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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和家长们的精气神 

——行进乐队训练侧记 

供稿：大三班郁昕瑶妈妈 

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推进校园文化建设，经过精心筹备，乌南幼儿园行进

乐队成立啦！来自大三班的全体幼儿共同承担起了此次行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自上学期接到任务时起，在班

主任陈敏华和殷佳妮老师的带领下，

大三班的全体孩子以及家长都行动

了起来：从选取乐曲到定下鼓点，

从不识乐谱到熟练背唱，从不知如

何区分每件乐器到孩子们各司其职

练习自己的乐器，从打击乐节奏乱

作一团到基本熟练整齐敲打„„行进乐队训练至今，大三班的孩子们每日练习、

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小乐手；大三班的家长们积极配合、在课余时间指导自己的

孩子；大三班的老师们更是兢兢业业、不厌其烦，倾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默默

付出„ 

在行进乐队组建之初，大三班的老师们挑选

曲目，她们先于孩子们学习了各种乐器的演奏，

并向有幼儿组建乐队经历的校外老师指导们吸取

经验和训练方法，她们认为只有教师率先熟练掌

握，这样才能给孩子们起到真正的示范指导作用，

她们的敬业精神为乐队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乐队的训练中，老师对孩子们分节训练、严格要求，精益求精，针对每个孩子

的特点进行个别化分析，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同时不断地给予在练习中受挫的孩

子们鼓励，对他们不急不躁、手把手地耐心指导，让他们重新树立信心„„终于

在幼儿园领导的支持和大三班的老师的悉心指导带领下，3月 21日下午家长开

放日，在指导老师和家长们的注视中，“1、2、3、4、5、6、7、8„„”对孩子

们有模有样地进行了五种乐器的合练，虽然还未达到最佳效果，但经过大家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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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努力，合练已初显成效。当指挥喊“停”时，台两边的老师和观看的家长们传

来了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除了老师们的默默耕耘，家长们的积极配合起到的

作用也不容小觑：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大三班的所有家

长拧成一股绳，配合老师每天督促孩子们唱谱练手，拍

视频上传向老师汇报自己孩子的练习情况，在各自乐器

分组的家长群里积极讨论识谱唱谱的各种问题，交流教

导孩子演奏乐器的方法。有些父辈家长工作繁忙，经常

出差外地，仍奔波于两地，时刻不忘督促孩子练习；更

有因父辈家长工作过于繁忙，而亲自上阵指导的祖辈家

长，从自己学谱背谱开始，克服困难督促孩子，着实精神可嘉„„ 

而行进乐队的主角——小乐手们，别看他们年纪小，但练成决心不输大人。

他们努力学习、全心投入，他们知道组建乐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成功的，所以他

们不开小差、不断苦练，一遍，两遍，三遍„„他们反复背唱乐谱，一次次纠正

错点，不停练习打击手势。“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终于在经过了两个月

的努力后，他们终于分别掌握了两手乐曲的马林巴、三音鼓、小鼓、大鼓、铃鼓

等乐器不同的演奏技巧，培养了艺术

感受力，体验到了打击乐的快乐，同

时还感受到了“团队精神”，知道“合

作”的重要性，也培养了孩子们不怕

苦不怕累的坚强意志。瞧，行进乐队

孩子们的首次亮相，在口令声中，他

们整齐划一的动作、高亢响亮的鼓声、

饱满的热情、灿烂的笑容，无一不展现出他们的自信以及对行进乐队的热爱。展

示结束，孩子们精彩的表演赢得了校外教师指导和家长们的好评和赞扬。校外总

指导竖起大拇指说：孩子们，你们真的很厉害！孩子们扬起的一张张笑颜仿佛告

诉我们：我们爱乐队，我们会加倍努力！ 

在不久的将来，这支精神抖擞的行进乐队，将会集体在毕业典礼上亮相，他

们将要展示的是乌南的精气神、乌南的文化和乌南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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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开学季 

供稿：大二班李清韵妈妈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小朋友们也迎来了期盼已

久的开学季。幼儿园里布置喜庆，张灯结彩，更有老

师演奏民乐，志愿者表演捏面人，做糖人，写书法等

吸引了小朋友和家长们驻足观赏。 

3 月 23 日，

我 们 班 开 展 了

“寻找眼睛里的

春天”徐家汇公园远足活动。当天在老师们

和两位热心的家长志愿者的带领下，我们大

二班的孩子们在徐家汇公园寻找着春天的痕

迹，用自己的眼睛见证春天的到来，万物的变化。孩子们发现小树长出了嫩芽，

还知道了只有春天才会盛开花朵的植物等等，孩子们开心极了，他们用自己的眼

睛和小手在大自然里亲身感受到了春意，留下自己眼中的春天。这次活动让孩子

们直接接触到大自然，身临其境的感受季节的变化，再由老师从旁介绍，学习了

很多知识，不像在课堂里书本上那样概念化的教学，而是采用了实践性的教学。 

             

 

3月 24日，园部结合“爱在春暖花开”开

展了爱心慈善活动。当天上午，小小志愿者们

早早的来到幼儿园，互相结伴，装扮成爱心天

使，手拿自制捐款箱穿梭在幼儿园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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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家长，老师和同伴们参与一元捐活动。 

当天下午，玩具义卖准时开始，将爱心慈善活动推向高潮。 

我们大二的孩子们将自己

心爱的玩具带到幼儿园，家长

志愿者和老师们布置好了展台，

境外中小班的孩子们通过购买

兑换券的方式，在义卖现场挑

选心仪的玩具。活动现场，我

们大二班的小朋友们当起了销

售员，向大家介绍和展示自己

的玩具。在义卖过程中，孩子

们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的锻炼，也培养了他们的交流能力和表达能力。 

3月 27日是春游“当一天兵”活动。一大早，幼儿园操场上

热闹非凡，锣鼓队敲锣打鼓，孩子们在举行完升旗仪式，观摩了

武警战士们的队列操后，家长们给孩子戴上大红花，目送他们踏

上当兵旅程，场面很是感人。 

老师点评当一天兵活动，孩子们表现优异：“大红花儿挂胸前，

高高兴兴去参军，险被教官吓落泪，队列训练真整齐，火箭升空

齐欢呼，匍匐前进炸碉堡，引得“敌军”忙投降，当兵要属我最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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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春天感受艺术 

