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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乌南
2019 年 12、1 月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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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提供：大四班 魏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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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采风

画作名称： 小熊的节日

画作提供：中四班 肖云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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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浓情十二月

境外 E班 Karen 妈妈供稿

伴随着金黄色银杏树叶的落下，我们迎来了十二月，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月

份，因为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的活动，显得更加精彩和难忘。

 西班牙文化周

 不一样的足球课

西班牙文化周的开幕带领小朋友们进入了另一

种文化的世界中。E 班的家长们带来了西班牙相关的

特色纪念品，在班级中搭起了迷你博物馆，让小朋友

从不同的角度了解西班牙。同时，学校请来西班牙的

家长给大家介绍国家的风土人情，热情展示了迷人的

斗牛舞。斗牛舞因为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深深吸引了

大家的目光。Kevin 妈妈特意为大家都准备了红布，

小朋友们跟着李老师像模像样的跳起斗牛舞。

说到西班牙不得不说的体育运动就是足球，

E 班 Elizabeth 爸爸来自现代足球的发源地英

国，他给学前部境外班小朋友带来了别开生面的

足球课。小朋友们先是学习了怎么做“KICK”的

动作，随后三三两两分组进行传球练习。对很多

小朋友来说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接触足球，通

过这次特别的足球课，使他们对于足球以及运动

本身有了更强的兴趣。课后 Elizabeth 妈妈还精

心为小朋友们准备了足球鞋小挂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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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期待的圣诞派对

十二月是充满爱和感恩的一个月，小朋友们每天倒数着日子，期待着圣诞老

人和礼物的到来。E班也迎来了圣诞派对的这一天，当天下午家委会各位妈妈提

前进入班级进行布置，大家见到浓浓的节日氛围都不禁发出赞叹。派对在主持人

乐乐妈妈的提问中拉开序幕，“小动物要过圣诞节吗？我们一起给小动物送去圣

诞礼物吧！”，E班的小朋友用自己灵巧的小手满怀爱心地在 Jonathan 妈妈准备

的毯子上打结，送给需要帮助的小动物们，希望它们也有一个温暖的冬天。之后

伴随着 William 妈妈和 Renée 妈妈四手联弹的圣诞歌曲中，最令人期待的礼物交

换环节开始了，拿到礼物的小朋友和家长纷纷与 William 爸爸扮演的圣诞老人合

影留念，Renée 爸爸和 Oscar 妈妈用摄影摄像为小朋友们记录下这些美好快乐的

瞬间。

伴随着十二月进入尾声，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祝福乌南的老师和小朋

友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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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周掠影

境外B班 Claire妈妈供稿

要说一年中孩子们最期待的节日，非圣诞节莫属了。这不，12 月孩子们迎

来了多姿多彩的圣诞周——来一场足球友谊赛、用草莓香蕉制作自己专属的圣诞

老人、用纸裁剪出形态各异的圣诞老人、体验一次圣诞自助餐。

足球能让人快乐及增强体质，它亦是一项能锻炼孩子们团队合作及沟通能力

的运动。在学校的安排下，孩子们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足球比赛。赛前双方球

队队友们相互礼貌问候，热情拥抱，当比赛哨声响起后，只见一个个小身影扬着

欢快的笑容快速地穿梭在草坪上，你来球呀我来踢，相互配合追逐前行。

圣诞周孩子们不仅进行了别开生面的足球比

赛，还做了回小甜点师制作出了自己专属的圣诞老

人糖葫芦。一张张朝气蓬勃的小脸蛋，认真地看着

手中的草莓，灵巧的小手仔细地将草莓一分为二后

将草莓圆润的那一头最先插入竹签做圣诞老人的身

体，接着插入一小段白嫩的香蕉做圣诞老人的脸蛋，

之后再将剩下草莓叠放在香蕉上面做圣诞老人的圣

诞帽，最后用巧克力酱将圣诞老人的眼睛和嘴巴点

缀在香蕉上，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圣诞老人糖葫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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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只巧手下孕育而生。

圣诞周除了做圣诞老人糖葫芦当然也少不了做圣诞老人剪纸及吃一顿圣诞

自助餐。拿起小剪刀拿起红色及白色的纸，给圣诞老人做一件特别的衣服，给圣

诞老人画上可爱的表情。在圣诞节当天一顿丰盛的圣诞大餐能让孩子们更有圣诞

节的气氛，笑脸造型的薯饼、披萨、牛排、西蓝花、意面，饺子等丰盛又有营养

的食物总是能勾起孩子们的食欲，拿起餐盘自主选择爱吃的食物总是这么地令人

愉悦。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那么快，感谢乌南给了孩子们不一样的圣诞体验，期待

下一次的节日~



8

文化周之热情的西班牙

境外 H班金一然妈妈

伴随着成长，孩子们对世界对自我有了越来越多的认知和好奇。4岁多的孩

子们有时候会问，我是哪个国家的人啊？相较于境内班，境外班的孩子们往往因

为家庭成员和家庭文化的多元，很难给出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而乌南每学期例

行举办的文化周给孩子们提供了很好的窗口来认识世界上的不同国家，了解各种

文化的相通与不同。让孩子们知道，美和人性是世界大同，不分国籍的。

这学期 12月就迎来了本

学期的第二个文化周

——西班牙文化周。在文化

周开幕前，孩子们就已经在

家和家长们一起动手做出了

各种西班牙元素的手工作

品，有斗牛场，足球场，西

班牙大教堂，西班牙特色食

物等等。来到学校后，每个

孩子轮流为班级里的小朋友

们讲解自己的手工作品。在分享的过程中，加深了对西班牙文化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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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化周开幕式上，Laura 的妈妈还给大家表演了弗朗明戈。后来在班

级的活动中，小朋友们也模仿起这段舞蹈，把热情的西班牙风情带到了小集体里。

不仅如此，孩子们还发挥了创造力，为

西班牙艺术家毕加索的画制作了“马赛克”画框，和大师画中的大胆用色相得益

彰。

期待下个学期的文化周，给孩子们创造机

会，了解到不同的美和多样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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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岁末欢庆时 其乐融融显温暖

