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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一起向未来 

中一班 䦀闻妈妈 

在 2022年的 2月 17日当天，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园部的门口迎接我们的返园，

我们带上了自己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的元宵灯笼，穿上唐装，走进幼儿园的大门。

新的学期，我们又迎来了许多有趣的活动和幼儿园的大变化。 

一、开学系列活动--奥运迎新会 

2月 17日和 18 日是开学典礼和奥运迎新会。在开学典礼上，我们和小班的

弟弟、妹妹们观看了舞龙舞狮，参加了迎新会特别有意思。没想到在幼儿园之后

的奥运迎新会上，我们自己还尝试了一把舞龙舞狮的乐趣。我们画了雪花，用自

画像的方式为奥运健儿加油！助威！我们还和冬奥吉祥物--冰墩墩，残奥吉祥物

--雪融容拍了合照。我们还吃到了可口的团团圆圆自助餐，里面居然还有个冰墩

墩，真是太幸福了。 

二、开学系列活动--送戏上门 

作为中班的小朋友，我们是哥哥姐姐，

新的一学期，我们要准备新年节目给弟弟

妹妹们。所以在 2月 21日和 2月 23日的

这两天，我们将寒假里准备的故事、歌曲、

舞蹈、魔术和大提琴演奏表演送去了小班。

小班的弟弟、妹妹们看的津津有味，目不

转睛，纷纷为我们鼓掌喝彩，我们在一起

度过了快乐的时光。 



 5 

三、室内运动馆 

哇！真的太高兴了，幼儿园里长出了新

的运动馆，里面有海洋球、滑滑梯、爬爬垫，

我们在里面玩的乐不思蜀！爸爸妈妈再也不

用担心我们下大雨天没有活动的地方啦！ 

四、小厨房活动--小馄饨 

2月 25日下午，新学期第一次小厨房活动，迎来了第一次包小馄饨，小朋

友们干劲儿实足，个个有模有样，兴致勃勃，一只只饱满、可爱的馄饨从灵巧的

小手中“蹦”出来，每个小朋友都满载而归，迫不及待地带回去和家人分享。 

 

 

 

 

 

 

 

 

 

 

 

 

 

 

  



 6 

校园中的野餐 

境外部 J班 Audrey 

三月，春天踏青而来，万物生机

勃勃。幼儿园的绿色日益浓重，孩

子们对户外活动格外向往。 

“孩子们，我们今天一起去野

餐好不好？”野餐这个话题，是孩

子们对春日最大的期盼；疫情起伏

不定的当下，约上幼儿园的小伙伴

们一同野餐，是一种奢侈，但是老

师们完成了孩子们的心愿。 

J 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组织下，在校园里一起享受野餐，孩子们灵机一动又

改变主意说，今天我们一

起开一家餐馆，餐厅里有

负责洗水果、做美食的

Jayden和慕慕，更有一群

迫不及待品尝美食的孩子

们和一位被邀请来光顾的

TIM 老师。看被下午茶塞

得满满的 TIM 老师是不是

很可爱。下午茶享用完毕

后，孩子们还邀请老师一起围坐在花坛边聊天，小大人的模样着实可爱。 

回到家后，孩子们都和爸爸妈妈们提出想要去幼儿园以外的地方野餐，这可

难倒了家长们，真心希望这场疫情快点结束，迎来真正的春天！ 

 

 

 



 7 

停课不停学，乌南在行动！ 

境外部 H班 桐桐妈妈 

阳春三月悄然到来，本应是春暖花开，孩子

们外出踏青，感受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但是因

为疫情，小朋友们暂时不能来幼儿园上课了，不

过就算大家在家隔离，幼儿园依然为小朋友们准

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课程，让孩子们在家也能和

老师、同学们“云”连线，在老师们的带领下，

坚持早操，互动舞蹈，学习英文，相互问候，加

油打气！疫情并没有拉远彼此的距离，反而更加

亲密了！ 

就算是居家隔离“云上课”，我们境外 H 班的线上课程也是丰富多彩！在老

师的组织安排下，小朋友们纷纷积极参与其中！孩子们眼中的春天是怎样的呢？

我们陪着孩子一起“寻找春天”吧！ 

“春分立蛋”是中国的传统习俗，怎样才

能把小小的鸡蛋竖起来呢？孩子们一起开动

脑筋，想出了各种各样稀奇的办法，太有趣啦！ 

“找找家中的安全隐患”，在家长的陪同

下，孩子们认真的寻找和认识了家中绝对不可

以触碰的危险地带，这样的活动太有必要了！

希望大家都能健康、安全、快乐的度过每一天！ 

居家隔离不能出门玩耍，孩子们还能有什

么办法感受春天呢？一起来“种葱”吧！把葱

头浸泡在水里，每天观察观察，今天发芽了

吗？ 

3月 26日是今年的“地球一小时”，这是世界自然基金会为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所提出的一项全球性节能活动。在陈老师的倡导下，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在晚

上 8：30，关上了家中不必要的电灯以及耗电产品一小时， 

感谢乌南在疫情的困难下，仍然坚持为孩子们提供线上教学，感受春天，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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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正能量，我们相信，美好的春天终将到来，期待与老师和小伙伴们早日在幼儿

园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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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上互动的日子里 

境外部 B班 Maya 妈妈 

这是我们在乌南最后的一个学期，面临毕业，忙碌且有序。小朋友每天在

幼儿园开展着不同的活动，乐此不疲。但刚过 3月不久，疫情的蔓延，大家再一

次变为线上活动，小朋友虽有些小失落，但后来听说老师们每天都会上线组织活

动，和小伙伴互动等，心情又转好了很多。 

每天早上 9点前，小朋友就

会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或 ipad，

想趁互动前和同学们一起聊天，

哪怕只是打个招呼，都会觉得很

开心呢！当然，每天还很期待老

师设计的内容，尤其是陈老师的

小实验活动，感觉特别有意思！

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早上，陈老师

带我们做了《会跳舞的盐》，准备的材料也很简单，家里都有，比如：保鲜膜一

小块、一只碗、少许盐，然后就可以做实验了呢！通过声波的震动，小朋友们都

激动地发现，声音喊得大，盐就真的不断跳动起来！真是太好玩儿了，小朋友们

都感到乐趣无穷！ 

作为家长，真心感谢乌南幼儿

园的老师们的辛勤付出，你们的笑

容和爱，给予孩子们一片阳光，点

亮孩子们的每一个早晨，让大家在

这样居家的日子里，感受到不同的

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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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居家不停学 家校互动爱相随  

