不断发出倾佩的赞扬

声。孩子们对着家长和老师默许学到了新本领，回家也能叠出如此整齐的被子。 

接下来，孩子们来到一楼，参观消防设备。消防员叔叔

首先提出很多关于消防的问题，比如：发现火情应该如何应

对，如何拨打消防专线。孩子们争先恐后地给出正确的答

案。然后，叔叔拿出各种消防装备：氧气瓶，水管，防毒面

罩，地表测温仪。叔叔不但给孩子们讲解装备知识，而且让

每个孩子能穿戴并使用展示的工具。叔叔又演示了 10秒完

成消防服穿戴过程，孩子们惊呼不已。当然，这些看似简单

的‘迅速’，都是以平时训练为基础的，孩子们表示会不断

练习，独立穿衣也会如此麻利。 

处于兴奋状态的孩子们被领到室外，每个人亲自体验水枪喷水灭火过程。说时迟

那时快，警报突然响起。消防员叔叔说：“警报响了，出警了，请大家让一下“，瞬

间‘嗖’地窜上了消防车，只见消防车越开越远，消失在不远处。孩子们通过此次走

出课堂，零距离体验到了消防员的工作，足以让孩子真正深刻地了解到消防知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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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学习了自我保护的本领。孩子从此也能体会到那位保卫我们家园安全的护卫队，

并且对他们表深深的感谢和敬意。 

11月 23 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孩子们终于等来他们梦寐已久的秋游。戴着

乌南小红帽，向着月湖雕塑公园出发。这是孩子们在乌南的第一次秋游活动，早早地

起床，兴奋不已。离开钢筋水泥的市中区，在一片广阔的郊野公园里，一起野餐，探

索树屋，尽情在白色的蹦床上欢呼着，尽显童年的欢乐无邪。秋游活动不仅让孩子们

体验了自然，通过活动学会团体协作，互相帮

助的优良品质。

 

 
 

 

 



 

24 
 

亲近自然 感受消防 童趣无限 

                                    境外 I班 Oskar妈妈 

 

【亲近大自然】秋天是个美丽丰收的季节，大自然是宝贝们最广阔的教室，赋予

我们取之不尽的源泉，回归大自然，在大自然中增长知识，开阔眼界～ 陈老师，Miss

 Kate ，刘老师带领着宝贝们来到了月湖雕塑公园，和秋天来了场愉快的邂逅^_^～  

#跳跳云#亲爱的老师们带着宝贝们一路观赏各种各样的雕塑，目不暇接，一起在

跳跳云上面爬上去滑下来，兴致勃勃，轻松活泼 ，宝贝们特别喜欢。  

 

 

 

 

 

 

 

#大树洞# 宝贝们手牵手爬上大树洞非常不容易哦，必须给积极前进的宝贝们一个

大大的亲亲，爬上顶后可以看到非常美丽的风景。 

 

 

 

 

 

 

【参观消防队】在消防官兵的带领下，宝贝们参观了消防车以及各种消防器材，

听消防官兵讲解了各种消防器材的功能和使用方法，并且亲自穿戴体验了消防战斗员

的个人保护装备，消防员叔叔还现场演示了消防器材的操作使用方法,活动中宝贝们看

一看，听一听，摸一摸，一张张小脸上写满了崇拜和喜悦，都有一种长大后我也要当

消防官兵的愿望 ，太帅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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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科普参观活动 