大三班 吴昕核爸爸供稿

又到了岁末迎新之际，每年这个时候就是孩子和家长们最欢乐的时刻。照例，

大三班的班级家委会又忙碌起来，策划、购买、组织、布置、排练，样样都安排

得井井有条。

如今，我们已经到了第三年，家长们之间早已经成为了好朋友，在迎新活动

上大家也亲如一家。主持由张振杰爸爸和黄禾子爸爸负责，两人犹如相声演员，

逗得家长孩子们哈哈大笑。诗朗诵的现代诗是由我写作的，整个诗篇为了表达对

老师的感谢和即将离开幼儿园的不舍。合唱是由兰子辰妈妈负责的，她是音乐学

院的老师，每一个音符都能感受到她的严谨和认真。采购、策划是由张振杰爸妈

主要负责的，他们热心让人感动。现场摄像是由王楚乔爸爸负责的，作为一位导

演，每一个镜头都是大片。汪诚杰妈妈和郭雨泽爸爸也前后出力，策划、布置都

冲锋在前。陈凌可妈妈一如既往，每次都扛着相机，记录下美好一刻······每

一个家长在这迎新会上，都主动、积极、热情，这股温暖让所有人感动。

其实，我们已经大班了，很快就面临离开幼儿园。大家心中都有不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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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犹有竟时。过了这半年，大家就将各自分别，各自奔寻新的舞台。此次迎

新会也是幼儿园最后一次，想来是否伤感呢？这些年来，从陌生到熟悉，同学和

家长都有了感情，真不知此一离别，多少人会再相见？多少人此生或许都无缘谋

面了呢？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日子，身边同学大多只是过客之缘，

如今能联系又能相伴一生的挚友，又有多少呢？所以，珍视身边每一个同学、同

事吧。和有缘人做快乐事，别问是劫是缘。让我们每个人都珍视幼儿园的快乐时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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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十二月

境外 I班 Julian’s Parents 供稿

在这个充满节日气氛的十二月，我们班级举行了很多有趣的活动。月初，Quinn

的妈妈来到了课堂和小朋友们分享了圣诞节

的小故事，并送给每一位小朋友一顶圣诞帽，

大家一起玩了游戏，孩子们都非常开心！

December is a festive season of the year

and our class held a variety of interesting

activities. Quinn’s momcamein and shared a

few Christmas stories. A Santa hat was

given to the kidsas a gift and everyone

participated in a fun game. Everyone had a

blast!

这个月我们也举行了西班牙文化周活动，小朋友们

带来了许多关于西班牙的漂亮纪念品，布置在教室

的各处做展示。在老师们的帮助下，孩子们对西班

牙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We also had our Spanish Cultural Week activity

this month, where students brought their

beautiful memorabilia related to Spain, to be

decorated and exhibitedin the classroom. Under

the guidance of our teachers the kids now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anish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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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最开心的活动莫过于上周五举行的欢度圣诞日。陈老师穿起了五彩缤纷的节

日服装，并且带来了一位神秘的圣诞老人！志愿者爸爸妈妈们在礼堂里布置了许

多漂亮的圣诞节装饰。孩子们在礼堂参加了抽奖活动，每人都获得了很棒的圣诞

礼物，并和圣诞老人合影留念�

Highlight of the month goes to the Christmas celebration held in class last

Friday, where Teacher Chen dressed up in colorful holiday apparels and

invited to class a mysterious Santa!Our volunteer parents filled the assembly

hall with many beautifulChristmas decorations. The kids participated a raffle,

where each student won an awesome Christmas gift and had a picture taken

with S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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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塑才艺爱好 守护幼儿成长

小三班胡沐耘妈妈供稿

天气渐凉，乌南幼儿园小三班里依旧温暖。用心表演的孩子，认真服务的家

长，精心施教的老师，画出了这个冬天小三班里最温暖亮丽的风景线。

一、才艺展示 润“物”无声

为创设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鼓励和激发幼儿的兴趣爱好，打造学习、交流

和展示的才艺小舞台。12 月起，小三班启动幼儿个人表演秀。每周五天，孩子

们分为五组轮番上场体验表演的快乐。声情并茂的儿歌朗诵，可爱滑稽的歌曲表

演、充满音韵的唐诗诵读……每一次上台，孩子们都努力使出“十八般武艺”。

稚嫩可爱的童音、生动活泼的表演和天真可爱的神态，令人目不暇接、忍俊不禁。

每位小三班的孩子也是小舞台的“小观众”。在老师的引导下，在小伙伴表演时

认真观摩，小伙伴“谢幕”时给予热情的掌声，潜移默化中学习、掌握观赏礼仪。

同时，小三班的孩子们还尝试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亮。郑子玉小朋友在徐汇区

“田林杯”故事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冯思源、钱熙媛、郑子玉等三位小朋友顺利

进入“好灵童”故事比赛复赛。

“幼儿个人表演秀”活动将继续以持续不断地“滴灌”，鼓励孩子们对文化

艺术的主动接触与学习，培养他们的表达力、表现力、欣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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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园同心 以爱育爱

12 月 2 日—12 月 13 日，小三班接下园内志愿服务接力棒，为乌南幼儿园境

内班园区的孩子们“保驾护航”。全班参与志愿服务家庭达到全覆盖。

值勤期间，家长志愿者们每天 8：00 前到达各指定位置提供服务。幼儿园入

口处的志愿者家长负责引导孩子安全入园、遵守规则。室外水池边的志愿者家长

及时提醒孩子们入园前洗净小手，并将用完的热毛巾整齐叠放在竹筐里。每层楼

梯口的志愿者家长负责看顾来往幼儿的安全，引导家长有序离开。

通过志愿服务，家长们更真切地了解到幼儿园工作所需的繁琐、细致与辛劳，

了解乌南幼儿园的教师对孩子们的关心与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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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 2019，你好 2020

