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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   老师辛苦了 

画作提供：大二班 孙悦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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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 万物复苏 

 大一班 奚佑青爸爸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柳绿花红，莺歌燕舞，大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我

们大一班也迎来了幼儿园期间最后一学期多姿多彩的园内生活。 

1、充满浓浓年味的开学仪式 

开学第一天，喜庆热闹的氛围让孩

子们沉浸在节日的快乐中，浓浓的年味儿让孩子们喜出望外，百牛送福、舞狮

舞龙等活动精彩连连，大一班的小朋友们光荣地担任了升旗仪式的升旗手、护

旗手，并参加了国旗下的演讲活动。孩子们表现得都很棒！浓浓年味赏不停，

精彩民乐来助兴！开学第二天，孩子们欣赏了一场草坪民乐表演，有二胡、琵

琶、扬琴、古筝、笛子等民族乐器演绎出优美动听的乐曲，引人入胜。 

2、别开生面的元宵佳节活动 

元宵佳节，团圆之日，乌南幼儿园依旧热闹

非凡。一场特别的、属于孩子自己的舞龙表演展

示会、一次倾听孩子心声的元宵团圆自助餐、一

个个美好的食物寓意，孩子们吃在口中、甜在心

里。舞龙的两条龙都有孩子亲自参与制作，是属

于孩子们的创意展示秀。下午的点心也是象征团

圆的酒酿圆子和甜甜蜜蜜的蜜枣。我们还猜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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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灯谜，学会了元宵童谣，满满的体验相信孩子们一定对一周的开学系列活动

印象深刻。 

3、三月丰富多彩的节日活动 

3月 5日，孩子们通过小故事认识雷锋，

知道雷锋叔叔乐于助人的精神，关注生活中

需要帮助的人或事，在平凡中体现伟大。思

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幼儿园哪里需要我

们的帮助？我们一起完成了海报并行动起

来。有的来到沙水世界把木头走道上的沙扫

回沙坑、收拾干枯的树叶等。 

妇女节当天，我们开展了“了不起的中

国女性”分享会，了解了宋庆龄、屠呦呦、

郎平这几位中国女性杰出代表和她们的贡献，让孩子知道女性也能撑起半边天。 

每位孩子都在植树节当天在一杯杯泥土中播撒下自己的种子，同时也在一个

个孩子心中播撒下爱护树木的小种子，也期待着日后种子发芽快快长大。 

4、主题活动：保护眼睛、撕纸添画、户外构建、青泥制作等 

三月是保护视力宣传月，

保健老师和孩子们聊了许多

知识，带着大家一起做护眼

操。撕纸添画能够培养大班孩

子们空间想象力、手指控制力

以及静心坚持的学习品质，孩

子们创作了关于天气的手工

作品，五彩斑斓的颜色画出了

孩子心中的天气景色。户外构

建是孩子超喜欢一项活动，通过自由组合、共同讨论设计图一步步的搭建完成。

需要极强的合作协商、空间想象能力。从第一次的平面搭建为主到第二次的空间

搭建，孩子们通过一次次的搭建中提升了能力，也收获了乐趣。青泥制作让孩子

们发挥出了天马行空的想象力，通过有限的彩泥搭配出无限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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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节气节日文化活动 

   在谷雨节气的当天，老师们教大家唱谷雨的歌曲，教大家念谷雨节气的古诗

以及谷雨节气的由来。孩子们对于二十四节气

的了解又多了一份。清明时节雨纷纷——窗外

细雨绵绵，但孩子们在未来厨房中热情高涨地

制作青团，一个豆沙馅儿一个咸蛋黄肉松馅

儿，有甜有咸，有大有小。孩子们回到家都迫

不及待地吃自己的小青团，脸上洋溢着心满意

足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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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风带雨逐西风，大地阳和暖气生 

小四班 王馨翊妈妈 

从此雪消风自软，梅花合让柳条新。 3月是万物复苏的时节，早春的寒意宛

如冬季回忆的序章。乌南小四班的同学们迎来了他们入园以来的第一个春天。 

春天，孕育着生机，包含着希望，每年的 3 月 12 日是中国法定的植树节，

抱着激发人们爱林、造林的热情，促进国土绿化，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

这一主旨，乌南的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与大自然来了一次亲密接触。帮忙浇

水，松土，了解树木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知道如何让树木茁壮成长，知晓

植树节的由来等等，做到从实践中学习，从劳动中获益，更加了解到了爱护绿化

的重要性。在双休日户外亲子活动中，孩子们在家长的引导下尝试去发现树木花

草的秘密，并在把发现的一个秘密画在了纸上。 

   

 

 3月 5日是全国学雷锋日，培育新时代助人为乐的精神，从小培养幼儿明

礼、感恩、友爱、有社会责任感的优良品质，乌南幼儿园结合这一特殊的日

子，开展“学雷锋”主题教育活动。老师们通过图片、故事等形式让小朋友们

认识了雷锋叔叔，知道雷锋叔叔助人为乐的事迹。小朋友们用实际行动汇报自

己的学习成效，他们挂毛巾、擦桌椅、楼梯扶手、整理玩具、图书，照料自然

角植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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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的另一个主题是提高幼儿生活自理能力。生活自理能力是指孩子在日

常生活中照料自己生活的自我服务性劳动的能力也是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包括

自己穿脱衣服、鞋袜，收拾整理衣服，独立进餐，自己洗脸等等。幼儿生活自

理能力的形成，有助于培养幼儿的责任感、自信心以及自己处理问题的能力，

对幼儿今后的生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月乌南开展的“造房子”活动，鼓

励孩子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动手能力，用一块块的小木板建造起属于自己的

小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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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后重逢的开心 

境外部 C班家长 Ryder 爸爸 

 

    二月的春节假期很快就过去了， 虽然大家因为疫情的原因无法离开上海， 

但是小朋友和家长们利用了休息的时间开心的学习和玩耍， 充满电后以快乐和

充满期待的心情回到了校园。  

    The CNY holidays passed by very quickly. Even though we were not able to leave 

Shanghai because of quarantine safety measures,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still made full 

use of the time off to play and learn, and came back to school fully recharged and with 

high anticipation of seeing their friends again.  