----记乌南幼儿园中三班春游采摘活动 

供稿：中三班 郑睿涵妈妈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草长莺飞，正值春游的好时节。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多

姿多彩的世界，捕捉春天的足迹，亲近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乌南幼儿园中

三班于 3月 27日到佘山月湖雕塑公园开展春游采摘活动。 

春游当天，小朋友们早早的来到了

幼儿园。他们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

大家怀着雀跃的心情，去寻找春天的足

迹。在老师的带领下，孩子们来到了美

丽的月湖雕塑公园。 

上海月湖雕塑公园是松江佘山度

假区内集现代雕塑艺术、自然人文景观

和休闲设施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乐园。依托山林和月湖资源，公园精心创设了寓

意为春、夏、秋、冬四大主

题的区域景观，并配有娱乐

休闲的设施。其中夏岸设有

儿童智能活动广场、嘉年华

游艺区等景点，也是小朋友

游玩人数最多、游玩时间最

长的景点。 

引进自加拿大的“攀

网”，由五彩弹性尼龙绳结织而成。攀爬跳跃其间，可锻炼体能。还有据说是世

界上最先进的、从日本进口的、全国绝无仅有的“跳跳云”。它像一朵洁白的大

云彩，可让小朋友在上面尽情地跳跃出他们的欢乐，仿佛投入到蓝天白云之间。

小朋友从坡度小的一面跑上去，然后从坡度大的一面，或躺、或趴、或坐着滑下

来，都不会摔痛。因此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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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公园广场上是千姿百态的各国

艺术家的雕塑作品，或许是受园区里的雕塑

艺术氛围的影像，小朋友们也有模有样的摆

起了“pose”。 

和煦的春风阵阵吹过湖面，孩子们像

一群放飞的小鸟，在“白云”上蹦跳欢呼，

自由地在草地上玩耍，在沙滩上游戏，在草地上聚餐，在沙滩上尽情地玩耍⋯⋯

他们感受着春天的气息，寻找着春天的足迹，亲近着大自然，享受着阳光、自由

和欢笑。 

中午时分，孩子们坐在绿幽幽的草

坪上，互相交换食物，分享了彼此间的快

乐。孩子们的欢笑声深深地感染了在场的

家长和游客们。 

更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还组织了小

朋友采摘蔬菜的动手活动。孩子们对自己

亲手采摘和制作的食物非常珍惜，连一些

不爱吃蔬菜的孩子说自己拔的生菜最美

味，回家一定要把它吃光光。 

此次亲子春游，孩子们领略到春天的

美，感受大自然的神奇，体验到了活动的

快乐；同时也让幼儿得到了勇敢、分享、

守规则等各方面的锻炼，培养了幼儿的自       

理能力，增强了幼儿的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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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春暖花开的乌南慈善义卖 

供稿：境外 E班 kingsley 妈妈 

一年一度的乌南盛事——爱在春暖花开，乌南幼儿园爱心义卖会又圆满落下

了帷幕。3月 24日下午，义卖会在幼儿园的大草坪上顺利举行。 

 

本次义卖会仍然人气爆棚，各个班级小朋友和家长的参与率都极高，中大班

的孩子在老师的带领下主要负责义卖，境外班级的孩子在老师和家长的带领下负

责义买。本次义卖会上，琳琅满目的各种玩具，图书还有学习用品。小朋友们在

献爱心的同时也能满载而归。 

 

 

通过义卖让孩子们了解“慈善”，当然义卖也只是慈善的一小部分，让幼儿

园的孩子通过义卖会的形势来了解慈善是最恰当不过了，希望他们从而懂得关爱

他人，并从中得到帮助他人的喜悦感。 



11 

 

Love in Wunan kindergarten 

--From Class F Emily’mum 

On 24th March 2017 The Wunan Kindergarten held a charity toy sale event. 

All the toys are donated by senior class children and junior class children 

could exchange the pink vouchers for the toys of their choice. The pink 

vouchers were produced for each family to use and the children used the 

vouchers to trade with the charity toys.  

   

 

The charity toy event helped fund raise for the Dong Li Feng Mei special 

school. The funds will assist and support ongoing and future projects for 

the school pupils. The charity toy sale event is important in educating 

the children the values of being responsible with money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oosing the toys they would like to take home. It also teaches 

the children good behavior and make them aware there are rules in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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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ciety for instance you cannot just take things you like without paying 

for them. This also allows the older children to learn about making good 

use of the toys that they do not play with anymore raising awareness of 

sustainability of the environment.It shows the children how to be 

responsible and respect each other by showing the politeness, love, good 

manners when the children communicate in trading.  

  

The children from the junior class enjoyed looking at all the toys for 

sale and were very excited in choosing the toys they keen. All the children 

had a really fun day selling and buying toys and learning about trading. 

The charity event was overall a huge success with many teachers and parents 

involved and make a difference. The children from Class F had a wonderful 

time during the charity toy sale. They can not wait to go home and play 

with their chosen toys. A big thank you to all the teachers and volunteer 

parents for helping out and making the event po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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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春天 拥抱大自然 

供稿：中二班 张黎 

 

烟雨蒙蒙，繁花三月。春姑娘向大地施展了一个魔法：吹绿了小草，染红了

花儿，滋润着万物，不经意间，我们已经踏入春季。 

为了让小朋友们感受春天的气息，捕捉春天的影子，中二班在整个三月围绕

着“寻找春天”主题展开一系列活动。 

中国的古诗有着几千年的历时,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中二班的老师首先

通过与春天相关的古诗词，如背诵吟唱《咏柳》、《春晓》、《赋得古原草送别》，

让小朋友们从文字韵律中典雅地认识了春天。小朋友们背的朗朗上口，唱的娓娓

动听，陶冶了情操，也从诗词歌赋中感受到了春天的景象。 

每个小朋友都是小小艺术家，为了激发孩子们的艺术细胞，中二班举办了“我

找到的春天”摄影赛，让小朋友们将手机镜头对准春天的每个细节，发现自然之

美。班级里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参与，将自己眼中的春天定格下来，发芽的枝头、

盛开的桃花、嫩绿的草地，无不展现了春天的勃勃朝气，万物复苏。 

 

 

 

 

 

（图为中二班小朋友的摄影作品） 

 

