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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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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柳绿荷红初现 

画作提供：境外 B班 Coco 李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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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海棠 

画作提供：境外 C班 Agnes 张若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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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采风 

 
画作名称：多彩的猫头鹰 

画作提供：境外 K班 Allie Lerner 金一然 

 
感谢各班级的热心投稿家长！ 

本期乌南月报责任编辑：小一班吴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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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乌南,后会有期 

境外部 B班 李牧城（CoCo）爸爸供稿 

 

2019 年 6 月 19 日，星期三，乌南境外班迎来他们毕业季的高潮：一场生动

活泼、节奏鲜明、引人目不暇接的毕业演出。 

境外Ｂ班的同学们在虞老师的带领下，也给大家呈显出了高水平的表演：自

信而又大方的报幕；整齐划一的行进乐；活泼可爱的话剧；青春活力的运动表演

以及充满激情的毕业诗朗诵。让所有参观演出的所有家长们掌声不断、激动不已。 

整场演出，充满了阳光稚嫩

的笑脸、清脆悦耳的童音以及精

彩迭出的画面，让整个会场传出

阵阵雷鸣般的掌声、惊叹声和欢

呼声。这应该是家长们对小演员

们精彩表演的欣赏，对乌南各个

老师辛勤付出的感谢，以及对乌

南幼儿园培养理念的赞同。 

 遇见 

三年前，来自不同国家的十几个小天使们汇聚在乌南，他们天真可爱、聪明

活泼而又任性恣意，组成了一个全新的大家庭。彼时，遨遨已经俨然是个大哥哥，

Samual已经开始学习钢琴，准备着未来打动女生，Jasmine、Louisa、O 姐、Angela

优雅大方，Ryan、Cadence、Lianne 活泼可爱，Austin、费小麦、Zoey、Jason

天真伶俐  , 而 CoCo 却依然需要

Alissa 的牵手。后来 Tysen、小 B又陆

续来到了这个大家庭，大家一起疯、一

起玩、一起学、一起比着吃饭快。每天，

这里充满着欢声和笑语，充满着进步和

成长。 

 

而遇见的妈妈爸爸们则是另外的一种亲切，他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和谐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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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集体，相互之间建立沟通群，积极参与幼儿园的管理和各项活动，都极其愿意

分享、无私奉献，如同一团温暖的火焰，散发出无穷的能量，凝聚成合力。 

而这一切，因为遇见。 

 传承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

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在乌南的孩子

们是极为幸运的。作为上海市第一批的

涉外幼儿园，乌南是一所有追求、有个

性、有情怀的幼儿园，乌南用全球优质

的教育资源开启着孩子们的学前教育，

不断开发孩子多元智能和潜能，培养和

引导孩子们的身心健康、快乐学习、互

助分享以及良好习惯。 

乌南的教育资源是丰富的，也是极为优秀的。境外 B班的孩子们，如一只只

轻灵婉翠的小百灵鸟，又如一颗颗刚刚破土而出的小树苗，在虞老师、徐老师、

Tim、Emily、诺诺等老师的日夜呵护、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自由飞翔。她们

对乌南的优秀传承以及追求卓越，给孩子们扣好了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而这一切，因为传承。 

 成长 

沐浴在乌南的阳光下，孩子们每天都快乐地汲取着成长的养分。在这里，孩

子有自己的阳光游戏屋，科学教室，百草园，开启着智慧之旅；有属于小朋友们

的厨房，培养着未来的厨房小

帮手；有来自不同文化的节日：

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

St.Patrick’day 、

Christmas Day 等节日庆典，

让孩子们领略多元的文化特

色；更有多种兴趣组：美术、

围棋、戏剧、国画等等，让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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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们在学习和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翱翔。 

孩子们成长的过程如同涓涓小溪，渐渐汇聚成流。“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在这多元的文化中，境外 B班的孩子们有快乐、有悲伤、有欢笑、有争吵、有着

