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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四月里

境外部 H班 周琳赟供稿

美丽的四月，悄然而过，伴着鲜花，伴着春雨，伴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实在

是太爱四月的每一天，因为它让孩子们在每天的点滴中涨知识，健体魄，送温暖。

Hello April,

The voice of our children’s fills the air in this beautiful lovely

month. We truly love everyday in April as our children’s grew happier and

smarter!

4 月 29 日我校开展了主题为 “爱在春暖花开” 的玩具义卖慈善活动，乌南

家长与师生们共同参与了这次爱心活动，每年的

爱心义卖其实是让小朋友们关爱身边有需要的

人，做力所能及的事，在献爱心的同时更懂得珍

惜自己的幸福生活。

On 29th April, our school is organizing

“ Love is in Spring ” a charity fund

raising event through selling of toys.

Parents and students of Wu Nan

will be joining this meaningful

event and every year the act of

giving helps our children’s to

understand helping unprivileged

people.

H 班还是个有爱的家庭，我们

在征求各位家长的意见后，把每周

二、四早上的晨读时间定为了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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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时间，让家长走进课堂，给小朋友们

讲各种有趣的故事。很感谢 Noria 妈妈、

Anabelle 爸爸、William 爸爸给大家打

样，看孩子们听得多认真，希望以后会有

更多的家长参与这个活动，为孩子们托起

梦想的翅膀。

H Class is such a lovely family,

after discussing internally, a

representative parent will be reading

story books to the children every

Tuesday and Thursday morning. We thank Noria Mummy, Anabelle and William

Daddy’s in setting a good example and giving the children a wonderful time

in the classroom. We look forward in seeing more parents joining this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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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让父母不舍的春游

大三班 伊冉妈妈供稿

“妈妈，明天早点叫我起来；妈妈，快点，我们要早点出发！”

不知何时起，爸爸妈妈发现不用再担心孩子晚起的问题了，这群小娃到底发生了

什么事情呢？

原来他们 正在争取

自己当兵的资 格，别以

为只是早起就 可以了。

每天早上孩子 们还要经

历严格的体能 训练。从

跳绳开始，随 后跑步，

紧接着就是让 很多爸爸

妈妈们都汗颜 的平板+核

心练习。谁都 没有想到

参军这件事竟然给了孩子无穷的力气与毅力。终于参军的日子到了。

当看到身着军装，头戴军帽的孩子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来到操场，面对国旗宣誓

时，多少父母的眼泪在眼眶中打转。而当父母正式给孩子们带上大红花时，虽然知道

孩子们终究会远离自己，走自己的路，但这次的短暂

当兵活动却提前让大家提前感到了离别的酸楚。尤其

是看到看到远道而来的父亲为儿子带上大红花，更是

让大家一丝丝酸楚。不过相对于这个酸楚，更多的还

是自豪与骄傲，因为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挂着“爸爸妈

妈，相信我，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笑容。

当接着孩子们去军训的大巴开动离开，父母依旧

站在那里望着车子离开的方向，默默的为孩子们祝福

与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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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印了爱与勇气的四月

大四班 张嘉元妈妈供稿

这个 4月，乌南幼儿园大 4班的孩子们都很嗨。

因为，活动一个接着一个，精彩纷呈：充满上海韵味且童趣盎然的上海周系列活

动、富有体验性和意义的“学当一天兵”活动、洋溢着爱心与欢乐的义卖活动……由

这些活动提纲挈领的乌南 4 月，给了孩子们不寻常的体验，并烙印下关于爱与勇气的

价值。

对于自己生活的城市上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体验与认知。而上海周系列活动

以浓墨重彩的方

式，让孩子全方位

地感受到上海与上

海文化的多元魅

力，增加了身为一

名上海人的自豪

感。玩上海弄堂游

戏、观看上海制作

的经典动画、品尝

上海风味美食、参

与“我眼中最美的

上海”亲子摄影活动……在欢乐与有趣中将幼儿园举办这一活动的深意，悄然传递给

每一位孩子。

社会实践活动“学当一天兵”活动，是孩子们期待已久的。4 月 18 日早上，操场

上一群身着迷彩即将“出征”的小战士，训练有素地做操、宣誓……做得有模有样。

敲起鼓，给小兵们戴上大红花，在队伍两边“送军”的爸爸妈妈们内心也是激动澎

湃。

到营地，在教官的带领下，孩子们练队列、射击、投手榴弹……度过了特别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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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在家长们看来，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让孩子在不同寻常的体验中，去懂得何为

服从命令、何为不怕苦不怕累，锻炼面对挑战的勇气。

而参加乌南爱心义

卖活动，则是让孩子们

用自己的行动去理解

“爱”的内涵和价值。

孩子们纷纷捐出自己喜

爱的玩具，由其他年级

的小朋友来购买，最后

将义卖所得捐献给那些

需要帮助的孩子。在义

卖活动中，家长志愿者和孩子们大声吆喝着、推销着，每卖出一样玩具，就开心得不

得了。热热闹闹的场面里，涌动的是诚挚的爱心。

就像大 4 班的孩子说，“我想把爱送给全世界”。在乌南幼儿园这样的校园里，孩

子们的获得也是没有边际的，丰富而开阔，有助于他们全面成长。这个烙印了爱与勇

气的 4月，是一个例子，也是一种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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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南的最后一次爱心义卖