大三班  菠萝妈妈 

2022 年的春天有些不同，春风吹拂细雨飘落，乌南的校园静悄悄。为阻止

新冠疫情蔓延，所有学校接到通知后即刻停止了线下教学，乌南也不例外。然

而乌南的老师们并没有停止工作，而是马不停蹄连夜展开研讨，为孩子们准备

起丰富多彩的线上活动和家庭指导。 

一、线上活动无缝衔接,动静交替保护视力 

周日晚上，大三班举行了线上家长会，会上老师们和家长分享了保健老师

的防疫和居家安全提示，沟通了后续的线上互动安排。3 月 14 日一早，大三班

的孩子们准时上线，通过屏幕见到了王老师沈老师郑阿姨和伙伴们，孩子们兴

奋无比。第一次线上互动，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和家长一起制定了自己的

每日作息安排，向伙伴们分享自己的计划。居家运动不能少，老师们精心安排

的线上活动穿插了运动环节，孩子们跟着音乐跳起“小小航海员”韵律操，认

真的样子仿佛都是小小领操员。从第一次线上活动开展以来，大三班的老师和

孩子们每天准时在线上见面，出席率持续接近百分之百。每天线上活动的内容

丰富多彩，动静交替，为保护视力老师们每天都带领孩子们做眼球保护操。孩

子们跟着老师，动手学做科学小实验，看看倒放的水杯口的纸片会不会掉下来；

用白纸彩笔和剪刀做出春天的花园小制作；用空瓶子做道具跟着老师做运动；

巧用豆子绘出美丽的图案，孩子们居家的每一天都从欢乐的线上活动开启。 

每周的升旗仪式照常在线上庄重的进行。大三班的孩子们穿起班服，认真

的参与其中，国旗下讲话环节，果果和元宝讲了春分节气，元元和和悄悄分享

了居家安全注意事项。围绕春天的主题，大三班“爸爸进课堂”在线上延续，

天天爸爸通过生动活泼的讲解给孩子们用钢琴演绎了“春天在哪里”的歌曲，

孩子们津津乐道。“我是小主播”也在线上继续开展，孩子们精心挑选了自己

喜欢的书推荐给大家。适逢“世界气象日”，全体大班的孩子们有幸和上海气

象台首席气象员邬博士线上见面，并和邬博士对话，邬博士深入浅出的回答孩

子们提出的问题，点燃孩子们对气象科学的好奇心和探索愿望。 

二、家庭指导小妙招，居家生活乐融融 

乌南的老师们不仅巧心设计了每天精彩纷呈的线上互动，还精心准备了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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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居家家庭指导。每日关注孩子通上大三班的老师们发布的内容，成为家长们

的必修课。发布的内容涵盖了故事动画，欢乐的居家亲子运动，有趣的数字游

戏和科学小实验，贴心的营养食谱，涵盖了幼儿居家学习、运动、安全、饮食

和生活作息的方方面面，及时为家长们提供的实用的贴士，让居家工作生活井

井有条。每天的线上互动环节穿插了教会孩子们健康习惯，有孩子们最喜欢的

“眼球操”，有大三班郑阿姨给孩子们讲解如何正确的刷牙和洗手，大三班的

老师们时时提醒孩子们防疫三件套等。 

虽然疫情给校园生活按下了暂停键，乌南的老师们为孩子们打造了全方位

的居家“校园”体验，孩子们几乎没有停止过和老师同学的互动，每日的居家

生活处处洋溢着来自乌南的热诚和爱，这份温暖伴随孩子们走入了春天，希望

不久的将来在乌南校园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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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lowing in the footsteps of Spring 

跟着春天的脚步前行 

境外部 F班  Ashleigh 爸爸 

COVID could not keep down the exuberance of Spring as class F decided 

to spend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to catch a glimpse of Spring in nature 

and also to find a taste of Spring on their lunch plates. 

疫情的蔓延阻挡不了春天的喜悦与活力。 境外 F班在近一个月内找到了他

们身边大自然的春天，同时也通过了简单的烹饪让春天出现在了他们的盘子中。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semester, 

we noticed the first signs of Spring in our 

class garden corner as our plants turned 

greener and new shoots pushed out of the Earth. 

We investigated how plants grow and found out 

that they need sunshine and water. 

在第二学期开始的时候，春天的身影已经出现在我们班的植物角落里。植物

越来越绿，越来越茂盛。我们看到了新的植物慢慢的破土而出。同时了解到植物

生长的要素是阳光与水分。 

Teacher Jessica then set us a task for our children to find our own 

Spring. For William and Isabella, it was in the flowering of the magnolia 

trees. For Matteo, it was in the bees busying themselves in collecting 

the nectar of different flowers. For Riley, it was launching her newly 

made paper boat into the park lake. For Tommy, it was visiting Disney with 

his sister. For Kyle, Suraiya and Mia, it was visiting a garden patch full 

of different coloured tulips. For Athena and Kayla, it was about catching 

sight and learning the names of many different new flowers that she had 

never seen before. Achille even introduced his garden in mandarin! It was 

very noticeable that the children were all gaining confidence in 

presenting to the class through consistent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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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芳老师也给了同学们一个小任务：寻找他们自己的春天。对 William和

Isabella来说，那是正在盛开的玉兰花；Matteo 发现了在花丛中忙着采蜜的蜜

蜂；Riley 的春天则随着她的手工小船在小湖上扬帆起

航；Tommy 更是在和家人游玩上海迪斯尼的喜悦中找到

了春天； Kyle，Suraiya 和 Mia看到了五彩缤纷的郁金

香，给他们的春天频添了不少色彩；Athena 和 Kayla也

花了很多时间学习了不同花朵的名字； Achille 甚至还

用中文介绍了他自己的花园。 我们的孩子们正在不同

的练习中开始更大方，更自信的愿意在大家的面前表达

自己的观点和发现。 

As our lessons moved online, we began to 

perform little experiments that were easy to carry 

out but also at the same time allowed our children 

to pick up knowledge of a scientific nature along 

the way. Utilising the absorption properties of 

tissue paper, Stella was able to make caterpillars 

from rolled up and coloured tissue paper. She was 

even able to make a diagram of the processes from 

a tissue paper to a plate of colourful caterpillars. 

在我们的交流变成了线上交流的时候，我们开始做了一些操作性简单，但又

能学到科学知识的小实验。Stella利用了餐巾纸吸水的原理，用水，餐巾纸和

水彩笔做出了不同颜色的毛毛虫。 她还像一个小科学家一样的记录了所有的步

骤来确保她的实验可以重现。  

We even had time during the vernal equinox to practise 

standing up our eggs just like Christopher Columbus in the 

1400s. the only difference was our children did not have to 

crack their eggs to make it standing up, but there is a secret. 