大一班 张睿琦爸爸供稿 

11月 25日，阳光明媚的上午，乌南幼儿园大一班

的小朋友来到了沪闵路 7900号的上海航宇科普中心参

观。 

一进门，满眼望去都是各种各样的战斗机及民航客

机。随着宝宝们陆陆续续的到来，今天的参观活动正式

开始。在导游的带领下，宝宝们排好队伍有序的进入了

DC-8-61大型喷气客机参观，该飞机 1982 年 9月 17日

在虹桥机场发生故障后经修整后于 1986 年移至航宇科

普中心进行展示。 

然后，我们来到了科普馆，里面介绍了飞行器的发

展历史，科普馆里陈列了各种飞行器的模型，我们也观

看了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架飞机的视频介绍，导游详细

的介绍了第一架飞机与现在的民航客机之间的差别。然后我们观看了中国自主研发的

arJ21支线客机及 C919 大飞机模型，导游也详尽介绍了其特点。科普馆里同时陈列了

各种空气动力学的实验模型，让宝宝们在动手玩的时候理解了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

的知识，在飞机模拟器里，宝宝们也体验下开飞机的感受。 

最精彩的当属参观后的表演环节，熊胤喆爸爸为小朋友们表演了沪语绕口令《吃葡

萄》，张睿琦、孙依澜、朱奕霏表演了歌曲《虫儿飞》，徐星潼、季宸节、陈聿斐表

演了歌曲《感恩的心》。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参观的活动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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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推拿助力健康成长 

小二班 赵思谦妈妈 

 

中医博大精深，其中蕴藏着很多保健、强身健体的办法，针对我们的小朋友，小

儿推拿就是这样一种方法，通过刺激经络、穴位，来帮助宝宝建立和完善免疫系统，

提高孩子的正气，激发自身抵抗力，可以达到治疗和保健的目的。小二班第一期“爸

爸妈妈进课堂”就来了一位擅长小儿推拿的爸爸。 

⚫ 良苦用心初识小儿推拿 

小二班赵思谦的爸爸是一位认可中医并且喜欢研究探索的爸爸，自从宝宝出生，

赵思谦爸爸就慢慢开始接触学习、研究实践小儿推拿，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 日积月累护航宝宝健康 

赵思谦出生后，每天睡前都会享受一次爸爸的专人“马杀鸡”，从捏脊、磨腹到

揉足三里，这些普通的保健方法不仅能提高宝宝的免疫力，还能安眠、促食欲，益处

多多。别小看这每天睡前十五分钟的推拿，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爸爸在这每天的例行

任务中，提高着宝宝的健康屏障，增加着与宝宝的互动，传递着对宝宝的感情。赵思

谦小朋友在这些耳濡目染中，也会有模有样的给爸爸妈妈“推拿”，十足的“小医

生”派头。目前为止，爸爸已经运用小儿推拿的方法为赵思谦小朋友治愈过感冒、鼻

塞、发烧、咳嗽、上呼吸道感染、中度肺炎、胃痛和疱疹性咽炎等常规儿童疾病。 

 

 

⚫ 精心准备分享自身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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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分享的赵思谦爸爸在开学之际便表达了愿意跟家长们共同关注孩子们健康成

长的想法，作为第一期“爸爸妈妈进课堂”的“排头兵”，赵思谦爸爸做了充分的课

前准备，通过现场授课的方式，结合 PPT 讲解，同时邀请家长们现场互动，分享了小

儿推拿适用对象及注意点、4种常用的保健手法及上呼吸道疾病手法。 

分享会上吸引来了将近 20 个小朋友的家长前来，钱韵至妈妈特地带来钱韵至作为

“小志愿者”，配合赵思谦爸爸为大家展示具体的推拿手法及穴位按摩。4 种常用的

保健手法包括补脾经（增加食欲）、磨腹（促消化）、揉按足三里（健脾胃）和捏脊

（提高免疫力），只要每天坚持做，对宝宝提高抵抗力事半功倍。上呼吸道疾病手法

囊括治疗发烧、感冒、咳嗽的推拿手法，赵思谦爸爸在介绍时，给大家一一指出具体

的穴位，为各位家长在家为小朋友们顺利做好推拿答疑解惑。分享会结束后，小二班

的家长们均反应，小儿推拿实用性高、干货满满、易于上手。 

 

 