 

 

小朋友们一开学就感受到了浓浓的喜庆氛围。 校方和老师们精心准备了许

多不同的文化表演和活动，包括舞狮， 传统乐器表演等， 让小朋友们在欢乐

的环境中可以同时领略到中国文化的迷人之处 。 

The kids were surrounded by an atmosphere of celebration right from the start. 

With the carefully planned 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activities, the kids could really 



10 

 

learn about wonderful Chinese culture in a fun environment.  

 

除了观赏表演以外， 小朋友们也有机会发挥创意以及团队合作的精神， 一起编

出了属于自己的新年表演。 孩子们自己动手做道具， 并在所有的校园师生们前

表演出别出心裁的舞龙。 因为其表演的创意的趣味，还上了电视台的特别节目， 

给所有的小朋友和家长们留下一个值得纪念的回忆。  

In addition to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s, the kids also had a chance to use their 

creativity and teamwork to put on a show of their own. They made their own props 

and performed a special dragon dance in front of the whole school. Because of the 

performance’s fun and novel nature, it was even featured on a local news segment and 

was a great memory for all the students and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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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E Junior Reporters! 

ClassE Ha Chuong 
Extra! Extra! Read all about it!! The children in Class E have been busy learning how 

to be junior reporters. Their assignment was to prepare a report on the day’s weather 

and a topic of their choice, and then report this information to their classmates.  

At first many of the children were shy to do their presentations. They spoke softly or 

forgot what they had prepared to talk about. However as time went on and they watched 

their classmates present before them, they started getting excited about their turn to 

present and watching their peer’s presentations. By the time each student had to deliver 

their second report, we could clearly see there had been improvements in their reporting 

and public speaking skills: they projected their voices better, spoke more confidently, 

and gave longer presentations on topics ranging from corona virus hygiene to favorite 

cars and superhero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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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was a great unit of learning for the children which helped them to develop some real 

world skills such as confidence in public speaking, presentations of their ideas, and 

answering questions the other children had about their topic. The children also 

developed great participation skills while sitting in the audience such as learning how 

to listen to their peers and asking questions to the child presenting.  

And for us parents, we loved watching the videos Teacher Ruby sent of the children’s 

presentations and sharing them with grandparents and other family members. Most of 

all we enjoyed seeing our children progress so quickly in such important life skills. We 

are all so proud of the children’s achievements during this fun unit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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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世界 多元文化 

 

境外 B班 Timothy 妈妈 

 

 这个月，孩子们在老师和爸爸妈妈的带领下，通过美食、舞蹈、音乐、语言、

风俗，深度地体验了一把“韩国文化”。作为国际部的孩子们，多元文化是我们

的特色，看到多彩世界的美好！ 

 搭建“首尔塔”是孩子们最喜欢的活动！带着目标，孩子们自发形成小组，

开工啦！五分钟后，光顾着“囤积”积木的孩子们好无头绪，于是大家进行了集

体讨论，明确了什么是塔，并强调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第二次孩子们记住了自

己的目的，四个小组都成功了！原来合作是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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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的意义 

 

境外 F 班 GEMMA 妈妈 

 

“放眼世界，着眼未来”，我们常常把这作为培养孩子的目标。那又如何在

幼儿的日常中实现这样的目标呢？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参观博物馆、探索大自然、

品尝各地美食、融入当地生活……但是家长无法带着孩子满世界飞，尤其是在疫

情常态化的大环境下，也无法通过一本书让孩子切身体验“世界文化”。而在乌

南幼儿园，丰富多彩的文化周活动，打开了每个孩子对世界最纯真的告白。 

 

非洲文化周期间，孩子们个个兴奋不已，他

们的眼睛似乎睁得更大，一下子坐着十几二十小

时的飞机，来到非洲大草原上，奔放的《哇卡哇

卡》舞蹈，动物朋友们一起大迁徙，顺着世界最

长的河流尼罗河探索非洲原始的文化。这个看起

来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孩子心中萌生了向往和

对大自然产生了敬畏。幼儿园里那位酷酷的

Teacher Nathan外教，也让孩子们对他有了更

多的了解，对他更加的喜爱。孩子们知道肤色与

文化的多元化。 

 

开学伊始，时值元宵佳节。

学校多彩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渗透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穿

起节日的盛装，舞龙舞狮、载歌

载舞。热热闹闹是中国年，这也

让境外部的外国家庭感受浓浓

的中国味，让中国的家庭为自

己的传统文化而倍感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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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孩子们带回了一碗韩

式拌饭，迫不及待地让家人去品

尝，一边分享着韩国文化。“妈

妈，我们班级就有一位韩国小朋

友。这是他们家里妈妈常做的

饭，各种蔬菜和料，如果你不喜

欢吃泡菜，可以少加一点。”“韩

国是我们的邻居，很近。”“这是

韩国的舞蹈。”“这是韩国的运动。”五岁的孩子将在学校体验到的所有文化周内

容，自然地在家中展示。孩子因为自己了解到的新知识而无比的自信。 

 

再不久，就是中国文化周了，时值建党 100 周年，孩子们又将如何从文化周

中走近中国历史呢？令人十分期待。 

 

家长们往往期待孩子们在课堂里学 ABC，学加减法。然而比起这些更重要的

是打开孩子对世界与自然的好奇心，打开孩子对世界的探索心，建立孩子对世界

的爱心。这些，在乌南幼儿园是做得到的，作为乌南的孩子，何止一个“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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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nth of March 2021 has been a month full of activities 

for the children: varied, fun and interesting!  

 

Jacques’ mom  Class G 

 

BROADEN THEIR MINDS: KOREAN WEEK 

The children learnt about Korea and its culture. They were 

told about its long history and ancestral traditions; they also 

got to listen to traditional Korean instrument and played 

around learning the choreography of trendy K-Pop music 

Banana Chop, which they had so much dancing on!  

Their teachers taught them about the traditional food, the famous fermented cabbage 

“Kimchi” and much more! 

 

TAKE CARE OF MOTHER NATURE 

How amazing is it that children are taught in class to take care of mother 

earth by cultivating the school’s garden? The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an healthy environment with light and rain. It wa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m the specificities of the 4 seasons and Spring in particular. 

Each of them brought to school their own little plant that they will watch 

sprout along the months. 

 

SAINT PATRICK’S DAY: FUN DAY!   

The children had the best time this year celebrating the Irish 

tradition of the Saint-Patrick’s day: they got to customize their own 

(crazy!) hats, wear green clothes, lucky shamrocks and look for 

golden coins all around the school g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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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THEIR FINE MOTOR SKILLS! 