If you would like to know, please ask a child from Class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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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立春那一天，我们的小朋友们像 15

世纪的哥伦布一样，也同时结合了我们中

国的传统，练习了立蛋的小技巧。其中唯

一的不同就是我们的孩子们没有把鸡蛋敲

碎来让他立起来。 里面的小窍门大家可以

问一下我们班的小朋友们。  

Lastly, just before the Qin Ming festival, our children all got to 

make little nutritious rice balls using sweetcorn, chopped broccoli, 

carrots, sesame oil and soya sauce. Every ingredient was poured into a 

large bowl and then thoroughly mixed. A piece of cling film was then used 

to wrap around the balls and twisted until totally tight. The result was 

spectacular and a lovely lunch was 

had by children and adults alike! 

就在清明节前夕，我们的孩子们用

玉米，西兰花，胡萝卜，麻油，酱油以

及米饭制作了饭团。所有的材料都被倒

入了一个大碗里之后，搅拌均匀。 然

后将适量食材放在保鲜膜的中央，包紧

之后再慢慢的旋转紧实。在释放出来的

时候，小饭团就制作完成了。那天，大

人和孩子们都享受了满口新鲜的春天

的味道。  

Although the interactions online have been both fun and informative, 

we all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to Wunan when we have beaten COVID! 

虽然线上互动充满快乐与知识，我们还是期待疫情早日退散，孩子们重返乌

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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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上互动，快乐依旧 

中三班 静嘉妈妈 

2022 年 3月中旬，上海又进入陆陆续续的隔离模式。虽然小朋友们又不能

见面相拥一起玩乐，但乌南幼儿园中三班的老师们发起的云课堂与丰富的亲子互

动运动与游戏，让孩子们并没有太多的落寞与分离的感觉。 

中三班的课堂安排合理而有趣，每天小朋友们准时上线，在腾讯云课堂上互

相问好，开开心心交流一些小心得，充满童趣。课堂也充满了“有所得，有健康”

的元素，“木兰操”和“瓶

豆操”让小朋友们好好动

起来，“眼球操”让小朋友

看视频以后能好好得到休

息。而手工课与民俗文化

的短课堂与丰富的课后互

动，让大家虽然“足不出

户”，依然有规律、有乐趣。

园方贴心安排的线上分享

也非常及时。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幼儿们可能出现的感染、隔离等情况，特邀复

旦大学儿科医院的主任，为大家答疑解惑，也为家长们传递想法，让大家不焦虑、

不害怕。只有家长们的有条不紊，才能保证小朋友得到更好的照顾。 

这次疫情封控正值春分前后，小朋友们和家长们参与了一系列的春分活动。

小朋友们在一边诵读汉朝司马相如的春分

诗句“日月阴阳两均天，玄鸟不辞桃花寒。

从来今日竖鸡子，川上良人放纸鸢”，一边

在鸡蛋上绘出斑斓色彩，立蛋留念。在家长

们的启发下，更是用上了各种创意的素材，

在孩子通上秀出作品。更有家长与小朋友一

起，利用时令春菜，一起做出美味佳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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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宅”家 “疫”起互动 静待花开 

大四班 哲霆家长 

过完 2022春节，我们满怀激情地走向了大班第二学期，并默默期待：孩子

们能在最后一个学期多感受乌南的育人文化、多留下人生第一拨同学间的美好印

记、多习得幼小衔接需要的那一切。尽可能多地弥补之前因疫情而减少在园时间

的遗憾。 

然而，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孩子们不得不宅家生活一段日子。正在焦灼不安的

时候，班级老师组织了线上家长会，就下一步作了清晰地部署，让我们第一时间

有了定海神针。接着，我们的“孩子通家长版”也接连发声：如推出了“大班幼

儿居家作息表”。无疑，作息表对孩子的养成教育、规律生活给到了正确的指引。

又如分享了华师大学前教育专家周念丽老师“积极心态，直面挑战”的直播。显

然，对家长调整心态积极直面当下进而保障孩子居家学习与生活的有效性带来了

很大的启发与帮助。再如不断生成线上课程。班级老师从孩子全面和谐发展的角

度收集资源、设计方案、用心准备并适时推送，为孩子们居家学习提供了保障。

如学习活动：绘本故事《花婆婆》、儿歌《云彩与风儿》、数学“扑克游戏”、探

究“瓶里的雨”、自然认知“24节气”、美工“自制风筝”等。如运动活动：池

老师自编自演的“小小航海家”与“加油操”、“亲子小足球”等。如生活活动：

“家庭值日生”、“变废为宝”、“助眠小妙招”等。如社会认知活动：“居家防疫

小知识”、“世界水日”、“世界睡眠日”、世界气象日等。如展示分享活动：多名

孩子的国旗下演讲、大糖的体操、小糖的舞蹈、欣欣的魔术、嘉遇的小提琴、多

多的钢琴与手工、啾啾的综合挑战等。线上课程的源源不断，让我们内心特别踏

实。对居家期激发孩子兴趣、增进同伴互动、发展自我意识等有着无可替代的价

值与作用。 

除此以外，乌南还有很多的暖心。如精心准备的幼儿居家菜谱与经典菜肴推

荐，实用性非常强。不仅使孩子们品尝到了幼儿园的味道，同时也提高了家长的

厨艺。又如每天的线上互动，家长与孩子特别期盼。小朋友说，我最想看到老师

与小朋友，我们可以一起笑一起说话。家长说，线上互动就在辅导我们如何与孩

子一起学习。再如，按需个对个互动。总之，疫情居家，我们感受到了乌南的满

满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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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经历在这个特殊时期的一位乌南家长，很想表达以下心声—— 

感谢：感谢幼儿园具有科学的应急机制。居家第一天就有线上课程的实施。

课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孩子们得到了，家长们也学到了。感谢大四班老师，

为孩子居家学习所做的一切。有老师的的关心真好，孩子们保持了原有的归属感

与良好的生活学习秩序；感谢孩子们在家的积极表现。是你们告诉了爸爸妈妈应

该如何正确地面对这段时光，好好地陪同与支持你们。 

期待：期待疫情早日散去，还给乌南欢乐的时时分分，尽快敞开大门；期待

疫情早日散去，还给孩子们正常的幼儿园生活。在仅有的几十天内，能加倍地感

受乌南、加倍地分享与小同伴间的快乐、加倍地做好入学准备；期待疫情早日散

去，还给老师们正常的工作环境，面对面的师幼互动才是最为有效与甜蜜的。 

让我们一起加油，静待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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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生活也精彩 

中二班 舒然爸爸 

自 2022年 3月 14日起，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全都开始了居家生活，刚刚相聚