乌南幼儿园一直秉承着培养“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分享互助、快乐学习”的具

有中国新的世界小公民，作为乌南幼儿园的家长们，更要同孩子们一起进步，以身作

则，建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此次“爸爸妈妈进课堂”一节小小

的小儿推拿分享课，更体现了在家园互动中爸爸妈妈们也在乐于分享的气氛中，一起

快乐学习，不断提高自己，共建美好家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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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小三班如火如荼地开展图书漂流活动——小朋友们 

在书的海洋中快乐成长 

小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从小培养小朋友们良好的阅读习惯和对书籍的兴

趣，乌南幼儿园小三班精心策划了图书漂流活动。截至目前，在家长志愿者的热心组

织和协助下，图书漂流活动已经顺利开展了五周啦。 

 

首先，每位小朋友都从

自己家里的小小藏书中挑选

出两本最想和小朋友们分享

的书籍，并在书籍的扉页上

注明推荐理由，包罗万象的

图书汇集在小三班中，形成

一个小小的图书池塘。在每一个周五的下午，每位小朋友从书池中选出一本自己想看

的书，在家长志愿者处登记后，装进自己的图书漂流环保袋中带回家阅读。然后，在

下一个周五归还，同时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读书心得，开始新一轮的图书漂流。 

在图书漂流活动 开展的

两周里，每位小朋友 都是棒

棒的。借书还书时井 然 有

序，读书时兴趣盎 然，分

享时积极主动。图书 漂流不

仅增加了书的厚度与 温度，

更加激发了小朋友们 主动探

索与交流的欲望，通过图书漂流活动，小朋友们深刻体会到阅读和分享的快乐，这种

快乐和习惯将伴随着小朋友慢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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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老爱幼 情满乌南 

——记乌南幼儿园小三班重阳节活动 

小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乌南的花儿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

不似春光。胜似春光，祖辈儿欢聚坐一堂。重阳节是我们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佳

节。在这个欢乐祥和的节日里，我

们乌南幼儿园小三班举办了一场精

彩纷呈的亲子活动，共同体会“重

阳敬老”、“登高望远”等传统习

俗节。 

下午 2：00 钟，祖辈们纷纷到

达会场，班主任章老师首先开展了

暖场活动——亲子交流主题沙龙，

祖辈们和老师一起讨论在孩子教育中碰到的难题与困惑，分享自己的育儿经，大家无

话不谈，现场气氛活跃温馨。 

接下来，小朋友们出场了，在宝贝展才艺环节，小朋友们又唱又跳，活泼可爱，

像一个个灿烂盛开的小花朵，把在场的祖辈们逗的前仰后合，笑的合不拢嘴。 

活动正式开始了，亲爱的主持人程度爸爸和小

朋友们开展了亲切的交流互动。在热烈的互动中，

小朋友们了解到重阳节的意义，学习了尊老爱幼的

传统美德。 

接下来就是活动的高潮—爷爷奶奶本领大环节

啦。郭宛旖外公打太极拳、傅兆生奶奶唱《摇篮

曲》、朱乐骋外婆的儿歌串烧、靳舒然姥姥打响扇

以及李灵睎奶奶写大字的节目异彩纷呈，小朋友们

对爷爷奶奶们展示的才艺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

纷主动参与进来，更加增进了与祖辈们的感情。在

小朋友的热烈喝彩中，乌南小三班展现出一个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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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庭的和谐氛围。 

重阳节最重要意义就是“敬老”文化的传承。百善“孝”为先！在观看完爷爷奶

奶的精彩表演之后，小朋友们用自己的小手给亲爱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们敲敲背捶捶

腿：“爷爷奶奶辛苦啦，我们爱你们”。 

最后，就是体会我们重阳节登高望远的习俗啦。祖孙们手拉手一起登高望远，在

屋顶农场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送重阳糕、橘子和鲜花。祝福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重阳节