The children have also been encouraged this month to 

work on their fine motor skills by training their 

handwriting: drawing lines & all kinds of shapes!  

Improving their penmanship and pencil grasp improves 

their overall self-control and prepare them for their 

future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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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的春天是绿色的 

 

境外 K班 Carlie 妈妈 

2月开学，K班的小朋友们迎来了在乌南幼儿园的第二个学期。从上学期的

拘谨适应，到这学期开始表现地熟门熟路，就像一颗颗小树苗在上学期还因为

到了新环境需要调整，经过一个学期老师的精心呵护和养育，已经安心扎根开

始长出了新枝芽。 

3月乍暖还寒，Carlie 时不时地问我，妈妈，

现在是春天了吗？在她的眼里，到了春天就可以和

冬日厚厚的棉服说再见，换上色彩明媚的连衣裙出

门。确实带着她在外面也可以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路边的草坪花坛里，多彩的花朵争相开放，一片生

机勃勃。小朋友也在幼儿园里参加了多姿多彩的活动。植树节当天，每个小朋

友都认养了一棵幼儿园里的树，拥抱大大小小的树干，约定以后多给自己的树

浇水。之后还来到了小菜园，给小植物们喝水。生命和责任这样的词对于孩子

们来说，可能显得有些抽象。而这些活动，让他们不只是有机会多留心多发现

观察周边植物们的生长和变化，更是可以参与其中，贡献自己的小小力量。 

接下来的一周还有一场小朋友很期待的活动——爱尔兰绿帽子节。节日当

天，每个孩子都穿着绿色元素服装，戴上和爸爸妈妈在家一起制作的帽子，在

幼儿园里找巧克力金币，感受节日的愉悦气氛。Carlie带着巧克力金币回家和

我一边分享，一边说，妈妈，春天是甜甜的。 

我想在她心中，乌南的春天应该是绿色的，是甜甜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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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日照白桦林》 

画作提供：中一班陆晓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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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飞崇明岛   点亮新一年 

                        大三班范曦文爸爸供稿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 日，乌南

幼儿园大三班的孩子们和家长们，在家

委会的精心组织下，齐聚崇明岛生态农

庄，亲近自然、放飞心情、寓教于乐，

在冬日暖阳中共同欢庆元旦佳节、一起

许下新一年的美好愿望。 

大显身手农事忙 

冬日的崇明岛，白天气温

接近冰点，但这丝毫没有减少孩

子体验农家生活的热情，再加上

空气清新、暖阳高照，反倒增添

了几分特别的清爽畅快！在鸭

厂，面对数百只集结成群的鸭

子，孩子们异常兴奋，学着农民

伯伯的样子，拿起小树枝，赶着

鸭群喝水、吃食、“做运动”，鸭群的叫声和孩子们的吆喝声响成一片，为恬静

的冬日农庄带来了不少活力亮色；摸鸡蛋，同样带给小朋友和大朋友们新鲜体

验，很多孩子还是头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观察几十只母鸡，在鸡舍中捡到鸡蛋的

孩子，更是像捡到了

“金蛋”般喜出望外！

很多孩子看到母鸡有点

害怕地跑出鸡舍，就把

鸡蛋放了回去，自言自

语说“还是让鸡妈妈和

蛋宝宝团聚吧！”摘草莓

是农家体验的传统项

目，也是重头戏。小朋友们和家长们齐上阵，一起走进塑料大棚， 



21 

 

没过多久，就一个个满头大汗地拎着装满草莓的

小篮子跑出大棚。孩子们还和爸爸妈妈一起称

重、算价钱，全过程体验劳动和付出的内涵，感

受草莓从植物果实变成交易商品的奇妙旅程。结

合摘草莓活动，家委会还安排了自己动手做冰糖

草莓的特色项目。大

家一起洗草莓、穿草

莓串、熬冰糖、淋糖

汁、冷却成型——这

个过程有点长，有的孩子看着锅中的糖汁，忍不住

咽口水，还有的宝贝把手中草莓串含在嘴里，舔了

又舔也不舍得吃。终于，糖汁浇好冷却完成，冰糖

草莓吃到嘴里清脆爽利、甜酸适度、糖汁满口，宝

贝们终于如愿以“尝”，笑比蜜甜…… 

欢声笑语游乐园 

在农场里设有秋千、蹦床、小菜地，

还有刚出生不久的小狗做伴，孩子们欢天

喜地，都有点忙不过来了。玩累了，就一

起躺在蹦床上聊几句，看看蓝天白云……

短暂休息后宝贝们就“充电完成”，和伙伴

一起继续“战斗”。当农场里崇明扁担戏的

音乐响起，立刻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孩

子们在院子里安静做好，

全神贯注地看起演出来。

崇明扁担戏是极具个性特

色的传统木偶戏，一个人

一台戏，艺人既当演员又

做伴奏，既用手指演绎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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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又用嘴巴演唱台词、模拟口技。演出

中，老艺人在《西游记》的故事片段中巧

妙融入了垃圾分类、保护环境等内容，孩

子们一会哈哈大笑、齐声应喝，一会又

手舞足蹈、前仰后合，大家还亲身体验

了手偶的动作技法，戏里戏外、妙趣横

生，阳光下的农家院里，喜气洋洋！  

精彩纷呈迎新会 

夜幕降临，窗外繁星点点、月华如练，屋

内热气腾腾、饭菜飘香，大三班迎新晚会在

欢呼声中开始了。孩子们演出踊跃，才艺尽

显：芭蕾舞、小提琴、吉他、魔术、大合唱…

欢声笑语不断，诚挚祝福满溢。晚会高潮迭

起，此时屋外，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七

彩焰火也惊艳登场！大家跑到屋外田

野，仰望天空，炫彩烟花照亮了每个人

的笑脸……2021年的第一天，大家在

温暖与欢乐中度过，烟花虽易散、美好

却永恒。烟花过后，竟然还有惊喜！——放孔明灯。孩子们和家长积极配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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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翼翼地用手指捏住孔明灯的四个角，蜡烛点燃，薄薄的灯纸被火 