屋顶农场作为幼儿园的特色之一，老师们也是充分利用资源，在午休时间，

带着小朋友们一起寻找屋顶农场的春天。孩子们发现了碧绿的韭菜、鲜黄的油菜

花，雪白的梨花，各种发出嫩芽的绿植，还有小朋友带着放大镜，好奇地观察着

每一颗植物，俨然成了小小探索家。 

 

 

http://www.baidu.com/s?wd=%E3%80%8A%E5%92%8F%E6%9F%B3%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3nHDsn10LPHuBPHDkP1uh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fdrj01P1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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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是每个小朋友最期待最喜爱的活动，三月底中二班全体小朋友迎着春

风沐浴着阳光，来到了月湖雕塑公园，与大自然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在春游前一周，小朋友们已经迫不及待地做着各种准备工作，第一次制定了

春游计划书，用图画的形式记录了春游的地点、活动内容及需要准备的东西。进

行了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超市购物，孩子们自由组合小队，并在老师和家长志

愿者的协助下完成独立购物，为春游的分享做好准备。这些体验让孩子们学会做

事要有组织有计划，锻炼了独立行动和沟通协作能力。 

 

 

 

 

（图为中二班小朋友制作春游计划书）（图为中二班小朋友超市购物） 

春游当天，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在章老师、郭老师、小郎阿姨的带领下，孩

子们一路说着、看着、玩着，象春天的小鸟，兴奋之情荡漾在每一张小脸上。结

合草坪聚餐、游戏、娱乐项目、采摘农物，让大家体验快乐，让师生情、同学情

联系更紧密，也增强孩子们的团队意识，也让孩子们亲近自然，开阔眼界，发现

春天的美景，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 

 

 

 

 

（图为中二班小朋友月湖雕塑公园游玩） 

三月转瞬即逝，但三月的五彩缤纷、蓬勃活力和春意盎然将留在中二班小朋

友们的记忆深处，孩子们通过文学、艺术、实践，全方面感受春天、拥抱春天。 

 

 

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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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节水日 

供稿：小一班顾国琛爸爸 

我们每天到幼儿园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大家打开水龙头的那一刻，看着

水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流过来的，冬天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既兴奋又好奇。老

师说，每天多洗手可以让我们保持清洁卫生，多喝水可以让我们身体健康，所以，

水是我们的好朋友 

虽然说，地球上的水资源非常丰富，约占地球表面积的 70%，但是绝大部分

的水都分布在海洋，97.5%的水是咸水，人类可以饮用的淡水只有 2.5%，因而水

资源是极其稀缺的。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工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地球的

环境越来越差，水资源也受到了污染。为了让大家都意识到水的重要性，一起来

保护水资源不被污染、不被浪费，联合国大会在 1993 年的时候，将每年的 3 月

22日定为“世界节水日（World Water Day）”，号召每个世界公民都要积极保护

水资源、节约用水。 

作为世界小公民，积极响应号召。我们小一班在世界节水日当天，请来了瞿

泽赢小朋友的爸爸，给小一班所有小朋友讲解水的故事，如何来保护水资源。瞿

泽赢爸爸通过 ppt展示了水是动植物体内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人体内水占到

65%，青蛙占到了 78%，大象有 80%，体内水最多的是水母，达到了 97%左右。瞿

泽赢爸爸还给小朋友们介绍了水的很多用途，水除了能喝之外，还可以洗手洗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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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花、养鱼，最神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到的电，竟然也可以通过水来产生。

我们的生活真是离不开水。可是瞿泽赢爸爸说，由于地球上的水资源十分有限，

近年来还受到了很多工农业生产的污染，比如有的造纸厂把生产用过的污水直接

排放到河道里，导致整条河的水都被污染了，河里的鱼都死光了。所以，我们每

个人都要有保护水资源的责任，节约用水，杜绝浪费。最后，瞿泽赢爸爸给我们

每个人送了一个节水龙头，可以帮助我们在用水的时候节约用水，得到这个礼物，

我们都非常开心。 

从今以后，我们都要做个节水小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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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足后，一封来自大自然的信 

供稿：小三班伊冉妈妈 

春天，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他的到来让我们有了远足的冲动。周五一群小

不点儿就在老师和志愿者爸爸妈妈的带领下来了一次迷你远足，在远足结束后，

几封信让我们又惊讶又激动。 

一封来自大树的信 

大家好，我叫香樟，已经 150岁了。放心，我不是人类，我是一棵树。平日

里我都很安静，静静的看着周围的变化，但是今天有点小激动，因为有一群可爱

的小天使来到我的身边给了我久违的拥抱。这群孩子和我平日里经常看到的或坐

在小推车里，或被爸爸妈妈抱在手中的孩子不一样，用一句比较官方的话来说，

这群小不点儿是雄赳赳气昂昂、迈着坚定的步伐来到了我的家“衡山公园”拜访

我和家人的。 

这群小不点儿围在我的身边，抬

着头望着我，看到他们那一双双晶莹

透亮的眼睛，让我恨不得长出更多的

叶子去保护他们，给他们给多的新鲜

空气，当他们发现我的年龄比他们的

爷爷奶奶的年龄还要大的时候，有些

小朋友还暖暖的叫我“香樟树爷爷”，

温暖的称呼暖暖的飘到了我的心里。 

这群小不点儿不但手拉手围

抱我，想多给我点温暖，还很暖

心的照顾了我的家人，他们拥抱

着我的树家人，虽然只是十几秒

的拥抱，但我和我的家人却能感

受来自孩子们的真心，淡淡的却

暖暖的。 

当孩子们拿出自制的水壶轻

轻给我们这些大树和小草浇水时，我发现那些本来要离开的我们的树叶又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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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了我们，而平日里已经习惯踩踏的灰头灰脑的小草尽然又昂首挺胸，充满着

能量，让我这个大家长好感动。 

 

最让我们全家人开心的是这群小不点儿还给我们带了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他们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其实我们这些植物兄弟姐妹

真的很喜欢音乐，和你们人类一样，音乐也是我们的精神食粮，孩子们甜美的歌

声让我们的树叶章的更茂盛，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精神。真很感谢孩子们的到来，

希望经常能看到他们。 

 