境外 A班 王之悦妈妈供稿

从小班到中班，A 班的小朋友们最期待的活动就是乌南幼儿园一年一度的玩具义

卖活动。每年看着大班的小哥哥小姐姐热情售卖玩具的样子就羡慕的期盼着有朝一日

自己也能变成小哥哥小姐姐，也能从买玩具的角色变成卖

玩具的小当家。转眼，这些小不点在今年如愿以偿可以登

上售卖玩具的“舞台”。

从老师宣布今年所有小朋友要准备玩具并且在义卖活

动中负责售卖开始，小朋友们就兴奋的想像着自己在义卖

会上大展身手的样子了。

首先，大家回家告诉了爸爸妈妈这个好消息，并且精

心选择了合适都玩具，高高兴兴的把玩具带到了学校；大

家把玩具整整齐齐的排列在小桌子上。绫绫老师为每个小

朋友拍下了抱着玩具，心里美滋滋的样子。

然后，小朋友在老师的带领下开始制定售卖策略。他们的目标是已最快的速度卖

掉所有玩具，筹得最多的善款。这个小朋友说，我们可以送赠品，另一个小朋友说我

们要联系售卖的口号；别看他们小小年纪，一个个都非常都有自己独特都生意经。在

投票表决后，最后决定，增加一个抽奖环节，买一个玩具抽一次，奖品是漂亮都贴

纸。大家都信心满满的期待着义卖日的到来。

在四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一终于迎来了 A 班小朋友们在

乌南的最后一届玩具义卖活动。周老师早早的就准备好了

布置义卖桌的漂亮桌布。老师和家长志愿者们也早早的来

到学校把我们班的义卖桌和义卖区域装饰的漂漂亮亮。把

第一批玩具错落有致的放在义卖桌上。此时吃好小点心，

穿戴整齐的 A 班小朋友们已经精神饱满的排好队，准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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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了。

激动人心队时刻终于来了，时间一到中班的小弟弟，小妹妹在他们爸爸妈妈的带

领下涌进了大礼堂；A 班的小朋友们一看“顾客”来了，奋力吆呼起来。Jeffrey 个子

高，声音也大，大声的说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这里有最新，最好玩的玩具哦！”

其他小朋友也赶紧跟着一起招呼着小弟弟小妹妹到我们这个义卖台来选购。看到一个

正在为买一个还是买两个玩具犹豫的小弟弟，我们人小鬼大的 Roy 赶紧补充到，在我

们这里买 2 个玩具可以多一次抽奖机会，不要错过哦。同时拿起一沓亮晶晶的贴纸在

“顾客”眼前晃。小弟弟一看有那么漂亮的贴纸，马上决定要多买 2个玩具。

也许是小朋友们准备的玩具太好玩了，其中还有 1 个玩具被 2 个小顾客同时看上

了，要争着买。这是善解人意的 Serena 和 Yaya 就马上给后来的那个小妹妹推荐其他

的玩具，一边介绍一边演示。终于把我们的“小顾客”都安抚的开开心心。

在 A 班小朋友，老师们和家长

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都以最

快都速度卖掉了所有的玩具。小朋

友们一个个忙的馒头大汗，但他们

知道这些筹得但善款会帮助到更多

到小朋友心里都美滋滋的。

在乌南的学习快要结束了，在

最后一个学期，让小朋友们经历了

这次有意义的活动，真是让他们终

身难忘，终身收益。A 班所有小朋友和父母们都由衷的感谢乌南幼儿园，感谢园长妈

妈安排的一次次让小朋友们身心得益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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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玩具义卖活动——爱在春暖花开

境外 B班 Angela Hang 妈妈供稿

“快来啊！快来啊！买玩具送糖果！快来买

呀！买一送一”…… 在一声声清脆稚嫩的吆喝声

中，乌南幼儿园一年一度的玩具义卖活动在三楼大

礼堂拉开了序幕。

一个多星期前，大班的小朋友们在老师们宣布

要举行爱心义卖活动开始，纷纷慷慨的捐出了自己

心爱的玩具。并在老师们的协助下，整理，标价。等待这个有

意义的日子的到来……

家长志愿者们在义卖日当天下午一点来到会场，用气球，

彩带，蕾丝桌布以及特色标语装饰会场。并把义卖品摆上‘摊

位’，把大礼堂装点成了充满爱意的‘玩具超市’。

当会场内主持老师宣布义卖开始，礼堂门口等待着的中班

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进到会场，看着琳琅满目的玩具先是不知

所措往哪个‘摊位’走。“我这个过山车可以钻山洞，你看看

可以从这里进去，那里出来”，“我这个小盒子其实是个音乐

盒，你听听”，“我的变形金刚，你看看”…… 小哥哥，小姐

姐们的热情洋溢的介绍他们一样样自己‘小时候’玩过的玩

具。小弟弟，小妹妹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摊位，买了一件，又

被小哥哥，小姐姐们塞糖果和热情的推销所打动，买了一样又一样…… 很快，‘摊

位’上的玩具被一扫而空

义卖活动非常成功！爱心一元捐和玩具义卖活动共筹得爱心款项人民币 32433.10

元。所有款项将由乌南幼儿园家委会购买玩具捐献给徐汇区董李凤美康健学校的孩子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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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卖活动意义重大！既让小朋友们知道了应该关心和爱护需要帮助的人，让小朋

友们了解到帮助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又让他们学到了怎样物尽其用，给他人带来

快乐。

感谢乌南幼儿园的园长和所有老师们！谢谢你们组织这样有意义的活动，既让参

与义卖的孩子们从小懂得关心他人，学会分享，体会帮助他人的快乐；又通过这样的

活动，给那些特殊孩子们带来童年的快乐，点燃他们更多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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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四月天

