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爱在乌南 
2020 年 12月-2021 年 1 月合刊 

 

 

 
 

画作名称： 奇思妙想 

画作提供：大二班 董珈杨 



2 
 

 

目 录 

 

乌南采风  第 03 页 

 

亲子乐园  第 20 页 

 

教儿有方  第 35 页 

 

 

 

感谢各位投稿人！ 

本期乌南月报责任编辑：境外 F班 颜玉熙 GEMMA妈妈 



3 
 

 

乌南采风 
 

 

 

 

 

 

 

 

 

 

 

 

 

 

 

 

画作名称： 冬天 

画作提供：境外 C班 Karen 



4 
 

 

星空之旅，好奇心的自由探索 

中二班 尤俐雅爸爸供稿 

 

 为了开阔孩子们的眼界，让小朋友们了解太空的奥秘，12月，乌南幼儿园开

展了以“探秘太空”为主题的探索之旅。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四楼科艺

廊的太空馆。琳琅满目的航天展品和照片令孩子们目不暇接，火箭、月球登陆器、

航天飞船、人造卫星等。在太空馆中，小朋友们仿佛身临其境，跟随着宇宙飞船

在浩瀚的星空中自由翱翔。 

 抓住孩子的“天文期”，培养孩子的“好奇心” 

 孩子出生后，就

对世界充满强烈的

好奇。即使是刚出生

的婴儿，都会用仅有

的 15cm 视力去观察

这个世界，一切都是

新鲜而有趣。而孩子

从 5~6岁开始，他们

会对科学宇宙感兴趣。因而，5~6岁常常被誉为“天文敏感期”。作为父母的我

们是否有被小朋友们问道过这些问题呢？宇宙有多大?太阳离我们有多远?星星

为什么不会掉下来?我们脚下的星球到底是什么样子?每个孩子都曾对未知的宇

宙产生过好奇。宇宙那么大，除了地球，是否还想去看看太阳系的其他星球的样

子呢？ 

    天体物理学家马里奥·利维奥曾说过：“人有一种好奇心叫知识性好奇，这

种好奇常常钟情于科学奥秘，能让人带着愉快的状态，期待知识的赞赏。” 而

这次太空馆之旅，恰恰给孩子们带来愉悦的情绪，满足了孩子们针对宇宙天文学

的好奇。 

遨游太阳系，探索生命奇迹 

 太空馆概览片刻后，小朋友们被邀请进入了宇宙飞船中观影。随着飞船起航，

开始了星空探索之旅。影片生动的展示了由上万亿颗恒星以及行星组成的浩渺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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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太空。太阳和它的八颗行星组成了我们所在的

太阳系。从影片中，孩子们学习到，我们居住在八

大行星之一的地球上，它与太阳系的距离排在水星

和金星之后，位列第三。而海王星则是距离最远的。

每颗行星都沿着自己的轨道绕太阳逆时针公转，同

时绕自己的轴心自转。每颗行星的组成都不一样，

有些行星由岩石和金属构成，非常坚硬。而有些行

星主要由气体构成，他们就像巨大的、厚厚的雨云。

美丽的地球是最适宜生命存在的行星。火星因为表

面的土壤呈红色而得名。木星是八大行星中最大的

一颗。而太阳系中块头很大的则要数太阳了，比八

大行星加起来还大！如果整个太阳系有 100颗糖果那么大，则太阳占了其中的 98

颗，八大行星和卫星加起来只占了 2 颗。从小朋友口中发出的络绎不绝的“哇”

的感叹声中，可见这些未知星球所带来的震撼。 

我是小小宇航员 

    在结束了美妙的星空之旅后，小朋友们又化身为小小宇航员，坐入登月火箭

舱。按下倒计时按钮后，心中默

念 10、9、8、....2、1，发射！

火箭冲破天空，穿过白云，突破

大气层，来到无边无际的太空。

亲身体验一下杨利伟叔叔当年

升空飞行的感觉。 

通过这次太空馆活动，孩子们

亲眼所见，亲身感受，对太空有

了更深入、全面的了解，在激发

孩子无限想象力的同时，进一步丰富了孩子们的知识面。探究对于孩子来说，是

一种天性，是一种令他们感到兴奋的学习和活动方式。了解很多与宇宙相关的知

识，感受到了宇宙无穷无尽的魅力和神奇的同时，放飞孩子们的航天梦想。梦想

追随着我们的航天事业，飞向太空，飞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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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头发大奥秘 争做护发小卫士 

 ——乌南幼儿园大四班深入开展项目化学习活动“护发行动” 

大四班 苏文渊妈妈供稿 

时光匆匆渐深冬，岁月悠悠一年终。随着季节的变化，天气越来越冷，幼儿

园里的树木脱掉了绿衣，在风中摇曳，花儿正在耐心等待来年开春，再次展露笑

颜，大四班的孩子们热情澎湃，因为他们正在积极探索“头发的秘密”，如火如

荼地开展一场意义非凡的“护发行动”。 

围绕 12月的主题《我自己》，孩子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体的问题，一个

个关键词从他们的脑袋瓜里蹦出来：指纹、血液、骨骼、头发……经过投票和

筛选，孩子们确立了本次项目化学习活动的研究对象“头发“。 

 

首先，在项目的问题收集阶段，孩子们围绕着“头发的秘密“调查问卷，认

真采访了每一位家庭成员。采访后经过梳理，他们发现受到头发困扰的人群很多，

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各自有着不同的烦恼，比如：刚生完二胎的妈妈困扰于自己

脱发的情况；爱漂亮的妈妈因烫染发导致了头发受损，干枯分叉、脆弱易断；年

纪轻轻的爸爸竟然长出了许多白发；爷爷出门需要带假发，令人烦恼。这样的调

查结果引发了孩子们对身边人的同情与关爱，他们主动提出想要帮助这些有困难

的身边人解决烦恼。 

接着，在项目的深入研究阶段，老师们创设了一个问题情境，引发孩子进一

步探究的兴趣：假设有一家人，爸爸头发容易出油，白白的头皮屑常掉在衣服上，

妈妈的头发总是长着长着就分叉，摸起来非常毛糙，爷爷头发越来越白，一梳头

就掉了很多头发，如何能够帮助这家人解决头发的困扰呢？孩子们通过看书、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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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专业人士、上网搜索等不同的办法了解到了很多能有效解决上述情境的方法，

如每天坚持梳 100 下头、用适宜的水温洗头、多吃黑芝麻核桃、作息规律、使用

护发素或精油、去理发店按摩和护理等等。 

 

然后，在项目的实际应用阶段，孩子们想要在众多的方法中，找出最有效

的方法，来帮助这家人解决头发的困扰，他们决定完成一个共同期待的任务：

让更多人拥有健康的发质。经过讨论和报名，他们成立了 3个项目小组：护理

组、食疗组和指南组。护理组，通过去超市观察不同护发产品的成分，总结配

方制作了 3款针对不同发质的精油产品：柠檬精油（去屑去油）、椰子精油（滋

润头发）和生姜精油（增发生发）。食疗组，通过询问专家和搜索资料，用收集

的配方制作了“生发粉”和“芝麻丸”。指南组，根据每一组的讨论总结了护发

的好方法，并最终完成了《护发指南》的创作。在不久的将来，每位家长都会

收到这一份来自孩子们用心准备的《护发指南》。 

 