照得红红的、暖暖的，同时开始逐渐膨胀，

一股向上的升力越来越明显地顶着孩子

们的小手，家长提醒：赶快许愿吧！孩子

们赶紧闭上眼睛认真地叨念着，随后大家

齐喊“一、二、三”，同时松手，孔明灯跃

然而起、直上星空！不一会，一个个孔明

灯就化作一个个小亮点，与繁星为伴，这

灯火里有每个孩子的美好心愿，也有家长

们的新年期许，愿每个家庭幸福美满，愿

疫情消散、伤痛远离，愿祖国山河锦绣、

国泰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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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正在萌芽。 

小一班 徐璐妈妈供稿 
 

早春三月，春寒料峭，冬天的寒意还未完全

褪尽，春天就带着绿色的气息向我们迎面走来，

散发着迷人的气息。踏一路春风，撒一路欢笑，

乌南幼儿园小一班在滨江森林公园开展了“我和

小树同成长”的亲子主题活动，探寻着春的奥秘，

感悟着生命的意义。 

春天的滨江

森林公园，风景如

画，一片片绿油油的草坪，各类各色植物，还有俏

皮的小动物在小树林中跳动，俨然置身于一个超大

的自然绿色氧吧，好不惬意！小朋友们早已兴奋不

已，踮起小脚探着脑袋，四处打量，就连家长们也

“迫不及待”想要融入这大自然中！ 

在通往野餐区的路上，孩子们跟着营地的教练

边走边认识了不少植物，有开着黄色小花的连翘、

有浮在水面的莲叶、有高耸挺拔的杉树，还亲手摸到了上海市花白玉兰的叶子，

一面光滑一面粗糙，真是特别的体验。行至半路，教练老师还教给了大家一个

tips：野外的蘑菇，基本不能吃以外，也千万不要凑近去闻，颜色越是鲜艳漂亮

的，毒性越强。 

 

瞧！孩子们观察得、聆听得多么认真呀！学本领时，

可是各个都不甘落后呢！ 

终于到了期待已久的野餐环节了！孩子们早已

经等不及的要与小伙伴们分享自己带来的美食与

好物了，看着他们相互的分享、无间的玩耍，身为家长的我们由衷地感到无比的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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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接近尾声，大家在教练的指导

下在草坪上收集了一种名为无患子的

植物果实用于制作天然的清洁液。当孩

子们将一瓶瓶自己亲手参与制作的清

洁液举在手里时，满满的成就感从心中

油然升起。孩子们不仅感受到了大自然

的魔力，还收获了更多的知识与喜悦。 

最后，自然是此次主题活动的重头戏！小一班的班树，在孩子们、父母们、

老师们共同协作努力下埋在了土中！爸爸们接二连三地为小树苗松土挖坑，老师

们一起把小树苗种下，孩子们自告奋勇地为小树苗填土，他们稚嫩的小手轻轻地

用工具在小坑中添补泥土，排着队为小树浇水，竖起种养小牌，为小树苗安顿一

个温暖的成长环境。大家都想为这颗班树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期待班树的开花

结果。植树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在亲近大自然的过程中感受了绿色生命与盎然春意，

也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中植下了顽强拼搏、相互协作的绿色能量。 

樱桃树是小一班的同学们、家长

们，和老师们的共同约定，见证着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与团结合作；在未

来，这棵樱桃树也将在移植回园部作

为毕业树，见证更多孩子们的成长！

愿这颗小树和所有孩子们一起健康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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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D Kids experience North Korean Cuisine and Culture in 

Shanghai! 

ClassD  Mila’s Mom and Da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Korean 

culture week at school, on March 14th, a 

group of our children accompanied by their 

parents had a very interesting activity: the 

experience of getting closer to North 

Korean culture through its cuisine, music 

and dances. 

The activity took place in the Pyonngyang 

Koryo restaurant, located in Gubei area. 

 

 

The participants, gathered on the second floor, enjoyed a varied menu that included 

traditional preparations and hot pot consist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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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ley.    Beef rib soup.   Kimchi.   Bellflower.   Chapch'ae.   Chicken.   

Chinese cabbage stew. 

• Jokbal – consists of pig's trotters cooked with soy sauce and various spices. 

Additional ingredients can include onion, leeks, garlic, cinnamon and black pepper. 

• Cookies and other tasty food. 

 

-Did you know?! North Korea Facts- 

• Language:  Korean 

• Ethnicity/race: Nearly all ethnically Korean, with very small minorities of 

ethnic Chinese and Japanese. 

• Religions: traditionally Buddhist and Confucianist, some Christian and 

syncretic Chondogyo (Religion of the Heavenly Way) 

• National Holiday: Founding of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September 9 

• Capital and Major Cities: North Korea has an estimated 24 million citizens as 

of the 2011 census. About 63% of North Koreans live in urban centers. 

Capital: Pyongyang, population 3,255,000 

Hamhung, population 769,000 

Chongjin, population 668,000 

Nampo, population 36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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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ildren were excited to watch the performance of 

talented artists, some of them multifaceted, astonishing 

with their singing, dancing and instrument playing 

skills! 

Coordinated dances in groups of 3 or more people, 

including amazing neck movements, or synchronized 

feet that echoed a marching band on the floor of the 

venue entertained all. The acts generated a joyful 

atmosphere, even some parents commented that they felt transported to another place 

or time! 

 

-Did you know?! Brief Intro and History (1/2)- 

North Korea occupies the northern por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and has a 

total area of 46,541 square miles. North Korea shares its borders with China, 

Russia, and South Korea.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North Korea is 

Pyongyang. 

The country is almost completely covered by a series of north-south mountain 

ranges separated by narrow valleys. The Yalu River forms part of the northern border 

with Manchuria. 

After dessert, the group of friends decided to play in a nearby plaza and did not miss 

the opportunity to find new adventures running, playing or climbing a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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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 you know?! Brief Intro and History (2/2)-  

The ancient history of the Korean peninsula 

can be traced to the Neolithic Age, when 

Turkic-Manchurian-Mongol peoples 

migrated into the region from China. The 

first agriculturally based settlements 

appeared around 6000 B.C. Some of the larger 

communities of this era were established along 

the Han-gang River near modern-day Seoul, 

others near Pyongyang and Pusan.  

According to ancient lore, Korea's earliest civilization, known as Choson, was 

founded in 2333 B.C. by Tan-gun. 

