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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沉甸甸的西红柿 

                                              画作提供：小一班沈予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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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各位投稿人！ 

本期乌南月报责任编辑：境外 G班 王心扬 Ethan 妈妈 

 

 

 



 

 

乌南采风 

 
画作名称： 蒲公英 

画作提供：中一班山山 

作品诠释： 

春天到了，有一朵小蒲公英长大了，她好想去旅行，可是她不会飞翔，小蒲公英只

能看着天空说“谁能带我翱翔”，妈妈说，别着急，风婆婆会带你们去看看这个美好的

世界！ 

 



成长的四月 

境外 F班 Sophie 爸爸供稿 

春意盎然的四月，在班级里预演小小播音员之后，我们终于第一次登上了乌

南电视台的大舞台，开始了我们小主播的工作。每位轮到的小主播都给大家播报

了当天的天气预报，然后有的小朋友播报了最新的新闻，告诉大家最近有什么好

玩的事情发生。有的小朋友给大家表演了唱歌，还有各种各样的才艺表演。看看

我们初次上舞台上的小朋友，都是好神气的样子。因为是第一次面对摄像机镜头，

大家可能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紧张，不过所有人都表现的非常非常的好。希望接下

来小朋友们都能够再接再厉继续努力，这样等到下一次我们升级到大班的时候可

以讲得更好哦！经过这一轮小小主播的锻炼，小朋友们都是收获多多，大家都可

以落落大方非常自信的站在班级别的小朋友前面播报了，有的小朋友甚至还可以

不需要提醒，脱稿完成整个播报过程，真的是棒棒哒！ 

四月九号迎来了爸爸

妈妈们期盼已久的家

长开放日。   

 



这天下午，爸爸妈妈们在听完绫绫老师以及 Teacher Nathan 对课程的介绍

后观看了我们的室外体育活动。大家给爸爸妈妈们展示了我们的运动能力。小朋

友们先是在绫绫老师的带领下认认真真的做了圈操。紧接着，大家开始了自由运

动时间。有梯子攀爬，跳圈，投篮，好多好玩的项目给大家选择。最后还有分组

协同合作接力跑步比赛，大家玩的不亦乐乎，好开心啊！我们都是中班的孩子了，

现在的我们在运动中要努力做到能够参与每一项运动，均衡的发展上下肢，能在

运动中保护自己，能够坚持完成运动，累了后可以主动休息、擦汗、喝水，而且

可以遵守游戏规则，具有小小运动家的精神。 

运动过后，爸爸妈妈们还和我们一起制作

了“有趣的脸“。我们欣赏了米罗大师的作品

风格，感受到了线条画的视觉感。小朋友们在

米罗大师的作品上加上了我们自己的剪贴和

画画，给米罗大师的线条画上加上了我们的自

画像。看，大家都好有创造力啊！ 

又是一个春天来了又要走了，小朋友们在

幼儿园里又学到了好多好多的新本领，成长的

脚步带着小朋友们走向美好的未来。 



最美人间四月天 

境外 G班 Patrick 妈妈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 

                 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 

                                     《乡村四月》 宋 ·翁卷 

四月，清明至，绵绵细雨寄托我们对故人的爱与思念；四月，谷雨来，春暖

花开也播种了小朋友们的爱与希望。天上白云飘飘，地上繁花片片，我们的幼儿

园又到了最美的人间四月天。 

我们喜欢去小花园和植物角落观察和照顾可爱的植物朋友们，它们慢慢发了

新芽，冒出新叶，开出小花。我们感受到生命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学习

尊重和爱护生命，学习照顾植物朋友们所需要的责任感。当我们播种爱与希望，

它们就会和我们一样茁壮成长。  

 

我们的小脑袋里充满着智慧和创意，和爸爸妈妈一起完成了漂亮的帽子装

饰。戴上它们，在全校师生面前走起台步来也是相当喜悦和自豪，看看我们脸上

洋溢的可爱又灿烂的笑容就知道啦！ 

 

 

染一季芳菲，催一树花开。

乌南幼儿园的四月天，也是我们

心里最美的四月天，向着 Sweet, 

Smart, Strong，快乐成长吧！ 



爱在春暖花开 

境外 B班 Timothy 妈妈 

 

 春暖花开的四月，迎来乌南的传统“玩具义卖”，为董李凤美学校的特殊

儿童献上我们的爱心，让爱传出去！ 

 4月 8日、9日，孩子们通过爱心一元捐，玩具义卖等系列活动，家长和

师生共同参与，让孩子们懂得关心他人，学会分享。 

义卖当天，我们的孩子们热情高涨，积极主动推销自己的玩具，颇具主人翁

精神；小班和中班的弟弟妹妹们则在家长的陪伴下与我们的孩子进行互动，挑选

自己喜欢的玩具。平时羞涩的孩子们在集体的力量下居然一扫以往的羞涩和紧

张，个个当起了超棒的小掌柜，募集到了不少资金！ 

 



 

第二天的爱心一元捐活动，孩子们早早地来到校园，背着天使翅膀，带着志

愿者横幅，手捧自制的爱心捐款箱分散在草坪的各个角落，积极邀请来园的伙伴

和老师们参与活动。带着一张张笑脸的孩子们都是一个个爱心小天使！ 

 

愿爱在孩子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让爱伴随孩子们的每一天！ 



最开心的日子 

境外 C班 Kevin 爸爸 

 

乌南幼儿园大班的重要标准性活动——“玩具义卖”，终于在小朋友的期盼

中到来了。经过紧张和精心的准备，大班的小朋友们终于将各自的玩具礼物，摆

放陈列在义卖的现场，怀着小小的紧张和充满期待的心情，等待着玩具的新主人

到来。 

Wunan kindergarten's important standard activity - "toy charity sale" has finally 

arrived in the expectation of children. After intense and careful preparation, the 

children in the big class finally put their toys and gifts on display at the charity sale, 

waiting for the arrival of the new owner of the toys with a little nervous and full of 

expectation. 

 

活动开始了，小朋友们激动和卖力地推销着自己的玩具，希望其他小朋友和

自己一样喜欢这些玩具，并把它们带回新的家。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ctivity, the children excitedly and vigorously 

promoted their toys, hoping that other children would like these toys as well as 

themselves and take them back to their new homes. 



 

太兴奋了，没想到自己玩具礼物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而买到称心玩具小

朋友也同样开心，不断向大家展示着自己的收获。 

I was so excited that I didn't expect that my toys and gifts would soon be 

"snapped up", and the children who bought the right toys were just as happy, 

constantly showing their harvest to everyone.    

 

玩具义卖活动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结束了，大班的小朋友们通过这次活动，

不但锻炼了自己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也体验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 他们用自

己的智慧和辛劳，换得了满满的收获，并给所有的小朋友和家长们留下一个值得

纪念的回忆。  



The toy bazaar ended in everyone's reluctance. Through this activity, the children 

in the big class not only exercised their ability to deal with problems independently, 

but also experienced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They used their wisdom and hard 

work to get full harvest, and left a memorable memory for all the children and 

parents. 



春天来了 

境外 C班 kevin 爸爸 

 

春天来了，让我们运动起来，让小小愿望和纸飞机一起起飞，让我们仔细观

察春天里，大自然任何小小的变化。  

 Spring is coming, let's move, let's hope to take off with the paper plane, let's 

carefully observe any small changes in nature in spring. 