看着大四班的一个个小小人儿那么认真地在观察、调研和思考着，我们的

心里充满了感动，这也许就是老师不经意间在每一个孩子心里播种下的小种

子，终将有一天，这颗小种子会生根发芽，带领孩子们畅游在科学探索的海洋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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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爱意满满的 12 月 

Sophie mum, Class F 

寒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但在乌南我们并没有让寒意消融了热情与活力，在老师和孩

子们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度过了充实又美丽的 12月。 

本月的重头戏是非洲文

化节。Class F的小朋友来自

五湖四海，有亚洲的，欧洲的，

还有美洲的，可是大家对非洲

都有点陌生。非洲在哪里？那

里的人们是怎么生活的？他

们吃什么样的食物？宝贝们

充满了好奇。好在我们的外教

老师 Teacher Nathan 跟非

洲有着很深的渊源。在 Teacher Nathan 的带领下，小朋友们开始了神奇的非洲之旅。Gemma

同学的爸爸也给大家带来了非洲动物迁徙的故事。渐渐地，非洲的形象在宝贝们的脑海里变

得具体起来--原来非洲离我们那么远，飞

机从中国飞到非洲要 20 个小时；非洲有

好多可爱的动物，好想去非洲看一次动物

大迁徙啊；非洲的音乐和舞蹈真美，在

《waka waka》和《che che koolay》的

音乐声中，大家仿佛化身丛林部落里的酋

长和公主，载歌载舞，好不热闹。 

12 月历来是最让孩子们期待的节日季

----年尾岁末，辞旧迎新。虽然大家来自不

同的文化背景，但在这样的时节里和跟朋

友们表达爱，分享爱是我们共同的主题。在

绫绫老师的带领下，宝贝们去小厨房亲手

制作了圣诞巧克力奶油杯。有的宝贝把裱花袋里的奶油挤得干干净净，有的宝贝能够用力把

奥利奥捏成碎片，真是很厉害呢。美味的奶油杯要怎么分享呢？孩子们说，要跟最爱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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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虽然奶油杯的品相不如甜品店里卖的好，但是爸爸妈妈觉得那

是最好的节日礼物。 

2020 年的最后一天，学校举行了一

年一度的新年歌会，本次我们的表

演曲目是《I’m a little snowman》。

虽然受疫情的影响，家长们不能亲

临现场跟孩子们一起庆祝新年，但

是爸爸妈妈也用自己的方式参与了

这次活动。因为这次表演的道具和

服装是宝贝们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准

备的。宝贝们兴奋地跟爸妈讨论要选什么样的服装来扮演心目中最可爱的小雪人，还跟爸妈

一起动手制作了雪人的红鼻子和大纽扣。I’m a little snowman, short and round… …

在欢快的歌舞声中，孩子们在幼儿园又度过了难忘的一年。在乌南，我们在爱与欢乐中成长，

长成为一个拥有中国心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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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inent Africa 

Lois’s Mom, Class B  

The month of December was all about learning about the continent Africa. The 

project started with the kids making their own African landscape at home, which was 

then displaced at school, making it like Africa came to live in their own classroom.  

The children learned 

about the different types of 

landscapes and animals living 

in Afrika.The dessert with 

ancient rituals, mummies and 

impressive pyramids.The 

savanna where the zebras, 

lions, giraffes and crocodiles all live 

together.Lake Victoria and the 

highest mountain of Africa, Mount 

Kilimanjaro where there is even 

snow at the top.  

Through creative arts the kids learned about the ancient rock paintings from 

Africa, the colors that were being used, the shapes and different stories that were told 

via these rock painting. Resulting in their own beautiful ancient African drawings. 

The children had learned about the many different African landscapes and with 

team work they were able to reproduce the African environ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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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at job done kids, you all learned lots about Africa.Big thanks to Chen Laoshi, Jin 

Jin Laoshi and Teacher Kevin, Class B is such a happy, curious and creativ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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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rko Mum, Class J 

Christmas is around the corner! As parents, we are both excited and nervous about 

this beautiful festive season, as we are wondering if our kids would enjoy full Christmas 

experience in their new school.  

But it seems the teachers are fully prepared. Parents were invited to bring 

Christmas decorations for the classroom and very soon we had Christmas-themed 

windows, Christmas trees and even Santa with his gifts on the wall. 

On the Christmas 

day, kids arrived at the 

classroom to find 

Christmas brunch 

game ready for them, 

donuts, fruit cakes, tea 

and “coffee”, 

followed by a real 

Christmas treat lunch. As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festival, some kids brought gifts for 

their classmates, personalized Christmas cards, gift boxes, crayons. I guess it’s all 

because they have been really good kids this whole year! 

Due to the pandemic, festive celebrations have been reduced to minimum scale. 

Even so, Teacher Lu and the kids of Class J spent days and days preparing their new-

year performance “I Love You”. Dressed in Wunan uniforms, and with a pink heart 

each in their hands, all of them sang wholeheartedly “I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Parents could not enjoy the live show, but watching the video only gets our heart melted. 

It has not been an easy year for all of us, we feel truly blessed and happy that kids 

have been able to enjoy a good Christmas and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their new school 

with their new friends and teachers, thank you LAOS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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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气冲天唱响新年 齐心协力守护健康   

中三班 冯思源妈妈供稿 

 

沐浴着冬日灿烂的阳光，聆听元旦新年钟声响起，中三班的教室已经悄悄换

上了红红火火的新年布置，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四处飞扬，撒播着新年到来的欢乐

和期盼。 

一、成语拜新年，玩中有所学  

新年伊始，万象更新，乌南传统的迎新歌会如期到来。去年歌会懵懂唱着“小

小蛋儿把门开”的小娃娃们，一转眼已经成为落落大方的小哥哥小姐姐们，胸有

成竹，情真意切的表演了“成语拜年歌”：从“一帆风顺”到“十全十美”，孩子

们轮流领唱，自信满满，队形变化，有条不紊，曲终定格，齐整的送出祝福，获

得满场喝彩。 

围绕着新年的主题，引导孩子们自我探索和学习，中三班本月的新闻小报主

题按照中国新年习俗，外国新年习俗，传统过年故事，十二生肖等展开。每一个

孩子都认真准备，小报形式别出心裁，内容丰富多彩，经过一个学期的历练，孩

子们的演讲已经能娓娓道来，还能对同伴的演讲互相评价，学习大家的优点。老

师们在线上家长沙龙分享了孩子们互相评价的视频和案例，分析了怎么让孩子们

从同伴评价开始逐渐学会自我评价，形成自我意识，为良好的个性，心理健康和

社会人的培养奠定基础。  

“回顾 2020，展望 2021”，老师们

特意为每一个孩子录下了这段有意义的演讲视频，孩子们长大后回看这份珍藏的

记录，欢笑之余定能记起乌南的校园和老师们充满爱的教育，引领陪伴他们这段

灿烂纯洁的幼年时光。在洒满阳光的教室里，孩子们拿起画笔，画下了自己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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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愿望，贴在了心愿树上，心中有梦，就有了努

力的方向。 

虽然天气寒冷，中三班的老师们在教室里为

孩子们搭起运动场景，爬桌子跨椅子，孩子们在

教室里跋山涉水，不亦乐乎。阳光灿烂的日子，

孩子们来到操场上，跑跑跳跳永远是他们乐此

不疲的欢乐。拿起装着维生素 c溶液的水枪，瞄

准用碘画出的新冠病毒图画使劲喷，观察图像

消失的过程，孩子们在玩中体验到科学小实验

的奇妙。 

 