In short, it was a tasty and educative chance for kids to 

experience more of Korean culture!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activities, welcome 

all kids and parents to join future ones and hangout togeth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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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树小踏青，亲近大自然 

小三班 周维清妈妈 

 

经历春节前一波小

疫情波动及原地过年，时

值 3.12 植树节，一直霏

雨绵绵的天气终于难得

露出几日暖阳，小三班的

小朋友们及家庭在家委会的组织下，分批来到上海植物园，进行了一次别开生面

的绿色小野餐及小写生，将“认识植树节的来历”和“植树与环保意识，拥抱大

自然”的主题与亲子互动相结合。 

上海植物园为徐汇区老牌科普教育基地，并以驯化为主，容纳数百种植

物，设植物进化区、

盆景园、草药园、展

览温室、兰室和绿化

示范区等 15个专类

园，是小朋友初系统

认知自然和植物的绝

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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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初初春时，日暖风和，花苗花圃里所培育的

郁金香刚刚探头出土，小朋友们带来自己准备或者自

制的浇水容器，一边互相交流对于植物的想象和看

法，一边为花朵们精心浇灌；在父母们的引导下，也

对一些灌木、大树进行了初步的认识，以及习得诸多

的与自然及动植物和谐相处的哲学与礼仪，如不攀爬

踩踏、不毁坏、不过度浇灌和顺势而为顺其自然。 

在与植物们近距离接触后，大家

铺开了野餐垫，摆开了精致的美食，

其中不乏来自心灵手巧的妈妈们在小

朋友协助下做出的三明治、寿司，小

朋友们不仅享受美食和阳光，更充分

分享自己的零食、餐点、帐篷，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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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乌南的精神在诸多细节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作为父母，在旁观中甚是认

可和感动。 

最后，大家在草坪上铺开巨大的画卷，拿出画笔，临摹春天，涂抹春意，

有的小朋友立即将刚刚识得的植物画于纸上，有的小朋友则一番写意抽象派，

最后由家长代表在画轴中央画上乌南校徽，甚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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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创意字母 T-Tiger》 

                                      画作提供：境外 C班 Re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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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班爱国主义教育游 

--中一班 贺馨逸妈妈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如此重要而特殊的年份，也正好给了孩

子们一个绝佳的机会去了解历史、提升民族荣誉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怀。因此中

一班的家长和孩子们也纷纷行动起来，在 3月，陆续踏访了上海的多个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在小小的心中埋下了爱国的种子。 

一部分家长和孩子在春分时节，参观了凝聚力博物馆。阅读城市几十年的变

化，百姓生活的极大改善，让孩子们体会了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孩子们重温了

七十周年阅兵的震撼场面，啧啧称奇的呼声不绝于耳，连家长们也再次激发了浓

浓的民族自豪感。一场游览下来，懵懂的面孔听听党旗的故事，稚嫩的声音说说

祖国的强大，孩子和家长们无不感受到了国家和城市的进步和强大。 

另一个小组也组织在一起，参观了《国歌展示馆》。该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

州路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展馆内容丰富，按照时间轴的

顺序，完整全面的为小朋友讲述了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如何诞生以及

它的发展历史！以雕塑、照片、影像资料等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让小朋友了解

国歌、了解词曲作者、了解我们新中国从成立到发展的革命历程！小朋友们一进

入场馆，就看到了一个放 

着国歌的大屏幕，然后他们自发的立正站好，跟着音乐一起整齐划一的唱起

了国歌，敬礼致敬！这庄严肃穆的表情表达了孩子们心中的敬畏；这稚嫩而嘹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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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歌声，也唱出了他们小小心中的爱国情。 

更多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也在陆续筹划中，希望让

我们的孩子们有更多机会、更多形式去了解伟大的祖

国、伟大的党，让每个孩子都能从小以身为一个中国

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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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讳疾忌医 关爱幼儿健康 

——记中二班线上家长沙龙《小儿泌尿常见疾病讲座》 

                   

中二班 张依晨爸爸 

 

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乌南幼儿园的家长沙龙都采用了线上讲座的方

式。而在 2 月 26 日的晚上，由中二班杜昕恬的爸爸、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仁济医院泌尿科的杜柘彬医生为家长们带来了关于小儿泌尿科常见疾病的

讲座，为家长们普及了知识，解答了疑惑。 

谈到泌尿科疾病这个话题，大部分的中国家长，由于大环境比较传统的原因，

还是会觉得羞于启齿，又或者不够重视，但杜医生告诉我们，其实对于孩子的身

心健康来说，及时防治泌尿科疾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会有泌尿疾病的烦恼，及时的发现和帮助孩子治疗，是非常有益于孩子的身心

健康。 

 

对于女孩子来说，

较为常见的是泌尿系

统的感染。主要的症状

是孩子尿频、尿急，且

伴随发烧。在出现类似

的症状的时候，杜医生

呼吁家长，不论是爸爸

还是妈妈，都应该检查

孩子的身体是否有红肿，并根据具体情况前往专业的医院进行及时的治疗。总的

来说，女孩子的泌尿疾病主要是由卫生问题引起的，在日常生活中，保持清洁可

以避免大部分问题。 

而当话题转到男孩子身上时，问题就相对比较复杂了：男孩子不论是小象本

身，还是包皮或者睾丸，都是需要家长去关注是否有异常的。数据显示，近年来，

中国男童包皮过长的情况增长明显，其他诸如隐睾、睾丸扭转的情况也时有发现。

家长们不要因为孩子还在幼儿园，就觉得不用去关注生殖健康，其实越早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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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的身心健康会更好。 

杜医生在线上讲座里，为大家着重介绍了“小象爱美丽”计划。这是一个迎

合幼儿园男孩小象整形的一个绿色通道， 4-6 岁的学龄前男孩是完成小象整形

手术的黄金时间，可以在不影响孩子的学习和生长发育的情况下，用较短的恢复

期，为孩子的将来打造一个更好的身体。杜医生强调，为了孩子们更能接受这个

小手术，推荐男孩子们相约成行，可以大大缓解手术对孩子们产生的心理影响。

而杜医生所在的“仁济泌尿”小儿泌尿专业，在国内具体技术优势，可以高质量

的精准解决小象的发育和美观需求。 

讲座过后，家长们在线上

和杜医生进行了热烈的沟通，

这一次的讲座解答了很多家

长们平时没有去注意或者羞

于启齿的问题，获得了巨大

的成功。 

关注孩子的身体健康，就

是关注我们的明天和未来，

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健康

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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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动幼儿的“文化时钟” 弘扬民族精神 