快乐，健康长寿！ 

充实快乐的活动结束了，但是每

个乌南小三班的老师、家长和小朋友

的心中的温暖久久不能散去。 

感谢乌南幼儿园为我们精心策划

的富有意义的重阳活动，感谢小三班

老师和家委会的辛勤组织和准备，让

孩子们体会到了集体活动的快乐、感

受到传统佳节的温馨氛围！ 

(图片提供：程度妈妈、杨依洲妈

妈、张钱锦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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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听是最温柔的理解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供稿人：小四班 苏文渊妈妈 

  

在这落英缤纷、秋高气爽的季节，在乌南幼儿园小四班家委会成员的精心筹划

下，我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第一次亲子活动。11月 8日，爸爸妈妈和宝贝们走进了上

海 ET剧场，倾听了一场沪上知名主持人的《潮童家长会》亲子脱口秀。 

 

 

 

台上是爸爸妈妈从小看到大的眼镜哥哥金炜和体育达人方也哥哥，台下是小四班

跃跃欲试的小朋友和兴致勃勃的家长们。一开场，方也哥哥就带领小朋友做了互动

操，“眼睛眨眨，翅膀飞飞，小鸭子，小鸭子，嘎嘎嘎，小猫咪，小猫咪，喵喵喵，

小狗狗，小狗狗，汪汪汪……”，看着我们小四班的孩子个个都学着做动作、发出小

动物的叫声，家长们笑成一片。 

接着，金炜哥哥开始了他风趣幽默的脱口秀，讲到了时下最热门的各种幼儿园趣

事，比如幼儿园家长群的新闻、幼儿园小朋友的英文名字，还有社会上产生的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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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鄙视链现象等等，金炜哥哥生动有趣的例子和诙谐幽默的表达，引来了全场的捧

腹大笑。 

但是，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之后播放的两段视频。第一个视频提出的问题是

你最需要爸爸给你什么?爸爸都会认为孩子想要某个玩具或者某本书，想去某个地方，

然而面对父亲接到电话之后，取消了原本的家庭日活动，孩子们默默流下的眼泪或是

无奈接受的表情，默默刺痛了在场家长的心。第二个视频提出的问题是孩子最让你头

疼的是什么？你会给孩子打多少分？妈妈会认为不好好吃饭和睡觉、调皮捣蛋让人头

疼，给孩子打分也只是 5到 8分，而问所有的孩子你给妈妈打多少分，孩子们打的都

是满分十分，甚至打趣说一万分，他们仰着头，眼睛里全是纯真，稚嫩地说：“我希

望妈妈陪我玩”，“我喜欢妈妈的口红”，“她的嘴巴可以亲我”，“妈妈烧饭给我

吃很辛苦”，“我想保护她”，“妈妈变老了，我会伤心”，“我会画画来想妈

妈”。在场好多家长悄悄地拭去了眼角的泪水，有的孩子眼睛也是微微泛红，主持人

几度哽咽，他让宝宝们抱抱家长，亲亲彼此，互相说一声我爱你。 

父母对孩子的爱从来都是无私的，孩子对我们的爱也是天真无邪的，在当下的社

会，我们的焦虑情感有太多太多，生怕自己做不了一个好爸爸好妈妈，想要赚更多的

钱来为家庭提供更多的保障。但是，在孩子小的时候，时间用来赚钱，等孩子大了，

就已经没有时间再来陪伴和走进孩子的心里了。 

这场亲子脱口秀在欢笑和泪水中落下帷幕，散场后，依然发人深省，教会我们家

长要学会倾听孩子内心真正想要表达的想法，拿出更多的宝贵时间来陪伴这个小小人

儿成长，因为倾听是最温柔的理解，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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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深秋 

中四班王一蕊妈妈供稿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树为霜。季节轮回的脚步踏遍时间，梧桐树叶飘轻轻