没太久的小伙伴们又都分开了，老师们也暂时见不到了，待在家里的小朋友们还

能愉快的生活么？不用担心，老师和家长们早都想好了各种各样形式的教学和娱

乐活动，帮助小朋友们居家期间也能享受精彩的生活。 

每天在网课相见。居家上学以来，每天上午 9:30

以及下午 3:30园里都安排了线上课程，小朋友们可以

选择自己喜欢的时间报名参加，每次课程各 1小时，老

师们准备好丰富的课程内

容，平时上课时候有的“国旗下的演讲”、“每日小

主播”、节气节日的相关活动也都在线上进行，有时

候家长们也会参与，给小朋友们讲讲自己的职业，

带领小朋友们进行运动等等，小朋友们也可以在线

上欢乐互动，每天孩子们都非常期待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课外运动也不少。运动是孩子们的天性，原本在幼

儿园里每天都会保持好几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居家

了也还是不可少的，家长和孩子们都发挥想象力，运用

身边和小区里可以使用的资源，给孩子们创造了各式各

样的运动环境，有在家里和妈妈一起做瑜伽的，有爸爸

带着下楼去踢球的，有把唱歌跳舞课都搬到家里远程的，

大家玩得不亦乐乎。 

动静还需相结合。动与静相结合才能

更好的促进孩子的学习与发展，除了各种

运动外，小朋友们“静”的活动也不少，

看书、画画、下棋、手工制作等等不一而

足，家长们都使出了十八般武艺来帮助孩

子们在家里既要静得下心，也要有事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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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令节气不能忘。传统的时令节气活动一直都是乌南幼儿园的传统保留项目，

小朋友们在家中度过了春分时节，讲春天相关的故事、春分立蛋、春分节气歌、

做有春天气息的菜，大家在家里也开展了各种与时令节气相关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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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二三月 

境外 E班 

今年的开年活动，和往年一样

有着热闹非凡，传统味十足的舞狮

舞龙表演，可爱的大老虎喜气十足

的给每个小宝宝发开年红包。还有

个很棒的新年音乐会，学校请来了

民乐团为孩子们演奏，在活动中孩

子们认识了古筝、扬琴和竹笛，领

略了不同乐器的音色之美。孩子们

能在乌南学习真是非常幸福。 

今年的开年还加入了冬奥会的活动，因此孩子们的团圆饭也有了冰墩墩的加

入。从乐趣中参与时下的热门话题。每天欢乐的户外运动时光，在校园清洁日，

孩子们卷起袖子去擦擦游戏积木，在享受阳光的同时，体验劳动的快乐！ 

为了共同防疫，停学在家

的宝贝们最最期待每天的线上

学习和交流时刻。每天都有中

外教老师分别和孩子们互动，

做手工、画画，学英语，还通

过有趣的视频，学习诗歌来了

解清明节的节日文化。 

希望大家平安，尽快度过

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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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爱上网课 

境外部 G班 Harper 

封控在家快一个月了，其他幼儿园的宝宝每天在家无所事事，或是缠着父母，

或是缠着电视，快把妈妈们逼疯了。唯独乌南的孩子们每天生活依然非常有规律，

每天上午固定一小时的网课，这一小时里包括一节中文课和一节英文课，孩子们

既学本领，又能与老师及同学互动聊天，互相关怀，交流疫情。这让孩子觉得自

己与外界及原有的生活是链接的，不仅对他们身心有益，对思维的发展也是一种

不间断的促进。   

当小学生、初中生们在吐槽网课有多无聊，我们的孩子实则享受着网课，甚

至弟弟妹妹们也一起跟着学习。乌南的网课内容丰富，趣味十足，充满了生命力

与应用性。例如上周的清明节，学习了杜牧的《清明》，老师穿着古装，委婉地

吟唱着《清明》这首诗，特别的优美。这一节课既让孩子领略古诗的美与意境，

又明白节日的由来，还感受到老师表达出来的温婉与情感。我家孩子在之后的小

长假里反复地吟唱，还拉着弟弟一起表演，让弟弟演牧童，自己扮演问路人。老

师们备课特别的用心，真正做到了把内容和情感都内化到她小小的心灵里。 

孩子愿意上课，愿意学习，作为家长我十分欣赏学校的课程，也衷心感谢老

师们在这段特殊时期的付出，乌南的孩子们是幸福的，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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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玉米王国开派对 

                                               画作提供：中一班 家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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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抗疫待花开 居家生活亦精彩 

中四班 萌萌爸爸 

春风轻灵，百花吐蕊，在这春暖花开的季节，一场突袭的疫情打乱了我们的

正常生活。3 月 12 日，经上海市教委统一部署，全市中小学全部调整为线上教

学，幼儿园、托儿所停止幼儿入园。乌南幼儿园第一时间周密部署安排，顺利完

成全校老师、职工和幼儿的核酸检测，并将幼儿园的教学同步转为线上。 

迄今为止，中四班已连续开展了 3周的线上视频互动教学，有力推动了家园

协作，老师们精心备课、家长们全力配合、孩子们热情投入，在居家封闭期间，

能让家长和孩子缓解焦虑，更是让孩子们在互动中增长知识、在玩耍中加强锻炼、

在快乐中不断成长。 

一、“云”上交流齐互动，各显身手展才艺 

在这场疫情之前，家长们因

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的要求，未曾

实地了解过孩子们上课的场景

以及孩子在幼儿园的表现，这次

转为线上“云互动”、“云授课”，

反而从家长的视角，看到了更多

孩子们的表现。第一场线上视频

互动时，孩子们都早早地进入了

视频号，热情地相互打招呼、向

老师问好，家长们看到的，是中

四班团结和睦、其乐融融的和谐

氛围。孩子们积极主动的举手、发言，让家长们感受到了中四班老师和孩子的热

情互动。家长们同孩子一起参与“瓶豆操”和“木兰操”，让家长们感受了一把

亲子上课的愉快体验。而原先孩子们的新闻播报和才艺展示只在学校进行，家长

们并未现场观摩过孩子的实际表现，这次“云播报”，更是让家长们亲眼目睹了

孩子们自信的精彩表现，对自己的孩子刮目相看。 

二、居家学习增本领，互动游戏促亲情 

线上视频互动指导、“孩子通”和园部组织的各类线上教学让居家带“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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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长们不再焦虑和无助，反而