境外 C班 施道晴妈妈供稿

四月，是大地回暖的时节、是万物复苏的时节；就在这春意融融的时光里，温暖

的种子也在小朋友们的心中悄悄地生长开来，用实际行动体会着帮助别人的意义。

我们听老师讲述一些在西藏生活的小朋

友们的日常，才明白不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

以像我们一样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和图书，于

是我们从自己家中挑出自己喜欢的书带到学

校、老师仔细地用红丝带把它们绑好，它们

就可以踏上去西藏的路了。看着一摞一摞整

整齐齐的书，想象着西藏小朋友打开他们阅读的场景，我们都好开心——虽然不认识

他们，但就好像和自己的好朋友分享一样！

我们还参与了学校一年一度、热闹非凡的玩具义卖活动——和去年不同的是，这

次我们都“升级”做售货员啦！为了这一天，我们

都早早做了准备，从家里精挑细选带来心爱的玩

具，老师还帮我们给玩具都贴上了价钱，有 50

元、100 元、200 元；到了义卖当天，家长志愿者

们下午早早就来到学校布置；等到我们午睡起来，

我们的礼堂都已经被彩色气球包围了！

我们都在自己的桌位前面准备好，小班和中班的弟弟妹妹们陆陆续续来到大礼

堂，挑选他们自己喜欢的玩具、然后把心仪的玩具

开开心心的买回家——就这样，我们拿到了好多可

以用来帮助别人的爱心基金：为我们自己感到骄

傲！虽然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参加幼儿园的义卖

活动，但是我们会把这份爱心继续下去，用自己的

行动让更多的温暖传递给需要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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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 D 班四月—— 春风十里，乌南爱心月

境外 D 班 David 妈妈供稿

春天的种子在爱的春风里尽情播散，整个四月我们乌南幼儿园都沉浸在爱心的世

界里。

配合着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本月的月初，我们乌南幼儿园展开了“情暖西藏

为爱阅读”的活动，班级里每个小朋友都选出了自己心爱的图书，还不会写字的我

们，在爱心卡上画下了对远在西藏林芝小朋友们满满的祝福，每一份的祝福，都是一

份爱的传递。每一份的祝福都在小朋友们心间撒下来了爱的种子，我们期待这个种子

生根发芽结出更美的爱的花朵。

本月的月末，我们又迎来了乌南的传统爱心活动—“爱在春暖花开”爱心玩具义

卖活动。

活动的这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小雨，原定的活动也改到了在小礼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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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完全没有影响大家献爱心的热烈气氛。大班的小朋友毫不吝啬的带来自己心爱的

玩具，摆成小摊位，各种吆喝声此起彼伏，热烈而生动。

我们班的小朋友更是兴高采烈地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挑选自己喜欢的玩具。每个

小朋友都手里拿着自己满满的收获，同时也贡献出了自己的爱心。

拥有健康和快乐的童年是我们每个小朋友的希望也是我们爸爸妈妈的心愿，当我

们在幼儿园里高歌，放声欢笑，学习本领，体验生活的时候，同样的来自徐汇区董李

凤美康健学校的小朋友们更值得我们关心和牵挂。乌南爱心义卖的全部善款我们都将

捐给这些需要我们关怀的小朋友。帮助和抚慰他人是我们在乌南幼儿园学到的重要一

课。

春风十里，不如乌南爱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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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世界好丰富

中二班 刘靖正供稿

周一早上，是固定送孩子去幼儿园的时间，因为有被褥和铺盖要从家里带回去学

校。爸爸的工作，简单机械而且重复。从周一到周日。除了送你上学这一小小插曲，

就是每日面对胃和肠子，以及不同人身上做着类似的微创手术。

成人的世界，日复一日，重复来重复去。你的世界呢？我的孩子？

我看到早上入园时，你大声问出的早上好，看到了执勤家长对你的微微笑。

我看到了你们欢乐的童话书屋，看到你眼睛里对神奇世界的向往，看到你们围坐

一起聆听故事的欢乐。

我看到世界读书日的你们，全神贯注读书的样子，是你们最可爱的模样。我看到

你捧着我们的世界，那阳光灿烂的笑容.

我听到广播里你们送出的故事和歌曲，一点点羞涩中显露着激动和兴奋，毕竟是

电波里传出来自己的声音。

我看到你们涉足神秘的树洞，在陌生环境中探索宝藏的激动和紧张。我看到你们

攀登每一座小山，看到你们兴奋而涨红的红扑扑小脸。

我看到你们在大大的草地上奔跑，你们洒满阳光的脸，是如此的温柔和灿烂。

我看到你们分享午餐，体会着童年的快乐……

我看到了你们眼中的春天，看到了轻墨淡彩中你们的春日世界。

我的孩子，忙于生计奔波的父母们，看到了你们的欢乐，看到了你们的成长，也

看到了你生活的学校世界，原来，你的幼儿园生活很精彩，你的世界好丰富！



17

幼儿园一日三餐---平衡膳食、健康保证

中三班 郭雨泽爸爸供稿

幼儿园是孩子们日常学习生活的场

所，从每天早上 8 点入园至下午 4 点离

园，每天大部分时间孩子们都是在幼儿园

中度过的，其中会吃一顿早餐和一顿午

餐。现在孩子们正在长身体的阶段，如果

没有足够的营养物质，就会满足不了他们

发育的需求。那么孩子们都在幼儿园吃些

什么呢？这是每位家长最关心的话题吧！因此，幼

儿园也会向家长公示平衡膳食的食谱！每一天的餐

食的介绍和样品都会整齐摆放在大楼门口的桌子

上，方便家长和孩子们了解。今天是 2019 年 4 月

28 日，让我们看看今天孩子们丰富的餐食：

一、早餐：牛奶、手指饼干/迷你奥利奥；

二、午餐：烧鸡、油爆虾、本帮炒蛋、酒香草

头、小笼包、腌笃鲜、上海菜饭；

三、餐后水果：荔枝；

四、午睡后点心：酒酿小圆子。

今天的餐食种类齐全，营养均衡，比如：虾含

有丰富的高原蛋白，小朋友吃能补钙，虾肉里维生

素 A、胡萝卜素和无机盐含量也比较高；草头的功效是清热利尿、通便排毒、预防贫

血。老师常说，早餐是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早餐要吃好，午餐要吃饱，幼儿园的饭

菜都是香喷喷的。饭后，老师们教会每一个孩子要自己把餐具叠放整齐，桌子擦干

净，然后把餐具和抹布放在指定的回收地方。从小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春季和夏季是孩子生长的黄金期，加强锻炼、合理膳食是孩子健康成长保证。希