 

 
 

 

在这个春天的季节里，最让我们兴奋的，要数韩国文化周和帕德里克节各种

丰富多彩的活动了。小朋友们不但感受到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也了解了其他国家

民族的不同文化和习俗， 让小朋友们在欢乐的环境中领略到各国文化的迷人之

处。 

In this spring season, what excites us most is the colorful activities of Korean 

culture week and padric Festival. The children not only feel the strong festival 

atmosphere, but als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ustoms of other countries, 

so that they can appreciate the charm of different cultures in a happy environment. 

 



 
 

除了观赏表演以外，更吸引我们的是，大家都有机会参与和发挥创意，比如

一齐创作乐谱，编排和演出我们自己的“乱打秀”，让我们知道了团队合作的重

要。  

In addition to watching the performance, what attracts us more is that we a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and give full play to our creativity, such as creating 

music scores together, arranging and performing our own "random show", which let 

us know the importance of teamwork. 

 

 

当然，除了这些轻松活泼的节目，还有许多学习活动，就不是那么轻易就可

以做到的，我们要开动小脑筋，才能把它做好。 

Of course, in addition to these relaxed and lively programs, there are many 

learning activities, which can not be done so easily. We need to use our brains to  do 

it well. 



 

 

愉快紧张的三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在依依不舍地送走它时，更期待下一个

充满未知新奇日子的开始。  

The happy and tense March will soon pass. When we are reluctant to send it 

awa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next day full of unknown and 

novel. 

 



温暖和快乐的四月 

境外 E班 王翊澄 Julian’s Parents 

 

四月的园区充满了温暖和快乐，幼儿园组织了多项有趣又丰富的活动，让孩

子和家长们有机会一起参与。 

Our campus was filled with warmth and happiness in April. This was an eventful 

month, as the kindergarten hosted a series of fun events where both student and 

parents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首先，在月初的时候，我们迎来了家长开放日活动。对家长们来说，这是一

次很好的机会，能够看到孩子们每天在幼儿园里做和学习的各种有趣事情及知

识，以及各位老师们一直以来认真出色的工作。难怪孩子们每天回家后都是这么

的快乐！ 

First up, in early April we had our Parents Open Day. This wa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parents to get a glimpse on all the fun things students are working 

on and learning on a day-to-day basis, and the wonderful work that the teachers have 

been doing. No wonder they come home each day happy as ever!  

 

 



月中幼儿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心义卖活动及一元捐活动，或许这是本月孩

子们最期待的活动了。在家长们的陪伴下，孩子们左看右看，精心挑选出各自心

仪的玩具，并捐出善款，这真是一次非常有意义又令人难忘的活动! 

Then came the Charity Bazaar and Dollar Donation during the middle of the 

month, perhaps the most anticipated activity in April for all of the kids. Accompanied 

by their parents, the students visited each stand and picked out their favorite toy, with 

the proceeds donated to the charity. This was such a meaningful activity, and an 

experience that they would not forget!  

 

 

 

在月末时，幼儿园还举办了乌南电视台的表演活动，培养和锻炼孩子们能够

从容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展示各自的才华，孩子们有的唱歌跳舞，有的讲故事播报

天气预报，还有的变魔术及展示各种体育项目等等。 

Last but not least, the kindergarten hosted the WuNan Television Event at the 

end of the month, providing a forum for our students who were able to learn how to 

confidently showcase their various talents in front of an audience, with performances 

ranging from singing, dancing and storytelling, to weather broadcast, magic tricks and 

playing a sport. 

 



 

 



温暖的四月                                                      

                                                境外 K班 Luna 妈妈 

 

 告别了春雨不断的三月，我们迎来了温暖的四月，金灿灿的阳光撒在小朋

友们的身上，照在他们如花朵般美丽的脸上。终于，这个月 K班的小朋友们可以

展开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了。 

 
  

乌南的爱心义卖活动每年都会举办，高年级的同学们拿出自己的玩具卖给低

年级的同学们，收入全部捐给需要帮助的人，献出一份爱心。这个活动不仅锻炼

了小朋友的沟通能力，同时通过相互帮助也发挥了团队精神。这是 K班的小朋友

们第一次参加，对他们来说最开心的是买到了好多自己喜欢的玩具。 

 



 

 这学期的家长开放日主要让家长了解到孩子们平时在学校里的游戏和学习

过程，经过大半年的相处，K班的孩子们已经相处得非常的融洽了，没有了上半

学期的羞涩和陌生，在游戏时自然和谐的相处，在学习时快乐自信的表现，让我

们家长意外而开心，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和老师们的辛勤努力和付出，谢谢你们，

谢谢乌南！ 



学当一天兵 

大二班 董珈杨 

 

 “学当一天兵”一直是乌南幼儿园大班的一个传统项目，早有耳闻。这一次

轮到了大二班的小朋友。一直以为，“学当一天兵”只是一个大半天的活动，等

到这个活动正式开始，才知道这个是一个系列贯穿整周的活动，给孩子一个全方

面的锻炼和了解。 

 最早是先和孩子一起在家用报纸做手榴弹，用红绸纸做大红花。大红花感觉

还是容易一点，主要得益于老师提供的参考制作视频。手榴弹就犯了难，只有一

张图片，家长群里大家也是各自探讨制作的心得。我们和孩子一边做一边讨论，

怎么样更牢固，怎么样的重量正好，既可以扔出去，也不会伤到人。晚饭后虽然

花了近 2个小时制作这些东西，但是感觉和孩子一起讨论，进步，时间过的真快。 

 和孩子的聊天当中还知道，幼儿园在之前已经开始铺垫整个活动，提出了一

系列的小目标让孩子去完成，完成以后可以换取一张“当兵合格证”。整个循序

渐进的活动，让孩子们充满着期待感。 

 正日子终于来了，难得的没有我叫就自己爬起来的早上，在家换上了军装和

大红花，感觉整个人也精神了很多，一路上孩子也是叽叽喳喳的很兴奋。因为疫

情的原因，不能像前几届的孩子进到军营里面体验，这次只能请解放军叔叔进到

幼儿园里面来。但是应该有的出旗，护旗，升旗一个都不少。大二班的两个孩子

也幸运的得到了代表全体大班孩子做国旗下的演讲。稚嫩的声音回荡在国旗下的

校园，感人肺腑。晚上到家看看幼儿园孩子通里面的照片，这一天真的是丰富多

彩，练队列，匍匐前进，小组对抗扔手榴弹，户外野餐，叠“豆腐块”被子，孩

子回到家还在津津乐道今天的事情。看着她因为一天的疲惫，早早上床睡觉的身

影，感到这个“学当一天兵”的活动真的是好啊。 

 

 



感谢学校成为桥梁 让孩子通过它走向真善美 

大一班 李妙蘭妈妈 

 

 

 

  

 

 

 

 

 

 

 

 

 

 

 

 

 

 

 

 

 

 

 

 

 

 

学当一天兵，也是乌南的传统经典活动。老师在班级提前做了很多预热工作，

包括进行以中国军人为主题的“宝贝说画”分享，请小朋友和家长自制大红花和

“爱是看不见的语言，爱是摸不到的感觉，爱

是我们小小的心愿，希望你平安快乐永远…”通过

一至两周的时间，孩子们先后经过了自己挑选和准

备礼物、在老师带领下确定价格制作海报、了解特

殊学校和特殊儿童、理解爱心一元捐和爱心义卖的

活动背景等不同的环节，终于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春

日，在美丽的衡山路上，开展了“爱在春暖花开时”