二、家校共防疫，明日岁华新 

冬季疫情反复，寒假将近，园部和中三班分别召开了各级线上家委会议，紧

锣密鼓的布置起寒假疫情防控的工作。家委会积极配合老师，把防疫工作有关的

精神和要求一丝不苟的沟通传达到所有家长，为了孩子们能安然度过健康，安全，

愉快的假期生活，中三班全体家长都积极响应配合校园，为保障幼儿和校园疫情

防控安全，共承诺，同担当。学期将近结束，中三班的老师们热火朝天的准备校

园内的班级迎新年活动，孩子们摩拳擦掌各自准备展示才艺，心中满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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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声笑语庆元旦，辞旧迎新谱新篇 

小四班 蒋羽萌爸爸投稿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时光的车轮又将留下一道深深的印痕。伴随着冬日里

温暖的阳光，我们满怀喜悦之情，期待着 2021 年元旦的到来。在这一刻，我们

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和暖意。 

回首 2020 年，我们风雨兼程、心怀感恩。她是“新生”的一年，我们乌南

幼儿园小四班的全体成员，非常有缘的聚在了一起，组建了这个温馨快乐的大家

庭。她也是特殊的一年，中国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战胜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她更是“蜕变”的一年，老师们用诚挚的心和温暖的手，努力让小四班每一

名小朋友变成爱学习、爱运动，会自理、会沟通，讲文明、懂礼貌的孩子。 

展望 2021年，我们携手同行、

“家园”共建。神州蒙瑞彩,大地露

生机，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乌南

幼儿园于 12月 31日上午举行了“欢

歌声声辞旧年、喜气洋洋迎新年”迎

新歌会活动。虽然由于目前疫情原

因，家长们不能到现场观看这场视

觉盛宴，但是在新年歌会开始前，小

四班的家长们早早地就拿着手机，

反复刷微信和孩子通，希望尽快看

到孩子们的幕后花絮和精彩表现。 

早上入园前，家长们已经给每

个小朋友精心画上了淡淡的妆容、

穿上了新年的礼服、送上了爱的鼓

励，早早地送至幼儿园。入园后，在

老师们的组织下，经过一上午的忙碌，新年的味道已经弥漫着整个乌南幼儿园。

满心期待下，新年歌会终于在早上 10 点正式开始。在主持人的组织下，小朋友

们载歌载舞庆祝元旦，精彩的表演，给每个孩子心里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和回味。 

乌南小四班的小朋友们为大家献上了精彩歌舞表演——《雪花和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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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老师们的视频直播和图片展示，家长们也能感受到来自小朋友们的节日

问候和精彩表现。 

通过这次园部精心筹备的新年歌会，小朋友们享受到了新年的喜悦和快乐。

作为家长，也许你会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孩子原来是这么的优秀，在老师们的爱护

帮助下，他们每天都在变化，每

天都在进步，他们身上有着我们

以前不曾发现或者忽略的东西，

其实每个孩子身上都有着无限的

潜能等待我们挖掘，只要我们给

予机会、给予舞台、给予鼓励，

每个孩子都有闪亮点，每个孩子

都是我们心中最棒的宝宝。 

感谢陈老师、宋老师、小朱

阿姨对小四班所有小朋友的辛苦

付出，愿小朋友们在乌南幼儿园

健康快乐成长，天天像花一样开

放，像阳光一样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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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辞旧迎新 

Lorraine ZHU 妈妈, Class A 

 

不平凡的 2020 即将过去 

充满挑战的 2021 年要来啦 

2021，挟着未知，带着期待 

让心更勇敢一点，更坚定一点 

想做就去做，想追梦就去追梦 

告别 2020，走进 2021 

我们一起走进新年，拥抱新年。 

 

当时光从日历上一页页飘落下来，我们又来到了岁末年尾。鼠年悄然而去，

牛年款款而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总是让人们格外激动。新的一年，新的气象。

幼儿园内张灯结彩，“牛”气冲天，孩子和老师们欢聚一堂，一起迎接新年的到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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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辞旧迎新晚会，乌南幼儿

园境外 A 班的小朋友在三楼大礼堂

内演绎了一首《小孩子，大梦想》。

作为家长，我们感到无比的激动和

感慨，因为这将是孩子们在乌南幼

儿园的最后一个迎新歌会。悠扬动

听的歌声萦绕在大礼堂里，每个孩

子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微笑。我们

知道每一个完美的表演背后都有班

主任老师的辛苦付出，小朋友们的

刻苦排练。我们看到了每一个孩子

们的成长，从咿呀学语到现在的落

落大方。每个孩子在乌南幼儿园都

得到了巨大的进步。 

 

在浓烈的庆祝氛围下，这个冬

日也有了融融的暖意。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挥别 2020，迎接更美好的 202。在到

来的 2021 年，乌南幼儿园境外 A 班的小朋友团结一心，更加相亲相爱的渡过幼

儿园生涯的最后一年。祝福乌南幼儿园的所有孩子们在新的一年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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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 未来可期 

中一班 缪卓轩妈妈投稿 

特殊的 2020 终于过去，我们迎来了崭新的 2021年，在 2020 年的最后一天，

幼儿园老师们带领所有孩子召开了一场特别的新年歌会。每个班级的小朋友们都

盛装出席，跳着可爱的舞蹈，唱着欢快的歌，开开心心迎接新的一年。 

全体中一班的小朋友们穿上喜

气洋洋的年服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

舞表演《听我说谢谢你》，娴熟的舞姿

配上一张张稚嫩的笑脸，时而还能变

换阵形，小朋友们像在用舞蹈告诉我

们：过去的一年，虽然因为疫情停课

一学期，但是他们没有停下成长的脚

步。9月回归校园后他们努力学习新

本领，已经慢慢褪去小班时候幼稚

懵懂的模样，谢谢辛勤教导他们的

老师们，谢谢园内所有的工作人员

们，正是有了所有老师们，叔叔阿姨

们的努力，他们才能在校园里安全

安心得学习！ 

歌会结束，小朋友们回到教室

拿起画笔画起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有的小朋友 

想建一所大房子，有的小朋友想穿上美丽的公主裙，大家都对新年充满了期待，

祝福所有孩子们愿望成真，也祝福所有老师们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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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我的一家  

               画作提供：中三班张嘉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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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广播员 

                                                     中二班 张依晨爸爸供稿 
 

12月 25日早晨，受五星体育广播的邀请，乌南幼儿园中班四个班级的部分

师生，在钱蕾老师的带领下，前往位于虹桥路的上海广播电视台，录制“940小

超人节目”。 

中二班的孩子们在王老师的带领

下，当天早早来到了电视台前集合，对

于孩子们来说，第一次进入电视台录制

节目无疑是非常兴奋和期待的。这次来

到电视台录制节目对于孩子们来说，不

单是自己展现能力的一个好机会，也代

表了乌南幼儿园的形象，可谓任务艰巨。 

然而，乌南的孩子们却非常勇敢的克服了紧张和对陌生环境的不适应，一进入电

视台，一坐进录制棚，就马上进入了角色，展现出了乌南孩子的风采。其中，中

二班的孩子们分成了三批，分别介绍了三个与乌南幼儿园息息相关的主题。 

中二班的孩子们首先用流利的上海话，介绍了乌南幼儿园特色的“周五上海

话日”。原来，为了弘扬本地文化，乌南幼儿园每周五都鼓励孩子们用上海话交

流和上课，经过日积月累，孩子们基本

都能熟练的使用一定的上海话，而坐

在录制棚里侃侃而谈的两个孩子就是

这一成果最好的证明，他们用上海话

流利而落落大方的谈吐，让一旁的主

持人都啧啧称奇。 

接下来，中二班的孩子们又介绍

了乌南特色的“爱在春暖花开慈善募

捐活动”。这是乌南幼儿园师生为了帮助苦难家庭学生而自发组织的慈善活动，

已经举办了很多年，成为了乌南幼儿园每年的固定活动。孩子们在节目中不但介

绍了募捐活动的细节，还表达了乌南幼儿园师生服务社会的责任感，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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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二班的孩子们介绍了乌南幼儿园的“节约粮食，光盘行动”。孩子