望幼儿园能为孩子们提供更多美味可口的营业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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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春天的小鸟和树
画作提供：小一班张青韵

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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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来一次——滨江公园野餐

境外 I 班 Jackie 妈妈供稿

当高大挺拔的梧桐树叶子渐渐长大；当美丽的樱花开始漫天飞舞；当小朋友们开

始养起了小蝌蚪和蚕宝宝，春天来了！

在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小 I

班的小朋友们相约滨江公园，一起来野餐。

我们合力搭起了大大的帐篷，铺好舒服的野

餐垫，带来了好吃的食物和玩具，野餐就正

式开始啦！

分享食物大家纷纷把带来的美味可口

的食物放在野餐垫上，有草莓、哈密瓜、无

花果、圣女果、黄瓜、棉花糖等，水果和小

零食应有尽有，都是小朋友们爱吃的。小朋友们开心的分享着食物，大人们则一边聊

天一边分享着美酒，好不惬意。

分享玩具吃饱喝足，就到草地上去撒欢、去奔跑、去玩耍。这边妈妈们吹起了七

彩的泡泡，小朋友们抢着抓；那边小朋友们交换玩着自己的轮滑、滑板车和其他玩

具。最受欢迎的还是空气沙

发了，大家抢着跑着要第一

个跳到空气沙发上去，你追

我赶，小朋友的脸蛋都变得

红扑扑的，头上滑落的汗水

在阳光的照耀下映射出别样

的光芒。玩累了，大家就一

起躺在草地上，牵着小手，

排成一排，一起说着悄悄

话，闻着草地上泥土的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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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小朋友们在一起玩耍时绽放出的笑容，美极了！

热爱宠物除了小朋友们，也有很多主人

带着小宠物到滨江公园玩耍。我们隔壁的帐

篷里面有一帐篷的小狗狗，小朋友们围着帐

篷纱网数呀数，很想知道有多少只狗狗，可

是狗狗们在帐篷里一直跑来跑去，小朋友怎

么数也数不清楚。过来一会儿又来了一位妙

龄女郎，肩膀上停着一只漂亮的鹦鹉。又过

了一会儿，来了一只漂亮的折耳猫，小朋友

们都围上去摸摸它，玩的不亦乐乎。

夕阳西下，回家的时候到了，小朋友们一直玩到肚子都咕咕叫了，才恋恋不舍的

离开了滨江公园，并相约下次再来一起野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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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 草莓采摘“种动员”

境外 E班 James 妈妈供稿

四月我们迎着温暖的春风，踏着轻快的脚步，在家委会的组织下来到位于闵行区

的“种动员”亲子农场。春暖花开的春天周末，怎么能少得了孩子们最热衷的草莓采

摘呢？

一大早，CLASS E 小伙伴们来到“种动员”农场门口集合，大家发现农场里的活

动可真丰富呀！不仅有草

莓采摘，还有小动物喂

养、蔬菜采摘、各种户外

攀爬设施，还有各种自行

车可以骑，孩子们都迫不

及待地冲进“欢乐的海

洋”。

孩子们首先发现了一

个很特别的圆形自行车，

大家相约而上，一起齐心

协力地蹬起了车，还唱着欢快的歌曲，有的玩起了荡秋千，有的和好朋友一起玩滑滑

梯，还有的去攀爬索道，农场里时不时

传来孩子们银铃般的笑声。小宝贝们看

见可爱的小动物就走不动道了，拿着换

来的蔬菜开始喂起小羊小猪小兔子。

看，岸边还有鸭子一家呢，多么有爱的

画面啊！

接下来每人拿着小篮子进入大棚开

始草莓采摘咯！哇，每片绿油油的叶片

下都藏着红彤彤的草莓，小朋友们都兴

高采烈。在爸爸妈妈们还有小伙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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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帮助下，每个人的篮子里很快就装满了大个儿的草莓，大家边采边招呼着彼此：

“喂，ALEX，这里还有很多草莓！”“TALA 快看呀，我的篮子都装不下啦！”嗯，草莓

实在太诱人啦，忍不住先吃几颗吧，自己亲手采摘的草莓真甜啊！最后每个人都满载

而归。

接近午餐时光，大家有爱的分享了自己准备的食物，爸爸妈妈们坐在一起聊聊

天，好朋友们吃完午饭又在一起玩玩户外游戏，每个人都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下，幸福

洒满整个农场。

这次采摘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圆满结束了，孩子回家边吃着自己亲手采的草莓边意

犹未尽地问：“爸爸妈妈，咱们班明年春天还像这样一起去采草莓，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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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海拾币，挖掘宝藏：观中国名片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纪念馆

大二班 张芷榳妈妈供稿

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你们知

道中国钱币的由来吗？我们现在用的

人民币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

爷爷……到底是谁呢？快跟随着乌南

幼儿园大二班小朋友们的步伐，到上

海图书馆的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纪念

馆走一走，看一看吧。

在中国古代以海贝充当原始货

币，所以我们最最最最古老的钱币爷

爷就是贝币。《尚书·盘庚中》道“贝者，水虫，古人取其甲以为货，如今之用钱

然。”贝币以“朋”为计算单位，五贝为一串，两串为一朋。贝产于海，不敷流通，就

用仿制品来代替，遂有珧贝、蚌制贝、骨贝、石贝、陶贝等，乃至出现向金属货币形

态过渡的铜贝。

公元前六世纪后期，“贝币”已

完全不能适应市场交换的需要了，买

更贵重的东西，携带“贝币”的数量

恐怕要肩挑，车推才能支付。这个时

候钱币的太爷爷就出现啦，东周景王

二十一年（公元前 524 年），不顾保

守势力的反对，终于铸造出了大钱—

—“布币”。

中国古代有一个皇帝叫秦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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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他统一了中国，废除布、刀、贝等原始货币，行铸钱，这就是货币的爷爷。货币