境外 K班 储俊铭 JamesChenChu 爸爸供稿

秋去冬来，一转眼间托班的孩子们已

经在乌南幼儿园度过了 3 个月丰富多彩

的欢乐时光了，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惊喜。

这个月首先迎来了西班牙文化周，一位西

班牙妈妈通过一段热情奔放的弗拉明戈

舞蹈完美地诠释了西班牙的特色文化，让

宝宝们大饱眼福，中午幼儿园为宝宝们特

意准备了一次舌尖上的旅行——“西班

牙海鲜饭”，宝宝们见后胃口大开纷纷撸

起袖管，一边品尝着美味无比的海鲜饭，

一边回味着上午“美女妈妈”的弗拉明戈

舞蹈，可见宝宝们都很有“品味”

与诱人的美食齐名的还有西班牙

的色彩斑斓、巧夺天宫的建筑，老师

们带着孩子们来到了陶艺馆继续丰

富“品味”，老师在课上先介绍了西

班牙一些造型怪异的美丽建筑，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有巴塞罗那著名

的奎尔公园，宝宝们欣赏了长长的马

赛克围墙，然后跃跃欲试地纷纷自己

动手体验了用超轻黏土制作马赛克

围墙，不一会儿大家都有了自己设计

制作的马赛克作品，“马赛克”这个

远离生活经验的单词，就这样在老师

的巧妙安排下被宝宝们的词典收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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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化周每个宝宝都收获满满，不知不觉中圣诞老人的脚步也越来越接

近了，为了迎接圣诞老人的到来，老师们精心设计了一系列角色扮演的游戏，宝

宝们用红色的纸板搭建了圣诞老人快递站，用对角线的折纸制作了圣诞树，用玩

具娃娃建立了儿童医院，用马赛克作品堆出了马赛克公园，用玩具车布置出了冰

淇淋车等等，宝宝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圣诞节。

2019年夏天我们从世界的各个角

落聚集在一起，相识是缘，相伴是份，

转眼间我们 ClassK 班的查理同学将

要转学了，宝宝们也在懵懵懂懂之间

体会了一次“离别的感伤”，我们祝

福查理同学在新环境里继续健康快

乐的成长，记得要常回乌南幼儿园家

里来看看，我们还等着跟你一起晒太

阳！同时

我们也迎

来了新同

学房莉莎

Lisa，希

望她快快

融入我们

的 大 家

庭。感谢

这一年来

ClassK

班老师们

辛勤的付

出，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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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们的点滴成长，家长们都感到由衷的欣慰和感恩。祝愿每个宝宝都聪明勇敢、

活泼健康和自信坚强，早日成为一个具有良好的社会性情感、文明礼仪、生活学

习习惯的世界小公民。再见 2019，你好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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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夜幕下的旧金山电车
画作提供：中一班 周良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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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乐翻天 欢声笑语庆元旦

——乌南幼儿园中四班迎新活动小记

中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12 月 27 日，乌南幼儿园中

4 班的老师、孩子、父母欢聚

MINIMARS，开展“辞旧迎新乐翻

天 欢声笑语庆元旦”迎新主题

活动。

现场童趣别致的布置营造

了浓浓的新年氛围，孩子们也为

了此次迎新主题活动做好了充

足的准备。无论是元气满满的运

动员模仿操、诙谐幽默的三只小猪舞台剧，还是欢乐活泼的中国娃歌曲演唱、看

电视舞蹈，都让老师家长们感受到了孩子们这个学期以来的成长与进步，看到了

属于孩子们的高光时刻。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学期开始中四班就有个特色活动是“每日小主播”，此

次迎新活动也特意设置了“我是小主播”环节中，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展现的机

会。孩子们勇敢地走上舞台，自信地展示了属于他们的“主播”风采，在场的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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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家长们也被孩子们的表演所打动，送上阵阵掌声。最后，老师还根据孩子的

表现，给每个小主播颁发了特色奖牌。

活动的最后，家长们抽取了孩子们在活动开始前写下的新年愿望，小小的

心愿卡承载着孩子们对于 2020 年的美好盼望，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能够让家长

更加了解孩子、理解孩子，听到他们的心声，拉近孩子与家长之间的距离。

祝愿乌南幼儿园每个孩子 2020 年都能实现自己的小愿望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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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拜 2019，哈喽 2020！

境外 F班 Timothy 妈妈供稿

每年的这个月都是大家最期待的，尤其是我们境外班，对圣诞的热情不亚于

春节。圣诞派对是我们班必不可少的年终大戏！

怎么可以跟去年不重样，少花钱，多花样，孩子们会喜欢，家长们乐意，

对家委会的妈妈们也是不小的挑战。去年的游乐场派对孩子们开心的不得了，今

年我们觉得升级，让他们在派对过后能够有些有意思的东西带回家，学一点本事。

于是，我们选择了一个农场餐厅举办我们今年的圣诞手工派对。小朋友们在厨师

的带领下，自己动手做圣诞姜饼，做圣诞布艺小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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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夸夸我们班的家长们，热情给力又多才多艺！Eddie 的爷爷从英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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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孙子，客串担任这次的圣诞老人，简直就是圣诞老人本人啊！孩子们简直乐坏

了。Olive 和 April 的爸爸组成了爵士乐队，为孩子们表演欢快的圣诞乐曲，爸

爸妈妈提前给孩子们准备了礼物，伴着欢快的乐曲圣诞老人叫着每个孩子的名字

送上礼物，这一刻孩子们和家长们都沸腾了，浓浓的欢乐和爱意，这才是圣诞的

意义。

新年快乐！乌南，我们鼠年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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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奇妙日