孩童们成长的烦恼。短短的三年，孩子们已经懂得责任、合作、分享；已经开始

学会独立思考、自主选择、自理体验，在多元和双语的环境中表达自己的观点和

想法；已经对各类活动充满热情、好奇、好问、好学，并建立自信心和积极的自

我认同感；同时开始懂得对家

人的尊敬和感恩，以及对家人

的关心和爱护。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背后

浸润的却是无数乌南人的付出

和努力。 

而这一切，因为成长。 

 放飞 

如同一颗颗蒲公英的种子，

B 班的孩子们迎来了各自放飞

的时刻，带着乌南的气息，你

们或许飘洋过海，或许遥远它方，只是从此，生命中有了更多目送你们背影的目

光。未来的日子里，无论起伏喜忧,你们有了第一个需要回去看看的地方,有了第

一批会想念的人,有了第一次生命中抹不去的回忆。 

一曲《虞美人》，充满着对孩子们的祝福和憧憬，以及对乌南老师们的感恩： 

乌南三年转瞬去，春风卷帘近。 

孺子黄口蒙启智，璞玉浑金良器，须雕琢。 

小荷尖角露将来，追赏寻芳处。 

雏鹰振翅向苍穹，绿柳满院成荫，待他日。 

而这一切，因为放飞。 

有一首深情的歌词中唱道：每次的分离只是为了以后的再相聚。而今，B 班

的孩子在歌声中放飞，未来，也会在歌声中再聚。因为乌南，我们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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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乌南，后会有期！ 

别了，乌南 

——乌南幼儿园 2019年毕业典礼大一班报道 

境内部大一班顾国琛家长供稿 

 

2019 年是非凡的一年，既迎来了祖国 70 周年华诞，也是乌南幼儿园

70 周岁生日。这一届的毕业生是幸运的，参加了无数主题日的活动，也

被全国各地幼儿园的老师们作为标兵参观学习。当然最难忘的是，自己在

舞台的中央，表演喜欢的节目，给老师们、爸爸妈妈们看，展现自己在幼

儿园学到的本领，展现自己

已经慢慢长大，可以展翅翱

翔。 

为了庆祝毕业，大一班

准备了两个节目。分别是

《活力宝贝》和《箱子里的

梦》。在乌南幼儿园“身心

健康、习惯良好、分享互助、快乐学习”的理念指导下，大一班老师设计

了这两个节目，都带有深刻的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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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宝贝”是一个运动类

串烧节目，把小朋友平时在幼儿

园体育锻炼中学习到的各种本

领联合起来，节目开场有 12 位

小朋友，分成 4 组，每组 3 人，

表演叠罗汉，其中 2 位小朋友通

过相互帮助把第 3位小朋友支撑

起来。其余的小朋友则分成 2队，

用单手双脚侧面支撑，类似飞机起飞之势，考验小朋友的耐力。一段音乐

之后，30位小朋友分成跳绳组（短绳和长绳）、篮球组、足球组，轮番表

演。跳短绳的小朋友个个身手不凡、疾如飞燕，不断变换姿势，层出不穷，

令人目不暇接；跳长绳的小朋友，个个翻飞腾跃、上下穿梭，恍如穿过一

道道时光隧道。拍篮球的小朋友，仿佛给篮球施加了魔法一般，让篮球乖

乖的听从指令，背转身运球、胯下运球，双手交叉拍球，每个动作都是那

么游刃有余。踢足球的小朋友，不断带球穿越障碍物，让人们看到了中国

足球崛起的希望！最后，大家又编队进行体育操、人浪表演。 

“箱子里的梦”是舞蹈创意节目，以带有四面图案的立方体箱子作为道具，

小朋友变换箱子的各种形状，一会儿

变成一辆疾驰的火车，一会儿变成展

翅高飞的蓝鸟，一会儿变成草原上的地鼠洞，小朋友从里面探出头来，配合背景

音乐，场面十分活泼温馨。最后欢欢老师着一袭白裙带着优美的舞姿踩着节拍缓

缓舞入舞台中央，带着小朋友一起迎接未来的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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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表演结束之后，虽然已经很晚，但每个小朋友仍然依依不舍。小朋友分

别拉着三位老师一起留影，和老师拥抱。舍不得三年幼儿园时光，感受到即将离

园之后的淡淡伤心，好几位小朋友都流下了眼泪。三年幼儿园美好时光，三年师

生情回味绵长，三年少儿情恋恋不忘！ 

 