中三班胡沐耘妈妈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初寒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寒”……阳春三月，万物复苏，中三班将“传统节气”引入课堂，让幼儿在季节

的脚步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与温情；将雷锋精神融入幼儿教育，培养、传承

中华传统美德。 

一、“节气课”让自然与幼儿贴得更近 

二十四节气源远流长，集成了中国古人体悟宇宙、亲近自然的曼妙智慧。本

学期，中三班以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等四个春季节气为轴线，结合自然规律、

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策划开展“节气小主播”、汉服体验、手工制作、室外写生、

亲子种植、“小脚丫踏青”等活动，生动传授“节气”所蕴含的“人文地理”与

“博物智慧”，引导幼儿了解古人隐藏于节气中的诗意与智慧。3月 20日，家委

会和张元坤妈妈联系、组织赴浦江郊野公园奇迹花园开展“小脚丫踏青”亲子活

动。中三班大家庭徜徉于美丽的绿色海洋，在“爱丽丝梦游仙境”里观看神奇动

物趣味主题展、花虫物语趣味科普展；在繁花餐厅玩着“躲避球”亲子游戏；在

郁金香丛中捕捉春天的气息，让幼儿的天性在大自然中得以释放与成长。 

中三班班主任王莉老师认为，文化是有温度的，知识是有情感的。通过“节

气教育”能加强幼儿对自然万物的发现、观察和体验，从而更加热爱生活，感受

成长乐趣，培养细腻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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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雷锋”让德育渗透幼儿成长 

大自然有节气，而具有最高灵性的人类却有一种珍贵的气节和精神。本月恰

逢“学雷锋”。中三班根据幼儿身心发展特点，围绕“雷锋叔叔他是谁”“人人争

做小雷锋”主线，向幼儿讲述雷锋的感人故事，组织幼儿帮助弟弟妹妹穿穿衣，

为楼梯扶手“洗洗澡”，为小树浇浇水……孩子们将雷锋精神根植于心中，落实

于行动，不怕累，不怕脏，在服务中体会帮助他人的快乐。 

幼儿们在中三班学习雷锋做时代“小先锋”，萌发童年正能量，并潜心学习，

收获成长。冯思源、李沐恩、陈家轩、陆葭悦、钱熙湲在第十七届头脑奥林匹克

万人大挑战中分获幼儿组一、二、三等奖。李沐恩（工艺）、钱熙湲（故事）、赵

天墨（声乐）、王舒一、朱元沁（绘画）在徐汇区艺术单项比赛中分获二、三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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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 

---- 小草莓种植日记 

 

中四班 许梓诺妈妈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春天悄悄来到了我们身边。这个春天有点不一样，在

中四班老师的号召下，我们开展了亲子种植活动。 

诺诺小朋友对于即将到来的亲子种植，表现得既兴奋，又期待，还有些小小

的紧张。一下子变成了“问题宝宝”。“妈妈，我们种什么小植物呀？”、“妈妈，

小植物每天要喝多少水呀？”、“妈妈，小植物什么时候能结果子呀？” 

带着满满的期待，我们开始了种植之旅。首先第一步，是确定种植的小植物。

在和诺诺查阅了植物百科书后，我们将目标锁定了草莓种子。“草莓最好了，香

香甜甜的草莓是我最喜欢的！”诺诺开心的表示。 

我们一起准备了营养土和草莓种子。首先，爸爸和诺诺一起找了一个透明的

器皿，这样，就可以从侧面更好的观察小植物的成长啦。 

为了帮助草莓种子保持一定

的稳度和适度，我们学习了网上

的方法，给种子小宝宝们遮上了

一层餐巾纸，并用小喷壶喷湿润。 

在随后的每一天，诺诺都会

用小喷壶轻轻的给草莓种子宝宝

们喷水，让他们保持湿润的状态。

一周过去了，草莓种子丝毫不见动静。诺诺没有着急，每天坚持给小种子喷水。

有一天，我观察到诺诺偷偷地对着草莓种子说：“加油啊，草莓宝宝们！”  

终于，在 3 月 18 日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我们惊喜地发现在厚厚的土壤里

冒出了一点点绿绿的小尖尖。诺诺非常兴奋，拿出了我们实现准备好的草莓日记，

用他略略笨拙的画笔记录了这一刻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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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两天，小绿点点又长高了一点点，渐渐可以看到绿色的茎了。有几个

草莓苗苗的头上还顶着种子的小壳，然而并不影响他们破壳而出，想要探索这个

世界的努力。 

随后的每一天早上，诺诺都会把小草莓搬到家里阳光最好的位子，让他们充

分的沐浴在太阳公公的照耀下。就这样一天一天，一点一点，小草莓种子在春天

的蓬勃的生长之气中慢慢长大。 

一个月过去了，草莓小种子已经破土，发芽，并长出了五角形的小叶子。它

们就好像是我们的好朋友一样，每天都给来惊喜，用它们小小的身体传达着春的

生机与活力。通过亲子种植的过程，小朋友不仅学习了基础的植物知识，也学会

了如何耐心等待，和悉心照顾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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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宝家庭孩子性格培养的一点思考 

 