爷爷是一种圆形方孔的铜钱，很多小朋友说在家里见过哦，这种铜钱沿用了 2000 多

年，从秦朝一直到清朝末年。

然后，货币的爸爸就出现啦，大明通行宝钞是我国也是世界上迄今票幅面最大

的纸币，票幅面积为 338X220 毫米，果然爸爸就是不一样。

我们边看边听边走，跟随着讲解员阿姨和叔叔，摇身一变，成为中国古代人，想

象着自己手持贝币，穿越时间轴，和不同历史时期的钱币们交朋友。

最后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货币啦，原来他们有兄弟五个，从第一套到现在的第五套

人民币，每一张人民币上都有我们祖国独特的人文之魂、艺术之美。

中国名片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纪念展在中国各处展出，快点走进展览馆，和我们

一样，去挖掘宝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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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春暖花开

境外 F班 李蔚妈妈供稿

四月，走在春末的季节，绿柳吐烟，陌上花

艳。传承着乌南幼儿园慈善启蒙的精神，我们乌南

的孩子们为西藏林芝市第三幼儿园捐献了书籍，送

出了一份份满满的爱。

4 月 2 日，在老师的带领下，每一位小朋友

都精心绘制了自己的“心意卡”，把一本本自己喜

欢的书叠放在一起，和老师们一起打包。捐赠的书

有中文的，有英文的，有绘本故事，也有自然科

学。乌南的孩子们希望能和藏族的孩子们一起读

书，一起体验这个丰富美丽的世界。孩子们在献爱

心的同时更学会了珍惜自己现在的幸福生活。

二月的春风，三月的柳条，四月的春燕。4 月 18 日，伴着一树树的花开，孩子

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上海辰山植物园。在著名的矿坑花园，孩子们领略了由瀑

布、天堑、栈道、水帘洞等与自然地形密切结合形成的景色。矿坑花园特别突出了中

国山水画的形态和意境。此外，孩子们还参观了月季园、温室植物馆、北美植物馆和

观赏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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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 4月，孩子们更多的感受到春天的气息、乌南的爱和世界的美。愿他

们带着这颗充满爱的心勇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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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四班孩子们的快乐四月

中四班 张绮涵妈妈供稿

转眼孩子们的中班下学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虽然还有绵绵春雨，天气却

也渐渐温暖了起来。中四班孩子们的四月生活也是丰富多彩的呢！

小厨房里是孩子们忙碌的小身影，原来他们在忙着做我们中国的传统小吃-青

团，对了就要过清明节了，怎么能少了青团！看着孩子们认认真真的样子，真的要为

他们鼓掌。这不，一个个圆圆的漂亮的肉松青团、豆沙青团出炉了，带回家给爸爸妈

妈尝一尝，味道还真不错！清明节除了要吃青团，孩子们也懂得了了在清明节这些天

我们会缅怀去世的亲人，通过扫墓和祭拜的仪式寄托我们的哀思，也永远都不要忘记

那些曾经给于我们温暖和幸福的故人！

清明节过去没多久，我们亲爱的园长妈妈要去西藏了，我们也赶快来翻翻书来看

看西藏是一个怎样的地方。没想到西藏是这样的美丽！有碧蓝的天空、清澈的湖水、

美丽的雪山、宏伟的布达拉宫、漂亮的民族服饰…可是这里的小朋友还需要更多的书

籍来了解更广阔的世界。让我们来捐书给他们吧，请园长妈妈把我们最爱的书本带给

西藏的小朋友，让我们之间建立起友谊的桥梁！

孩子们最期盼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们要到月湖公园春游咯！”孩子们穿上整齐

的班服，带上乌兰的小红帽，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月湖雕塑公园。跳跳云爬上去滑

下来，满是我们欢乐的笑声！网格山那么高，有我们勇敢攀登的身影！公园里的雕塑



28

那么多，我们也要欣赏欣赏。红扑扑的小脸蛋，湿漉漉的小刘海，中午热烈的阳光也

阻挡不了我们的快乐！爸爸妈妈没有去，让你们看看我们的照片，羡慕吧！

中四班小朋友的本领可大了，他们会自己设计新班服哦！孩子脑洞大开，按自己

喜欢的颜色和款式设计了各种各样的新班服，这只是第一轮而已。他们选

定了蓝色系，要拥有能运动、能郊游、能表演的功能又设计了一轮。他们一定热

切的盼望着漂亮的新班服吧！会设计当然会画画，读书笔记就是我们画出来的！

当然，画读书笔记可是要练习画画的，培养我们良好的读书习惯是关键！来检查

检查我们的读书笔记吧！

孩子们的快乐生活除了这些，还有很多很多！小厨房里拨春笋，童话屋里看

故事，多元文化室里玩游戏，沙地里盖房子、星期五的第二课堂…每一项活动都

是孩子的最爱，放学了都依依不舍，不愿离开幼儿园！

我们中四班小朋友们充实又富有意义的欢乐生活，真心感谢我们的老师，是他们

的用心教会了孩子们这么多的本领，明白了更多的道理，学会了付出爱心、的事情，

同时也谢谢我们可爱的家长志愿者们给于孩子们的帮助，也记录下了孩子们幸福的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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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春天 亲近自然”

——乌南幼儿园小四班亲子活动小记

小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春风拂面，鸟语花香，正是踏青好时节。4 月 13 日，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小朋