大二班 孙倩供稿

美国队长、兔子警官、超级玛丽、奥特曼、孙悟空、大狮子……当这些神奇

的人物（动物）聚到一起，会是什么感觉？来参加大二班今年的迎新活动就知道

啦！

PART 1 变装红毯秀

年年都迎新，今年大不同。大二班老师们发挥奇思妙想，

把迎新活动的主题定为化妆舞会。本次迎新活动由美国

队长和兔子警官主持，而爸

爸妈妈和小朋友们想象力

爆棚，居然很少有重复角

色。看，他们向我们走来啦！

不知您发现了没有？

这次化妆舞会还加入了科

技元素。每个角色的道具都是家长和孩子们发挥创

意、用 3D 打印笔做出来的，比如哈利波特的魔杖、小公主的项

链、疯狂科学家的眼镜等等等等。在制作道具的同时，孩子们对

3D 打印技术有了了解，空间想象能力也大大得到了增强。

PART 2 爸爸们的比拼

爸爸们平日工作繁忙，好多爸爸还是这学期第一次出现在幼

儿园，而我们的家园共建怎么能少得了爸爸的参与呢？所以，在

这难得的聚会中，就让爸

爸们来场撕名牌大战，考

验考验他们的运动细胞，也让充分感受一

下孩子们的日常吧~

PART3 家长绘本剧

家长绘本剧是大二班每次活动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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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节目了。每次，家长们都会提前抽出时间挑选一个孩子们喜欢的剧本精心准备。

每次，孩子们也都看得乐此不疲，纷纷喊着要再来一次。这次家长们表演的是《大

树的朋友》，不过今年大班啦，要给孩子们提高难度了。绘本剧表演好之后，余

老师即兴问了孩子们几个问题，看谁观察得最仔细，没回答上来的孩子下次要集

中注意力啦！

PART4 小朋友们的本领

这学期，在老师们的耐心教导下，孩子们学会了不少沪语童谣。唱童谣，感

受韵律；讲沪语，传承文化。在迎新会上，孩子们就表演了新学会的《一歇哭 一

歇笑》，顿时勾起了爸爸妈妈小时候的回忆，也跟着唱了起来。随后，小白雪公

主、小精灵仙子、小独角兽、小蝙蝠侠、小忍者们又齐声唱起《恭喜恭喜》，给

大家带来新年的祝福。

最后，在《新年好》的歌声中，孩子们互换了新年礼物。爸爸妈妈和孩子们

都玩得非常尽兴，迎新会在一片欢乐中落幕。

欢乐团圆、共迎新春

——记小二班迎新会

小二班 陆怡诺妈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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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儿要乖乖 夏日里盛开

早餐要乖乖 面包加牛奶

烦恼要乖乖 阳光下暴晒

好心情乖乖 升级去打怪

我是无敌的无敌的小可爱

有时调皮有时候也很乖

爱哭爱笑演技最厉害

惹人爱的小乖乖

——摘自小二班孩子们合唱的《无敌小可爱》

12 月 29 日 9:30，乌南幼儿园小二班的孩子们穿着喜庆的中式服装，兴高采

烈地牵着爸爸妈妈来到了“2020 乌南小二班迎新大联欢”的现场。此时，活动

场地已经在老师和家委会的提前装点下透出节日的气息，幼儿园园歌、彩带、气

球和孩子们带来的礼物，让新年的氛围变得格外浓厚。

上午 10 点，随着主持人周思成

妈妈的开场，迎新活动正式开始。

第一个节目先声夺人、非同凡响，

原来是李其融的爸爸与他的同事

一起带来了京剧选段《夜深沉》，

浑厚的鼓声和昂扬的京胡相得益

彰，一下子就点燃了现场的气氛，

也让孩子们领略了国粹的魅力。

之后，舞台交给了可爱的小二班孩子们——他们先是一一向大家送出新年祝

福，又合唱了一曲生动活泼的《无敌小可爱》，还与老师一起演出了一幕《下雪

了》的故事，令观看表演的家长们忍俊不禁、欣慰

不已。

孩子们如此给力，家长们更要使出浑身解数啦。

王相廷、杜欣恬、张相儒、王以茉、李奕真、袁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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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琳的家长们扮演森林里的各种动物和植物，演出了一幕《拔萝卜》；刘玄歌和

王相廷又带着家长们分别演唱《let it go》和《雪绒花》，载歌载舞、非常精彩；

张依晨的爸爸则是凭借逼真的扮相和“金币”，让孩子们认识了中国人自己的一

位节日老人——财神爷。

活动现场最最高潮的部分，当然要留给礼物交

换环节。家长们提前都精心准备好了新年礼物，孩

子们根据入场时取得的号码牌，得到了来自小朋友

的礼物和祝福，再加上周思成妈妈给大家准备的小

花净化器，每个孩子在活动结束后都满载而归。

精彩的迎新活动在一派欢腾中落下帷幕，但属

于孩子们的快乐时光还将一直持续。所有家长在老

师的组织下，让孩子们在迎新联欢中感受到新年的

快乐，更让小二班凝结成更紧密的大家庭。

2020 年，小二班全体预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用 非一

般的氛围迎接新年

小一班 李若溪妈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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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指间 2019 已过去，在 2019 年的尾声，小一班全体师生和家长在熟悉的小