境外 Class J  

    我们班级里面有二宝的家庭有一半左右，我们家一个这样的二宝家庭。

这两年，感觉孩子年幼的时候，养育两个娃所需要的精力远超过一个孩子的两倍。

偶尔也会思考一下养育心得。 

    跟班里有二宝的家长们交流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大

宝的情绪更容易出现不稳定，有时无缘无故发脾气，二宝经常会霸道不讲道理，

有时又很胆小。这些表现，其实是很值得思考的 

    大宝出生的时候，虽然我们是缺乏经验的，但是全情投入，吃喝穿用都

是依照家庭能承受的最高标准购置。每次碰到头痛脑热,都是如临大敌，不小心

从床上摔落是我们两个宝宝都经历过的事情，第一次的时候，抱大宝跑去医院，

就差要求医生马上安排做 CT 了。二宝摔下来，就变成了抱抱拍拍，哄睡休息再

观察一下，没有特别情况，就不跑医院了。这些养育的理念和行为的改变，其实

也会明显的影响孩子的性格。二宝出生后，因为年幼的原因，家长对二宝的关注

必然会增加，大宝的心理失落是可以明确感受的到的，而且两个孩子相处的时候，

自觉不自觉的就会要求大宝谦让一下二宝，或者要求大宝给二宝做榜样，虽然他

们年龄只差 2岁，都是很小的小朋友，但是这样的要求很多时候对大宝是高很多

的。从长远看，这些对大宝的领导力的培养有帮助，但是潜在的可能性就是失去

了对二宝的领导力的培养机会，因为二宝一直处于被关心和被呵护的状态下。当

然，二宝也会面临一些困扰，玩大宝玩剩下的玩具，穿大宝穿过的衣服，虽然不

是刻意而为，但也是经常发生的事。家庭中的很多物品都要两个孩子共享，二宝

非常珍视纯粹属于自己的物品，二宝对来自父母的爱，有时会感觉很丰裕，有时

又会缺失，缺少家庭归属感。 

    认识和重视这些现象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对于客观因素，比如年龄差

异，体力差异，性别差异，需要承认和接纳。目前，我们也尝试做了一些改变，

比如对大宝二宝制定相同的规则，大家都要遵守，不因年龄差异而有区别对待。

比如吃饭都要安静的坐下来，不能坐其他的事情，并不需要大宝给二宝做榜样，

而是让他们认识到这是共同需要遵守的规则。有些活动，也尝试让二宝也来做示

范，做领导者，同一个活动，给予两个人不同的任务分工，适当降低对大宝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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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减少其对自己行为要求完美的压力，相应的，对二宝要求提升一些，不因为

其年龄小就降低标准。尽量早的安排两个孩子参加集体活动，包括去托儿所和幼

儿园，在集体互动中，淡化大宝和二宝的家庭角色，对于孩子的独立性培养也有

帮助。有些物品，购买两份，明确归属，让大宝和二宝分别拥有自己的私有财产。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肯定也会出现新情况，让我们大家一起观察，思

考和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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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爱科学 

大二班 孙悦茗家长供稿 

春的三月，万物复苏，小朋友们的思想也像那春

天的繁花般绽放了起来。3 月 11 日，老师带着大二

班的小朋友们来到了科学探索室，让思维的火花在

科学的苍穹中尽情闪耀。 

“长大以后，我想当个科学家！”，这大概是每个

小朋友都有的梦想吧。科探室里，实验桌、置物架、

展示墙等设施布置得错落有致，显微镜、标本、生活

工具等教具摆放得井井有条。各种主题内容丰富多

彩，大到宇宙知识，小到生物细胞，无不等待着大家

去发现其中的奥妙，解锁自然的奥秘，回答心中的好

奇。 

来到了科探室，大家都变成了小小探索家。全班小朋

友们分成了两组，分别开展不同目标的科探活动。第一

组的小任务是对比鱼的不同、发现不认识的标本、尝试

使用不同工具，第二组的小任务是使用显微镜观察动物

和植物细胞、在拼图中感受苹果不同时期变化。大家兴

致盎然，和组内的同学们一起做实验、动脑筋，提出自

己的问题和猜想，再共同研究，寻觅答案，每位小朋友

的眼中都闪动着兴奋、好奇和期盼的目光。在对动植物

标本认一认、辨一辨的过程中，大家增长了知识和经

验，将继续在日常生活中继续探究。 

在科探活动中，小朋友们学会了合作、共商、分享、

互助，通过了解大自然，萌生出最初的、天真的探究兴

趣和欲望，是非常重要的科学启蒙教育，更是一条通往

产生一代科学巨匠的道路。希望乌南幼儿园的小朋友

们都能始终保持一颗求知和探索的心，让生命充满光

辉，让生活更加精彩，朝着自己的梦想展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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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生动的亲子课程 

——记于乌南幼儿园小二班新学期第一次亲子活动后 

小二班 余跃爸爸、黄宜苒妈妈 

 

（一）新学期的第一次亲子活动 

 

3月 20日上午 10 点，蒙蒙细雨。春天和孩子们一起，如约而至。 

乌南小二班家委会组织的这次亲子活动地点选在了湖南街道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参加的是市团委关于幼儿能力培养方面的线下公益亲子课程，本次课程

主题是“幼儿情绪自我管理”。 

10 个小椅子围成半个圈，栗子老师向孩子们介绍起今天的主角“情绪小怪

兽”。在小二班的班级里也放着《情绪小怪兽》这本书，非常受孩子们欢迎。所

以活动一开始，孩子们就争先说着：“这本书我看过！”“这本书我也看过！”老

师随即顺水推舟，从引导孩子表达思考的角度开始了课程。 

黄色、红色、绿色、蓝色、粉色，不断变化颜色和情绪的小怪兽吸引着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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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的注意。在老师的引导下，孩子们争着举手发言，课堂里的气氛活跃起

来。最后的游戏环节，孩子们通过表演情绪得到了自己选择的颜色手环。尤其

是偲偲小朋友的表演令人印象深刻，她的“一秒变脸”让课堂里笑声不断，教

室后排的家长们也看得前仰后合。 

1个多小时的游戏＋训练课程不知不觉就结束了，孩子们在课程和游戏中

强化了情绪意识和情绪控制，争做情绪的小主人。通过课前课后的互动游戏，

同学们也互相增进了友谊。 

孩子们玩得很尽兴，家长们也收获颇丰。我们看到了难得一见的课堂表

现，惊讶于孩子们的成长，发现他们在课堂和社交活动中的特点。同时，这个

活动平台也让家长们有了互相之间沟通交流的机会，彼此的联系更紧密了。 

这次亲子活动是由“汤包”妈妈组织联系的，地点是由豌豆家长协调提供

的，感谢他们费心费力的安排。孩子们的表现很棒，这与他们在幼儿园中的学

习是密不可分的，展现了乌南孩子们的风采。 

“下一次活动是什么时候呀？”孩子不经意之间的提问。我们和他们都很

期待下一次的相聚。 

 

（二）学会情绪管理——我的情绪小怪兽精读课 

 