友们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到上

海植物园，欣赏怡人春景，

享受美好亲子时光。

上午，大家准时到达集

合点，孩子们和家长小手牵

大手走往野餐区域，沿路欣

赏自然风光，感受春天的脚

步。来到野餐区域，孩子们有的帮忙

搭帐篷、有的互相分享零食、有的邀

请爸爸妈妈们开起“小火车”，欢声

笑语、好不热闹。

午后，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

孩子们边观察各类花卉植物边拍照记

录，看到蝴蝶更是异常兴奋，三五成

群地追逐、拍照。大家在亲近大自然

的同时，一起去发现美、记录美，拓

展视野、放松身心。

这次亲子游园活动，让孩子们能够有机会走出校园、走进大自然，聆听自然的声

音，培养发现美的能力，也拉近了孩子之间、父母之间、亲子之间的距离，度过了一

个别具意义的欢乐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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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小一班 开心四月天
境内部小一班 吴将妈妈供稿

期盼已久的春游终于到啦！好多孩子们激动的一大早就醒来，按时到校集合，孩

子们自己背上小书包、戴好小红帽，和好朋友们手拉手、排好整齐有序的队伍出发

啦！

春游出行到了周浦花海，孩子们欣赏到 了 各

式各样的美丽的花朵，亲身体验到鸟语花香的 春 天

来到啦！这一天，虽然天气很炎热，不过，孩 子 们

都很有毅力和耐力，自己全程背着小书包。书 包 里

有学校提前准备好的午餐—面包和水果，还有 爸 爸

妈妈准备好的水壶和补充能量的小零食。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听老师指令和安排，一起

喝水、吃东西休息。

途中还观看了马戏表演。马戏团的叔叔

阿姨们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孩子们在台下

都认认真真的坐好、观看，并给叔叔阿姨们

积极的、有礼貌的鼓掌！在马戏团里，还观

看了可爱的小狗表演节目。孩子们看到平时

萌萌的狗狗们在台上整齐划一的表演时，都

开心的哈哈大笑！春游真是太有趣、太好玩

啦！

4 月 23 日为世界图书日，志愿者家长邴俊逸妈妈走进小一班的课堂，带着孩子

们走进书香世界。邴俊逸妈妈精心挑 选 了

有关健康饮食方面的经典绘本故事书 《 肚

子里有个小火车》，通过绘声绘色的故 事 讲

解和互动拓展，告诉孩子们什么食物 是 健

康的、什么食物是不健康的，对于不 健 康

的食物应该吃多少。孩子们在课堂上 听 的

津津有味，争相举手回答问题参与到 互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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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种。比如，邴俊逸妈妈问：“精灵宝宝们喜欢吃西兰花吗？”孩子们都回答：喜

欢。妈妈又问：“那精灵宝宝们喜欢吃薯片和可乐吗？”这时候有的孩子故意举手后大

声说“喜欢！”妈妈紧接着再问：“是精灵喜欢，还是你们喜欢呀？”全班笑成一团，

欢歌笑语从小一班传出来。通过家长妈妈对绘本故事的精彩讲解，孩子们学到了很多

健康饮食的生活知识。

为了庆祝世界图书日，小一班还开展了图书漂流活动。孩子们精心挑选自己喜欢

的书本到幼儿园中与同学们分享、准备图书漂流。每周一开始图书漂流，到每周五还

书。老师给每位孩子编号，漂流到自己手上的书本时就贴上自己的编号，等漂流活动

结束，每一位孩子就知道自己的图书曾经漂流到过哪位同学。孩子们每周都很期待：

“今天会漂流到我这里哪位书本宝宝呢，我

的书本宝宝今天又要漂向哪里呢”。通过图

书漂流活动，扩大了孩子们阅读故事题材、

知识面的同时，还懂得了分享的理念。此

外，还懂得了在阅读漂流书本宝宝期间，要

爱护、珍惜同学的书本。感谢老师们精心策

划准备的该项十分有意义的阅读活动！我们

非常喜欢！

所谓人间最美不过四月天，小一班孩子们的活动多么的丰富多彩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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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贪吃的小蛇
画作提供：境外 G班 杨奕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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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Happy April in Class K

Class K Apolline’s Mum

The month of April was all about preparing for Spring and Easter for the wonderful class

K.All the children learned how important it is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and take good care

of plants, flowers and animals.

Firstly, all the class went to the Chenshan Botanical Garden for one day field trip. The

experience was very enriching for the kids. They could explore beautiful gardens and

discover plenty of new flowers and plants.

All the flowers were superb, and the kids could play in the playground. After the great walk,

all the kids could enjoy a well-deserved picnic on the grass. This was such a perfect day to sit

all together, play, and just relax.

Then, the class hold the open day with parents. This month, the open day was about Easter.

Our wonderful teacher Anna explain to the children the Easter tradition, where is it 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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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d why is it important to celebrate it. Children could also learn about the Easter Bunny.

Each chil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decorate eggs with their parents. All the children were so

happy and excited to draw their own egg. After the class, we went outside in the playground

for a Egg Hunt. What an amazing experience!

Big thanks to teacher Ana and Echo! Class

K is such a happy, smiling and creative

class. We all deserved a good rest, and we

will see you all after Labor’s day holi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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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阅读，从这里开始

小二班 高乐予妈妈供稿

故事一、

“妈妈，今天乐乐妈妈来给我们

讲故事啦！这个故事真是太有趣了，

你也给我讲一个吧！”记得那天接到

孩子时，他兴奋地跟我聊着妈妈老师

进班级讲故事的情景。一回到家，他

饶有兴地拉着我，让我也给他讲一个

故事。等我在书架上选了一本姐姐小

时候特别爱听的一本书——《牙齿大

街的新鲜事》时，他已经自己在沙发边的小桌前做好，而且还给我也搬了一把小椅

子，放在自己边上。我坐在孩子身边给他讲故事。他听得很认真，时不时也会问我一

些问题。讲完之后，他抬起头认真得对我说：“妈妈，我们来聊聊故事里面的人吧！”

我听了，感到很惊讶，真不敢相信他会跟我这么说。接着他又煞有介事地说：“每次我

们老师讲故事都会跟我们再聊聊这个故事，今天乐乐妈妈讲完故事后也提问题了呢！”