们从小在乌南老师的教导下，学习了勤俭节约的美德，把爱惜粮食当成了习惯。

孩子们还介绍了乌南特色的屋顶小农庄，孩子们在农庄通过自己的辛勤劳作，不

但了解了粮食和农业知识，还体会到了农民伯伯的辛苦，更加把爱惜粮食的传统

美德谨记在心。 

成功结束了录制

之后，孩子们和老师

们在电视台留下了珍

贵的合影。这一次录

制，不但让孩子们获

得了一次不一样的体

验，让他们又一次成

长，也让电视台的工

作人员们认识到了乌

南孩子的风采。为我

们的孩子和老师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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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Christmas gathering at Cages 

Tommy’s mom, Class D 

It is that time of the year again!! Christmas has always been one of all-time favorite 

holiday for people at all ages. Shopping for presents, wrapping them and getting a tree 

are among all parents Christmas -time memories. Getting presents from parents, and 

of course from Santa, are something very exciting for our little ones.  

Already in school and at home, we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this special time of the year. 

Kids brought home with stories of Christmas taught by teacher; many households are 

decorated with Christmas trees. Some parents are taking this opportunity to teach their 

children to write wish list to Santa, and enjoy the spirit of Christmas.  

On Dec 12 a sunny Saturday, Class D parents, kids decided to get together for Pre-

Christmas play date fun at Cages. Children were excited to see their little friends outside 

of school. They took turns to compete on the basket ball shooting machines. We have a 

bunch of competitive kids in Class D.  

The highlight of the playdate was 

exchanging gifts! Our little ones lined 

up patiently to get their presents and 

unwrapped immediately on the spot. 

Class D parents were super thoughtful 

with their choices of presents. This 

Christmas playdate consisted of 

yummy food, treats, gifts, laughter, 

friendship of children & parents and loads of 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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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班举办趣味亲子运动会 

 

大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12 月 27 日，幸福大三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雀跃身影点燃了凛冽寒风中

的徐汇滨江。这天下午，大三班亲子运动会在徐汇滨江跑道公园如火如荼地开

展了。 

一直以来，大三班的老师、

家长和孩子们都是一个相亲相

爱的集体，而这种相亲相爱的

感情随着第三个学年的过半而

愈发深厚了。为了让孩子们充

分享受在一起玩耍的快乐，同

时也本着积极响应减少聚集的

防疫要求，经老师和家委会商

议后，在这个周日的下午，举办了一场欢乐的户外亲子运动会。 

徐汇滨江跑道公园是由具有悠久历

史的龙华机场跑道改造而成的一处公共

文化休闲空间，这里有优雅的景观设计和

多种运动设施。下午三点，当孩子在这里

见面时，都立刻兴奋地奔跑玩耍，开心极

了。参加活动的家长们非常贴心地准备了

很多运动装备。首先，结合幼儿园近期的

体育运动要求，孩子们进行了跳绳比

赛。看着孩子们在一个学期中进步的

巨大，家长们都感到十分欣慰，既赞

赏孩子们积极参与运动的精神，也感

谢幼儿园对孩子全方位的精心培养。

跳绳比赛后，紧接着进行了趣味跳大

绳比赛。这项运动对孩子们都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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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但是大三班的小朋友们都是好样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孩子们都不断

努力尝试，虽然还不能熟练掌握跳大绳技巧，但是小朋友们不畏难、敢挑战的精

神也让我们家长感到自豪和触动。之后，孩子们开始了最喜爱的砸沙包游戏。在

奔跑中孩子们尽情释放天

性，家长们也回忆起童年

的快乐。此外，跑道公园

丰富新颖的健身设施也让

孩子们玩得尽兴。滑梯、

独木桥、悬吊滑杆等等颇

有挑战性的运动游戏，让

孩子们在不断突破自我中

得到了锻炼。 

短短的两个小时转瞬即逝，太阳也渐渐隐藏了身影。当冬日傍晚的冷风吹

起的时候，孩子们依依不舍地相互道别，在自己的成长中留下了一个微小而甜

蜜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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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似冬日暖阳 

中四班 晏饴侬家长供稿 

12 月 21 日上午 9:00， 乌南幼儿园中四班的小朋友和家长们迎来了期盼已

久的家长开放日。这是自疫情以来第一次举行家长进校园的活动。为了孩子们的

健康安全考虑，活动前一天老师与家长们积极配合，完成了详细的健康调查，进

园当天所有家长在门口有序地签到、测温及消毒，确保幼儿园内零风险。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家长们怀着雀跃

的心情来到操场等待宝贝们下楼。虽然是

寒冷的 12月，天气却分外晴朗，见到爸爸

妈妈到来的孩子们眼里带笑，一个劲地和

爸爸妈妈打招呼。本次开放日的第一部分

是一节趣味横生的户外活动课。操场上摆

放着各种精心布置的活动设备，有滑滑梯、

独木桥，钻圈，还有自行车。待老师一声

令下，孩子们嗖地奔向各自喜爱的区域玩

耍起来。最热门的是自行车，老师还为小

朋友们设置了 S弯路障，让游戏更富趣味

和挑战。 

自由活动过后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投

篮大战，一位家长高举着老师特制的“篮

筐”站在操场中央，小朋友们用自己制

作的报纸球投篮。孩子们分成两组进行

对抗，为了取得胜利，宝贝们个个铆足

了劲头跳跃投篮，场面别提多热闹了。

爸爸妈妈在一旁为宝贝们加油助威，欢

声笑语充满着整个操场。游戏结尾时，

老师特意安排了一场爸妈组和宝贝组

的对战作为压轴。上了场的爸爸妈妈似乎找回儿时游戏的感觉，投篮比孩子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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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真。而孩子们在自己爸妈投中篮筐时兴奋地跳起，挥动小手，完全忘记比赛

的存在。能在幼儿园里和爸爸妈妈一起做游戏，是多么难忘的经历啊! 