一封来自小花的信 

大家好，我是一朵普通的小花，我的家在徐家汇公园。当我们知道有孩子来

我们家的时候，紧张的都想躲到土里。

对的，我们很怕孩子，因为我们很多的

兄弟姐妹都被孩子们强行带走，但是今

天来的这群小不点儿却很不一样。他们

蹲在我们的身边，仔细的看着我们，当

我们紧闭双眼准备接收命运安排的时

候，却发现孩子们非但没有动手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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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孩子对着我们或唱小歌或讲小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就是这个故事有点让我们想睡觉）。 

慢慢的我们也放下了防备，睁开了眼睛，眼前的小天使们都挂着灿烂的笑容，

在众多小天使里我们发现一位小姐姐一直在关照着自己身边的小妹妹，温暖的眼

神让我们这些小花们真正的感受到了春天，于是我们努力的在小风中舞动自己，

让我们的花香能陪伴所有的小天使。最后在这里只想对孩子说：“谢谢可爱的小

天使们”。 

 

来自爸爸妈妈的声音 

Mario 爸爸：“今天的活动很开心，很有意义。老师们很辛苦，家长们也很

辛苦，小朋友们虽然累虽然饿但是却很快乐。希望这样的活动在可以的情况下多

多组织，小朋友们可以多涨涨见识和只是。而在另一方面也可以多多锻炼身体，

让大家成为头脑聪明，身体也棒棒的好宝宝。” 

Mario 妈妈：“第一次远足活动，每个小朋友都棒棒哒，一起拥抱大树，给

小树浇水，抚摸春天的小花。爱这城市的春天，爱这生机勃勃的你们。” 

楠楠妈妈：“整整两个小时，全程自己走，回来的路上都叫饿了、腿酸了，

但没有人提出抱抱这样的要求，今天一定饭香香、觉美美。” 

文文妈妈：“我们家原来走路要抱抱，这次居然能全程自己走。孩子还悄悄

的和爸爸说“这是我最棒的一次春游。”。这样的活动太有教育意义了，就是老师

们辛苦了，还要感谢志愿者家长们。” 

小总结 

不要总是抱怨孩子不爱运动，不要总是纠结孩子为什么沉迷 Ipad，其实只

要多带孩子体验远足，不但可以运动健身、更重要可以体验生活、感受大自然、

发现生活中的小美。 



21 

 

“好声音”小报 

供稿：境外 I班顾瑞雪妈妈 

    时光飞逝，境外 I 班的小伙伴们开心的共同度过了大半年，2017 年 3 月 24

日迎来了小伙伴们的“好声音”比赛，小伙伴和家长们其乐融融的齐聚在乌南幼

儿园境外 I班，家长们瞬间找回童年时的记忆，看着小伙伴们依次展现各自的才

艺，有些家长手持手机拍摄下一张张精彩的瞬间，有些家长甚至扛起了“长枪短

炮”记录下一段段欢声笑语。 

During with the first year in the kindergarten, Children were very 

happy in the “I”class. On 24th March 2017, Children celebrated the show 

for good songs. Children and parents attended the show in the classroom 

together. Some parents took pictures or videos for the children shows. 

They are quite exciting during the show. 

“好声音”比赛中，小伙伴们充分展现了国际班的特色，多位小伙伴们用自

己的母语唱儿歌，同时跳起了特色舞蹈，此时各国艺术文化得到充分的交流与互

动，每段表演结束时都迎来热烈的掌声，掌声此起彼伏的回荡在境外 I班中。 

Childre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 songs of international class. Some 

children used their first language to sing children’s songs. They even 

dance during singing. Different countries’ art culture obtained 

communication each other. Children’s wonderful shows gained lots of 

clapping. 

小伙伴与家长们赛后交流中，获知小伙伴们在此次“好声音”比赛前做了充

分的准备，有些小伙伴在家里多次模拟表演内容，家长们给予其指点；有些小伙

伴在类似艺术班中获得老师的指点。 

After the show, teachers knew the children has enough prepared their 

shows. Some children showed their parents. Some children showed their 

teachers. 

小伙伴与家长们纷纷表示：The show was very successful. We hope to have 

mor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such show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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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忙 

大四班蔡则名妈妈供稿 

 

初春三月，乍暖还寒。斜风细雨，一点新绿。3月 12日星期天正值植树节，

乌南幼儿园大四班的孩子们起了个大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闵行区浦江镇芦恒路

1255号的“种动员”，参加班级家委会组织的植树节活动。 

  

   “种动员”里欢乐多，早到的孩子们三五成群，骑车，滑滑梯，玩沙，

喂山羊，喂兔子，喂鱼，操场上踢足球，鸽子屋探秘——这些都是孩子们的最爱！ 

       

 

    孩子们到齐了，重头戏来了，“种动员”里身材魁梧的眼镜哥哥把孩子

们集中起来讲解今天的活动内容。孩子们看见一大堆树苗，二十多把铁锹和一些

水壶堆在路边，都很好奇今天种什么呀？哦，原来这些叫红叶石楠，常绿小乔木，

生长快速，3年时间就可以长得有一人多高啦。春秋两季，红叶石楠的新梢和嫩

叶火红，色彩艳丽持久，极具生机。在夏季高温时节，叶片转为亮绿色，给人清

新凉爽之感觉。红叶石楠因其鲜红色的新梢和嫩叶而得名。大四班的老师孩子和

家长们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爸爸挖抗，妈妈种树，孩子们浇水，一家人配

合默契。脚下的泥地硬梆梆的，没关系，爸爸有力气，再硬的泥土也要挖个坑出

来。妈妈们小心翼翼地把树苗埋进土里，再填土。孩子们最忙，来回穿梭，打水

浇水，不亦乐乎！圆满完成任务，刚才还躺在地上的红叶石楠，已然一棵棵扎根

在泥土中挺立起来。它们迎着微微的风和细细的雨，摇曳那火红的嫩叶，似乎在

向我们招手致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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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到了小朋友们喜欢的自由采摘时间了！田里应有尽有，青菜、蓬