的爱心义卖活动。每个孩子都兴致高昂、全情投入，

希望自己的物品被选中，希望获得更高的价格。在

第二部分的拍卖活动中，在自己班级同学面前叫价

时，情绪就更高涨了，为了获得心仪的礼物，真是

“不惜血本”，虽然也又小朋友比较遗憾，错失了

自己喜欢的礼物，但也都能在后面的拍卖中有所收

获。爱心一元捐的活动也异常热闹和有爱，我们班

的孩子轮流抱着粉色的爱心盒、插着白色小天使翅

膀，在草地上四处转悠，格外卖力，大家也都纷纷

拿出带来的硬币、献出了自己的爱心。一元硬币汇

聚成巨大的能量，传递着爱。此次活动不但让孩子

们更清楚不同物品的价值和金钱的用途，更重要的

在孩子们心中播种了爱的种子，懂得去关心和帮助

那些需要爱和温暖的人，用力所能及的方式去表达

自己的关爱、亲身体验奉献和给予的快乐。 

 

 

 



手榴弹，以及设置人物让孩子们通过一系列的考验之后才能获得“学当一天兵“的

资格，增加了仪式感和期待感。那天早上，孩子在家穿上了盼望已久的迷彩服，

戴上和妈妈一起亲手制作的大红花，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比穿上公主裙还要

开心。来到学校，发现老师们也穿上了军装，又酷又帅。在操场上，解放军叔叔

和孩子们一起共同举行了升旗仪式，孩子们聆听了国旗下的演讲、指导员提出的

希望以及园长妈妈的寄语，之后还展示了红旗操。解放军叔叔的队列训练整齐划

一、飒爽英姿，让孩子们赞叹不已、心向往之。另外，解放军叔叔还为孩子们讲

解了折叠被子的本领，找距离、折印子、掏实、修边角……叠这个“豆腐块”被

子可真不简单。叠被子虽然是件小事，但可以锻炼耐心和意志力。认真对待每一

件事，包括每个细节都要做到一丝不苟。学当一天兵的活动，也邀请了家长进校

园，一起观摩，也让我们获得很多启示。面对压力，面对困难，不轻言放弃、勇

于挑战，这也是曾经我们儿提时期一直被教导的。一个人抗压能力有多强，将来

能承担的责任就有多大，感恩乌南老师们的精心安排，让孩子们在启蒙教育时给

他们上了如此生动和有意义的一课。 



 

大班的学习生活、各项活动异常丰富，每一样都精心策划和推出，让孩子们

在沉浸式的体验活动中成长和进步，也处处体现了非常自然和有效的幼小衔接准

备。短短的一个四月，在清明和立夏两个节气的时候，老师都带领孩子们开展了

小活动。先是清明节在小厨房自制青团，孩子们自己动手，捏捏捏、搓搓搓、刷

刷刷，最后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整齐的排开，满满的幸福与期待，回家要和家人

们分享，还贴心的带回了青团食用方法的加工小贴士。立夏时，老师又带着大家

感受了挂蛋和斗蛋的习俗，向孩子们介绍了斗蛋的方法。在世界地球日的时候，

老师和孩子们探讨了地球日的来历、关爱地球的行动，并推荐了相关的亲子共读

绘本。当她回来追着我说想要读某某主题的书时，我觉得这就是成功的课堂教育

的延伸，特别有效的家园合力。其实在很多他们日常进行的活动中，不论是编程

课、行进乐的排练、沙水世界的玩耍、科探室的探索研究、“友谊是什么的？”

的话题讨论，不同的学习模块和教授方法中，都可看出鼓励孩子们自由探索、发

散思维、从经验中归纳和总结、通过练习掌握和熟练技能、适时的获得成功体验

等等细节，虽然这些看似都不是奔着训练幼小衔接的某项技能的目标而去，但点

滴痕迹都留在孩子们的心中，化为他们的行动和思维模式，这不就是最好的幼小

衔接吗？ 

    

 

陶行知有一句话，欲知明日之社会，且看今日之校园。感谢今日在学校，老

师对孩子们的每一分努力、用心和付出，感谢你们搭建了桥梁，让孩子可以通过

这座桥梁走向真善美的彼岸。 



最美人间四月天 

——乌南幼儿园中一班节气文化传承活动 

中一班 庄思齐妈妈 

 

优良的传统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传承文明，留住根脉，是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力量源泉。秉承“中国心，世界情”的育人理念，乌南幼儿园在中华传统

文化传承教育方面一直走在前列。正值最美人间四月天，中一班开展了一系列节

气文化活动，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欢迎。 

小手动起来，制作节气点心。四月的

第一个重要节气当属“清明”了。在清明

节即将来临之际，中一班安排了小厨房活

动，在了解清明节气的气候特征和习俗之

后，带领小朋友们尝试自己揉粉制作艾草

青团，体验清明节的特色美食。孩子们把

制作好的青团带回家，与爸爸妈妈、祖辈

们一起分享，对清明节有了更加直观的感

受和体验。 

“谷雨一候萍始生；二候鸣鸠拂其

羽；三候戴胜降于桑”。当孩子们回到家，

告诉爸爸妈妈什么是“谷雨三候”时，绝

对是大大的惊喜！为了迎接谷雨节气的到来，中一班老师特意做了很多准备，让

家长和孩子们共同收集关于谷雨的古诗、谚语、三候的资料，并鼓励小朋友运用

废旧材料制作与谷雨三候有关的小鸟。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开动小脑筋，制作了

各式各样的小鸟，带到幼儿园，挂在展示板上，别提有多自豪了！ 

 

节气文化当然离不开古诗词。借助每周定期举

行的“乌南小主播”活动，小朋友们大胆站上讲台，

应时应景朗诵与清明、谷雨有关的诗词，还有现场

诗词解读呢！“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谷雨如丝复



似尘，煮瓶浮蜡正尝新。牡丹破萼樱桃熟，未许飞花减却春”……这些诗词朗诵

现在对小朋友们来说，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啊！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的一部分。乌南幼儿园通过一系列节气

文化传承活动，让孩子们从小浸淫于美好

的历史文化氛围，体会中华文明的博大精

深，让“中国心，世界情”深植于心，做

一个拥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 

 

 

 

 

 

 

 



韩国文化周服装展示 

境外 A班 Eliana妈妈供稿 

 

文化周体验活动是我们乌南小朋友最期待的特色活动，小朋友们通过文化对

比，文化对话，可以体验不同的特色文化。 

A班的小朋友在韩国文化周，自己动手制作了服装，非常有创意，全班同学

齐上阵，有些小朋友做模特，有些小朋友是设计师，有些小朋友是裁缝，小朋友

们团结合作，通过这次活动，小朋友们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源

制作服饰，如何更好地与同班同学进行协作。通过这次韩国文化周活动，孩子们

对韩国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了解韩国，探寻韩国文化热情也被带动起来

了，期待在孩子们心中种下多元文化的种子，将各国文化精髓，吸收于心中。 

服装发布会上，有孩子穿着自己做的韩国服饰进行展示，自信满满。韩国文

化周活动深受孩子们的喜欢，孩

子们的积极参与让他们对韩国文

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是一群

有世界情的孩子们。

 

 



让爱传递 

境外 A班 杨奕南 妈妈供稿 

 

阳春三月，花红柳绿的季节来了。法租界衡山路上的领馆广场一下子热闹起

来，原来是乌南幼儿园的孩子们在空地上举办《让爱传出去》2021 乌南幼儿园

慈善义卖活动。今年是我们境外 A班第四次参加义卖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我

们大班的孩子们负责筹集玩具卖玩具筹款。大家提前收集心爱的保存完整的玩

具，募捐出来筹资捐给徐汇区董李凤美康健学校，帮助 220位 14岁至 18 岁智力

残疾的少年。 

 