坠地，又一个秋天如约而至。 

秋季，是跃动的季节。凉意渐浓，挡不住孩子

们奔向操场的脚步，在老师的指导下，平衡、跑

跳、钻爬、悬挂，每天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动人景

象。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家长总愿意为这样的美景驻

足，红彤彤的小脸，晶莹的汗珠，纯真的笑容，带

给所有人最强的原动力。本月在潘老师的指导下，

孩子们上了一堂生动丰富的体育课，有针对性的开

展特定动作技能培训并结合音乐、游戏等多种形

式，进行感知和训练，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 

秋天，是丰收的季节。屋顶农场里，中四班的

自留地里，绿油油的青菜，圆滚滚的卷心菜，还有各种各样爸爸妈妈也叫不上名来的

美味蔬菜都成熟了，闻一闻，可是带着泥土的本味；摸一摸，开动脑筋想一想，什么

颜色的菜叶子，吃起来味道好？体验式教学，丰富了体验，开拓了视野，屋顶农场真

是魅力无限！交大桃李园内，经过大半年我行我秀历练的孩子们,走上了好灵童的大舞

台,勇敢、独立、自信的精神面貌，带给我们太多惊喜和感动，在这里孩子们感受到了

舞台的魅力，收获了满满的体验！ 

秋天，是学习的季节。乌南有

心，老师用心，把中国民间古老的传

统艺术—皮影戏带给了孩子，让他们

了解到皮影戏是我们国家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拥有 2000多年的历史，是中

国古代人民的智慧结晶，有趣的皮影

戏，小朋友们看得津津有味，更是把

中华文化传承的种子埋在每个孩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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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里，一颗颗希望的种子终会汇聚成为苍茫森林。在天干物燥的秋天，幼儿园里迎来

了穿着绿衣裳的消防员叔叔，这个季节里讲解消防安全知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和

消防员叔叔面对面交流，看叔叔们表演极速穿衣，演练如何操作各种消防器材，讲解

消防知识，最后再和威武雄壮的消防车来合个影，就这样每个孩子都成了消防知识的

传播者。 

秋天是孩子们满载而归的欢笑和欣喜,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来时老师的悉

心教导，大爱无疆，上善若水，点点滴滴，润物无声，在这个金色的季节里，感谢老

师用无私的爱，给孩子带来无比绚烂多彩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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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宇科普中心之快乐亲子游 

 
中一班 沈意钧妈妈供稿 

 

2018年 11月 24日星期六早上，风和日

丽，阳光明媚。中一班的小朋友和家长们相

约来到上海航宇科普中心亲子游。 

航宇科普中心是全国和上海市的科普教

育基地。它低调地建于闵行区沪闵路上，通

过门口进入停车场我们才豁然开朗，好多真

飞机停驻在场地上，有两架大型客机，几架

战斗机，还有一些火箭模型和神州五号飞船模型，一下子不知道从哪里参观起了。这

时候儿子的好朋友蜜蜜迎了上来，他率先带我们登上了麦道 DC-8型喷气式飞机，小朋

友们熟练地拉起安全带，放开小餐板，玩起乘飞机的游戏。随着小朋友的逐渐到来，

他们开始在前后舱门之间穿梭，玩得咯咯笑，可见如此近距离地接触大飞机对他们来

说是种非常愉快的体验。 

讲解员看大家熟悉了室外的飞机后，开始带领我们进室内展厅参观。展厅里展示

的是国产大飞机和一些航空史的飞机模型。讲解员除了介绍大小型客机的外观区别，

还着重介绍的是新一代国产商飞 C919

和国产 ARJ21支线客机，科学普及了

飞机穿梭的各气流层。小朋友们都睁

大眼睛，安静有序地听讲，在心里默

默种栽着一个个航天梦，同时在也展

现了乌南小朋友良好的社会素质。 

航宇中心别出心裁地给小朋友观

摩了 3D电影“穿越冰川”，机舱内传

出一阵阵的笑声，让我们在外面等待

的家长无形中也感受到一种驾驶的乐

趣。最大的彩蛋莫过于“模拟驾驶体验室”了，小朋友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模拟驾驶

客机还是战斗机，亲身当了一回“小机长”，在天空自由地“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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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joying the last bit of warm weather 
Class K, Daphne’s mum Jackie 

 

Class K had a very busy and active November! This month, Class K learnt numbers 1 

to 5, shapes, days of the week, the earth and the sky (and everything in them). They also 

learnt about community and the people who help the community such as police, firefighters 

and doctors. 