蒿、杭白菜、白萝卜、紫菜苔、茴香、青苤蓝，喜欢什么就摘什么，带回家去做

一盘美味佳肴。拔萝卜有点费劲，蹲下去，手抓紧，一二三，拔呀拔„„终于拔

出来一棵白白胖胖的大萝卜。拔萝卜不过瘾，孩子们挎个小篮子，走进草莓大棚，

摘些自己喜欢吃的草莓。草莓棚里香气扑鼻，一颗颗红艳艳的草莓垂在隆起的土

垅上，摘呀摘，不一会儿一只小篮子就装满了。  

    笑意写在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们的脸上。拎着装满草莓的小篮子，推着各

种蔬菜的小车，远远走来，都兴奋地喊一声：我们今天大丰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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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消防，珍爱生命，从我做起！ 

供稿：大一班雍冠仪家长 

 

上海这座城市里有大大小小很多的博物馆，有些馆藏丰富，有些主题有

趣。眼看着“5·18”国际博物馆日就要到了，乌南幼儿园大一班的老师和

家长们策划了一系列的博物馆参观活动。通过游览体验，孩子们丰富知识，

开拓视野，学到了很多新鲜而实用的知识。 

 

 

 

 

 

 

 

 

 

 

 

 

 

 

 

参观博物馆的第一站订在了 3 月 19 日下午，大一班的目的地是上海消

防博物馆，上海消防博物馆位于长宁区中山西路 229 号，场馆面积约 2400

平方米。该馆于 2007 年 8 月 1 日试运行，11 月 9 日正式开馆，是目前国内

一流且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专业博物馆。它也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评定为

2012 年度优秀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上海消防博物馆现有藏品 21000 余件，包

括众多极具史料价值的近代上海消防文物，如早期的个人消防装备、消防车

和自动化消防装置等，通过各个展区的展示，参观者可以对上海消防事业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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孕育、发展到辉煌跨越，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孩子们走进大厅，一眼就能看见一辆消防车模型和水枪组合“ 升 腾 的

使 命 ” ，诉我们预防火灾的重要性。接着，大家走楼梯上了三楼。三楼

展厅为历史列馆，讲解员向介绍了许多关于人们以前所用的消防用品，第一

件是古代最早的消防用具，它的整体外形就像一个压水井，下面是一个大木

桶，连着一根大铁管，只要把木桶装满水，压动大木杆，水就会从上面的铁

管里喷出来从而达到灭火的作用。第二件是灭火弹，从外观看是一个巴掌大

的玻璃瓶子。 “这个玻璃瓶怎么灭火呀？”有小朋友问道。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

吧。”讲解员笑着说， “外层的玻璃可不是一般的玻璃，它一遇到火就会融化，

里面的水洒出来，就能灭火了。” “原来是这样啊！”家长能够和孩子们恍

然大悟。最后一件是手摇式的防空警报器。它就像一个有柄的喇叭，当你摇

动手柄的时候，防空警报就会从喇叭里传出来。那声音，真是震耳欲聋。另外，我们还看到

了很久以前的消防服和消防帽，让爸爸妈妈们都大开眼界。 

这次参观让大一班家长和全体师生受益匪浅。通过这次参观体验，孩子们

不但对消防安全知识有了更加全面和直观的了解，对火灾的危害有了清醒的认识，

更是为了增强了孩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在遇到火灾、地震等突发灾害时的

自身防护能力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大一班家委会还将组织“上海纺织博物馆”、“东方乐器

博物馆”等博物馆的参观活动，相信孩子们将会收获更多的知识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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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的上汽大众和汽车博物馆之行 

--记中四班亲子活动 

供稿：中四班岳阳馨爸爸岳挺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寒冬走了，春天来了，树枝绿了。三月四日，阳光

明媚，暖风习习，在中四班家委会的精心安排下，中四班全体小朋友和家长们齐

聚上海大众嘉定生产基地，参观了上海大众的自动化生产线，让小朋友们对汽车

的构造以及从原材料到整车出厂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小朋友们看了后直呼：“好

棒啊”！ 

到了上汽大众后，先由上汽大众接待负责人在接待大厅向我们介绍了上汽

大众工厂的布局图和观看了相关视频后，我们乘坐专用观光车对上汽大众的全自

动化生产线进行了参观，在此期间，小朋友们有幸从汽车零部件生产到整车装配

都 一 一 进

行了参观，

其 中 整 车

装 配 对 小

朋 友 吸 引

最大，那里

有 好 多 好

多 机 器 人

有 条 不 紊

地工作，你

看 那 机 械

手 臂 将 车

门 牢 牢 的 抓起，然后精准的装在了车身上，

完全不用人工参与，小朋友纷纷兴奋的喊了起来，太神奇了，原来汽车是机器人

造出来的啊。。。 

参观完上汽大众生产线后，中四班又前往汽车博物馆进行参观，在这里，

小朋友和家长们都大开眼界，看到了好多以前从没有见过的汽车、摩托车、自行

车等，对汽车的发展历史有了基本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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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博物馆后，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早

早已经在大厅等待中四班小朋友的到来啦。考

虑到小朋友们的参观效果，小朋友和家长们兵

分两路，分别进行参观。博物馆里汇集了历史

博物馆、现代科技馆、古董车收藏馆等，陈列

了国内外琳琅满目的汽车，我们来到了汽车的

海洋！期间，导游姐姐一边向小朋友们介绍汽

车的历史和知识，一边提出一些趣味问题让小

朋友们来做答，小朋友们都听的津津有味，回

答也非常踊跃，很多小朋友都答对了问题得到

了导游姐姐奖励的小礼物，非常开心。通过此

次活动，

小朋友们不但增长了很多课外知识，更开拓

了小朋友的眼界，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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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春天，拥抱世界 

供稿；小四班张颐朵家长 

进入三月份，乍暖还寒，有些小树才刚刚睡眼惺忪地发出嫩芽，而乌南幼儿

园中的红马甲们已经用自己的欢声笑语将幼儿园装点得春色满园。乌南小四班的

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更是不忍浪费大好春光，精心组织了丰富多彩活动来增长小朋

友们的生活知识和动手能力。 

在城郊黄浦江畔的种动员亲子生态农庄里，小朋友大朋友们早早来到田间，

每人拿着领好的红叶石楠苗木、亮黑的铁锨、长脖子的水壶，摩拳擦掌准备在植

树活动中大干一场。随着拍摄无人机腾空升起，大家顾不得头顶上还有一只大眼

睛在空中好奇地看来看去，都按照各自的分工埋头忙碌起来。你挖坑，我扶苗，

你回土，我浇水。坑太浅了，不行不行；水太多了，不行不行，小朋友们既是小

帮手，又是监督员，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不少大朋友也是第一次种树，脸涨得

红红的，不知道是兴奋还是劳累。大家围着刚刚栽入土壤的小树，将一壶壶的清

水倒入小树身边的土壤，仿佛立即进入了一颗颗小树的身体，叶子马上绿了，枝

干马上挺了。大家看着一株株树苗成木成林，自豪感和成就感油然而生。 

 