听了孩子的话，我感触颇深。原来，讲故事并不是简单的照本宣读，亦或是一定要从

故事中告诉孩子一个什么大道理，更重要的是故事要讲得生动，讲完能听孩子的心

声，让他们发问，和他们轻松地聊聊故事里的人物，或者看看故事与他们的生活可以

建立怎样的连接。

故事二

“妈妈，明天我们每个人都要带一本书去幼儿园，大家要换着看。”

“那挺好的呀，你准备带什么书呢？”

“我要带一本好看的书，恐龙百科或者关于车子的故事，我们还要介绍呢！”

“哦，原来还要自己向同学介绍你带的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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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这样同学们听了才会来跟你交

换啊！”

那天从幼儿园回到家，孩子把自己认为

好看的书挑了又挑，选了又选，最后带去了

他喜欢的《恐龙翻翻翻》。原本我以为图书

漂流活动仅仅就是让孩子之间交换阅读，爱

上阅读，扩大他们的阅读视野，然而幼儿园

的活动初衷并不限于此，之后，孩子跟同伴交流的每本书的扉页的左上角都有阅读时

间、阅读者的名字，还记录着喜欢的原因。之后孩子们养成了周末选书，在家中向爸

爸妈妈介绍图书，然后周一带书去交换；回家认真阅读，并请家长做好简单地阅读记

录。等图书漂流一周后，孩子们还会在老师的组织下，一起分享自己阅读后的感受。

记得孩子有一次借了一本《地上地下》的书，他看完之后觉得这本可以打开的立体书

很神奇，而且能够在打开的页面上认识大自然很多有趣的动物和植物，他反反复复阅

读了好几遍。孩子在这样的活动中大大提高了他的阅读情趣，还学会选书、学会思

考、学会表达、学会如何爱惜他人的物品、体验分享的快乐。

故事三

“妈妈，下周我要带本书去幼儿园，送给遥远的西藏小朋友。”

“哦，那是好事啊，你知道为什么要送书呢！”

“因为那里的小朋友不像我们有那么多书可以看，所以园长妈妈把自己

选的书，还有老师和小朋友选的书都要送过去。”

“真是太有爱了，妈妈支持你！”

就这样我们去书店选了一套关于太阳能量的科学绘本。老师还给每个孩子发了一

张爱心卡片，让孩子用自己的画笔表达浓浓的情意。周一一早，我们把书送到幼儿

园，我看到班级门口捐书的箱子里已经放满了老师和同学带来的书。幼儿园用这样一

种爱的教育，润物细无声地在孩子的心田播撒了一颗颗爱的种子，我们每个孩子的爱

心也伴随着书香飘扬四方。

故事四

“妈妈，今天中班的哥哥姐姐给我们讲故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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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那真是太开心啦！你今天听到的故事是什么呢？”

“《狼大叔的红焖鸡》，这个故事好有趣！妈妈你给我再讲一遍吧。”

“好呀，我记得之前我给姐姐讲过的。”

“妈妈，赶紧找出来吧，我要再听一遍。”

那天，我把之前姐姐读过的这本书找了出来，又给孩子讲了一遍，孩子听的津津

有味。之后还要我和她一起扮演，他演狼大叔，要我来演那只母鸡妈妈，孩子一边演

一边说：“妈妈我要蹑手蹑脚地跟在你的后面……”我听了很感到很惊喜，虽然他不知

道“蹑手蹑脚”这个词怎么写，但是从故事中他已经理解了。大带小讲故事的活动，

让孩子和孩子交流，小班的孩子在听的过程中对哥哥姐姐产生了仰慕之情，同时自己

快乐地投入阅读活动中，大大增长了他们的阅读热情。

幼儿园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不知不觉把孩子带入了一个书香馥郁的乐园，让他们

在这个乐园里尽情享受阅读的快乐，同时也把这样的快乐分享和传递给他人。爱上阅

读，从乌南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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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做小小兵

大一班 徐铭祺妈妈供稿

美丽的四月，万物复苏，大地呈现出一片勃勃生机，在这个春意盎然的季节乌南

的大班小朋友们迎来了一次特别而有意义的春游活动——少年军校，田园采摘。

为什么说是特别的春游呢？因为小朋友们在这一天可以当一名勇敢的小小兵，我

们大一班的小朋友一听可以当兵啦，都兴奋不已，跃跃欲试，巴不得马上就变成一名

小小兵，但是要真正成为一名小小兵，还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一张“当兵许可

证”，得到这张许可证后才有资格当兵，最后所有小朋友通过努力顺利的获得了这张

“当兵许可证”。

出发当天，小朋友们都早早的到幼儿园集合，然后快速换上了绿色的小军装，排

好整齐的队伍到操场集合，在操场上举行了隆重的升旗仪式，接着小朋友们还为在场

的家长们表演了“红旗操”，小朋友们手握小红旗，动作整齐而有力，表情严肃，俨然

就是一群小小兵了。在跳完了“红旗操”后，爸爸妈妈们为小朋友们戴上了小红花，

送上了小小的祝福语，还和我们可爱的小小兵们拍了合影，戴好小红花，小朋友们做

了庄严的宣誓，最后在五位爸爸激烈的打鼓声中、排着整齐的队伍、踏着神气的步伐

离开了幼儿园。

来到军营后，我们的小小兵们见到了自己的教官，他们精神抖擞的来到训练场，

跟着教官、听着口令认真的学着各种军姿：立正、稍息、敬礼、向前看齐等，每个姿

势都学得有模有样，教官们还教了孩子们握枪瞄靶、匍匐前进等本领，随着教官们有

力的口令声，孩子们也用响亮的回答来呼应，充分体现出了一名小小战士该有的精、

气、神，最后小小兵们还和老师们进行了一场欢乐的手榴弹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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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而有趣的军营训练活动结束了，小朋友们都意犹未尽，在这次的军营训练活