 

 

 

唱响毕业诗 

境外部 C班 Qing 妈妈供稿 

 

“三年前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玩具扔满地，还要发脾气 

今天站在这里，还是我自己 

我会唱歌、跳舞、画画、讲故

事，懂得了很多道理 

亲爱的老师、阿姨，我从心底

感谢你！ 

再见了老师！ 

再见了阿姨！ 

我以后一定来看您，向您报告我的学习成绩！ 

„„” 

6 月，我们唱响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毕业诗。从园长妈妈手中接过毕业证书，

心中是高兴喜悦也有种种不舍。高兴的，是我们即将成为一名骄傲的小学生；不

舍的，是即将分别的同学和老师。不管如何，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重要的一天，

是我们生命中一个小小的里程碑；为了这个“大日子”，老师耐心地教我们、我

们一起努力地练习，为的是把我们最好的表演献给爸爸妈妈和老师们，向他们证

明“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一定会成为一名合格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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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在乌南幼儿园的三年，到处

都留下了我们的欢声笑语。在操场上奔跑、

在教室里游戏、在沙水世界探索、在小厨房

做小厨师、在公园和朋友们一起郊游„„ 

每一天我们都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等

着我们；慢慢的，我们也学会了很多本领：

从吃饭穿衣到画画跳舞、从认识字母到独立

阅读、从掰手指数数到学会看时间，这一切

都让我们觉得自己更能干了！（小班合影） 

还记得在小班的时候，

大班的哥哥姐姐们来看望我

们，还给我们带来了各种好玩

的玩具，让我们觉得幼儿园是

个很棒的地方；等到我们大班

的时候，我们也去看望了小班

的弟弟妹妹，给他们带去玩具，

安慰那些还没有适应幼儿园

生活哭哭闹闹的小朋友一一这时候我们真的感觉自己长大了！ 

（大班合影） 

现在，我们即将要告别，我们要把最美好的祝愿送给可爱的老师和同学、

送给亲爱的乌南幼儿园：愿这里永远都充满着欢声笑语，朝气蓬勃！ 

“乌南     乌南    乌南    乌南  

乌南幼儿园 

„„ 

We all share one dream.  

We are fam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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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季不分离 

境内部大二班张芷榳妈妈供稿 

 

每到栀子花盛开的季节，依依不舍的情绪总会停留在校园。每到每年的 6

月，每一个面对毕业季的孩子，总会用各种丰富的活动，让自己变得忙碌起来，

为了掩饰自己淡淡的伤感。 

今年的 6月，大二班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开启了人生的第一个毕业季。从六

一凌晨开始，各种丰富的活动，充满着孩子们的校园生活。 

6月 1日，凌晨夜宿乌南，一早醒来居然在学校，第一次和同学们一起起床，

一起刷牙，一起做早餐，一起用早餐。 

6月 7日，一起端午节包种子，穿着中国传统服装，邀请爷爷奶奶、外公外

婆们一起，最后一次在幼儿园里过端午节，这么有仪式感的过端午节。 

6月 9日，最后一个爸爸节。 

6 月 10 日，一起拍毕业照，很正式很端庄穿着园服的毕业照，孩子们都超

级喜欢穿园服，最好能天天穿。 

6月 18日，一群幸运的孩子，为母校庆祝 70岁生日，大班的孩子们是主力

军，还为母校表演节目，真的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如此幸运。 

6 月 19 日，我们迎来属于自己的毕业典礼，虽然我们是小小的孩子，可我

们大大的演出，震惊了每一位参与的大人们，他们为我们欢呼，为我们鼓掌，更

为我们骄傲，因为我们真的长大了。 

6 月 22 日，人生第一个毕业旅行，乌村——我们来啦。小小的孩子们有了

自己的小小的社交圈，小小的伙伴们之间有属于他们各种的告别方式，作为爸爸

妈妈的我们，真的只能安安静静地做一个陪伴者。 

6 月 24 日，最后一天上学，老天爷爷很帮忙，天气晴朗，我们可以和老师

们一起愉快的打水仗。 

呜呜，最后的签到、最后的洗手、最后的晨检、最后的午餐、最后的小伙伴

们之间的拥抱、最后的回忆。 

顾老师哭了，池老师难过了，徐老师眼睛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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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王子》里，小王子和他驯养的狐狸之间有一段对话。狐狸说：“你每天