图 1 小四班春季植树活动 

作为万物生长的季节，大自然的声音越发丰富了起来，而小朋友们对于音乐

和声音萌动的兴趣也被激发了出来。在小四班的奥尔夫音乐讲座中，随着奇妙的

音乐幽幽地响起，一个蓝色的小球交个了第一个小朋友，然后顺着地面滚向另一

个小朋友，接着就在小朋友们的椅子下面开始像清晨的鸟鸣一样忽隐忽现、钻来

钻去。抓住、放开、扔出、接到，每个小朋友似乎都变成了音符，将小球如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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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推扬出去，随着音乐而跳动，又随着音乐声的消失渐渐停止，让音符和想象力

深深地没入孩子们的脑海中。 

 

图 2 小四班奥尔夫音乐活动 

巧克力、糖果、面包、饼干，厨房里的一切原封不动地到了小四班的课堂，

“快乐小厨房”活动里精美的模具、馋人的原材料、五颜六色的糖果让小朋友们

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手里更是痒痒地跃跃欲试。活动开始，每个小朋友戴着漂亮

的红色头巾、系着精干的牛仔布围裙，亲手用自己稚嫩的小手在焦泽明妈妈的指

导下制作巧克力酱拉花、用糖豆拼图案、用模具作出五角星、贝壳、小鱼形状的

糕点，明白了烹饪料理并不神秘，但仍然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自己亲手制作出来

的东西才是最美味的。 

图 3 小四班“快乐小厨房”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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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乌南添色彩 

——小（2）班植树节报道 

供稿：小二班茹祺妈妈 

春风吹醒了枝头上的嫩芽，吹绿了草地上的小草，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又来临

了。在这春暖花开的日子里，为了让孩子们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萌发热爱大自

然的情感，小（2）班于 3 月 10 日上午举行了植树节主题活动。全班 20 余名小

朋友和家长志愿者在老师的带领下，在幼儿园的操场边种下了一棵白玉兰。 

#教师家长精心筹备# 

作为小（2）班的第一次植树节活动，老

师和家长们早早地就开始了筹备工作。通过

大家反复讨论，选定了白玉兰作为班级成长

树，在洪鑫翌妈妈的努力下，绿化公司免费

赞助了一棵正处于盛花期的白玉兰树，冯添

瑜妈妈还联系了制作单位，加急制作了“小

（2）班成长树”的牌子。植树活动当天，绿

化工人一早就运来了白玉兰树，家长志愿者

们也早早地赶到幼儿园，帮忙着各种准备工

作。 

#浇水培土快乐参与# 

孩子们对植树节活动充满期

盼。活动当天，小（2）班的孩子

们拿着自己准备的小铲子、小水

壶，怀着雀跃的心情跟随老师来

到操场。他们看着绿化工人师傅

们合力扛起白玉兰树，稳稳地种

到事先挖好的坑里，再在老师的指导下，依次上前培土、浇水，体验了与大自然

零距离接触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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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绳飘飘成长心愿# 

孩子们拿着老师给他们准备的许愿红绳，在

家长志愿者的协助下，系在树梢、系在枝干，系

下了对成长的期许，系下了对乌南的深情。“小

（2）班成长树”的名牌由孩子们亲手插在了玉

兰树前，相信伴随着

树根越扎越深，孩子

们会在乌南收获一

段最美好的时光—

—彼此为伴，相携成

长。 

#植树护绿根

植心间# 

小（2）班孩子们种下的白玉兰很快就开满了一

树的雪白，明年的春天、后年的春天，即使孩子们

毕业离园后，这一树灿烂的白会一直作为春天的信

使，以最热烈的姿态在充满快乐的校园绽放。就像

王老师在植树活动上教会孩子们的：对大自然的爱

会为我们造出最美丽的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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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幼儿的学习品质 

供稿：中一班 陆辰菲妈妈 

 

三月的家长沙龙围绕着“学习品质”展开。学习品质是我们中一班家长目前最

为关注的教育话题，在本次家长沙龙上，王老师用她的专业知识及幼教经验从如

何发展幼儿思维的规划性、严密性和发散性三方面与在场的家长们进行了分享。 

首先，规划性也就是计划性，是幼儿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进行的事件安排与

行为选择，计划包含了幼儿想做什么和怎么做的具体思考。作为幼儿重要的学习

品种，计划性能让幼儿做事更有条理，也能让他们未来的成长之路更加清晰。对

幼儿来说，时间观念、做事的顺序、对事件难易程度的判断都会影响计划的制定

和完成。从小培养幼儿的计划能力，不仅能够提高幼儿游戏与学习的质量，更能

培养他们未来良好的做事能力与习惯，做事的计划性是他们未来成功的重要保障。 

如何培养孩子的计划性，其实是作为家长的我们更关切的问题。王老师从以

下 6 个方面向家长们进行了讲解:(1)让孩子参与制定计划；(2)协助孩子一起绘

制计划:可以利用表格的形式、树状图以及钟面的形式与孩子一起绘制近期的日

常学习、生活计划，对于不会写字的孩子可以采取画画的方式来表达计划所做的

事项；(3)事先提醒；(4)在过程中鼓励每一次“按照计划”的行为；(5)将一切偏

离计划的行为拉回来；(6)事后的肯定与讨论。 

其次，如何培养孩子思维的严密性或全面性，在这方面正如王老师所说“不

遗漏任何一个细节，仔细观察和倾听”是培养孩子思维的全面性的首要内容。我

感到亲子阅读或许是培养孩子仔细观察和倾听的方法之一。通过仔细的观察和倾

听，幼儿可以接受更多的信息，从而可以很顺利的进入接下来所谈及的几个方面，

即让幼儿尽可能完整地描述事物，与幼儿一起讨论事件的所有可能性，并参照一

定的顺序。在此过程中，对于结果不必过多的苛责，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最后，在关于如何培养孩子思维的发散性问题中，王老师介绍了几个方法及