更加珍惜这段 24 小时无休的亲子陪

伴。剪纸、立春蛋、跳动的米粒、剥

春笋、地球一小时、豆子发芽、玩纸

杯等各类亲子互动游戏、科学小实验，

让家长们游刃有余地陪伴孩子度过

居家封闭时光，不仅让原本紧张焦虑

的家庭氛围变得和谐有趣，更是能让

孩子们在学习中成长，在互动中增进

了亲子关系。 

三、家务劳动我能行，干净整洁抗疫情 

居家封闭的时间，换个角度思考其实正是培养孩子良好劳动习惯的最佳机会。

这 3周时间里，中四班的孩子们

不仅会服务好自己，自己洗碗、

自己整理玩具、自己收拾衣物，

更会服务好家人，帮助家里做了

不少劳务，有的帮忙包饺子、有

的帮忙吸尘、有的帮忙拖地、有

的帮忙在厨房“打杂”，更有许

多家中的哥哥姐姐还帮助爸爸

妈妈“带娃”，既学会了劳动本

领，又帮助家人做了自己力所能

及的家务活动，收获满满。 

这次疫情只是让我们短暂分离，我们一定相信，病毒终将被打败，让我们携

手战疫，相约春天在乌南幼儿园再次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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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球啦！爸爸加油 

小二班 周妈妈 

二月的春风还带着些许凉意，但是根本抵挡不住小二班爸爸和小孩子们运动

的热情。在“么么黑，精精瘦”的运动教育背景下，小二班家委会深受感染，积

极组织，最终与小一班约定在二月最后一个周六进行一场有趣的友谊亲子足球赛。 

比赛当日，近五十名小

朋友与家长到场，气氛相当

热烈欢快。小朋友和大朋友

们都带上自己的装备，迈着

欢快的步伐进入徐家汇体

育公园的足球场。专业的场

地、专业的设备让小朋友们

都很激动，这让还未开始的

比赛已然热闹非凡。 

整场比赛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小朋友们与爸爸们共同热身。只见小一班的

爸爸们训练有素，跟着其中一位专业健身教练爸爸绕场跑步热身，整齐的一列小

队神纠纠气昂昂。有的小朋友坐在爸爸的腿上帮着压腿，有的小朋友帮爸爸推开

手开肩，还有的小朋友已经激动地大喊加油为热身鼓劲儿，真是一番乐呵的场景。

正式比赛开始后，小二班爸爸们以一脚空门不进开场，小朋友们哀叹连连，但是

很快在妈妈们的鼓舞下恢复了士气，接下去的比赛也是紧张激烈，场边由小朋友

与妈妈们组成的啦啦队加油声此起彼伏，场上爸爸们的较量势均力敌。最后小二

班以 4球的优秀成绩击败小一班。第三阶段是小朋友们的自由活动，两个班级的

足球小将自由结队，自由规则，自由进攻，自由防守，以他们孩子独特的方式有

条不紊地进行着比赛。满头大汗的爸爸们和欢笑连连的妈妈们看得津津有味。 

快乐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两小时的比赛转眼就在日落余晖中落下帷幕。寒

风依旧，但孩子和家长们尽兴而归的身影是那样的温暖动人。让我们再次相遇在

春暖花开，疫情缓和的春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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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春风日，亲子乐时光 

小四班  尹妈妈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惊蛰：古称“启蛰”，是农

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三个节气，标志着仲春时节的开始。惊蛰时节，气温回升，

雨水增多，农家无闲时。  

    3月 5日，小四班家委会联合上音歌剧院与上海书画院合作举办了一次特别

的活动。带领孩子们走进上音歌剧院，领略艺术殿堂的魅力；让孩子们感受节气

的氛围，了解传统习俗。 

你是否好奇，剧院如何神奇地呈现出绚目的舞台艺术？剧院的整体结构是怎

样的？在专业讲解员小哥哥的带领下，乌南幼儿园小四班的宝贝们开启了这次特

别的探秘之旅，大家一起了解世界级试听效果的歌剧院的每一处细节：探秘后区

舞台、探索歌剧院各大功能不同的

排演厅、打卡美丽的旋转楼梯、城

市阳台……当然，作为未来剧场的

小观众，我们还了解了剧院礼仪，

相信这都为日后的剧院之行增添

了一份从容不迫！还有不少宝宝第

一次站到了舞台中央，这里是梦的

开始，愿孩子们心中梦想的种子都

能发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8C%E5%8D%81%E5%9B%9B%E8%8A%82%E6%B0%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A%82%E6%B0%94


 

 

28 

 

“中国面塑”早在汉代就有文字

记载，经过多年的沉淀，面塑已是中

国民间艺术的一部分。面塑是我国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是一门珍贵的

指尖艺术，面塑被称为“中国的雕

塑”。本次活动邀请了非遗传人李娜

老师，亲授简易面塑，小朋友和家长一起了解面塑的历史、实用工具和基本技法，

动手制作惊蛰节气小摆件。现场气氛热烈。最后的小彩蛋上，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制作“冰墩墩”。真是自己动手，“一户一墩”不用愁！ 

本次活动不仅给孩子们带去欢乐，更将民族传统文化传递给每位小朋友。迎

着温暖的春风，亲子共同感受艺术，让时间慢下来，一切，真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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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玩 

境外部 C班 Elizabeth 妈妈 

很多人都说羡慕我们家的家庭氛围，想问问有什么特别的秘诀？其实秘诀只

有一个——你要比孩子更有兴趣！更投入！ 

记得 2020 年的疫情，我们宅在家里，为了给孩子营造不一样的学习环境，

希望他们除了玩，还可以学习。我和孩子们讨论，我们选择了一首英文老歌

《Yellow Submarine》做活动内容。刚开始，我们只是听音乐、学习唱歌，当然

我的主要目的是要他们学习英文。后来我们也欣赏 The Beatles 的 MV。孩子们

的想象力无限，我也记不清楚是谁开始的，其中一个人问我:”妈妈，我们等会

儿可以画潜水艇吗?”我说:”当然可以。而且既然要画，我们就把它画大!大到

可以坐下我们三个人。”孩子们听到要画可以坐下三个人的大潜水艇都很兴奋，

迫不及待的翻出画笔就要大展身手。画画是孩子的天性，尤其可以在大张的图纸

上恣意涂鸦。我们把纸铺平在地上，我替他们准备好材料，剩下的工作就交给他

们了。也不知道花了多少天，我们的潜水艇总算完

成！有了潜水艇，孩子们的歌曲也学习得差不多，

那为什么我们不来拍视频呢? 就当作是个小型成果

展。因为要拍摄视频，所以大家又更努力地练习，

孩子们也开始提议要穿得跟 MV一样的衣服，甚至弹

奏乐器。最后我们的作品总算大功告成！作品既然

已经完成，孩子们的努力也是需要掌声的，所以我

们跟周遭的朋友们分享影片，让孩子们更有成就感。 

我很享受和孩子们一起玩的过程。但是我们也知道孩子们的耐心有限，一个

活动不能把时间拉的太长，还有适时地给孩子布置一点任务，也可以增加他们的

责任感。然后最重要的是妈妈的角色，不是妈妈，而是一起玩的大姐姐！我们一

起玩、一起唱歌、跳舞、一起解决问题，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 

孩子的成长不等人，所以我很珍惜相处的每一分每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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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宅家生活 