小朋友在班主任周老师的带领下制作大海报，签上自己的大名，还制作了爱

心卡片，准备将爱心卡片送给每一个换购玩具的小朋友，大家满怀期待地来到义

卖场地。家长志愿者们提前用气球布置好场地，其中有 Claire 的妈妈怀孕 5 个

月还参与到我们的志愿工作中。孩子们有秩序地分成 A和 B两组，分别负责两大

类玩具：小宝宝类和大孩子类。活动开始，小朋友很顺利地将玩具一一卖出，越

是体积大的玩具越是容易卖。剩下的玩具怎么办呢？孩子们想出一个办法，他们



捡起陈列在野餐垫上的小体积玩具和图书，拿在手中叫卖，并推出优惠政策：买

玩具送气球！结果吸引了很多看上气球的小朋友，真是太可爱了！最后我们筹集

到了总共 3400元代金券，顺利完成义卖活动！ 

 

乌南的孩子们、家长们、老师们在这个收获与感恩的季节积极行动，伸出了

热情的双手，敞开爱的怀抱，汇聚关爱的力量，为孤残弱势的孩子奉献了我们的

爱心，并将这颗炙热的心一直传递下去，感染身边每个人。 

 

 

 

 



向阳而生，茁壮成长 

小四班 王言一爸爸 

 

人间四月芳菲尽，乌南园部笑常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 

四月的乌南幼儿园中，也充满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本月园部也为小朋友们

准备了丰富的课内外活动，既有教育意义，又充满了欢笑和乐趣： 

1、充满童趣的小蜗牛 DIY 

在农场散步时，孩子们惊喜地

在泥土中见到了小蜗牛，于是老师

带领大家从尝试用卷一卷、撕一撕、

折一折的方法，制作了纸艺小蜗牛。

孩子们都很专注和努力地制作，有

的孩子还为小蜗牛添上了小水塘，

用胶水涂在纸面上，做出了水面反

光的效果，小蜗牛一定非常喜欢。 

2、去楼顶观察植物宝宝 

在绘画活动前，孩子们纷纷到

花园观察植物宝宝的形状：有的特别高，有

的是细细尖尖的，有的圆乎乎的很光滑。孩

子们也和这些植物一样，在四月的春光里向

阳而生，茁壮成长。有的孩子长的特别高，

有的瘦瘦的，有的虎头虎脑的。有的孩子爱

笑，有的孩子爱蹦蹦跳跳~人上一百，形形色

色，这句话，似乎从幼儿时期，就能略窥一

二。但不论孩子有怎样的特质，他们都是心

里有火，眼中有光，充满希望的好孩子们。 

3、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四月的节气是谷雨时节，孩子们学习了有关谷雨的谚语、诗句，舞蹈《可爱

的小猫》，歌曲《大公鸡》，儿歌《嫩芽娃娃》等；也在春天播种了小南瓜幼苗并

观察它们的成长；此外还尝试了剥蚕豆，养蚕宝宝等富有趣味的活动，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4、周常——升旗仪式 

每周一，都是孩子们期待的一天。因为在这天，可以穿上小西装，参加神圣

的升旗仪式，虽然，孩子们也许暂时还不明白五星红旗承载的所有意义，但相信

孩子们在仪式感的熏陶下，也一定会成长为热爱祖国的好孩子们。看他们在升旗

仪式上，多么充满朝气： 

 

 



 

沉浸传统文化 渗透德育培养 

中三班 冯思源妈妈 

 

春分拂起漫天柳絮，日光渐盛换来牡丹吐蕊，雨生百谷的时节蕴藏着萌发的

喜人意象，悄然而蓬勃的气息氤氲润泽。为了培养幼儿熟悉并热爱传统文化，中

三班将“节气”文化全方位引入幼儿的课堂游戏和生活，让孩子们沉浸其中感受

民族文化的美好和智慧。 

一、探索“节气”让幼儿爱上传统文化 

自从西汉的《淮南子》出现了二十四节气的全部名称后，二十四节气融入了

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上至天文探索自然物候，下至农事礼仪民俗，二十四节气

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三班继续以节气

为轴线，结合清明谷雨的自然规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 

教室里的植物角在春分时节种下的各类植物，每天都引来孩子们的关注和照

顾。小朋友们惊喜的看着小种子们发芽，成长，郁郁葱葱，拿起画笔记录绿植日

记。围绕谷雨节气，中三班的孩子们穿汉服，吟诵古诗词，举办赛诗会，画水墨

画，观赏并写生牡丹花，动手剥春笋，孩子们从中感受并了解到节气的变化特点，

自然规律，习俗礼仪等,在节气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沉淀和积累的结晶。谷雨前夕，

中三班的妈妈们亲手缝制的香囊，赠送给孩子们，寄语美好的祝福，透过这些满

载爱的仪式感，培养幼儿爱自然，爱生活，爱家人，爱学校。 

   



   

二、乐分享让德育渗透幼儿培养 

又到人间四月天，首届乌南幼儿园涂鸦作品展开幕，中三班的孩子们在老师

们的鼓励下积极参与其中，用画笔描绘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献礼党的百年风华。

结合世界读书日，中三班的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和同伴们分享自己最喜欢的书

和格言，一同乐享阅读。另外，中三班的孩子们围绕“节约用水”展开了小主播

的活动，孩子们纷纷向伙伴们分享节约用水的心得体会和故事。消防演习中，孩

子们有序的按照老师指令到达安全点集合。本月乌南小广播轮到中三班，孩子们

精心准备了丰富的内容，红色故事，节气习俗，沪语经典或是名曲欣赏，为幼儿

园的所有的孩子们播报。 

  

 



 

亲子乐园 

 

 

 

 

 

 

 

画作名称：《显微镜里看到的盐》 

画作提供：境外部 C班 Kayley 



How do I help my children to be more resilient? 

By Ashleigh’s dad Class I 

 

As the various events begin to take place for Mental Health Awareness Month, 

which is in May (in case you were wondering), it really made me think about the 

pressure of the modern day work place and how do I prepare my daughters to become 

more resilient in the social interactions they will have? These stories are definitely not 

meant to say that everything we do is correct but simply some of the best bits which 

we see work with our daughters.  

“Don’t be prescriptive, Give a few basic rules and let them get on with it” 

As my daughters grow up, I have realized that giving them a rule for every 

possible situation is just not possible. We have to help them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in 

those situations and in the end, that is what education is all about: the ability to think 

for themselves and reach their own conclusions.  So over the years I have begun to 

give simple pointers such as “Be kind”, “be polite”, “share”, “work hard”. 

“What happened there? Were you happy with what happened?” 

Once the general principles are given, we try to find opportunities to help our 

daughters REFLECT about situations where things may not have gone right. For 

example, Ashleigh going into a play group and refusing to share toys. Rather than 

forcing her to share the toy at that moment, we would let her be on her own for a 

while and then go to speak to her and ask her whether she is happy. Sometimes, she 

would be fine and we let her be. But often, she becomes bored with the toy and wants 

to play with other children. We ask her to pick a child she wants to play with and offer 

to play with the toy together. This not only gives Ashleigh the confidence to speak to 

her peers but also reminds her of the importance of sharing to relationship building.  

“I am really glad you did that. You made someone really happy there, did 

that make you happy?” 

we also find opportunities to PRAISE correct behavior even when it doesn’t 

always drive the best results. For example, my older daughter Sera revised very hard 



for a maths exam recently but at the last minute, the exams questions were very 

different to what she revised and she didn’t get a good result. We set up a quick test of 

our own and showed her that she actually picked up all the knowledge from the test 

even if her grade didn’t say so.  