最好相同时间来。”小王子问：“为什么？”“比如，你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

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

间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

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所

以应当有一定仪式。”“仪式

是什么？”小王子问。“它就

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

狐狸说。 

毕业季，真的很伤感，感

谢老师们在那么忙碌的 6月，给了孩子们那么多仪式感，给了孩子们那么多幸福，

那么多的回忆。虽然孩子们都各奔东西，但 3年来的朝夕相处，永远不会忘记。 

孩子们大声的对老师们说，“老师们，不要哭。毕业季不分离，我们会常回

家看看，我们会继续汇报成绩，让你们为我们感到骄傲的。” 

 

 

欢乐六月 难舍乌南 

境内部大四班陈顺妈妈供稿 

 

今年的六月对于大班的孩子们来说，除了有六一儿童节、夜宿幼儿园、毕

业舞会、毕业演出和毕业旅行的欢乐之外，还夹杂的对乌南幼儿园深深的不舍

和小伙伴之间即将分别的离愁。初夏六月欢乐多、同窗情谊深几许。 

 夜宿幼儿园，我们长大了 

又到一年毕业季，大班的孩子们临毕业前都会参加一次特别有意义的夜宿幼儿

园活动。毕业班的孩子们第一次离开父母，一起过夜。由上海市特级教师、乌

南幼儿园园长龚敏当年首创的“夜宿幼儿园”，如今成了每个乌南孩子毕业前

最期待的一件事。夜宿幼儿园活动中，孩子们进行了欢乐的睡衣秀，还跟随老

师们夜探幼儿园，自己换衣、刷牙、学会放开父母的双手，安然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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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节日 

夜宿幼儿园的第二天清晨，孩子们一觉醒来就收到了园长妈妈送来的六一

儿童节礼物——文具礼盒，男孩蓝色的、女孩粉色的。园长妈妈和各位老师一

定是希望即将成为小学生的孩子们将来都能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孩子们笑逐

颜开，难忘了大班毕业活动、快乐的六一儿童节。 

 

 毕业典礼，精彩难忘 

毕业季的重头戏，当然是孩子们的毕业典礼。经过老师们精心的策划、辛

苦的排练，6月 19 日下午一场令所有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孩子们感动和难忘的毕

业典礼在南洋中学大礼堂举行。看到孩子们依次排队上台领取毕业证书的瞬间，

好多家长都热泪盈眶；看到

孩子们在舞台上自信满满

地表演行进乐、《诗书中华》

和《精忠报国》等节目时，

大家为孩子们或儒雅的风

度或飒爽的英姿，拍手鼓掌。

一张张认真演出的脸庞，一

抹抹天真无邪的笑容，真是

一场精彩难忘的毕业大戏！

感恩乌南、感恩乌南的老师们、感谢遇见！ 

 毕业旅行，我们在一起 

毕业典礼后休整了两天，我们一起参加了家委会爸爸妈妈们为大家精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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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安排的毕业旅行。安吉，我们来啦！ 

大家参观了安吉竹博园，亲手栽了一盆可爱的竹子盆栽带回家。“竹子开花

节节高”，美好寓意带给每一个大四班的孩子、每一个乌南幼儿园的孩子。射箭、

骑马、游泳、歌舞表演，

酒店里的各项游乐设施大

家也玩得很开心。晚餐时

间，孩子们看到饭店里有

个舞台，纷纷跑上舞台边

唱边表演起了《精忠报国》

的节目。两天的毕业旅行

时间太短，大家依依惜别、

难舍难分。 

因篇幅有限，还有太多有趣好玩的内容（毕业舞会、纪念相册等）不能在

此一一描述。每位家长的心中都充满了对乌南幼儿园老师们、大四班家委会爸

爸妈妈们的感谢之情。感谢大家三年来对孩子们的教导和培养、感谢大家对孩

子们各项活动的支持和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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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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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Frozen （冰雪奇缘） 

画作提供：境外 I班 Jackie De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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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清凉送绿荫之升班仪式 