大一班 卓轩妈妈 

三月，春风轻拂大地，花儿朵朵绽放，小朋友们都脱

下了厚重的冬衣，换上轻装，准备拥抱美好的春天。然而

没有想到，还未来得及感受樱花纷飞，上海疫情日益严重，

我们的幼儿园生活被迫按下了暂停键。不过幸好有老师每

天带领我们大一班的小朋友们在线上互动，宅家生活变得

丰富多彩。 

一年之计在于春。宅家第一天，大家纷纷画起了一日

计划表，看看大家从起床到晚上入睡安排满满的架势，个个都是个小忙人呀。 

“老师早上好”，“阿姨早上好”，每个工作

日上午 9：30准时响起小朋友们热情的招呼声。

大家各个精神十足端坐在 iPad前，学着大人模

样，一本正经开起了“会”。先跳个《小小航海

家》和《健身操》热身一下吧，然后老师们带

领大家读读故事绘本，学折郁金香，玩词语接

龙，或者分享小朋友做的科探小实验，有时候

小朋友们还可以争当小小主持人，展示自己的

才艺，愉快的一小时一眨眼就结束了。 

除了参加线上互动，我们大一班的小朋友们宅在家还在做些什么呢？有的小

朋友试试绿豆加点水，自己发豆芽；有的小朋友翻出轮滑鞋，把客厅当运动场；

还有的小朋友当起了厨房小助手，剥豆子小能手上线。 

    此外，我们还参加了地球一小时活动。

每年三月最后一个星期六 20:30-21:30

被称为“地球一小时”（EarthHour），也

称“关灯一小时”，是一项全球性节能活

动。世界自然基金会在 2007 年向全球发

出的一项倡议：呼吁个人、社区、企业和

政府在地球一小时期间熄灯，以此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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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保护地球的责任感。 

今年的地球一小时是 3月 26日晚

上 8:30-9:30，来看看我们大一班的小

朋友都是怎么度过的吧。有的小朋友点

起了蜡烛，给爸爸妈妈弹奏一首浪漫的

钢琴曲，有的小朋友给家人来一段小提

琴独奏，还有小朋友研究起各式各样的

蜡烛，在烛光中玩起了影子游戏。看来

黑暗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恐惧，倒是带来别样的乐趣。期待下一个地球一小时，让

我们继续 “闭眼”一小时，一起想象地球妈妈的微笑

吧。 

    今年的三月，春风如约而至，百花依次绽放，看似

平凡又普通，然而对于上海又是如此特别。小朋友们约

定好，我们一定要好好宅家，积极抗疫，争取早一点幼

儿园相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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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小小白” 

境外部 A班 Ellie 

一年多前我们全家回到上海时，我第一次在机场看到了“大白”的身影，

不过那时候我还不是很明白他们是做什么的，只觉得他们看上去好酷。妈妈告诉

我，那些穿着白色连体防护服，还带着口罩、护目镜的人们，可能是医生、护士，

也可能是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他们都是在疫情期间为大家服务，帮助我们完成核

酸检测以及其他一些任务的。为了保证自己不被传染，他们必须穿着防护服。 

 这次因为上海的疫情，我们已经在家隔离了好

久了。当中有几次，我会和妈妈妈妈妹妹一起出门

做核酸检测。于是，我再一次看到了大白们。他们

还是那么酷，尤其是帮我们采样的大白，动作看上

去那么专业和熟练。大白们虽然做着很严肃的工作，

但看到像我一样的小朋友时，他们还是特别温柔，

亲切地提醒我要注意的事项。他们在我眼里，都是

特别厉害的大人！ 

 不出门做核酸的日子，小区里给我们发了抗原测试套装。我高兴坏了，这样

我就可以像大白一样帮别人做“核酸”了！我找出了之前万圣节变装时穿的护士

服和科学小实验套组里的防护镜，请妈妈帮我戴上口罩和手套，今天我就是“小

小白”啦！帮妹妹和爸爸做“核酸”，他们也像我一样，很配合呢。 

虽然看到窗外春光明媚不能出去

玩耍，偶尔会有些小失望。但经历了这

次居家，我也学习到了很多。通过自己

在家模仿大白，我更深刻地了解到看似

简单的工作，其中蕴含的复杂和辛苦。

在接下去的居家隔离时间里，我会继续

注意个人卫生，把生活中的抗疫小习惯

保持下去，给我的妹妹做个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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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春天 

境外部 L班 Sirius 妈妈 

2022 年 4 月 2 日，浦西全域静态管理的第二天（浦东所有街道也正在持续

封锁中）。孩子午睡时，我打开窗户眺望远方。街上静静悄悄，全无往日的喧闹，

只听得小鸟叽叽喳喳。春光正好，满街的树仿佛在一夜之间同时冒出了新叶。这

样的日子，每个人都应有满满的出游计划，或是在美丽的校园里和同学们玩闹，

在草地上跑一跑，让他们像春日的小草一样挺起腰，蹦蹦跳跳地蹿一蹿个子。但

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来势汹汹，将所有的计划全盘打乱。 

班里的家长们常在群里调侃，我们这些三岁的孩子，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病毒、

什么是屯菜，熟练掌握了正确的洗手方法，习惯了出门戴着口罩玩耍，甚至能在

家充当大白，为家人采样帮助完成抗原测试。这些知识和技能，是我们这些大人

未曾经历和想象过的，但就在短短两年中，我们的孩子成了“抗疫一代”。家长

们面临大挑战：如何在居家办公的同时确保一个孩子乖乖上网课？孩子不想上课

怎么办？孩子不爱跟老师互动，还要玩玩具。上课没法专心，跑来跑去的……在

这段让人不安的日子里，每个人都很难保持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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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看看孩子通里的打卡记录，分明只有半个月没去学校。我们必须承认，

上网课对于三岁的孩子来说并非一种必备技能。在这个年龄段，他们就该去跑去

跳，去触摸湿漉漉的草地，去感受春风拂面带来的清香。在上网课的两周中，孩

子们已经慢慢地由不适应进步到可以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互动，这又何尝不是一种

成长？生活中的急躁已是常态，可孩子不同。孩子是一朵慢慢开放的花，成长的

过程就是慢慢绽放的过程。花期各有不同，我们能做的只有耐心浇灌，然后默默

等待。这段被迫“停下来”的时间，也给了我们平日里忙忙碌碌的家长们一个机

会好好地观察与欣赏，一个花开的过程，这是我们的福气，应当好好珍惜。在每

天的朝夕相对中，能多给孩子一些安慰与鼓励，体会“活在当下”的快乐。生活

不只是诗与远方，也是近在眼前的一蔬一饭，一点一滴。这短短几十天在当下似

乎是寝食难安的困境，而放在孩子长长的一生中，也只是片刻的小小插曲。 

在这个特殊的春日里，与所有人一起希望疫情早点过去，生活归于正常，孩

子重返校园。错过了一个春日，还有更多夏秋冬之美等着我们的孩子去探索，而

春日，终会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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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保卫地球 