动中，孩子们感受到了解放军叔叔的训练内容，也知道了在集体活动中听从命令、规

范活动、遵守纪律的重要性，真正理解了什么是守纪律、什么是有精神，这些教育对

于大班孩子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次的军营训练活动将深深的留在孩子们

的脑海中，这将是孩子们受用一生的宝贵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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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图书去踏青 书香拂面四月天

——乌南幼儿园小三班开展“世界读书日”系列活动

小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春风清盈，流水静听，天朗气清，书香拂面，人间最美

四月天。4月 20 日，为了迎接“世界读书日”的到来，提升

小朋友的阅读热情，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激发对大自然的

热爱之情，乌南小三班幼儿园开展了一场别样的“世界读书

日”活动。

在活动当天，师生和家长们先到徐汇滨江的“钟书阁”

集合，大家一起挑选小朋友们爱看的绘本和图书，小朋友们

在书的海洋中徜徉，大朋友们也在互相的交流中了解到孩子

的成长与兴趣。

为了感受春天的气息，在大自然中体验读书带来的快乐和充实，大家各自选好书

后一起来到“西岸营地”，在绿色的草地上感受书本带来的乐趣，同时也体会自然界的

草长莺飞、春水天色。

“读什么书，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一个人所读的书，决定了他的高度。一本

好书，就像一把开启智慧之

门的钥匙，让思想的光芒照

进忙碌的生活，播撒智慧的

火种。喜爱阅读的人，内心

世界能够获得真正的安宁。

这种身心合一的阅读历程,

能够让浮躁的内心快速地平

静下来，引人思考，收获成

长。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在党和国家大力倡导建设“学习型社会”的今天，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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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万卷始通神。良好的读书习惯和

优秀的书籍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精神素养，开阔视野，增长知识。毛主席曾经

有言：“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好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读书学习

不仅关系到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和成才，也

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和进

步。老师说“通过阅读不仅能增长知识，

也可以让小朋友们在书本中发现善与美

德、爱与快乐，并将它们传递下去。”

4月 26 日，乌南幼儿园小三班在“小

白楼”开展了一场以“亲子阅读”为主题

的开放日活动。活动当天，小三班的家长们先与班主任章老师、居老师一起就阅读绘

本的方式、方法、重点等方面展开了热烈讨论，经过前期问卷调查的基础，老师们大

概了解到了大家在绘本阅读方面的疑惑与问题，并在现场进行了深入剖析，对于普适

性及个性化问题都给予了非常中肯的建议，同时还向家长们推荐了许多非常好的系列

图书，丰富了小朋友们的书单。

经过这次沙龙，家长们纷纷表示，

之前在亲子阅读中有很多误区，或者是

急于求成、或者是沟通不足，在讨论之

后，都有了新的认识，希望在以后的读

书路上互相帮助、共同成长。

家长沙龙后，小朋友们来到小白

楼，章老师现场上了一堂“如何阅读绘

本”的课程，在关键细节处的提问以及

对于小朋友们思考问题的引导都给家长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孩子的世界，充满着纯真，洋溢着快乐，我们要走进孩子的世界，与孩子做到真

正的零距离接触，亲子阅读是一次次快乐的体验，是一种能给孩子带来无限乐趣的娱

乐活动。 通过亲子阅读，父母可以培养孩子良好的阅读习惯，培养孩子正确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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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价值观，制定好读书计划、每天多陪孩子读读书，在教育孩子的同时，也丰富自

己。

“希望散居在全球各地的人们，无论你是年老还是年轻，无论你是贫穷还是富

有，无论你是患病还是健康，都能享受阅读带来的乐趣。”这是世界读书日主旨宣言，

也是阅读最本真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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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训练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

中一班 孔繁好妈妈供稿

现代家长对孩子们寄予的希望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时代在进步，

理念在改变！很多家长说，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更多的幸福感！那么，幸福感从何而

来？是优异的学习成绩吗？还是长大成人后有一份能赚很多钱的工作？问一问每个人

想要自己孩子变成什么样的人，可能会有无数种不同的回答！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我们的初衷，都是希望孩子们能健康，保持生理与心理的良好状态。能够有一个幸福

快乐的童年，能够为今后走向社会打下坚实的基础。

通过社会学的研究和统计，让孩子们多参加体育运动，可以帮助他们探索和发展

一生中被认为有益的技能。通过参加体育运动，儿童可以获得各种心理，社会，情

感，身体和教育方面的益处。

1、培养意志力与受挫承受能力

当你的孩子要完成一项相对自身能力较困难的体育训练任务时，是需要意志力和

耐力去坚持的，在可能受到挫败感的时候，要学会抵

抗这种挫败感，继续挑战自己的能力。

2、培养孩子的协作能力

在进行体育运动时，时常需要与同伴们互相合作

与配合，才能达到制定的训练计划和目标。并且在运

动中要互相帮助、互相鼓励，培养集体主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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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培养孩子的领导能力

当一群孩子在团队体育训练中，时常会出

现运动能力层次不齐的情况。通常在体育团队

合作中，运动能力强的孩子会表现出带头作

用。更容易带领运动能力稍弱的孩子去一起努

力完成目标。

4、培养孩子的人格品质

体育运动能力是硬实力，只要真真切切的

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孩子们能直观感受到

自身进步的过程，从开始的生疏、不熟练到流

畅熟练地完成的过程，孩子们能体会到只有努

力的付出，不懈的努力，反复训练，才会得到想要的结果。因而，从小培养人格的正

能量。

5、培养孩子能遵守规则的素质

在任何体育运动训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训练规则。小到每个动作，每个组数。

大到每个项目，每一堂课，每场比赛。只有遵守规则与要求，才有机会达到最终的训

练目的。

从以上可以看出，体育训练不仅能锻炼

提高孩子们的各种能力，更主要的是能使孩

子们在生理与心理健康上得到完善和提高。

让孩子们释放出本该属于他们正能量的天

性，从而真正做到有幸福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