户外活动过后家长们来到小白楼观摩宝贝上课，今天这节课的主题是“拥抱”。

老师先给孩子们播放了一个小故事《森林里的拥抱节》，森林城里一年一度的拥

抱节到了，和谁拥抱就表示愿意和谁做朋友。主人公小熊为了交更多朋友，设定

了拥抱 100 个小动物的目标，可是没有一个小动物愿意和他拥抱,这是为什么呢？

通过老师的提问和引导，孩子们理解了故事里所描述的朋友间友爱包容的感情，

懂得善待他人才能获得友情的道理。 

在下课前，老师让孩子们去拥抱自己

最想拥抱的人，有的孩子选择拥抱自己的

朋友，也有孩子去拥抱老师。但更多的孩子

在第一时间走到爸爸妈妈面前，脸上挂着

甜甜的微笑，给爸妈一个大大的拥抱。孩子

们的举动就好像暖融融的小太阳，驱散冬

日的寒冷。那一刻仿佛是中四班在庆祝拥

抱节，相信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深深体悟到拥抱的意义。 

感谢老师的精心组织和安排，家长们在本次开放日活动中体验了孩子们精彩

欢乐的幼儿园生活，与孩子们在一起感受亲子间爱的力量，收获满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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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的缤纷律动 

Ruben 妈妈, Class G 

12 月初，基于上海疫情稳定，家长有幸能进入幼儿园参加班级的“家长开放

日”活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没有进入校园，家长们再走进学校，都觉得既熟悉

又陌生。以往每天由家长送宝宝到教

室，疫情这一年里，都是宝宝们在老

师阿姨的引领下，或者是自己走进教

室。不知不觉中，宝宝也培养出更多

的独立自主能力。给宝宝们都点个

“赞”。家长们活动当天在室外观看了

小朋友们的户外角色扮演游戏，感受

到了小朋友在不同角色扮演中的投入

感，看到小画家，消防员，快递员，运动员都各

自的投入工作，默默的佩服老师阿姨平日对孩

子们的悉心引导教育。之后大家到大礼堂观看

了孩子们上的一节中文集体活动，小朋友合着

节拍表演不同的小动物动作，妙趣横生。最后家

长到了会议室开展家长沙龙，中外教两位老师

分别和大家反馈了孩子的情况。 

转眼到了 12月底，班级迎来了迎新音乐会。

在家长们的大力支持下，我们有幸在富丽堂皇

的伯衡 55餐厅举行班里第一次的班级聚会。几

位妈妈一大早就到场地布置，还有精心准备的茶点和小礼物。孩子，老师和家长

都盛装出席。孩子和老师准备了好几台精彩的表演，歌唱，舞蹈，中西合璧，融

合古今，我们都在赞叹，本班的老师家长们真是藏龙卧虎。再表一笔，精彩演出

以后，还有来自上海顶级的四重奏表演，从古典的莫扎特，到现代的天空之城，

到应节的圣诞音乐，音乐家为大家献上了精湛的演出。这对于 4岁的孩子们，是

多么难得的音乐熏陶！由衷感谢赞助的家长！    

孩子们的中文集体活动，一静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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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里的小小太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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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亲子互动活动，寒假前的温暖大升级 

家委会家长,Class H 

时光飞逝，一转眼小朋友们在乌南幼儿园的第一学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回

顾过往，2020年是非常特殊的一年，在疫情防疫的影响下，日常生活在各方面都

受到了诸多限制。但即便如此，在乌南幼儿园大家庭的细心呵护与积极协作下，

小朋友不仅在校园内的学习生活能够一如既往地顺利进行，在课外的活动也可以

顺利地组织与举办。本次在天山路 MiniMars 举办的室内亲自互动活动，进一步

加强了 H班小朋友们之间彼此的友谊，也让各个家庭之间互相增进了解，助力营

造一个更温暖、温馨的 H班大家庭。 

在举办组织户外活动的时候，金老师与家

委会各位成员充分地考虑到疫情防控的要求与

近期的寒潮降温，所以再三考虑下，选择了

MiniMars 这样能够提供包房的场地，并且在游

玩场地内，都有专业的工作人员负责不间断的

清洁卫生与儿童安全。 

本次活动当天，大家约定不晚于上午 11点

集合。由于本次的包房服务可以让每位小朋友

在场地内不限时的游玩，有些小朋友在刚刚营

业的时候就早早入场，格外地期待与激动。待全

部家庭都集合完毕，金老师开始主持会议，各个

小朋友都能够积极响应，快速地落座在已经装

饰好的餐桌前。小朋友们依次举手，走到台前介

绍一同前来的爸爸妈妈。完毕后，小朋友们又一

起站在台前，给家长们表演了在乌南幼儿园迎

新年歌会上演唱的歌曲《小星星》。作为家长的

我们在观看表演的同时也在不禁感叹：孩子们

真的是每一天都在成长，在乌南幼儿园这个大

家庭真的格外开心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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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活动结束后，大家开始了聚餐。每位小朋友都选择了自己爱吃的食物，

与此同时还能够做到与他人分享。相比于上一次的秋游活动时，这次小朋友自己

动手吃饭的意愿与能力也大为提升。在此之后，当然就是进入到孩子们最爱的游

乐环节了。在场地内，小朋友们二三成群地结伴，有的在一起玩滑滑梯，有的在

一起玩蹦床跳高，有的在一起铲沙子堆城堡，还有的在一起换了盛装扮演公主的

游戏。有些小朋友们玩的可谓不亦乐乎，到了将近晚上结束营业的时候才回家。 

今年的冬天格外的冷，当寒潮一次次汹涌地把气温击退到零度以下的时候，

作为乌南幼儿园 H班的家长们的心却格外的温暖。虽然少了像以往能够了解到孩

子们日常学习生活的开放日，但在富有爱心的老师们和拥有责任心的高素质家长

们的协同配合下，还是能够顺利的组织本次的亲子互动活动，能够让家长们进一

步地，直观地了解到孩子们日常的学习生活，和境外 H班这个温馨的大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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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的野餐日 

境外 I班 Maxmillian 妈妈供稿 

秋天可以说是上海最美丽的季节了。总有那麽几天，天气特别通透，天空

特别蓝，空气特别好，让人忘记秋天的寂

寥。阳光透过半黄的树叶，把幼儿园染成

金黄浓烈的暖色调。一阵秋风吹过，树叶

都是一片片，非要在空中慢慢地摇曳几回

才飘落到地上。小朋友们踩著满地的落

叶，製造着属于秋天的音响。 

由于疫情的关系，今年小朋友无法远

足秋游，那不如就在校园里举办一次野餐

游园会，和秋天来个完美的约会吧。小朋

友们从家里带来了野餐篮，野餐垫，泡泡

机，都迫不及待地和好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呢。 

小朋友们从刚开学互不熟悉到现在已经转变成了班级的主人翁啦。“ 你

来布置点心盘呀” ，“我来发毛巾”，“我拿橘子”，“牛奶好甜

呀。” 大家你一句我一语，第一次的野餐活动充满着欢声笑语。 

阳光暖暖的撒在身上，小朋

友背起小书包跟着老师来花园里

看看秋天的植物。“瞧，银杏树

的叶子像一片片黄黄的小扇

子。” ”我看到了树上有小蚂

蚁在搬家。” ”老师，你看这

片树叶是红色的“。神奇大自然

真的有好多有趣的秘密等着我们

发现呀。午后的空气里，既有桂花香又有书香呢。和好朋友一起读本故事书，

好是暇意～校园草地上无序点缀铺满了各色落叶，映衬着孩子们缤纷的校园生

活。真是秋日里一份美好的回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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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金秋 