白楼里 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迎新会，对于大多数

小朋友 来说这都是第一次在舞台上展示自己的机

会，小朋 友们提前在老师的教导和指挥下彩排了表演

节目，虽 然只有短短的一周多的准备时间，但是小朋

友最后 在迎新会上的表现是令大家刮目相看的。曾

经那一 张张在教室门口哭泣的小脸，如今变成了在

舞台上 的一张张小脸；那一双双抓住爸爸妈妈不愿

意放开 的小手，如今在舞台上和小伙伴们牵手演出。

一群有表演天赋和艺术 能

力的家长更是使出浑身 解

数，让表演单更加丰富多 彩，

这是一场展示爸爸妈妈 和

宝宝风采和能力的别开 生

面的精彩盛会。

表演中有几个节目 让

人印象深刻，首先让家长 们

感到 欢

快欣 喜的是孩子们的沪语大拜年节目，平日

里孩 子们在学校多数都会以普通话交流，在

舞台 上一个个稚嫩的声音用沪语向老师、家

长恭 贺新年，家长们眉开眼笑，孩子们在不

知不 觉中也了解了新年的含义，这也用另一

种方式让孩子们练习了方言。不过最让现场氛围调动起来的要数水果蹲游戏和最

后爸爸的小鸡小鸡舞蹈表演节目，在游戏中，孩子的瞬间记忆力得到了考验，让

主持人也不知所措，没有想到孩子们的记忆力这么好，让游戏不断地一轮一轮进

行，以至于迟迟到不了发奖环节，不断加大难度的方式成为了让游戏结束的手段，

坐在下面的小朋友看到台上的小朋友游戏结束后拿到了礼物就更加坐不住了，一

个个都积极踊跃地要到台上去玩游戏。爸爸们的表演可以说是本场活动的高潮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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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大戏，有的爸爸是活动筹备开始就主动请缨要求加入其中，有的爸爸是在妈妈

们的“推荐”下成为了舞蹈组的成员，更加令人惊喜的是最后老师们提出了让现

场所有的爸爸都上场表演，这下台下“一度失控”了，孩子看着爸爸在上面跳舞，

发现爸爸们平日里的威严荡然无存，妈妈们更是看到了爸爸们憨态可掬的一面，

有的爸爸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似乎自己多年的艺术天赋一直被埋没，在此

才有了一展才艺的机会。演出结束后，大家都纷纷表示这样的节目以后可以多多

排演，让以后的迎新会可以更加精彩。

除此之外，国画、小提琴演奏、古筝、舞蹈、唱歌，家长们摩拳擦掌、各显

神通，让大家体会到了乌南的家长人才济济、才华横溢，在台上各个展现出了小

一班非同一般的能力和水平，经过了这次活动，家长们更融洽了，孩子们更和睦

了，最后，家长和孩子们都向老师表达了诚挚的谢意，是老师们的辛勤耕耘，才

让孩子们有了这么可喜的变化，是老师的默默付出，让我们看到了今天的精彩演

出，真希望这样的活动可以多举办，让喜悦的氛围围绕着孩子的每一天生活。

红红火火过新年

中二班 董珈杨供稿

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哈哈 2 班有幸开展了一次迎新活动。整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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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玩得开心，家长们参与的愉快，拉近了老师和家长之间的关系，增加了家

长和家长之前的认识，也增加了全部学生和家长对哈哈 2班的认同感。

孩子们是多么期待这一场活动啊，董珈杨小朋友这一天难得的没有赖床，早

早的起来，准备好下午活动要穿的服装和装饰。千叮嘱万叮咛，要我一定准时去

接她，果然心里有了目标，整个孩子的表现都不一样了。

下午 3 点—4 点是整个活动的候场时期，也是小朋友们的天堂，早来的孩子

已经打扮完毕，玩在了一起。家长很三三两两的聊着话题，家委会的同志们忙忙

碌碌的准备着晚会，走进会场，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你会不自觉的感受到那种快

乐和幸福。一年又过去了，孩子们又大了一岁啊。

毫无疑问，最最受家长欢迎的是亲子游戏，最最受孩子们欢迎的是爸爸妈妈

上台的表演。姑且不论节目水准如何，这次爸爸妈妈们上台表演的人数是大大超

过了小班，基本上凡是出席的爸爸妈妈们都上台了。他们的岗位不同，工作时间

不一样，但是都能够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认真在家排练了节目，爸爸们白衣

牛仔裤尽显洒脱，妈妈们白衣配点红，尽显飒爽，孩子们在下面鼓掌，乐开了花。

愉快的晚会在孩子们的表演和礼物交换中结束了，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洋溢着

快乐的笑容。回到家，董珈杨就问，什么时候是下一次新年啊？她已经对下一次

新年迫不及待了。这么好的机会我没有放过，结合班级里面小小新闻播报员，我

和她讲了一下公历新年的来历和地球自转及围绕太阳旋转的知识。看着她似懂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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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的样子，心里也非常的开心。过新年了，她又大了一岁，又懂了很多的东西，

居然可以讨论天文知识了。感谢幼儿园和班级组织了这么好的一台迎新晚会，让

孩子们家长们在 2019 年的最后一天相聚，红红火火迎接 2020 年的到来。

2020，幸福同行！

——乌南幼儿园中三班举行“庆元旦，迎新年”活动

中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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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孩子们快乐地迎接 2020 年的到来，度过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元旦，

2019 年 12 月 29 日下午，乌南幼儿园中三班的全体老师和小朋友们、家长们，

在陕西南路的云味大可堂开展了一场热闹非凡的迎新活动。本次活动的主题为

“2020，幸福同行”，希望小朋友们在快乐迎新的同时感恩当下的幸福生活，新

的一年，大家继续携手同行，迎接美好未来。

活动开始前，家委会成员在班级老

师的带领下，共同布置着活动场地。为

了迎接农历鼠年的到来，现场活动的背

景板被设计成精灵鼠+红色，将整个氛围

烘托的温馨可爱、 欢乐祥和。

下午 15：30，迎新活动在《中国娃》舞蹈

秀中活力开场，小朋友们身着汉服，雄赳赳气

昂昂地展示着中国娃的风采，家长们在感受着

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同时也看到了宝贝们的

成长，激动地鼓起掌来。紧接着，小朋友们又

带来了古诗新唱——《咏鹅》和《悯农》，配

合着诗里的角色和动作，孩子们娴熟地展示了

“曲项向天歌”、“红掌拨清波”“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等经典场面，大家看着孩子们认真的表情笑得合不拢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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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大家还在回味“鹅鹅鹅”与“锄禾”