As our children continue to grow up, we will face many more challenges and we 

will always be learning how to be better parents, it is important to remember that 

some times it is ok to fall, and that it is also ok to ask for help to stand up again.  



寻找人间四月天 

境外 J班 Harpe Jia 妈妈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细雨点洒在花前，四月

是最美的季节。 

本月的重点是尝试用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去感受

季节的变化，发现春天的美。老师给同学们每人发了一份

彩泥，要求周末去公园寻找春天，并用彩泥制作春天的花

朵。通过寻找春天的亲子活动，让孩子对大自然更多了几

分亲近，学会去观察花朵的形态，颜色及结构，分辨不同

花朵的触感，闻一闻不同花朵的芳香。体验花草树木与其他动物以及人类互依互存的关

系。 

回家后孩子们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通过回忆，孩子们

自己动手动脑来揉，捏，粘，体验制作的乐趣！提高了孩子

们的动手能力，完善孩子的色彩认知，锻炼了孩子的逻辑思

维。在制作过程中孩子也许会制作失败，会对自己的制作不

满意。通过引导孩子动手动脑解决手工活动中遇到的问题。

使孩子体验付出后取得的成功, 感知自己的能力,培养孩子

的自信心。  

周一孩子们带着自己的作品来到学校，老师用一把小

椅子做舞台，请每位孩子上台来为同伴介绍自己的手工

花。 通过演讲锻炼了孩子的胆量，提高孩子们的语言表

达能力, 培养自信心和勇气, 给孩子一个展示自我，获取

掌声和羡慕的机会。 

每个孩子就像那春天一树一树的花开，像那新鲜初放

芽的绿，他们是爱，是希望，是人间四月天。 

 



正好清明连谷雨  一杯香茗坐期间    

乌南幼儿园大三班谷雨采茶活动小记 

                        大三班范曦文爸爸供稿 

 

二十四节气是中华民族认识、把握和运用自然规律的智慧结晶，是中华优秀

文化的重要体现。结合二十四节气的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一直是乌南幼儿园的特

色课程，深受孩子们和家长们的喜爱。清明刚过，谷雨将至，在老师的指导和家

委会的精心组织下，4 月 18 日下午，大三班谷雨采茶体验活动在枫泾镇沪枫茶

园精彩举办！ 

孩子们身着汉服，头戴草帽，手挎小竹筐，看到新绿的茶树和宽阔的草地田

野，一个个跃跃欲试。不过，要想把

茶叶采好，光有热情可不行，必须得

先认真学习！茶园的老师首先通过展

板图片，详细讲解采茶的要求。孩子

们安静下来，认真地看着彩色展板，

默默把注意事项记在心里。终于开始

采茶了，大家兴奋地奔向茶园。青翠

的田野茶树间，微风拂面，带来淡淡清香。

孩子们有的围着茶树观察，寻找最适合的茶

枝，有的已经把小手伸进茶树，仔细辨别查

看，有的边采茶边自言自语：“最好是一芽

一叶的，老叶子不要采，不能伤到树枝……”

孩子们素雅的汉服在青绿间掩映，稚嫩童言

在田野中回响，在亲近土地植物中，

孩子们慢慢理解如何保护植物、爱

护自然。 



半小时过去了，孩子们的小筐里已经各

有斩获，嫩绿的新叶鲜翠欲滴，仿佛它们也

在迫不及待地要求尽快进入下一程序——炒

茶。炒茶是制作茶叶过程中利用微火在锅中

使茶叶痿凋的手法，通过人工的揉捻令茶叶

水分快速蒸发，阻断茶叶发酵的过程并使茶

汁的精华保留。这可是世界制茶史上一个大

的飞跃！孩子们被分成五组，每组围在一个

炒茶锅前，兴奋地看着茶园老师把新采的茶

叶放入锅内。大家带好手套，拿起小铲子，开始小心翼翼地翻炒茶叶。锅内温度

逐渐升高，茶叶也由嫩绿逐渐变为

深绿，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努力，

经过翻炒、除渣、按压、再翻炒等

一些列工序，茶叶终于炒好了。味

道如何，在奉茶环节马上见分晓。 

奉茶之前，宝贝们要先和老师

们学习茶礼，掌握基本的泡茶方法。这可是“保密”的封闭式学习，只为带给家

长和老师们一份惊喜……又过去了近半小时，孩子们的茶艺表演正式开场。在古

琴的伴奏声中，按照老师的指导，孩子们认真地洗茶、温烫茶具、泡茶，一系列

环节过后，一杯杯孩子们自己采摘翻炒、自行泡制的香茗，由宝贝们亲手敬奉到

家长面前。一个标准的敬茶礼后，孩子们恭恭敬敬地说：“爸爸妈妈请喝茶，爸

爸妈妈辛苦了！”香茶入口，家长们心里暖意融融，

有的禁不住眼眶湿润…… 

以茶为媒，涵养身心，礼仪之邦的孝悌修身之

道和敬畏自然、天人合一的处世哲学，必将带给孩

子们宝贵的文化滋养。就如过去的近三年时间里，

老师们的辛勤培育，家长们的全心付出，润物无声

却持久坚韧。面对未来，新的起点，三班的孩子们，

必能无惧风雨、一路向前。 



快乐庄园，寻访自然 

小（3）班乔洛菲妈妈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感受到大自然召唤的家长们纷纷提议组织一次班级的

户外亲子游。为了让孩子可以亲身体验到自然的乐趣，切实落实幼儿园“家园互

动”的主题，小三班家委会决定组织一次沪郊的亲子游，让孩子们在田间地头拥

抱春天的美好。 

经过谨慎的挑选和多方联络，最终选择了崇明岛上的“德利农庄”作为活动

的地点。德利农庄南瓜民宿是上海崇明首家亲子主题民宿，坐落于崇明竖新镇，

占地 400 亩，是一个集亲子体验、自然教育于一体的生态农庄，民宿坐拥大片生

态菜园及果林，为大家提供农耕体验及长租田地，享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闲适。

还有研学基地，辅助运动休闲文化活动，旨在打造学、玩、住、吃一体化的亲子

家庭主题民宿，以优质的内容创造轻松愉悦的亲子环境和主题活动，培养孩子综

合性多元化能力，创造独特的家庭亲子共享美好时光。 

经过自主报名，此次活动得到了全体家长的支持，活动当天全员在农庄集合。

在庄园主的带领下，先到的家庭首先体验了用石磨自己磨米浆。很快，家长和孩

子们的手都被米浆涂成了白色，但孩子们都乐此不疲的转动着石磨。先到的孩子

努力着，后到的孩子品尝着，这次亲子活动就在这样一片欢声笑语中拉开了帷幕。 

 

（照片：石磨） 



吃过午饭，孩子们终于等来了下田的时刻。大家穿起事先准备好的雨鞋，不

顾雨后的泥泞，纷纷跳下农田，在家长的指导下翻土、播种、插秧。同时大家许

下小小的希望，今日种下一株玉米，一起期待收获的季节。

 

（照片：播种图） 

 

在稍微清洗一下后，大家马不停蹄的来到了庄园主特别准备的一大面白墙之

前，拿起画笔在墙上涂鸦。家长们都没有想到的是，4岁的孩子画笔之下，竟是

那么多姿多彩的世界。 

 



在接下来的集体活动时间，大家做起了精心准备的亲子游戏。在讲述自己梦

想环节，有最喜欢唱歌的童声，有最喜欢跑步的健将，还有最喜欢读书的小小学

霸，孩子们天真的回答让大家开心之余，更加了解了孩子的想法。之后孩子们表

演的《我的爸爸是超人》好好的感动了一把在场的父亲们。 

 