       画作提供：中三班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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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到这几点，亲子宅家更加充实有序 

大二班 诺诺妈妈 

不知不觉，距离 3 月暂别校园已经过去 20 多天。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这

次停学一方面让他们失去了不少身在幼儿园的宝贵时光，另一方面也给幼小衔接

带来了意料之外的挑战。 

作为家长，工作、孩子两手抓，还要做到两手硬，一开始我感到茫然无措。

但是所幸得到了老师们及时的指导，以及家人、孩子的共同努力，让这段“宅家”

的日子变得充实了起来。在这里把我的一些思考和做法分享出来，希望能跟大家

一起过好跟孩子亲密接触的每一天。 

 做好计划，不慌不忙 

目前，孩子的生活算得上井然有序，我认为这

一切的前提是早做计划。停学之初，老师通过线上

家长会提示了孩子在家的生活应该“有计划”、作

息不乱，从实践效果看，这一点是关键而有效的。 

宅家的第一个周一，我跟诺诺一起商量、确定、

并由她动笔，制定了她的居家日程表。经由这个过

程，她了解并认可了每天的时间如何分配、有哪些

活动可以实施、有哪些任务需要完成。 

有了明确的计划，还需要坚决执行，只要养成习惯就能走上正轨。很多时候，

即便大人不能分神陪伴，孩子也能自己找到合适的事情做，切实减少了呼叫妈妈

的次数。 

 劳逸结合，有玩有学 

对于学龄前的孩子，我想首先还是要保证营养、保证休息。因此，我们根据

园部的建议，每天力争 7:30起床、21:30熄灯、并午睡/午休 1.5小时，一天安

排三餐两点。 

活动安排上，尽量多元化、动静结合，避免孩子陷入无聊的情绪之中——诺

诺的书架上有各类图书、画纸，自由活动时，她经常会看书和画画；玩具放在方

便取用的地方，玩好自己整理、原地归位；保持运动，每天跳绳、拍球；除了自

主探索，也需要在大人的督促和帮助下完成学习任务和大提琴练习；有空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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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看看电视…… 

丰富的活动填满了每天的日程，孩子感觉充实有趣，大人也就更加从容了。 

 

 家园共育，提高质量 

居家的日子，我真心感谢幼儿园安排的线上互动。对诺诺来说，这仿佛是每

天的正式开始，当她乖乖坐在屏幕前，就给这一天定下了安定的基调；家长在这

时也得到了相对独立的时间和空间，能把自己的事情先集中处理一下。 

孩子通我也经常看，学学亲子游戏和膳食安排，把老师发的小故事作为睡前

故事播放，或是在其他家长发布的生活动态中得到启发。 

非常时期，对每个家庭都是挑战，但也是不可多得的亲密时光。只要我们在

这个春天努力过，就一定会迎来开花结果的好时节。 

 

用丰富的活动充实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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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运动中健康成长 

小三班乐妈妈、陈妈妈、朱妈妈、夏爸爸 

运动是幼儿永恒的主题。小班第一学期结束前，小三班家长们一起交流了孩

子门的运动经历和教育心得，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小三班孩子的运动风采吧。 

1.运动健儿豆豆 

豆豆从小就爱运动，从三岁开始，就在爸

爸和妈妈的鼓励下，慢慢地去尝试不同的运动。

2021初春，当时疫情也得到很好的控制，爸

爸妈妈就带他到了一个很大体育中心，他就像

小老鼠掉进了米缸，开心极了，开始尝试各种

不同的体育竞技本领。从国金体育中的骑马，

网球，到小区的泳池，再到家门口的篮球培训

中心，都是豆豆最快乐的玩耍时光。现在豆豆

最喜欢的还是篮球和足球，好好坚持锻炼，争取做足球冠军！  

2.逐渐爱上运动的乐乐 

乐乐自从进入幼儿园之后，慢慢的对运动产生了兴趣。原先由于缺乏机会，

乐乐基本不太运动。只会下楼玩玩滑板车，滑滑梯，散散步走走。但是进入幼儿

园后，有了小伙伴们的加入，乐乐对集

体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已经能

够熟练玩平衡车的情况下，依旧还是会

对使用踏板骑自行车产生抗拒，怕摔倒，

还不能完全掌握平衡感让幼儿天生产生

了抗拒。但是在看到小区里面其他孩子，

尤其是女孩子都能够熟练的骑自行车后，

他瞬间产生了学习欲望，有了练习的动力。

因为之前玩平衡车的原因，已经掌握的平

衡感让他很快就学会骑自行车了。 

由此可以看出，同伴对于运动有着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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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重要的相互作用。乐乐现在会在楼下找同龄人一起骑自行车玩，会锻炼拍球的

技巧，最近又迷上了羽毛球。由此他的童年将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3.发现特长坚持陪伴 

小朋友体能锻炼需要家长陪同和坚持，孩子的运动习惯不是一天形成的，需

要持之以恒的培养，孩子刚刚从只会奔跑到学会各种体育技能，本身就是一个学

习过程，需要家长耐心

指导，培养孩子对体育

产生兴趣，自发的要去

锻炼，并能从中获得成

就感和满足感。比如思

诚从小奔跑能力很强，

爸爸就一直坚持陪他一

起跑 200 米，每次都满

身是汗，孩子身体也变得棒棒的。 

4.用兴趣感染孩子 

春天是小朋友长高的黄金期，饮食和运动都必不可少。 

首先，从小朋友的爱好出发。一开始妈妈也不清楚聿铭喜欢什么，后面发现

他喜欢各种车，这是男孩子的普遍爱好，就让他自己挑选了一个扭扭车。再大点，

给他买了滑板车，再后面又买了自行车。自行车带给他的快乐更多，他每周末，

主动邀请我和他父亲去滨江骑车，骑车对他的腿部力量训练很有帮助，他也从不

觉得枯燥。其次是家长的陪伴和坚持。爸爸有在练习剑道。某次小朋友看到，刻

在男生骨子里喜欢舞枪弄棒的基因蠢蠢欲动。正好先生的日本同事送了个小朋友

的木剑，于是小朋友开始跟着我先生

一块学习剑道。剑道对于他的上肢力

量和平衡性的发展有很好的促进作

用。后面某一次带小朋友去看爸爸篮

球的时候，他也很喜欢，于是到了周

末他也会跟着爸爸一起去打篮球，练

习投篮。这两项运动，都是因为有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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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的陪伴，他也很容易坚持。最后，不要苛求小朋友必须做某种运动，因地制宜，