那憨态可掬的动作时，小朋友们儿童剧的表

演已经紧锣密鼓地上演了！《花儿与蝴蝶》

首先登场，红、白、黄三种颜色的小蝴蝶翩

翩起舞飞到了台上与同是红、白、黄三色的

花朵相得益彰，小太阳与乌云的组合也是萌

爆全场；接下来的《小蝌蚪找妈妈》内容丰

富多彩、角色扮演层层推进，大家的情绪跟

随着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沉浸在孩子们忘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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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演中。此时，《你笑起来真好看》的音乐徐徐响起，宝贝们邀请爸爸妈妈上

台一起歌唱，家长们跟着宝贝学动作，边唱边跳，更加拉近了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孩子们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不仅让家长们看到了宝贝的喜人成长，更深深感受到

老师们倾注的大量心血，全体家长把最热烈的掌声，由衷地献给了辛勤育人的中

三班全体教师！

紧接着，妈妈们闪亮登场了！她

们带来了歌舞合唱《宝贝我的宝》—

—“宝贝宝贝我的宝，你是我心中无

可替代的骄傲！”歌词唱出了妈妈们

的心声，跟随着悠扬的音乐，孩子们

也跟着一起又唱又跳，现场气氛欢快

活泼、温馨无限。

爸爸们也不甘示弱，紧随其后带来了

《运动风采秀》，他们手持各类运动器材：

有篮球、足球、羽毛球，还有乒乓球、网

球、毽球，最厉害的还有射箭，只见爸爸

们迈着矫健的步伐，熟练地展示着各种运

动器材，让全场的小朋友们看的是眼花缭

乱，纷纷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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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 孙悟空打妖怪
画作提供：大四班徐嘉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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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园山楂点点红，酸甜可口糖葫芦

大一班 张妡元妈妈供稿

12 月的乌南幼儿园里处处都是深秋到初冬的景象，穿着乌南红马甲的孩子

们踩着落叶，来来往往都可以看到衡山园大门口红红的山楂挂在枝头，于是在这

一年中最后一个月里，大一班的孩子们来到小厨房，请来家长老师张妡元妈妈来

教孩子做山楂料理：糖葫芦和山楂干。用这红色的料理迎接红红火火的 2020 年。

2019 年 12 月 24 日一早，乌南幼儿园衡山园的

未来小厨房里摆满了洗净的红山楂。山楂味酸，具

有健脾开胃、消食化滞的作用，糖葫芦在生山楂外

面裹上了一层冰糖衣，让山楂变得酸甜可口，老少

皆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孩子们怎么动手

来做这人见人爱的糖葫芦吧。

首先，需要把山楂去蒂，然后把竹签穿过山楂，

需要孩子们小手转动，缓慢地将竹签穿过有核的山

楂，不过对于大班的孩子来说这点毫不费力。

接着，重头戏就是熬糖了。将冰糖与水混合加热，大火融化所有的糖，小火

慢炖让水分一点一点地蒸发，直到糖水变成粘稠且不粘牙的糖浆。这个时候掌握

糖的变化就尤为关键，因为火候不到会粘牙，过了火候糖会变焦，冷了或者是搅

拌过头会起砂，以上都会让糖葫芦做失败，所以孩子们在观察熬糖的过程中显得

特别地期待而又紧张，而在这个糖从固体到液体，再到固体的过程中，小朋友们

在观察中思考，为什么糖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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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观察中提出疑问，又在观察中找到答案，因为在锅子里的时候温度

高，糖都融化了，等糖熬好了淋在山楂上，温度低了，又凝结了起来。当然在这

熬糖淋糖的过程中，大家在这热气腾腾、红红火火的气氛中，孩子们感到了过年

的氛围。加上这酸甜的果香，色泽晶亮诱人，个个都想立马就咬一口自己做的糖

葫芦，不过孩子们还都能够想到爸爸妈妈，每个人做了两串带回家和家人分享。

做完糖葫芦之后，我们将剩下的山楂用筷子顶出里面的核，再切成片，均匀

摊开后放入烤箱里烘干，出炉后撒上细腻的糖霜，装在小刺猬的封口袋中可以慢

慢吃上几天，将这秋天最后的酸甜味再多留上几天。

山楂料理成功完成，距离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希望这红红火火的甜蜜美食

能够给来年带来同样幸福香甜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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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游园会孩子收获良多

----有感于“培养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小四班 孟哲霆家长供稿

“倡导多元文化教育”、“培养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是乌南的教育思想

与课程理念。昨天，小四班的感恩节活动，又次折射出了这一思想与理念。

下午三时，小白楼又变得格外的热闹与情意浓浓。小四班的孩子们和家长齐

聚一堂，共话感恩。家长委员会主任刘叔叔再次成为活动的主持人，他颇具感召

力的言辞一下子就把大家引到了感恩的主题。很快，小朋友们以热烈的掌声请出

了石头老师。石老师站在小朋友的视角做了大量的环境准备，并以循循善诱、上

下互动的方式将抽象的“感恩”演绎得形象生动有滋有味，孩子们全神贯注、融入

其中，爱的情感爆棚。当石老师、诺诺老师引领亲子们做火鸡律动的一刹那，整

个活动推向高潮，呈现出一派欢乐真爱的情景。最后，安排了既有挑战性又符合

小班孩子年龄特点的游园活动。孩子们与家长组成一个个亲子小组，有序地参与

了剥玉米、串珠子、套圈、制作头饰、折叠衣服等游园项目。当孩子们带着笑声

与“胜利果实”离开小白楼的时候，我们家长无一不为之感动。因为我们的孩子在

这一小时的活动中得到了多方面充分的发展。诸如自主性、坚持性、创造性、观

察能力、认知能力、眼手协调能力、审美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都体现在其中。

更值得一提的是，孩子们妥妥地接受了一次中华传统美德教育，知道了感恩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做懂得感恩的好孩子。

整个活动，充分演绎了“培养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的教育理念，使我

们再次看到了乌南教育理念与教育行为的一致性，看到了小四班实践这一理念的

成效性。再次由衷的感慨：乌南真棒，小四班真棒，孩子们真幸福.