Wunan conducted a fire safety session with the class to make sure they know what to 

do in a fire emergency. Class K had lots of fun on a visit to the local fire station where they 

got to meet firefighters, try on their firefighting gear and watch them spray the fire hose!  

This month, Class K also had a surprise Cello performance by a fellow Wunan parent 

which they thoroughly enjoyed. 

Lots of good weather and air days also meant lots of outdoor playtime in the school 

playground which always brings a smile to their faces. There was also a field trip to Shanghai 

Moon Lake where they enjoyed running around in the sun, jumping on a bouncy moonscape 

and climbing giant net obstacles.  

After coming down from the sugar rush of October’s Halloween festivities, Class K 

had a chance to learn about Thanksgiving, giving thanks, making cards and feasting on turkey 

and pumpkin pie! 

Class K parents were taken through a mini presentation relating to 2 to 3 year old child 

development regarding behavioural traits, self expression and sharing. This ended with the 

kids joining the parents for a quick game playing with a giant parachute. 

Hopefully the good weather will stay during December, but at least there’s Christmas 

to get excited about! 

 

 

 

 

 

PARENTS OPEN DAY VISITING FIR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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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面名称：大树 

画作提供：境外 E 班 王靖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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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和孩子一起成长 
                                                                                                       

境外 F班  Adel妈妈供稿 

 

“教儿有方”——教育儿女很合理,正确,有效。Adel 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是第

一次做妈妈。对于孩子的教育怎么样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有效的？对于新手妈妈的

我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我需要和我的孩子们一起探索，磨

合。 

今天我就分享 3 个我和 Adel 相处生活中的事例吧。 

事例一：事情发生在 Adel 大概 2 岁半的时候，某一天我和 Adel 走在上海的林荫

道上，路边的水果铺引起了 Adel 的兴趣。她指了指龙眼跟我说要吃。因为家里有足够

多的水果，我没有答应。但是水果店阿姨热情的对 Adel 说：小姑娘，拿两个吃吧。

Adel 很快地说着谢谢伸手去拿龙眼。我马上阻止了 Adel，对着水果店阿姨说：不用

了，谢谢。试图拉着 Adel 离开。Adel 对着我说：妈妈，水果是阿姨的，阿姨说可以

的。我当下突然意识到近期一直在和 Adel 在说的物权——谁的东西谁做主。很多时候

我们会替我们的孩子做很多主：我们要求孩子分享他们的玩具，我们要求孩子拒绝他

们可以享用的东西。孩子通过简单逻辑说出了我说的和做的存在矛盾，而且我并没有

尊重孩子的意见，而是武断地替孩子做主。我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点直到这一刻——孩

子说出来了，我认真倾听并且思考了。在 Adel 边走边吃着龙眼的时候，我蹲下来平视

着孩子，认真的说：今天妈妈没有问 Adel 的意见，直接拒绝水果阿姨给 Adel 的水

果，妈妈没有做对，以后我要注意了。Adel 笑着说：没关系的，妈妈。孩子得到了足

够的尊重，给予了足够大的空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她也会给予别人尊重与

空间。 

事例二：为了我们能吃到绿色蔬菜，我妈妈定期在乡下亲戚家收罗一些蔬菜寄到

上海，每天我们吃着新鲜的蔬菜，Adel 就会用微信语音说：外婆，谢谢你，你寄来的

菜非常好吃。那天 Adel 说完后，对着我说：妈妈，你有没有和你的妈妈说谢谢？我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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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母女之间不需要“谢谢”、“不客气”这类的词，所以就语言上说谢谢这个词已