Eleanor mum, Class K                                                                                                                    

秋天啊秋天，美丽的秋天。在这落叶缤纷的 11 月，K 班小朋友一起学唱了

这首动听的歌。特殊时期，尽管无法外出秋游，老师们就把秋游带进了校园。在

2020年 11月 18 日，K班同学们第一次在暖暖秋日体验了校园一日游。 

草坪上一起玩耍，有的推着小拖车，有的

开着小汽车，有的三两结伴一起办家家。看着

他们有模有样的照顾小宝宝，买卖冰激凌，分

享水果，捡落 叶，真是乐趣无穷。然后在老师

的带领下一起出发，参观了许多平时没有观察

到的校区，啊原来这就是老师给我们洗杯子，

洗毛巾的地方呢；这条小路真漂亮，我们之前

都没有发现呢；让我们一起心怀感恩，抱抱大

树吧。让孩子们自己用眼睛去看，用手去触摸，

用心感受一切。接着大家一起帮老师们捡落

叶，在落叶雨跳舞，追泡泡。真是太好玩了。 

在看完了秋天的电影后，大家又一起回到

了草坪。提着小篮子，排着队伍一个接着一个的开始了丰富的自助餐。 这对很

多小朋友们，应该都是第一次自己拿自助餐哦！ 在温暖的阳光下，和同学们一

起野餐，这就是最快乐的童年！ 

11 月也是感恩节，希望孩子们不仅在秋游中得到了快乐，也学会感恩，发现

生活是如此丰富多彩。在学校的每个细节中，都有着老师们和员工们的用心和细

心。谢谢你们，爱着我们的家人，朋友和老师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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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共建，共同养成好习惯 

         ——乌南路幼儿园小一班线上家长沙龙 

小一班 王盈乐妈妈 

2020 年 12 月 22 日晚，乌南幼儿园小一班家长沙龙在线上如期举行。这次

沙龙主题为“家园协同共促好习惯的养成”。家委会邀请了夏瑞阳爸爸和王盈乐

妈妈作为家长代表围绕主题进行交流。班主任肖老师主持会议，宫老师、陈老师、

徐老师和全体家长们都在线上参加了活动。 

首先，肖老师向各位家长分享了老师们精心制作的有关孩子们在幼儿园表现

的录像视频，并从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行为习惯三个方面重点展开，分析孩子

们平时在幼儿园的表现背后所反映出的家庭生活习惯，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随

后，两位家长代表从自身的经历出发，分享了养育教育中的经验：夏瑞阳爸爸作

了题为“与孩子的相处方式”的经验分享，从“建立良好家庭氛围”和“重视每

一次家园互动”两个方面进行交流，提出“奖惩明确”“尊重孩子”“培养自行”

的观点；王盈乐妈妈通过孩子在生活中的五个具体案例，提出要尊重孩子，让孩

子学会聆听；从身边小事入手，及时鼓励，培养耐心；学习承担，学会自省；如

何培养的专注力、良好的行为习惯、探索精神等。两位家长的分享感悟得到了家

长们的共鸣。最后肖老师进行了总结点评，或肯定或纠正，还穿插介绍了幼儿阶

段心理生理成长特点和幼儿教育知识，介绍了孩子在园的表现和幼儿园的教育方

法及理念，使整个讨论凝而不散、又有理论升华。 

整个沙龙持续了近 2个小时，家长们兴致盎然、获益匪浅。家长沙龙是乌南

幼儿园丰富的教学活动中重要一环、也是非常受家长欢迎的一个项目。在今年疫

情防控的特殊时期，以线上的形式举行家长沙龙，方便家长，助力家校共育，丰

富了教育形式，拓展了教育空间，赋能幼儿成长，受到家长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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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 夕阳下的树林 

画作提供：境外 F班颜玉熙 GE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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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幼儿家庭情绪管理小技巧 

小二班 郭浩铭妈妈供稿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甜蜜的烦恼。在教育孩子这件事上，我们都在不断摸索、

学习、实践和思考。家长总想给孩子最好的，但怎样做才是“最好”，却从来没

有唯一的正确答案。相比照本宣科地念讲稿，或是墨守成规搬教条，也许适合孩

子个性、适合当下环境，便于实际操作的方法才是最有效的。以下是来自我和我

身边的两则事例，与大家分享共勉。 

换位思考，与孩子共情 

每次东东外出游玩临回家了总要哭闹一番，场面混乱又尴尬。为了缓解东东

的哭闹情绪，之后每次外出游玩，我们尝试着用“切香肠”的渐进方式去提醒他

要回家这件事。比如在游乐场，提早 15 分钟告诉他马上要回家了，他可以挑最

喜欢的项目再玩 10分钟；10分钟后，再次提醒他要回家了，如果不愿意走就让

他在靠近出口区域再玩 5分钟；5分钟后告诉他现在回家吧。通过几次实践，我

发现这个方法对东东可行。当我第三遍告诉东东我们确实该回家了时，他会不舍

地放下手里的玩具牵起我走向出口，较以前哭闹的表现大相径庭。所以，我想对

于小年龄段的孩子而言，比起不留余地的命令，不妨多给些适应的时间和空间，

让他们有思想准备去消化和接受你的决定。家长给予适当的妥协并不意味着放任

不管，而是以另一种共情的方式帮助其建立情感上的适应期，让他从抵触接受到

逐渐接受再到接受的转变。 

增加参与度，提升认同感 

这是来自我身边好友小洁的事例。小洁夫妻

俩是双职工家庭，平时工作繁忙，所以晚上常在

单位食堂买饭菜回去。为了让儿子吃好，小洁每

天都精心挑选各种菜品，可儿子就是不满意，不

是这个菜太咸、就是那碗汤太淡，儿子甚至不满

得抱怨说，妈妈你怎么把食堂里最难吃的菜都买

回来？对此，小洁感到既委屈又无奈。一番思量

后，小洁决定改变策略，她事先把食堂一周的菜

单打印带回家，每晚让儿子勾选明日的晚餐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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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来为全家制定菜单。这下儿子可来了兴趣，每道菜都细细把关，既要考虑荤

素搭配，又要兼顾家里其他人的喜好。在选菜的过程中，儿子因为有了参与度，

增加了认同感，更体会到了妈妈选菜的不容易。小洁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有些

时候当我们换位思考，释放一部分决定权和选择权给到孩子，让孩子自己确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一旦孩子看到大人尊重自己的意见，他们心里的不满和对立情

绪就会减弱，会让他们感觉自己受到了重视，我想一个受到重视的孩子会更愿意

与人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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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前行的主人 

大二班 刘易语妈妈供稿 

2020 年 12 月 19 日下午 1：00，易易如约参加了***英语能力鉴定的颁奖典

礼，拿到了人生中关于英语的第二个奖杯，易易露出了满满笑颜。 

2018 年 5月，易易开启了他英语学习之路，

在一家英语机构以游戏化的学习形式，至今坚持

了 2年半。起初，性格外向的他很热衷于这种形

式的学习。思考男生大脑结构的不同性，边玩边

学激发易易开口表达的兴致，期间他最享受与新

伙伴、新老师的互动，他结实了新朋友，在家也

往往在交流中奔出简短的英语词句，同时在社会性交往方面，尤其对于陌生的人

的主动表达意识更强了，会自己提出请求、发出质疑、尝试自己询问解决问题。

这大概也是我给他学习的初衷，以玩促学，以学助素养的发展。 

2019 年 12月，我们参与了第一次的能力鉴定测试，易易在不间断的学习中

取得了第一个奖杯。参与这样的测试与典礼，是自我评价的一种途径，他自我肯

定、持续前行！ 

2020 年，让人觉得满载暖意的一年伊始，突如其来的疫情让全国乃至全球

的人心惊胆战，呈现前所未有的不安。然而，如此哪儿都去不成的状态却是潜心

学习的好契机。易易的英语学习也步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线上教学。线上教

学节约了路程与时间，但新颖的教学形式，孩子同样在观察、探究与适应着。就

从那时起，老师每周下发了一本电子版的英语绘本故事让孩子们阅读，并要求能

指读出全文。曾多以听说为主的快乐教学突然变成了认词与朗读，我傻了，10页

的故事虽说都是短句，可孩子完全没有认读基础与经验，机械的认单词读句子显

然耗不了多久，易易就开始有点坐不住和注意力分散了，一次次的跟读，慢慢我

的耐心也开始下降。面对学前教育那么多年，我日常更多关注的是孩子的健康与

体能、习惯与自理、自我与社会性、语言与交流、探究与认知，以及美感与表现

的综合素养的养成，对于语言文字，我总报着建立初步的文字意识为理念，从来

没有强求非得认字读句。而易易并不是那种短时记忆力超强的孩子，他更见长的

是理解与关联、空间与想象。在机器化记忆后，易易产生了抗拒心理，而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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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不可或缺的是坚持与反复，我开始有些急躁，而我的情绪果然是影响到他，