小白楼恢复了宁静，当然是暂时的。因为我们将会在这里生成更多的活动。

更相信，孩子们在一个个精彩的活动中，必定吸取养料，进而自信快乐地朝“中

国心*世界小公民”的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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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 12 月

境外 A班 朱尹澔妈妈供稿

12 月的到来，提醒我们的不止是冬至，还有 2019 年的余额不足。可是孩子

们的欢乐却是足足实实的！走入 12 月，乌南的孩子们喜滋滋的迎来一个又一个

精彩的活动，一个又一个缤纷的节日。

12 月，注定是属于红色的。

第一抹热烈的火红，来自热闹的西班牙文化周。A班的家长大课堂，迎来了

优雅博学的扬扬妈妈，给孩子们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印象西班牙”课。扬扬妈妈

在课堂上为孩子们深度剖析了西班牙建筑的风格，西班牙的文化和美食，孩子们

听的目不转睛惊叹不已，虽没走出课堂，却增长了很多有趣的知识。在这一周的

新闻演讲中，不少孩子也说起了对西班牙的印

象，有人说起去西班牙旅游的惨遭小偷的经

历，也有人说在西班牙感受西班牙斗牛和弗朗

明哥舞蹈的经历，热闹有趣。

最让

孩子们高

兴的也许就是西班牙周的足球友谊赛，A 班

的孩子穿着红色的队服尽情的在草地上奔跑

着，互相鼓劲着。尽管最后的比赛是平局，

可是大家还是很高兴，和队友们紧紧拥抱，

为 A班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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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抹温馨的红，来自对圣诞节的心愿。没有孩子是不喜欢的圣诞节的，因

为每到 12 月，乌南的走道上就会出现会唱

歌跳舞扭屁屁的圣诞老人，让孩子们雀跃

欣喜。A 班的孩子们还围绕着圣诞树和圣

诞老人拍照留念，因为这是在乌南的最后

一个圣诞啦！好珍贵的照片，好珍贵的友

情！

最后一抹灿烂的红，来自新年，因为它充满着对 2020 年的期待所以最是灿

烂。12 月 30 日，幼儿园给孩子们精心准

备了丰盛的新年自助大餐，各种卡通造型

的美食很是趣致，包含了老师对孩子们的

温柔心意。在迎新歌会上，A 班的孩子站

在舞台上唱着对来年的祝福，有些伤感有

些期待，即将成为小学生的我们，永不忘

友情，永不忘师恩，永不忘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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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文化月

境外 C班 Michelle 妈妈

西班牙文化月的活动真可谓是缤纷多彩了，C班从同学到家长都全身心的投

入到了各项活动中，让孩子们深刻的了解到了西班牙这个国家和它的文化内涵。

吃通过外教老师的讲解，孩子们都已经知道了

诸多西班牙特色美食，譬如墨鱼汁海鲜饭、西班牙

火腿、烤羊腿等等。老师带领孩子们还利用小厨房，

体验了一次做披萨的乐趣。

舞 学校文化月主

题活动中，我们班级小朋友 Iera 的妈妈 Erika 为师

生们展示了热情洋溢的西班牙舞蹈。更是激起了小

朋友对西班牙文化了解的热情与兴趣。家长的才艺

也难得在孩子们面前得以展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赛 足球文化是西班牙文化

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所以在

文化月活动的尾声，孩子们还迎来

了令人激动的皇马 VS 巴萨的足球

盛世！孩子们赛前互相拥抱，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我们班男孩女孩，都拿出来一流运动的架势战胜了对手！体会

了一把集体运动的酣畅与荣誉感。

画 西班牙艺术大师毕加索也是西班牙文化的

瑰宝，孩子们学习认识了大师的作品，模仿他的“自

画像”进行艺术创作，他们的一幅幅画作才是我们

家长眼中真正的“大师之作”。

新的一年即将到来，精彩纷呈的大班第一学期

也即将结束！期待孩子们明年更幸福的校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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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的 12 月

境外 J班 Grace 妈妈供稿

一眨眼，我们在乌南幼儿园已经快要一个学期啦！现在的我们每天都很期待去幼

儿园和好伙伴见面，期待每天老师会讲什么样的故事，教什么样的歌曲和舞蹈，

学什么样的新知识和本领。

西班牙文化周，听起来好酷啊！

可是西班牙是什么？吃的？玩

的？跟着老师，我们知道了原来

西班牙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色

彩丰富的地方，它有热情的弗拉

明戈，帅气的街头马车，漂亮的

马赛克拼贴，每一样都是那么具

有吸引力。不过我们最喜欢的还

是体验西班牙美食和自制拼贴马

赛克。吃和玩才是我们的使命嘛！

吃吃喝喝玩过了，就该好好上课啦！圣诞前夕，

爸爸妈妈又来参加了一月一次的家长开放日。我

们亲爱的老师们也给我们的爸爸妈妈上了一堂

课，好让他们更多地了解我们有些小不点在学校

都学点啥本领。听过了老师的讲解，爸爸妈妈就

来教室看我们上课啦。好兴奋，小紧张，看我的

表现是不是棒棒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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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海里的圣诞节应该要有绿色的圣诞树，红

色的圣诞花，金色的铃铛，当然还要有我最最

最最喜爱的白色雪人。

虽然堆不了真正的雪人，但是我们可以用粘土

做自己的雪人，它也交了很多好朋友呢！

哇，我期盼的圣诞节终于来啦！我们的教室也换上

了圣诞新装，看，是不是很漂亮啊！我们亲手装饰

了小小圣诞树，用折纸变出了白胡子圣诞老人。当

然美味的圣诞大餐是必不可少的，看看我吃得多欢

呐！我们还为度假的好朋友送去了新年的祝福呢！

我们还在练习秘密武器哦！要想知道是什么吗？敬

请期待下期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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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你是我们的骄傲