注意点，如：(1）启发式的提问方式；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启发式提问让人放松，

它会告诉大脑去寻找答案。通过“你觉得……为什么……？”、“你认为怎么样才

能……？”、除了……，还有……吗？”、“如果……会发生什么事呢？”这样的句

式，促使孩子对周围的事物进行观察、推理，对已知的经验进行判断、选择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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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2）开放式的提问。我个人理解这是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比如“你对……

的看法是什么？”、“你做出那个决定的原因是什么？” ，“开放式提问”是有固定

答案的提问，答案是多样的，没有限制的，没有框架的，因每个人想法不同，理

解不同，答案也就不同。（3）经常和孩子共同讨论和类比想象；（4）扩展经验，

鼓励跨界；（5）尊重孩子的想法，不以成人标准评判孩子。 

这次的家长沙龙不仅使作为幼儿家长的我们对于提升幼儿学习品质有了新

的认识，同时也使得我们对于幼儿在家庭教育中如何提升学习品质可采取的方式

方法深受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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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来讲故事 

--记境外 C 班妈妈老师进课堂 

供稿：境外 C班 Dorothy 妈妈 

  

 

从中班的上半学期开始，境外 C班的小朋友们就开始轮流当起了小小新闻播

报员。从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到可以非常清楚地把整条新闻播报给大家听，每个

小朋友的进步都让爸爸妈妈们感到欣慰。 

 

 为了让小朋友们有更多的机会练习 Public Speaking,本学期张老师要求每

个小朋友们每一个月给班里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个自己喜欢的故事。讲故事跟新闻

报道完全不同，要讲地绘声绘色的同时，还要做到有逻辑有完整性。为此，境外

C班在 3月特地邀请了妈妈老师 - 知名的综艺节目大导演 - 来给小朋友们上了

一堂“如何讲故事”的课。 

 

 当天，妈妈老师亲自示范了如何用小朋友的语言，给小伙伴们讲故事。还通

过让不同的小朋友来做示范，让小朋友们学习了如何讲好故事的几个重点，其中

包括： 

 

1.控制音量，要让大家都听得见 -- 对于小朋友来说，克服害羞怕丑的心里负担

不容易。妈妈老师告诉大家，多多在家里练习，多多尝试，自信心就会慢慢增加，

声音也自然会慢慢变大。 

2.不要死记硬背，理解故事，用自己的话“说”故事 -- 如果要求小朋友们一字

不差地把故事背出来，一旦出错，小朋友们就会更加紧张，反而就说不下去了。

妈妈老师告诉大家，只有理解了故事的意思，用自己的话“说”故事，才能把故

事说完整。 

3.加入身体语言和个人色彩 -- 讲故事不同于新闻报道，一个好听的故事需要加

入许多元素。 妈妈老师告诉大家，小朋友们可以尝试着加入小动作和不同的语

气及语调，让故事变地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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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课的过程中，小朋友们都听得非常专心，也纷纷举手，上台演示。相信通过

练习，每个小朋友都可以成为一名“小小故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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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进课堂-自我保护小知识 

   供稿：境外小班 H 班吴明哲妈妈 

 

春天来临，外出活动越来越多，孩子们的安全出行成为了境外 H 班家长最为

关心的话题，与时俱进的 H 班老师便邀请到 H 班的 Leanne 妈妈走进了课堂，为

孩子们讲述“如何自我保护”。L妈妈精心准备了画面生动、简单易懂的 PPT，并

介绍了四个重要自我保护项目： 

一、不小心走丢了怎么办? 

 如果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需要帮助可以去找警察、保安或者服务员 

 牢记爸爸妈妈的名字、电话和家庭住址 

 牢记报警电话 110，找警察叔叔帮忙 

 请记住爸爸、妈妈的名字 

二、如何防范遇到坏人？ 

 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或者他人的饮料和食品 

 路上要结伴而行，不要到四周没人的地方去 

三、有陌生人强行带你走的时候怎么办? 

 要大声呼叫，引起周边人的注意 

 试图抓住周围能抓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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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攻击陌生人的眼睛 

四、遇到火宅怎么办？ 

 正确拨打火警电话“119” 

 用湿的毛巾或者手帕捂住嘴巴和鼻子 

整个传授过程轻松愉快，却在有趣的游戏中，孩子们学会了自我保护的

基本动作，小朋友们渡过了一个有意义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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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传出去 

供稿：境外 B班 王晴岚妈妈 

 

每年放假时，孩子总会带回多余的画笔，来年开学学校又会发下新的文具，

于是家里慢慢攒起了好几盒画笔。一个偶然的机会，和晴岚聊起这些画笔堆放着

不用可惜，怎么办呢？想到每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幼儿园会有玩具义卖，爱心捐

助的活动，我们也把这些笔去送给需要的孩子吧。 

 

于是我们倡议全班小朋友开学后，把家里

的画笔仍然带去学校使用，把新发的文具集中

起来，连同一些半旧的画笔一起寄给湖南山区

一个小学。孩子们都很支持，纷纷带来自己的

“库存”，很快就凑齐了一箱子。找了一个晴

朗的午后，孩子自己前往邮局发出这个有爱的

包裹。 

 

那天，孩子从中午就开始期待，午睡也兴

奋地睡不着。他们还自己制作了一张卡片，写上每个人的名字，画上他们的“密

码字符”，附在画笔一起。出发前，每一个都给自己贴上了一个小爱心，一路走

着，都摸着自己的爱心，生怕掉了，他们一路唱歌，欢笑，那样急切又快乐的心

情连路人也会被感染。来到邮局门口，碰巧停着一辆邮政车，孩子们在车前合影，

在他们心里，一定在期待着邮车带着他们的心意奔向另一群满心期待的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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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会发问“妈妈，什么是义卖？”到主动向我介绍义卖所得会用来帮助

谁，孩子在一年年的活动中长大，仁爱的种子已经种下，相信他们体会到的远比

我们看到的更多。这份爱心伴随着他们一路成长，将来也会随着他们的足迹去更

多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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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的意义 

供稿：境外 G班 Louisa 的妈妈 

 