（照片：活动） 

夜幕降临，在品尝完农家菜之后，在大大的草地上，孩子们近距离观赏了市

区难得一见的烟花表演，绚烂的烟火在空中绽放，照亮了夜空，映出了孩子的笑

脸，这就是幸福的模样。而之后的放飞孔明灯环节，更是把此次活动推向了高潮。

孩子们在孔明灯上写上自己小小的心愿，亲手点亮，把一份份祝福随着孔明灯放

飞空中，被点缀地星星点点的夜空，承载了孩子们最纯粹的愿望。 

 

（照片：夜晚） 



经过一夜甜甜的睡眠，大家第二天一早再次农场集合，先是参观了鸡、鸭、

鹅的养殖场所，再进了草莓园亲手挑选草莓。带着自己亲手捡的鸡蛋和草莓，回

到庄园又在小烤炉的帮助下把草莓串成糖葫芦，体验了一把自己动手的美味。 

 

 

（照片：草莓） 

随着活动接近尾声，大家恋恋不舍的陆续离开了农庄，带着春天的美好，带

着探索到大自然的奥秘，相约下次活动再见。 

 

 



生活之美 传统之美 

记中四班清明茶文化体验活动 

                                           中四班 曹乐欣妈妈 

 

“三月采茶茶叶香，清明过了雨前忙”。2021 年 4月 4日，乌南幼儿园中四

班在家委会的召集下开展了一次茶文化体验活动，从生活之美开始，开启一场传

统美学之旅。 

品茶香 

茶席上陈列的各式茶具在第一时间吸引了所有小朋友好奇的目光，“喝茶到

底用哪个杯子呀？”、“这把小铲子是干什么用的？”、“为什么喝茶的工具里有毛

笔呢？”，随着二月妈妈的讲解，谜底一一解开。殷玥妈妈托人特地从老家运来

的新鲜毛峰嫩叶让小朋友们大开眼界，干巴巴的茶叶本来的样子是一张张树叶

呢！动手环节中，小朋友们兴致勃勃跟着学泡茶，倒水，闻一闻，嘬一口，有一

点点儿苦，但也很香！他们小手捏着杯子，小心翼翼又陶醉其中的样子，真是可

爱极了。 

喝茶，当然还需要茶点的点缀。娜娜妈妈带来了精心准备的绿豆糕和鸡仔饼，

清爽配清香、香脆配浓郁，慢慢嚼、细细品，生活之美在味蕾间弥漫开来。 

书墨香 

品完茶，欣欣妈妈又带领小朋友开展了关于书法之美的探讨。小朋友们不仅

认识了文房四宝，还了解到纸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是古代中国对推动世界文明发

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我们一起说文解“茶”字，一笔一画原来有那么多含义，小

朋友们对茶的起源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最后，大家拿起毛笔沾上墨，学写隶书的

“茶”字，小朋友们对于书法古朴之美的表达天真、自然，是一种非常珍贵的。 

行礼仪美 

中国的传统之美不仅体现在器物和艺术上，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

动，亦称“礼仪”。大糖妈妈身穿汉服，带领小朋友们行鞠躬、作揖、团拜之礼，

小朋友们专注练习，一招一式谦和端庄；顾老师和小朋友们跳起采茶舞，衣袖舞

动，飘摇曳曳，好像一群美丽小蝴蝶来到了茶园里。 

相信孩子们在这次活动后，会在心里埋下一颗小小的种子，这个种子或许是



关于某一项技艺、或许是关于某一种味道，但只要他们的眼睛能时时、处处发现

生活中的美，这颗种子就一定会生根发芽，最为家长的我们就陪伴他们一起体验

这场奇妙之旅吧。 

 

 

 

 

 



快乐的农场之黄豆嘉年华 

小一班 梁依霏妈妈供稿 
 

谷雨是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谚语说：“清明断雪，谷雨断霜”，这时候，寒

潮天气即将结束，气温加快回升，雨水增多，是播种移苗、埯瓜点豆的最佳时节。

谷雨到来，也意味着春天即将结束，盛夏就要来临。 

 

乌南幼儿园小一班的小伙伴们，选择在谷雨时

节，相邀前往九善农场，开展一场奇妙的黄豆嘉年

华之旅。 

 

一路欢歌与欢笑，我们来到美丽的农场。一进

门，迎接我们的有神气的大孔雀，闲庭散步的母鸡

妈妈一家人，悠闲吃草的山羊妈妈和她的羊羔宝

贝。。。哇，小伙伴们一边和它们打招呼，一边跟随

农场的叔叔阿姨们飞奔进去，就连爸爸妈妈们也被

这片风景吸引，情不自禁加快脚步，赶紧进去“一探究竟”呢！

 

这个神奇农场坐落在浦东川沙镇，今

天的天气也特别好，阳光灿烂春风拂面，

农场四周都是绿油油的农田菜地和果园，

中间一片大大的草地，就是我们本次谷雨

亲子活动的主要活动场所啦！ 



 

今天活动的主题就是：黄豆嘉年华。顾名思义，今天的主角除了小一班的小

伙伴们，就是黄豆啦！可别小瞧这些小小的黄豆哟，在农场叔叔阿姨的耐心讲解

和示范下，他们会进行神奇变身呢！还等什么，让我们赶紧行动起来，和黄豆们

一起玩一场神奇变变变的游戏吧！！！ 

黄豆神奇变变变之一：爸爸妈妈和我一起缝豆豆沙包。让我们一起来玩掷豆

沙包，看看谁投掷的又远又准，冠军还有有神秘礼物哦！！ 

 



黄豆神奇变变变之二：喝过豆浆吗？你们知道豆浆都是怎么来的吗？要先泡

豆子，然后把泡软的豆子一勺一勺放进石磨，然后要用力推动石磨把豆子碾成豆

糊，然后再用纱布将豆糊过滤成豆渣，

最后将挤出 来的白白

的液体放到 锅里烧开，

香喷喷的豆 浆就制作

好啦！不得不 说，柴火灶

烧出来的豆 浆 真 香

啊！！！（此刻 妈妈一面

写一面还在 回味无穷

呢哈哈） 

 

 

 

 

 

 

 

 

 

 

 

黄豆神奇变变变之三：城市长大的娃娃们，香喷喷的柴火铁锅炒黄豆有没有



吃过？撒上一点盐，还有农场自栽的茴香，小

火慢慢翻炒，不能着急不能大火，不然豆子就

焦啦！孩子们，人生处世，也应当如这般小火

焙豆，不疾不徐，心安气定，终能有所收获。 

 

 

 

和神奇的黄豆们玩耍了一上午，不知不觉大伙儿都饿啦！不用担心，农场的

工作人员早就为我们准备了丰富又别致的午餐便当。叔叔阿姨们还为大家支起了

帐篷铺上了野餐垫，大家席地而坐，阳光暖融春风拂面，草莓特别甜，面包特别

香，矿泉水特别甘甜。大人孩子们都陶醉了！！ 

 

 



午餐后，大家稍事休息。或是和一起打秋千，

或是三两好友一起挖沙子，或是和农场的小鸭子、

小羊羔来一次亲密接触，开心农场真是宝藏多多

呀~~~ 

 

 

 

 

滴滴滴滴滴~~~农场叔叔又吹响了集合的哨声。原来，今天的重头戏就是：

种！黄！豆！  “谷雨时节，最宜埯瓜

点豆”，我们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第一

次挥起小小锄头，在田地里挖出一个个

小坑，然后小心翼翼地洒下一把黄豆，

再讲土壤松松地填回去，撒上水。。。剩

下的事情，就留给神奇的大自然，静静

等待收获啦！ 



 