他一次次用哭闹表示抵触，这样的学习开始进入僵局…… 

很多时候，成人总是能头头是道的说出太多太多育儿的好方法，却往往没有

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而情绪本身的传染力是在幼儿自我成长中耳濡目染所习得的。

如何管理好我自身的情绪力，是我当务之急必须得以深思的。我开始重新从心理

学的角度剖析幼儿发展心理，解读男孩的“激素”论，或许即便我知道男孩特有

的学习方式，我在实操时并没有好好思考应用。不是说“玩中学”吗，为什么总

思维定势地用以往我们读书时代的方式去教授，为什么总老一套的觉得学习是要

以教为先和学生勤读才可以成功，为什么我不冷静后置，退一步让自己成为他身

边的那个玩伴，让他自己决定要做什么呢？当我重整我的教育观后，我反倒轻松

了起来。而我始终坚持的是老师的要求与任务是不可防水的，方式是可以自己决

定的。作为家长，明确自己的角色非常重要。 

这次的绘本是“MAKE A SANDWICH”，故事中描述的是如何制作的过程，前后

数了数有 6 个生词且拼法较复杂。即便用自然拼读还是很反复的念，效果不佳。

儿子平日中是个生活小达人，每每我们下厨房时他总乐于主动参与动手，他总觉

得好好玩。既然故事是制作步骤，也抓住儿子的兴趣点，尚不如索性游戏起来呢？！

曾经研究过自主性游戏在幼儿期的积极作用，加上他酷爱角色扮演，我便问他：

“你平时在哪见过 sandwich？”他说面包店，我说：“好呀，不如我们来玩买

sandwich游戏吧？”他肃然起敬，高高的弹跳了起来。“你想怎么玩？”我把主

动权抛给了他。他顿时像导演上身，分配角色、组织台词、搜寻道具，全权办妥。

只见他推出阳台的小自行车说自己是快递员要送 sandwich，我说：“可以，你来

定，只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真实的材料做，那该怎么办？”我故事考考他，希望男

生有自己的思考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大概也是我喜欢孩子游戏的原因，游戏

中会模拟生活的任意可能与不可能，问题随机出现，非常考验孩子的综合能力。

当然，我本着英语学习的目的，识字少不了，没有新材料也不得不让易易产生替

代行为。他寻来了纸笔，自己画了 bread、butter、lettuce、tomato、meat 的

样子，我替他写上了这些单词的拼写。他开始兴致勃勃地演绎了，还叫我先做老

板，当然老板一定是说英语的。当这种先以听说游戏为主的形式玩得热火朝天后，

他对那些单词默默就看熟了，当视觉与听觉有了匹配度后，再回到绘本本身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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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对他而言，是可视化的、具象的、有画面感的。很快他自信满满的完成了全

绘本的指读任务。过程中，他导他演他前书写，学习不知不觉成了他为主体，我

只是一个观察小妈和玩伴，我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他全情的、高效的、轻松的学着，

而我也是快乐地一起玩着而已。 

而今，当他理出自己的绘本故事后，发现自己已经阅读了厚厚一打故事时，

他是自我认可的。 

2020 年 12月，在长期积累与认真巩固后，我们继续参与了这一届的能力鉴

定测试；同月 19 日下午，我们再一次步入典礼现场的红地毯，当他再一次高高

举起“第一名”奖杯的时候，我明白了自己只是欣赏他的“小伙伴”，将来也是

他人生的“小伙伴”，聆听与帮助，而不是决定与高位于他的家长。 

回家路上，他一路自己拿着奖杯，步伐轻盈。我借机说：“你知道回家怎么

换乘吗？”“我知道啊！”他高声应我。“要么今天你带我回家吧！”我撒娇。瞧，

他一路在前，替我引道、为我安全提示，像极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是的，你长大了，我的将来还依靠你，你已经是自己的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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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 闪耀“最美的光” 

大一班 李妙蘭妈妈供稿 

“天上的星星，一眨一眨亮晶晶，我许下

的愿望，就像一颗水晶。汗水伴着我，一步一

步往前闯，也常会有泪水，在前进的路上…”

12 月 31 日，孩子通上老师发布了新年歌会当

天大一班的歌曲表演《最美的光》，经过老师和

孩子们的共同努力，呈现了完美的舞台表演，

收获了很多的掌声。三个队形变化、道具的控

制、服装整齐划一、每个孩子的站位及变化清

晰、歌声嘹亮动听，所有的细节一起让节目大放光彩，宝贝们真不容易。看着孩

子通的视频和照片里面的你们，想起这段时间在

家你们认真练习的样子，爸爸妈妈都为你们感到

骄傲，也特别感谢老师的用心。一是把这么优美

的曲子带到你们心里，二是设计了那么多动作和

道具让表演更丰富，三是歌曲的选择也是意味深

长。相信未来有天你们会想起和体会，当初唱到

的“心中的小梦想，一点点在发亮，穿越人生的

迷茫，我会变得更坚强”，就像这一次的舞台经

验一样，每一分付出会有回报，心中装着梦想，

会让你们充满勇气和力量。 

12月中，大一班的老师带领孩子们进行的另

外两项很有意义的迎新活动是“新年贺卡”和“新

年愿望”。大班的小半年，在老师带领的各种美

劳活动中，孩子们的观察能力、用画笔表达自己

情感的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这次看到他们自

制“新年贺卡”的集体合影，让我们感叹他们对细节的把握和表达，对色彩的探

索和想象，对空间造型的大胆尝试，对辞旧迎新的意义和情节的构建和发展，还

有劳作的过程中满满的心意，回家送给父母或长辈时，获得惊叹和感谢时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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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快乐。 

“新年愿望”的活动中，孩子们领到了任务，回家一本正经的采访起家里的

每一位成员，关于他们的新年愿望，并记录在心愿卡上，认真的对我们说在元旦

假期里会帮助我们实现愿望喔。我们感受到他们的童真的同时，也感受到这么小

的活动中，蕴藏着“感恩教育”的涵义。哈佛教授的研究显示，人的幸福感来源

于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活动中的小巧思，如春风化雨，滋润孩子们幼小的心田。 

“在做中学”的理念影响了全

世界的活动课程和活动教学，这些

年对美育教育的重视和关注也逐

步提高，我们也欣喜的看到孩子们

在幼儿园里每天都有大量的时间

和机会，在老师专业的引导和教学

下，在做中学，在玩中学，让他们

对于美的鉴赏、想象和创造都有很

大的提升。 

同时，能够时刻浸润在多元文

化的氛围中，也是乌南娃娃们的幸运。中国心，世界情，12月大一班的孩子们还

跟着境外班的 Nathan 老师走进非洲，中班时在淮海园深度“游玩”亚非馆，大

班再仔细聆听和学习非洲文化的相关知识，孩子们把经验和知识串联，获得更深

的理解。 

除了艺术和多元文化的熏陶，本月的家长云课堂和幼儿科学实验秀，也都给

孩子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感谢陈苇航妈妈精心准备，结合《我自己》的主题，

给孩子们带来了有关牛奶的小知识。园部组织的科学实验秀上，孩子们观看了许

多精彩有趣的科学小实验，引发了宝贝们好奇好问的求知兴趣，继续探索生活中

的科学秘密。元旦期间老师发起科学小实验的征集令，孩子们立刻积极响应，好

多孩子迅速的提交了作业，还津津有味的在孩子通上看其他小朋友的科学实验，

饶有兴致的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看来真

的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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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浦弥太郎在《今天也要用心过生