经很久没有了。但是我突然意识到：Adel 早上吃完早饭都会说：谢谢妈妈，早饭很好

吃；下午去接 Adel 给她带了点心，Adel 都会开心的说谢谢妈妈；当我听到“谢谢”

的时候，内心还是无比温暖的。所以当天晚上我很认真的和我妈妈说了一声：谢谢！

很多事情只有自己当了妈妈了才会体会到。同时需要感谢 Adel 提醒我这点。 

事例三：Adel 从小喜欢吃甜食，巧克力、冰淇淋、棒棒糖都是她的心头爱。Adel

的发小从北京来上海玩，两个孩子见面异常兴奋。我们给买了冰淇淋。Adel 蹦着跳

着，冰淇淋球掉到了地上。我第一个反应是：完了，Adel 要哭了。Adel 看着掉在地上

的冰淇淋，眼圈红着朝我这边走过来。 

我关切的问：“Adel，怎么了？” 

Adel 回答说:“我的冰淇淋给我弄掉了。” 

“掉了啊？好可惜啊”我没有急着做出反应。 

“是的，我太激动了。冰淇淋掉那边地上了。妈妈能给我再买一个吗？我一定小

心了” Adel 脸上没有了之前的伤心，感觉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阿姨给你买去啊” Adel 发小的妈妈马上说道。 

“谢谢阿姨！妈妈，我们把地上的冰淇淋弄到垃圾桶去吧。” Adel 又对着我

说。 

整个过程下来，没有发生我预期的大哭，而是自己马上想出解决办法，是我意料

之外的，感觉孩子真的长大了。 

这三个事例是我们在家里发生的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同样的事情也许在别的家

庭中发生。我想说的是从这 3 个事例中我看到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更有值得我去学

习和反思的地方。所以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细心聆听孩子的意愿，尊重孩子的每一个

决定，平等地对待孩子们，你会发现孩子们有的时候会是我们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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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怀感恩，织巾为您 
大三班伊冉妈妈 

 

在黑暗世界里有一个叫“结果”的怪兽，在它的眼里结果最重要，只要没有达到

它预期的结果就会暴怒，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黑暗世界的怪兽瞄准了乌南世界的三宝

村，它悄无声息的在村里植入了“结果”病毒。这个病毒极其的强烈，也就是那么几

个日夜交替，三宝村的父母们都被这个病毒传染，温柔和宽容渐渐消失，而被控制在

内心中的急躁与不耐烦却越来越强大。原本“你再试试、再想想”变成了“你怎么连

这个都不会。”、“我都和你说了多少遍了。”最后整座三宝村的温柔父母们被结果

怪兽完全封印。 

但是有黑暗的地方，必定会有光明。三宝村的孩子们是不会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村

落被黑暗世界控制，于是在光明使者沈大侠和殷大侠的帮助下，“有一种温暖叫感

恩”的破解封印计划开始了。 

光明使者们给了三宝村的每个孩子们神奇魔法毛线，且传授了编织密法，据说用

这个毛线编织出来的围巾，能融化所有的冰冷，破解所有邪恶封印，但是必须破解人

亲手编织。可是，这个魔法毛线的魔力有时间限制，一旦开封，只能在规定时间内把

它变成围巾魔法才能有效，否则毛线将永远消失。在如此多的任务面前，孩子们怎么

才能在规定时间里完成感恩围巾？在光明使者的点拨下孩子们知道必须偷偷的利用碎

片时间，才可以顺利完成。 

平日里一有空时间就跑来跑去，各种奔跑玩耍的孩子们突然放弃了少之又少的玩

耍，而专心编织围巾。围巾的编织除了动手还需要动脑，一刻不能分心，因为一旦分

心就会漏针，围巾会出现一个超级大窟窿，一旦这样就只能重新来。虽然很多孩子都

遇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因为要拯救自己的父母，他们没有丝毫放弃的意念，

继续编织。 

终于孩子们等待的那个大日子到了，当那些被“结果”怪兽封印的父母们带上孩

子们亲手编织的围巾时，一道橙色的光芒瞬间在天空散开，缓缓变成一颗颗爱心，飞

到了父母的身体内，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终于封印被解除了，怪兽被打回了黑暗世

界，孩子们用充满温暖的围巾拯救了自己的父母，宽容与温柔再次回归三宝村。在这



 