今天，有幸观摩了一堂孩子们非常生动的绘本精读课《我的情绪小怪兽》，

无论对孩子还是家长都是收获满满的。 

幼儿园阶段的小朋友在成长中自我意识不断加强，但是如何认识和掌控情

绪，其实是我们家长也非常关注的。课堂上，老师依托绘本的情绪角色和引入

关于情绪的对话，激起孩子的阅读兴趣；期间穿插着许多游戏，使孩子们更清

楚了解每一种情绪的表现和表达，通过孩子之间互动进一步帮助孩子理解情绪

的表达带来的效果，老师循循善诱地鼓励孩子去表达和讨论他们自己的感受。 

通过这样的一堂课，孩子们感受到绘本中明亮的颜色表达出的情绪感受、

了解了各种表情和情绪如何控制、也增加了孩子对阅读的兴趣。作为家长对于

如此新颖的绘本解读方式也开拓了新的教育理念，今后也可以尝试在陪孩子阅

读中增加互动，使阅读更具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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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伟大女性先进事迹，过有意义的三八妇女节 

——记参观宋庆龄故居纪念馆、上海纺织博物馆主题教育活动 

大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3月 15日上午，乌南幼儿园大三班的小朋友们在春风的拥抱与温暖的阳光

关怀下，来到了宋庆龄故居纪念馆，实地感受被誉为“国之瑰宝”的宋庆龄女

士工作、生活的场景。在三八妇女节的这一周，学校里已经系统学习了古今中

外伟大女性的事迹，宋庆龄——这位临终前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

席”的称号、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她的传奇人生是每个小朋友都为之赞叹

的，这次能亲临现场去瞻仰宋庆龄女士的家，大家都兴奋不已。 

一进院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汉白玉雕刻的宋庆龄的坐像，小朋友们纷纷

驻足观看，这座雕像十分逼真，神态非常慈祥。径直往里走，院子里的鸽笼深

深地吸引了小朋友们的注意，大家都知道和平鸽是“和平”的使者，宋庆龄女

士一生致力于和平事业，她养的和平鸽到如今也依然灵动活泼。

 

宋庆龄故居的整体建筑是一幢船型的红顶白墙的小洋楼，楼后是花木茂盛

的花园和大草坪。故居内的陈设保留了宋庆龄生前的原样，收藏着大量的宋女

士的生前遗物，如写下的文稿、函札，收藏的字画、印章、图书，留下的照片

等等，客厅背面墙上挂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南面墙上挂着毛泽东主席来看望

她时的留影，小朋友们一下就认出了我们国家的伟大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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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参观活动在大家一片欢声笑语中结束了，小朋友们依依不舍地走出了

宋庆龄故居的院子，通过此次参观，大家更直观地感受到了国母当年的风范，

宋庆龄女士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妇女与儿童的文化、教育、卫生与福利事业

中，她的光辉思想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是我们民族的光荣和骄傲，我们世世代代

都要纪念与缅怀她，她的爱国精神将永垂不朽。 

 

 

3月 14日下午，乌南幼儿园大三

班的小朋友们参观了上海市纺织博物

馆。我国织布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最出名的纺织起源故事当属黄道婆，

她作为中国古代的优秀女性，开创了

我国纺织历史的先河。展馆以各种高

科技的手段和互动展项，向小朋友们

展示了我国古代各个时期的纺织服饰

以及历代服饰的演变过程。小朋友们通过观看实物、照片 、多媒体等展陈项

目，了解到了我国纺织业特别是上海纺织发展壮大的历程，同时还体会到我国

纺织业的发展无一例外都凝聚着劳动人民的心血和智慧。 



49 

 

Meeting Heroes and Experiencing the Thrilling job of a 

Firefighter 

By Ashleigh’s dad Class I 

 

When you ask children what they would like to be when they grow up, alongside 

Astronaut, Policeman and bus driver, Firefighter would be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answers.  

On a Cool and Fine Spring Day, the children of class I managed to meet the 

amazing firefighting team from Jing An Fire Station.  

The visit began with a short introduction by the team leader and the children could 

not contain their excitement when they were walked around the firetruck and shown 

the different equipment that it carried. From the mechanical claw that can cut through 

steal, to the oxygen tank that helped the firefighters to breathe when they go in to 

burning buildings to rescue people, the children were captivated by what they saw. Our 

children were even able to sit in the firetruck to experience what it would be like to be 

a fire fighter.  

After the tour around the firetruck was the tour around the barracks. The officers 

demonstrated how tidy and caring they were through a display of duvet folding which 

amazed the children. Although it will take some practice before class I’s afternoon 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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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dding can be folded to the same standard.  

The visit’s finale was a demonstration of abseiling followed by an opportunity for 

the children to use the fire hydrant safely and everyone jumped at the chance to control 

the hose! 

In true Wunan Kindergarten style,  our children performed the chicken dance and 

sang the nursery rhymes in appreciation of the officers’ time this morning.  

We left the day by giving two apples to each firefighter in the squadron which 

symbolized Peace and Safety. 

Through this event, it is clear to see that there may be a few budding firefighters 

in our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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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绿护绿，拥抱春天” 

——大四班植树节树木认养活动 

                  大四班 肖云姝妈妈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3 月 12 日，一年一度的植树节如期而至，春风吹绿

了枝头上的嫩芽，吹绿了地上的小草，也吹动乌南幼儿园大四班孩子们的热情。 

为了帮助孩子们了解植树节的由来，感受春天的气息，让孩子们亲身体验保护绿

色的乐趣，在大四班家长的带领下，大四班全体同学一起参加了上海植物园的树

木认养活动。 

 

3 月 13 日星期六，是

个阳光明媚的好日子。一大

早，孩子们就在父母的陪伴

下来到上海植物园，参加树

木认养活动。大家在植物大

楼门前集合签到，植物园的

老师给每位认养的孩子发

了一张“认养荣誉证书”和

一块“认养纪念”的小牌子。

孩子纷纷在小牌子上面郑

重的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

日期，有的孩子还在上面写上了祝福的话语。比如有的孩子写了 

稍后，在当天志愿者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起来到树林认养树木。树林里面

长满了高高的银杏、水杉和香樟，每一棵都有好几十岁了。志愿者老师给大家认

真的介绍了每一种树的特点，比如银杏的叶子是像小扇子一样，水杉的叶子像羽

毛，香樟有香香的味道。孩子们在树林里每人选了一棵自己心仪的树，并把“认

养纪念”的小牌子挂在了上面，完成了认养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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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是万物生长的日子，也是种植树木的好时节，在这个时候参加植树活动，

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年植树节，大四班的孩子们用认养树木这样一种特殊

的方式参与了植树活动。孩子们纷纷表示，等到了明年的植树节，希望能全班再

一起去看看那些认领的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