活》的书里写到过，一天之中只要积累

无数微笑的喜悦，人就会不由自主的感

到幸福，只要这样的日子持续到来，人

生在世就乐趣无穷。2020 年很多事停下

了脚步，但孩子的成长不能、也不会按

下暂停键，感谢帮助他们积累每一天的

喜悦的各位老师，你们用心的付出和关

照每一个细节。新年快乐，让我们继续

一起用心对待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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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初体验，英雄近距离 

小三班 薛欣雨爸爸供稿 

 

2020 年的全国消防日，小三班的孩子们度过了截然不同的消防日体验，不再

是一些模拟的救火车模型，抑或是一些被装扮出来的消防站小场景，而是来到徐

汇区吴兴路消防总队，真真切切的

感受消防英雄们日夜待命生活训

练的环境，亲手触摸那些用来拯救

国家和人民财产、生命的消防设

施，亲自攀爬进平时只有动画片里

才能看到的庞大帅气的消防车，亲

耳听英雄们讲述自己的消防经历

和生活。 

整个参观，由风趣幽默的消防队员代表“卷毛哥哥”引领及讲述，小朋友和

家长们都非常兴奋雀跃，甚至许多家长都是第一次进入消防队员的工作区域乃至

生活区域。大家首先进行了消防队整体参观体验，对于不同的消防车的车型功能

都进行了深入了解，同时，卷毛哥哥还列述了多种消防器械及功能，并伴以诸多

防火救火的小知识，寓教于乐。 

最有趣的部

分，莫过于小朋

友有幸逐一穿上

防火服，沉重的

装备上身，方知

英雄们的不易。 

 

站内参观后，卷毛哥哥还带着大家进行了消防员宿舍区参观、“豆腐块”军被

折叠法学习，真正体会到军事化的生活氛围，正是在这样严谨的生活模式下，他

们才如此的坚毅和勇猛，为我们的安全生活提供坚实保障。 

最后，吴兴路消防站特别为小三班的小朋友们安排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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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枪发射！在消防大哥哥的协助下，小朋友们轮流亲手掰动喷水闸口，射出一道

道强大的水柱，真正让小朋友们对于消防员职业的崇敬之情更添重彩。 

 

临近告别，小朋友们纷纷送上精心准备的小礼

物：寓意“平平安安”的苹果给到消防队员们，2021，

祝英雄们平安，祝上海平安！ 

消防员是和平年代的国家卫士，我们带领孩子们

深度体验消防员的生活工作场景、了解他们的光荣历

史，一方面是培养孩子们敬仰英雄的正确价值观，一

方面也是从小培养孩子们的社会责任感！ 

 

 

 

 

 



46 
 

 

Class E Junior Reporters! 

Ha Chuong, Clas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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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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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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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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竿头日上学才艺 亲子陶情暖冬日   

中三班 冯思源妈妈供稿 

北风带着冬天悄悄的降临了，校园里的阳光依然和蔼暖心，温柔的拥抱着所

有的孩子们。一张张可爱的笑颜，活泼爱动的天性，挥舞起小胳膊小腿，起劲的

跳着器械操，清脆整齐的铃铛声响彻大操场。 

二、学本领日新月异，秀才艺百花齐放 

特殊的 2020 年，孩子们最喜爱的市内“远足”莫过于迪士尼游乐园了，由

此迪士尼的场景在中三班的教室应运而生。当这些似曾相识的场景出现在中三班

教室的时候，惊喜欢乐铺面而来，孩子们手舞足蹈的游转于各个精心设计的小场

景之间：小舞台，小餐厅，小超市，小医院，艺术角应有尽有。孩子们一开始懵

懵懂懂，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拥有了小主人翁的精神，发挥创意，自己动手制

作各种道具，互相商量决定各个场景的活动内容。小餐厅组设计菜单，点菜做菜

传菜收银，井然有序；小舞台组制定节目单，设计服装和舞美，邀请观众，热闹

非凡；小医院医生护士们自行轮班制，“上班”时认真严谨，无微不至；艺术角

的小“艺术家”们琴棋书画，不亦乐乎；小超市里摩肩接踵，各“买”所需；收

银员售票员各司其职，勤勤恳恳。更难能可贵的是透过场景游戏培养出了孩子们

的责任感，虽然有时心也向往别的场景，仍然坚守自己的岗位，动脑筋找同伴互

通有无。 

这个热火的冬月里，中三班的孩子们在各种才艺绘画活动中玩出欢乐。初试

水墨丹青画国画，别具匠心的版画，奇妙绚丽的刮蜡画，孩子们手脑并用，为自

己和伙伴们的精彩作品拍手叫好。 值得一提的是，中三班的孩子们积极参与园

部组织的各项才艺活动，并取得佳绩。四名孩子宣传“新七不”的绘画作品得以

在衡山路地铁站展示；好灵童故事比赛收获 2金 1银 1铜；6名孩子将在广播电

台 940频道录制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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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于疫情，教育孩子们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中三班的老师们真正做到了砥砺

前行，以真心和爱心，齐心为孩子们创造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完美的阐释了心有

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二、慧心巧思共创做，家校联谊同育人 

冬季的降临，预示着普天同庆的节日即将到

来，时不时传来的欢快圣诞乐曲，喜庆的红色悄

悄的渲染起这座城市，中三班的老师和家长们早

已，厉兵秣马，跃跃欲试。心灵手巧的爸爸妈妈

和孩子们一起动手亲子制作， 别出心裁的微景

观跃然而出：公主城堡，绚丽舞台，圣诞小屋，

新年舞龙，各个惟妙惟肖，呼之欲出。孩子们自

豪的展示作品，一张张幸福的笑脸映出爸爸妈妈

们的用心陪伴。 

虽然疫情多变，内容丰富的家长沙龙从未中

断。中三班的老师们精心准备，这次沙龙围绕如

何在场景游戏中培养孩子的能力展开。老师们通

过分享照片视频，讲解案例，分析过程和结果，

同时邀请爸爸妈妈们有针对性的分享在家里和

孩子们的互动。爸爸妈妈们不仅了解到孩子们在

幼儿园的表现， 更学到了怎么和孩子们进行有

质量的游戏互动。手机屏幕阻挡不了大家的热情，线上分享和讨论的气氛热烈而

又融洽，各自收获满满，沙龙结尾总是好评如潮。 

屋顶农场暖棚里的小草莓们，已经迎来了中三班孩子们的拜访，叽叽喳喳，

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到处找

寻着，直到发现了一颗青涩的小

草莓躲在叶子下，惊呼同伴们一

起来看，共同在心里种下希望，

期待草莓宝宝们快快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