不知不觉，活动进入了尾声。在农场，我们度过了神奇又快乐的一天，我们

带着满满的欢乐与收获，踏上了归程。  路上，爸爸告诉我一段诗人余世存的话，

虽然我还有些不明白，但我还是想将这段话分享给大家：年轻人，你的职责是平

整土地，而非焦虑时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有答案！。 

                                              

 



“雨生百谷，润物无声”二十四节气活动报道 

大四班 肖云妈妈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二十四节气被世界气象界誉

为“中国第五大发明”，是凝结着古人对中华文明千年农耕文化的智慧之花。 

4 月 11 日，为了增加孩子们对传统文化中

“二十四节气”的学习兴趣，亲身体验谷雨节

气的传统习俗。大四班的孩子们身穿着中国传

统服装，化身为节气护卫官，走进了上海豫园

跟着专业的老师解锁春季节气谜题。 

首

先，专家老师在节气课堂上着重介绍了春

天里的节气名称、含义和来历。将春分立

蛋、清明踏青扫墓、谷雨采茶等节气习俗，

吃香椿和春笋、食青团等节气食俗，动植

物因春日节气发生的物候变化，春日农事

生产的开始，在课堂上一一细讲于孩子。 

孩子们在了解了 24 节气知识后，开始认真的制作起节气小圆盘，了解与谷

雨相关的自然变化，太阳位置等。完成了小圆盘，孩子们效仿制秤匠人，动手制

作一把杆秤，感受春分时节的特色手作，开拓动手能力，深入探索。 



接着，孩子们跟着专家老师步入豫园花

园，孩子们走进认识园中动植物因节气产生

的细枝末节的变化，穿梭于会景楼、玉华堂

之中，根据趣味节气手册、题卡，进行 PBL

项目学习，完成节气护卫挑战，并在园中目睹春光秀丽，嗅一嗅花香，感受节气

对于大自然的改变。同时，孩子们观赏到了区别于其他古典园林的五大豫园龙墙，

点春堂穿云龙、大假山卧龙…...，蜿蜒曲折与春日草木相映成辉，让孩子在节

气课堂中收获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在美育教育中成长 

出了豫园花园，来到谷雨炒茶的店铺，

孩子们认真的听着炒茶师傅介绍炒茶的步

骤、要点，观察炒茶师傅的炒茶手法，细嗅

着茶香，还了解到了真正的谷雨茶就是谷雨

这天采的鲜茶叶做的干茶，而且还要是上午

采的！ 

活动最后孩子们收获节气

研究护卫官证书，通过这次“二

十四”节气活动，大四班的孩子

们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

精深，他们为将用自己的小小力

量，传承节气美学的渊渊长河。 

 

 



教儿有方 

 

 

 

 

 

 

画作名称：下雨了 

画作提供：境外 K班 Carlie  

 



阅读在乌南 

                                                                                                            

Class D, 张宏周妈妈 

刚刚过去的世界读书日，大家读书了吗？ 

如今，阅读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精神体验，儿童阅读也成为了最受家

长重视的一种教育方式。 

家有爱读书的小朋友，最关心的当然幼儿园的阅读情况，乌南幼儿园特别注重阅读，

阅读氛围很浓郁。 

一、每天早上的晨读，老师绘声绘色的给孩子读绘本，讲故事，小朋友经常和会家人

分享学校听到的有趣新故事； 

二、班里的读书角，图书也相当丰富，虽然我家藏书也是有两千本的，学校的很多书

还是没有，娃经常回家说喜欢幼儿园的某本书，要求买回来。在幼儿园里，和同学共读一

本有趣的绘本，一起讨论有趣的情节，真是非常棒的体验！ 

 

 

 



三、幼儿园太空主题的图书室超酷，更是孩子们的最爱，每天都期待着能去图书室，

在这种氛围下，孩子们不爱阅读都难！ 

  “  

我们常常会发现，一个从小爱读书的孩子，长大后也会继续热爱阅读，但要让一个不

有阅读习惯的成人喜欢读书，则非常困难。6 岁之前的阅读经验，可能会决定一个人一生

的阅读兴趣和能力。 

儿童不能像成年人那样随心所欲地安排自己的行动，但他们可以在图书和故事所营造

的虚构世界里天马行空，乘着想象的翅膀，高高地飞翔，能感受到阅读带来的无法比拟，

无法替代的愉悦，孩子们的童年阅读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 

选择乌南幼儿园是何其幸运，特别感恩学校为丰富孩子们的内心和梦想所做的这一切！

帮助一个孩子亲近书本、爱上阅读，就是送给他一份珍贵的礼物。这份礼物，足以让他享

用一生。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孩子们的交友启蒙 

境外 H班 Eugene廖云集妈妈 

 

孩子们进幼儿园已经大半年，不知不觉小家伙们居然已经适应了集体生活好

几个月了。日常交流也好，外出社交也好，爸爸妈妈们都看到了宝宝们的成长，

更为他们一点点的进步而欣慰万分。 

从一开始的担心宝宝们是否适应学校集体生活，包括吃饭能不能自己好好

吃，不需要老师喂，会不会挑食吃不饱？他们是不是都可以按时睡午觉，养成好

的生活习惯。到上课，安静坐着听老师讲，他们坐得定吗？英语环境，外籍学生，

是否可以交流自如？等等这一系列的家长们的疑问和忧虑，在这段时间的幼儿园

生活学习中，明显得到了慢慢的缓解。 

这段时间开始，家长们更多的把重心放在，孩子们和同伴之间的交往怎么样

呀？他们是不是都有了“好朋友”？是不是学会了帮助和关心朋友？对于一些事

的决定，孩子们渐渐都有了独立的思考。 

最明显的是，接他们放学的时候，孩子们欢欣雀跃的一个个排着队出来，在

门口还依依不舍互相说再见。叫着互相的名字，笑着拥抱着，不想分开的样子。

大人们看着这情景，都好高兴自己的孩子们有了自己的朋友，享受着同龄人在一

起交朋友的喜悦。 

我儿子最近带回来两个新的奥特曼玩具，他很得意得告诉我，是班里他最好

的“兄弟”送给他的礼物。他们俩都是奥特曼迷。儿子在幼儿园交到了好朋友，

我觉得很棒，就和他聊聊天。 

-“宝宝，好朋友送给你你最喜欢的奥特曼玩具，那么你送什么礼物给他呢？” 

儿子想了一下说，“我把最大的绿巨人送给他。” 

-“真棒，那你放进书包里明天送给他吧！”我很开心。 

第二天放学门口，看到了儿子的好朋友，我问儿子“绿巨人送给你好朋友了

吗？”儿子低头打开书包拿出绿巨人给他好朋友，那孩子摇摇头没有收下。 

我问他“怎么不收呀，是不是不喜欢呢？”  

他点了点头。 



-“那你喜欢什么呀？”我问。 

-“我喜欢蜘蛛侠。”那孩子不好意思的回答说。 

-“宝宝，他喜欢蜘蛛侠哦，那明天你把你的蜘蛛侠带来送给他吧。”我对儿

子提议。 

儿子皱了眉头说“可是我只有一个蜘蛛侠......我也很喜欢。妈妈你再给我

买两个新的蜘蛛侠，我送他一个好吗？” 

“宝宝，他把你当好朋友，把自己最心爱的玩具送给你，也是你最喜欢的奥

特曼。你考虑一下，是不是也应该把他喜爱的玩具送给他呢？！你不太喜欢绿巨

人，所以才送给别人？这样不好哦！对待自己好朋友，要送他喜欢的礼物，可能

要拿出自己心爱的玩具才行。” 

儿子沉默了...... 