41 
 

段经历中孩子们懂得感恩并不是付出，而是收获 ，而父母更为自己的宝贝们感到骄

傲，三宝村因感恩而变得更加美好。 

感恩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美德。感恩应该是社会上每个人应该有的基本道德

准则，是做人的起码修养，也是人之常情。虽然以上的情节被故事化，但是这些由孩

子们亲手编织的围巾却真的温暖了我们这些大人，有些孩子把亲手编织的围巾送给了

妈妈，有些送给了爸爸，还有一些送给了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在努力地用自己的方

式感恩最爱的那个人。 

感谢沈老师和殷老师精心设计的这个感恩活动，在当今的社会"感恩"对于孩子来

说尤其重要。现在的孩子都是家庭的中心，他们心中只有自己，没有别人。要让他们

学会"感恩"，其实就是让他们学会懂得尊重他人。而反过来我们这些父母也要学会感

恩孩子，感恩孩子，是他们使我们的生命完整；感恩孩子，是他们让我们敢于直面自

己；感恩孩子，是他们让我们重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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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爱的表达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大四班 张嘉元妈妈供稿 

 

正如教育家第斯多惠所言，“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

和鼓舞。”幼儿园生涯中，课业学习尚未正式展开，对每一个孩子内在素质的“激

励、唤醒和鼓舞”，恰是时候且格外有意义。 

这样的激励、唤醒和鼓舞，在乌南幼儿园总是有迹可循。比如，境外部打造一新

的木工坊与布艺坊开张

以来，大四班的孩子们

多次快乐地前往体验。

那里，布局用心、设施

完备、体验丰富，为孩

子们提供了他们之前未

曾体验过的学习内容。

无论男生还是女生，一

个个都专注于小手与布

艺、木头的“变幻”过

程，专心致志，乐在其

中。幼儿园创设条件，老师们用心指导，让孩子们体验了织布、布贴画、编绳等多种

手工操作，这不仅有助于孩子精细动作的锻炼，也可以引导他们用自己的手和心去感

受一事一物，培养耐心、细心、坚持的

品质。或许，更重要的还是，在潜移默

化中让孩子们慢慢懂得，万物来之不

易，值得珍惜。 

幼儿园门口的山楂树，红艳艳地果

实累累。大四班的孩子在老师们的带领

下，采摘了满满一筐山楂，洗净、切

碎、搅拌……在志愿者妈妈的指导下，

动手制作出酸酸甜甜的山楂糕，将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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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回家和家人共享。劳动的过程，充满趣味与快乐，而自己动手制作的美味又更有一

番别样滋味。小厨房里的制作活动，既是双手的劳动，也能激发孩子对生活、对家长

每日辛苦劳作的一份感悟与理解。 

一块编织板、几团毛线，这个 11 月，大四班的孩子们都变成了忙碌的编织工。各

种颜色的线团，随着小手不停的操作，一圈又一圈地“长大”，慢慢地，“长”成一

条条温暖的围巾。颜色不一，长短不同，但都是孩子们爱的编织。感恩节那天，老师

给一条条围巾系上了漂亮的丝带，孩子们把各自绘制的心形感恩卡夹在围巾上。由爱

编织的围巾，作为一份爱的礼物，送给自己爱的人——老师、家中的长辈或弟弟妹妹

们。 

感受爱，表达爱，正是在这样的爱的教育里，乌南幼儿园的孩子们将成为更好的

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