图书里的世界缤纷多彩，每一个生动的故事，每一幅精致的画面，都能够拓

展孩子们的视野，丰富他们的想象。为了给阅读一个轻松的起点，G 班从上学期

就积极开展了“图书漂流”这一活动。活动内容是：孩子们每周都会轮换得到一

本绘本读物，由自己或家长陪同完成阅读。这些精美的绘本是由 G 班家长募集，

已经有近 60 本书籍可供孩子们交流。家长和老师们深深地了解到，好的绘本故

事对孩子们的启蒙意义是巨大的，大家愿意为宝贝们搭建一个体会阅读乐趣的良

好平台。通过这个活动，G班的小朋友显然非常乐意并且接受这种轮转阅读的模

式，他们会在课间互相交流，甚至模仿书中内容。与此同时，G班的家长也在此

过程中受益颇多，亲子阅读能更好的了解自己孩子的心理世界。借助绘本这一独

特的儿童文化的呈现，更准确的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体会他们的情感，从而更准

确的引导他们认知这个世界。                                                                                                                                              

图书漂流这一项有爱的活动会一直在 G 班这个有爱的大家庭中延续，学校和

家长都愿意为这件快乐而有意义的事情一直努力下去。 

 

Louisa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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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具人人捐，爱心满人间 

供稿：境外 A班蔡睿颀妈妈 

“妈妈，妈妈，一年一度的玩具义卖会马上就要开始啦！” 三月初，孩子

回到家，迫不及待地告诉我，今年他升到了大班，要担任玩具捐献和销售的工作

了。还记得去年中班的时候他从大班哥哥姐姐手里买到了心爱的望远镜和乐高玩

具。一转眼，我们自己成了大班的哥哥姐姐了。  

每年春季的玩具义卖会已经成为乌南的传统了。大班孩子捐献玩具，主持展

台，中班小班的弟弟妹妹选购玩具。筹得的善款捐献给社会，在这过程中锻炼了

孩子的能力，培养了他们的无私爱心，也丰

富了校园生活，真是一举多得的好传统。  

大班了就是不一样。以前都是义卖会当

天带钱就行了。这次呢，义卖会前几周，老

师带着我们大班的孩子们去采访弟弟妹妹，

了解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玩具。每个孩子都认

真地做了笔记。这个过程，就像一个迷你的

市场调研。锻炼了孩子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还有书面记

录能力。 

虽然孩子给我看的笔记上只有稚嫩的线条，但他能就此告

诉我采访的结果。趁一个周末，我们在家按照他的笔记，准

备好了适合的玩具。 

很有意思的是，孩子对自己的玩具都很有感情，每一件

都舍不得割舍。但想到采访的弟弟妹妹的心愿单，想到捐出

的玩具最后能变成善款给到需要的学校，孩子还是忍痛割爱

了。 

    玩具带到班级，琳琅满目，丰富又有

趣。老师组织孩子们自主定价，先在班级

里给同学们介绍自己的玩具，为义卖当天

的营销活动做预演。这个过程中，有些孩

子喜欢上了某件玩具，正好又有自家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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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在乌南就读，他们就会回家叮嘱弟弟妹妹，到义卖那天要选这件玩具啊。孩

子的小心机，让我们忍俊不禁。 

    义卖会当天，我们班五位妈妈有幸参加做志愿者。我们早早来到学校。看

到 candy 老师，max 老师，马老师已经忙开了。大家一起动手，布置好 A班销售

展台，装饰了桌布，气球。大家跑上跑下，把玩具都搬下来，按捐赠孩子的顺序

放好。 

孩子们也在老师的带领下走到自己的

站位，弟弟妹妹一来，就展开了热情的推荐

售卖活动。我还注意到，有些孩子的玩具一

时无人问津，孩子们就会拿着玩具在会场走

动，直接去找手上还拿着购物券的弟弟妹妹，

向他们推荐展示自己的玩具，往往能顺利成

交，有所斩获。 

    我特别荣幸，被安排在现场售卖购物券，

以备孩子们想要购买更多的玩具，而手上初始

的购物券又用完了。现场气氛很是热闹。大人

孩子，卖家买家，大家都兴致勃勃，为善行义

举贡献力量。在我的购物券展位，不少爸爸妈

妈爷爷奶奶挽着孩子，再来追加购买，最后现场出售购物券又筹集到 2000 多元

善款。 

 这次活动结束后，孩子问我：“妈妈，

这些钱会用来做什么呢？”我没有直接

回答，而是问他：“你会用来做什么呢？”

他想了想，认真地说：“可以给没有钱

的小朋友买好吃的，买奇趣蛋，买乐高

忍者，然后他们一边吃，一边玩，就会

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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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沙龙----如何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 

供稿：境外 D班 Seye妈妈 

时光飞逝，在我们境外 D班就读的小朋友们已经进入了中班的下学期，马上

就要面临幼升小，学前教育等一系列的挑战了，然而有时爸爸妈妈们并不知道怎

么样才能培养孩子好的阅读习惯，另外，怎么让孩子喜欢读书，怎么让孩子喜欢

学习，也是大家一直都想问的问题，于是我们家委会就这一主题开展了这次的家

长沙龙活动，让家长们能够群策群力，带一些自己认为值得推荐的书籍，谈谈自

己的经验和看法，并提供有效的建议。 

 

D班的家长对这个主题都给予了积极的响应，爸爸妈妈们精心挑选了自己的

孩子喜欢的书籍推荐给大家，有地理知识系列的，有科学教育读物的，还有各种

寓教于乐，充满吸引力的可爱绘本。在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之后，家长们都一致认

为先顺应孩子的心理特点，选好孩子“爱看”的第一批书是尤其重要的。小朋友

对什么感兴趣，我们就给他买什么方面的书，对于他有兴趣的书籍，我们都应给

予积极的鼓励，不能总是按照大人的意愿帮孩子选择书籍，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

奇心重，喜欢阅读的内容比较广泛，兴趣是孩子最大的动力，大人不应过度干预，

限定阅读范围，而是要讲策略引导，让孩子眼界慢慢拓展，阅读范围慢慢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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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也要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让书触手可得，多提供给

他们一些选购或者借阅图书的机会，周末有空就带孩子到书店，让他们根据自己

的兴趣选书，  

孩子学习的过程也是我们家长再学习的过程，每个孩子都有个体差异，每个

家长也都有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通过家长沙龙，家长之间能更好的交流，互相

启发、互相学习，我们会更有信心引导孩子爱上阅读，喜爱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