晚上睡觉前，我看到茶几上摆放着儿子唯一一只我在香港给他买的很大的一

个蜘蛛侠。我明白了，儿子在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决定割爱，把唯一一个心爱

的蜘蛛侠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当时的我非常感动，我为儿子做的决定而感到欣慰。 

马上第二天，就给我儿子买了两个新的蜘蛛侠来弥补他小小的不舍。并和他

说“妈妈觉得你很棒，为了好朋友，割舍了自己唯一一个蜘蛛侠，你真了不起！

所以妈妈要奖励你两个蜘蛛侠，这样你会不会很开心呢？！” 

儿子开心的叫了起来。 

孩子们的第一个朋友，是交友启蒙，一定要好好珍惜哟！ 

 

 



关于培养孩子阅读兴趣的分享 

小二班 许书筠妈妈 

 

一、示范的力量 

孩子的行为是父母的复刻版，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之前，我们首先自问在这

方面是否给孩子做出了身体力行的榜样，是否营造了一个崇尚阅读的家庭氛围？

如果家长在刷手机，却要求孩子静心读书是不现实的。一方面从我做起；另一方

面有条件可以多去图书馆、书店受受熏陶。 

二、阅读的循序渐进 

阅读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培养阅读习惯未必要从正经八百的一本“书”开始。

遵循从易到难，从图片到文字，从游戏书到更正统意义上 “书”的规律。从自

由翻阅立体机关游戏书，到选择带文字的故事书，再到对知识性、科普性的读物

产生兴趣，循序渐进。期间随着注意力和耐心会逐步增强，读物的长度同步增加。 

三、读什么——读物的选择和购买 

阅读内容既要符合孩子发展阶段，也要适合其个人兴趣。通常家长认为孩子

适合读的，应该读的，有益处的，和孩子真正喜欢的都不是一回事。 

1.作为家长首先要正确看待阅读这件事，阅读是私人体验，不需要比较。尤

其对孩子来说，自在愉悦排在有所收获之前。

如果以比较强的目的性为导向去培养孩子阅

读，往往自己心很累却达不到预期效果。孩子

都是很敏锐的，当他们发现“阅读”被赋予太

多功利性、任务性，就会抵触。 

2.因为小孩子阅读仍然需要大量图片辅

助，个人比较重视图片和文字体量的比例以及

插画画风。内容尽可能多地与日常生活和兴趣

点结合（近期计划的旅行、爱看的动画片、幼

儿园学习生活之类）同时，不要以性别框限孩

子的阅读内容。 

3.如果孩子有兴趣，可以适当给看一些摄影集，真实世界和具象画面的感染



力，孩子对真善美的感受力识与生俱来的。成人的书籍，当孩子问起时不要回答

他“这是大人的书，你看不懂。”尽量用他们能明白的语言告诉他们怎么回事，

孩子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会给我们惊喜。 

4.买书的频率，一次不要太多，一方面容易分散注意力，一方面少量多次方

便把握孩子的兴趣点。新买的书先让孩子自己浏览一遍再讲，可以减少迫不及待

翻页，缺少耐心的问题。一般来说新买的书在一周左右最受宠，每天都要看，过

后兴趣渐减，过段时间还是会想起来。真的一时没兴趣也不要勉强，过一阵再试

读。定期和孩子一起整理书籍，帮孩子回想起自己拥有哪些书，或许会忽然萌发

兴趣。 

四、锻炼耐心 

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绝不是仅仅培养孩子，更是在锤炼家长，需要投入非常

多的时间精力和耐心。不要指望孩子认字后家长可以解放，孩子一定还是喜欢爸

爸妈妈陪着读书胜过自己读，亲子阅读自带的高质量陪伴是不可替代的。陪读时

家长要专注投入配合语调表情肢体语言，以及短小的提问联想表演等互动，才能

吸引孩子。家长边看手机边随口读，孩子也一定很快就不耐烦，因为心不在焉会

传染。故事文字比较多时，家长可以在读的时候酌情缩减，短平快，不影响连贯

性即可。 



记一位“半职业煮父”育儿心得 

中二班家长 李斯佳 

 

我的孩子是今年 5岁。她能从 1数到 100，会计算 100以内的加减，能认识

26个英文字母，会唱 10多首各种歌曲。她兴趣爱好广泛，会滑冰、会游泳、会

骑自行车、会讲故事。 

  我为自我有一个这么健康活泼、好学明理的女儿而感到满足和幸福。同时也

很感激一切给予我们帮忙的人。奕真的出生给我们家带来了许多欢乐，初为人父

的我激动、开心后，又有些忐忑不安，不停的思考关于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有时

也会因为遇到育儿困惑而苦恼，可是我会经常反思自我的教育方式，坚持看书学

习最新的育儿理念，向有经验的家长、教师请教育儿方法。以下是我和女儿相处

时的一些心得，我愿意和大家一齐交流分享。 

  一、帮孩子培养兴趣爱好，让她热爱生活。 

  若孩子有自我的爱好，孩子的人生会变得丰富多彩。在兴趣爱好方面，我的

态度是合理引导，尊重孩子。奕真小时候感冒的时候，她看到其她小朋友跑跑跳

跳就很羡慕，于是我决心引导她喜欢的体育运动。经过学习以后，她身体一天天

健壮，几乎很少感冒发烧，偶有感冒喝多点开水就好了。有健康的体魄做基础，

奕真的兴趣爱好就可以有很多的延伸，她喜欢学习画画、滑冰、游泳等等。 

  二、给孩子自我动手做事，让她独立自主。 

我很注意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性格，让孩子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常常告诉

奕真：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早晨起床，奕真自已刷牙、洗脸、穿鞋袜、穿衣服裤

子。在做完自我的事情后，还要适当帮忙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如帮忙擦桌子、

倒垃圾。当奕真发现一些现象很好奇时，我会鼓励她自我动手去做试验，如用肥

皂制作吹泡泡液。 



 配图：孩子们发现新的世界 

三、对孩子以身作则言传身教，让她品质优良 

  我认为，父母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孩子效仿对象。一向以

来，我们家就努力建立温馨和谐的家庭氛围，给孩子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培养

孩子良好的生活习惯比教给她知识还重要。奕真才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就教她：

玩具从哪里拿的，玩过了就要放回哪里去。平时我自我也是这么做，不管什么物

品都要物归原位。奕真从小就养成爱整洁的好习惯，并且她还很爱惜她的玩具。

我们经常当着奕真的面互相表达家人之间的关心。此刻奕真已经很会体贴关心家

人了，每次爸爸妈妈要去上班的时候，不管在干什么，都会跑过来跟爸爸妈妈说

再见，叮嘱爸爸妈妈路上细心！有好东西就想要和家人分享。 

  四、做孩子的知心好朋友，让她心理健康。 

  我和奕真相处时，更多是当她的知心好朋友。我常常和孩子聊天，听她说话

唱歌表演，当她最忠实的观众。每一天放学回来我都会问问孩子在幼儿园的生活、

学习情景。奕真就会很开心的讲述她在幼儿园所发生的一切，有她的小同学、她

的教师、有她学到的东西、有她的想法。这能让我更好地了解孩子的思想，有助

于配合教师对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也锻炼了奕真的语言表达本事。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是成长的见证，我觉得自我是和奕真在共同成长，她是

一天一天在长大，我是一天一天在学着做家长，她的每一天成长都会给我带来新

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