利用空档时间做一些小运动也是很好的。 

    以上便是小三班幼儿的运动现状了。家长们都非常重视孩子们体育锻炼。对

幼儿的发展也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科学的分析。这使得我们小三班的幼儿们都能在

一个健康的环境下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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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二、三月 

境外部 D 班 

三八妇女节，孩子们画了一幅充满爱意的作品送给最亲爱的妈妈。春分到，

一起来装扮蛋宝宝，让蛋宝宝穿上春衣，

来玩立蛋，蛋宝宝真的站起来了。 

今年的圣帕特里克绿节，我们在线上

互动中度过，大家纷纷穿上了绿色元素的

衣服，英语老师给大家展示了绿绿的杯子

蛋糕，我们真想尝一尝 

我们已经三周没有去幼儿园了，每天和两

位老师进行线上互动渐渐成为一种习惯，

我们一起画画，像仍然工作在一线的医护

人员致敬，感谢你们为我们负重前行。 

每天除了线上互动，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娱乐活动，比如在玻璃窗上画一道美

丽的彩虹，能带给我们无比灿烂的好心情；或者和哥哥一起安静的下棋，让爸爸

妈妈休息片刻；或者在家里给玩

具们来一场“迪士尼花车巡游”，

一个人也能玩得不亦乐乎。疫情

已经断断续续持续三年了，孩子

们虽小但都是明白在自然世界，

病毒威胁下，人类的生命是如此

脆弱的，所以疫情让孩子们学习

到了更加要坚强，并且要勇敢面

对苦难。 

而当下如何保护好大家，保护好自己是最主要的问题，偶尔会说：等我长大

了也要保护你……这般温暖的话，虽然整个三月几乎都被隔离在家，但也因此收

获了更加宝贵的亲自时光，我们相信，雨过天晴，终见彩虹。愿大家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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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儿有招 

境外部 K 班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宝贝们快乐的幼儿园生活按下了

暂停键。但幼儿园适时提供的每日线上互动和课程资源分

享，乃至视界乌南公众号和视频号定期的内容分享，都给

家长的科学居家育儿拓展了思路。 

在居家育儿期间，境外 k 班的爸爸妈妈也随着学校的

节奏，用特别的亲子时光给予宝贝充分的陪伴。 

有的妈妈陪伴孩子涂鸦、进行了一系列的艺术创

作。有的妈妈和孩子一起准备着每日的餐点制作，让

孩子感受劳动的快乐。也有的家长围绕节日，开展丰

富的亲子活动。如:春分节气，我们会和孩子一起玩

竖蛋的游戏；世界地球日，我们与宝贝一起关灯玩有

趣的光影游戏；圣帕特里克节，我们还穿上了绿色的

衣服和班级老师一起在线上过节。 

我们用高质量的陪伴，让孩子的心中充满阳光，

也相信家长积极乐观的心态也会让我们的宝贝心向阳光，一起期待重逢的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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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的志愿者父母 

小一班 

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是最好的亲子教育。疫情期间除了居家陪伴，许多小一

班的家长们选择做社区的志愿者，穿上蓝色志愿服，为防疫贡献一己之力。虽然

爸爸妈妈身处一线，但一言一行小朋友们都看在眼里，从小就树立良好的意识：

我们在做好自己的同时，也有义务和责任为社会大家庭奉献余热。 

耀宇的爸爸妈妈每天忙碌在社

区志愿者的岗位，组织和发放小区

物资，耀宇妈妈说，志愿者一天下

来回到家，耀宇会抱着她亲个不停，

此时既有对妈妈的眷恋也饱含对

妈妈的心疼，妈妈心里一定也是甜

甜的。 

坤坤妈妈在疫情伊始便早早加

入志愿者大军，作为防控重点区域，

一线工作任务繁重，但依然每天坚持着，在坤坤眼里化身“蓝精灵”的妈妈是最

好的榜样！ 

同样成为志愿者的还有小树的妈妈，小树平时最粘的就是妈妈，虽然穿上蓝

色志愿服的妈妈只能看到半张脸，但小树勇敢地向妈妈比拳头，为妈妈加油打气！

在小树心中，妈妈是他的榜样和骄傲！ 

 还有许许多多小一班的家长们奋斗在疫情前线，虽然牺牲了对孩子的陪伴，

但小朋友们明白爸爸妈妈是在为社会做贡献，长大了我们也要像爸爸妈妈那样，

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情，献出一份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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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分享 

境外部 I班  Michelle 

Stella 和隔壁邻居家的 Cara是好朋友，同龄的两个小姑娘一直一起玩。也

常常会因为都想玩同一个玩具发生小争吵。为此，我趁着有一天邀请 Cara 一家

来家里做客的机会，通过吃苹果来告诉 Stella 如何与好朋友分享并享受分享所

带来的快乐。 

当两个小朋友都吃完饭后，我拿出两个苹果，

一个大一个小，然后我问 Stella：“你要哪一个?”

Cara 抢先说想要最大最红的一个,Cara 妈妈说，好

孩子要学会把好东西让给别人，不能总想着自己。

Cara看见妈妈有点不高兴，听后改口说：“妈妈，那

我要一个小的，把大的留给 Stella 吧。”Cara 妈妈

听了很高兴，并在 Cara 脸上亲了一下说，等回家妈

妈再给你买一个最大最红的苹果。 

我在旁边接着说道：“这样吧，你们刚才一起玩的玩具还没有收好，现在你

们两个一起去收，谁收的又快又多，谁就可以得到一个大苹果。”Stella 听到这

句话之后干劲十足，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抢先完成了收玩具的小任务，并因此

得到了那颗大苹果。 

这个分享的故事告诉小朋友，Cara 或许回家

后会得到了一个她要的苹果，同时她懂得了谦让；

Stella得到了一个她想要的大苹果，同时她明白，

想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就必须付出劳动，努力

争取。真正的分享也不应该是不劳而获，而是要知

道感恩和付出。 

除此之外，我也带着 Stella 在家里做了一次

小实验，我们在家里采集了不同的树叶，再把树叶

放进热水里，很快，因为树叶里的叶绿体释放.这

个像气球一样空心的细胞经过热水浸泡，叶绿体膨胀再爆破,等水份进去排出空

气.就出现了神奇的气泡。Stella在这个过程中玩的不亦乐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