大四班 张瀚文爸爸供稿

钟声响了，麋鹿来了，风和烟花也绽开啦！在这个欢快的季节里，老师们也

给小朋友及家长们带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好消息！上海市乌南幼儿园 2019 年诵

唱比赛的节目《五星红旗我爱你》受邀参加上海教育电视台，元宵晚会节目

录播！这个消息振奋了我们每一位家长及孩子！此刻我们激动无比，这是对

孩子们、老师们及家长们辛勤排练及付出的肯定与赞赏！

终于，这个盛大的日子到来了！2019 年 12 月 18 日，对于宝贝们来说是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天！小朋友们手拉着手，肩并着肩一同来到了上海教育

电视台！踏入电视台的那一瞬间，宝贝们紧张且有些小兴奋的说：“我们可

以表演节目给全国人民看啦！五星红旗~我们来啦！”终于到了录音棚，宝贝

们根据当天指导老师的要求围着话筒

站成一圈，随后老师坐在他们中间，

宝贝们之前那稍有不安的小眼神瞬间

恢复往常自信。身处录音棚的小朋友

们各个化身成了“小小歌唱家”！不一

会儿，小朋友们的声音悦耳响起：

“1949 年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

门升起—新中国成立啦！1960 年三位中国登山运动员首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珠穆拉玛峰！1975 年我国登山运动员再次登上珠峰插上五星红旗，向世界证

明中国人登上世界第一高峰！1997 年香港回归！1999 年澳门回归！如同回

到了祖国妈妈的怀抱！2008 年中国宇航员外首次扬起五星红旗，开启了中国

航天的新一幕！2019 年中国女排第九

次夺得冠军，五星红旗傲立在国际赛

场！……无论到何时，我们都不会忘记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炎黄子孙！……

走遍世界各地，告诉全世界我们都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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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中国娃！”宝贝们歌唱时是如此的骄傲，如此的自信！五星红旗，你是我

们的骄傲！

正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老师们一次次的引导彩排，引导着宝贝

们理解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次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意义！宝贝们一

次次的努力进步，一次次歌唱着我们是小小中国娃！宝贝们在排练的同时萌

发了爱祖国的情感，激发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使他们具有爱父母、爱

老师、爱同学、爱集体、爱祖国的良好品德！这一幕幕画面都深深的印在我

们家长们的脑海里，让我们记忆犹新！感恩老师，给宝贝们顽强的翅膀，飞向

那知识的海洋；感恩老师，

给宝贝们指明人生的方向，

走向那五彩斑斓的人生风

景线，让灯点燃快乐的火

种；感恩老师，给宝贝们无

限的前途和光辉，使他们的

明天繁花似锦，让宝贝们走

向光辉的未来。

2019 年的“happy ending”将引领着我们共同走向新的一年，宝贝们成长

之路悠悠漫长，但有乌南幼儿园及乌南全体老师的陪伴这段时光将是无比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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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儿童的天性是正确育儿的第一要义

——父母与孩子的共同成长

中一班 奚佑青爸爸

来到了 2019 年的最后一个月啦，我们中一班的孩子经过 4个月的学习和生

活，已经完全适应中班的生活了，12 月的季节虽然寒冷如常，但孩子们热爱学

习的内心还是火热热的。这个月的活动也是精彩纷呈，除了日常的教学活动外还

有主题活动——变变变，让孩子们了解自己身体的变化、主题活动——周围的人，

继续采访我们身边的保安叔叔、保健老师以及保育员，了解他们为了孩子们的安

全、饮食付出了极大的辛劳。孩子们超爱的圣诞活动、家长开放日和家长沙龙等

园内外的各项活动。感谢乌南丰富的课堂活动、家园互动、课外活动让我们与孩

子共同成长。

整理衣物小达人

整理前 整理后

12 月 27 日的家长开放日当天，老师给我们中一班的家长上了一堂解码情绪

的课程，王老师对孩子的 7种不良情绪进行细致的分析，解构孩子这些情绪的前

因后果。并且指导家长如何妥善处理孩子的这些异常情绪。随后孩子看着自己幼

儿时期的照片，轮流介绍自己长大后学习到的本领。最后就是小朋友竞技比赛《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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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叠衣服》——小朋友们分组比赛，脱棉袄、穿背心、叠棉袄、挂棉袄。老

师也指导孩子们如何将衣服柜整理的更加整齐。

我的神奇身体构造

新的主题活动——变变变，一起走进了解我们的身体。这是孩子们最喜爱的

主题活动之一，乌南的老师太有创意了。直接让孩子自己根据描绘的人体框架（某

位自告奋勇的孩子提供），把人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五官、内脏、骨骼、血管等

等，只要孩子能说的出来的都画上去了。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自己动脑，通过集

体的协作完成了人体结构图，在寓教于乐中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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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in Culture Week and Christmas
境外G班 Noah’s Mom供稿

In December 2019, kids in Class G learned

Spainis a country, learned Spanish flag and knew

about the art and music in Spain. There was an

opening ceremony.During the ceremony, they

watched a video of Little Red Riding Hood

provided by Monica and learned new Spanish

words such as ‘Hola, Adios, Gracias’. They also learned about the Macarena dance

and watched a Flamenco dance. They read ‘I love Making Tamales’ by Allison

Pomenta and learned about traditional food. In addition, they also learned about fiesta

dresses in ‘Amelia’s Show and Tell Fiesta’.

They also learned Christmas is a New Year’s holiday in western countries and their

family reunion day. They knew they should show gratitude when receiving a gift.

They made snowflakes to decorate the classroom according to teachers’ instructions

and learned the song ‘Snowflakes, Snowflakes’ by the Kiboomers. They also learned

a dance while learning this song.

I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20, 2019,

there were Parent Open Day activities and Christmas

celebration. During the celebration, the kids

introduced themselves to their parents, told their new year’s wishes, and performed

two songs with dances.

There was a 2020 New Year Celebration. The kids in Class G

performed the song ‘Snowflakes, Snowflakes’ and a Shanghai

nursery rhy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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