境内部中一班张乐怀爸爸供稿 

 

乌南的孩子们像太阳下的小树苗，茁壮成长。在这清凉的六月，我们一同见

证：快乐的中一班小树苗们升入大班啦！ 

爸爸妈妈们认真准备了丰富的节目，

作为礼物献给所有的孩子们。妈妈们把

祝福化作《小纸船的梦》，用深情融入每

一句诗词： 

“它牵引着我的目光，一直到看不到的

远方„说不定会有那么一天，你当上了

一名船长，到那时候也不会忘记小纸船，

它漂呀漂在小河上„载着我们的梦想„”字里行间，透出无尽的母爱 

平日刚强的爸爸们在合唱《真心英

雄》后献给大家的话，是我们最真实的

心声：“我们未必是英雄， 但真心始终

未变！” 

表演之后的各种亲子游戏，有趣又

有深意。平日忙于工作的父母，也卸下

了领带、高跟鞋，和孩子们尽情欢笑，

用热情和快乐填满了乌南的校园。 

拔河比赛：爸爸妈妈各顶半边天，让

孩子知道团队合作才能胜利 

亲子足球：孩子们努力奔跑，爸爸们

即是队员亦是教练，有意无意地为孩

子们献上助攻的一脚。 

在这清凉的六月，父母和孩子们携手

快乐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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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K Promotion Ceremony and Reflections from a Parent 

Gianluca's Father，Class K 

 

On the 21
st
 of June our children suddenly graduated from Class K 

 

In the picture you 

can see them 

looking like angels, 

Ms Echo, Ms Anna 

and Ms Liu, 

effortless smiling 

as if there was 

nothing 

extraordinary about 

keeping the children quiet and in place. It felt very strange to realize suddenly how 

quickly the year has passed and how quickly they are growing. It‟s already time for 

promotion! How often I hear the sentence from my son: “I want to grow up!”. Here he 

has achieved his very first step in growing up.  

Under the careful watch of the teachers and the staff a lot of things went by in a blink 

this year. Rushing to school late, dragging the kids when they definitely didn‟t want to 

go to school, carrying their favorite toys that they really could not leave at home. And 

also, hospital runs, cuts and bruises, tears and smiles, and a lot of hugs and kisses. I 

would like to tell my son that he should not grow up quickly, that this is the best 

moment, for them and for us parents; but then I remember how badly I also wanted to 

grow up, how badly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all the experiences that were waiting for 

me. Growing up means riding a bike, watching TV as much as I wanted, going out 

alone and not having to go to school every day was everything I wanted, and no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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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ld have convinced me otherwise. 

So finally this exciting day for our kids arrived. When we arrived on campus the kids 

were already getting ready for the ceremony, I was not sure that they were fully aware 

of what was going on, but they could certainly feel that something big was being 

prepared for them.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eremony the kids sang a few songs and 

danced to the music. I realized that I had seen the same dancing and music many 

times (when we arrived late in the morning), that was preparation for the ceremony. 

The kids behaved differently during the songs: the majority was happily cooperating, 

singing and making all the moves; a few grumpy kids were not dancing nor singing; 

some others (like my son) were in a world of their own and creating their own moves. 

Ms Echo, without hesitation or any sign of frustration put him back in place, showed 

the kids how to move and sang with them. Most of the kids after some encouragement 

start cooperating, others (like mine mentioned above) keep on roaming around 

requiring some extra work from Echo to put them back in place. Once the singing part 

finished it was time for the real promotion. The kids were called one by one onto the 

stage, and awarded the promotion trophy. Our first trophy, we were so proud! Nobody 

failed! Great job to everybody and to the teachers.  

Now it was time to 

play! We started 

with a chariot 

competition. After 

a few discussions 

on who was 

supposed to drive 

the chariot we 

started a tough 

competition with our friend Maxima. I was told that that I lost, but it was still fun. 

Now it was time to jump in the circle, with both feet! And finally, the teachers pulled 

out the big colored sheet in the picture, and it was time to really go crazy. The ki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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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med to really appreciate the new found freedom and started running around, first 

below the sheet and then on top of it. It was an explosion of colors that filled up their 

eyes and mind with joy despite the grey weather. 

At the end of the ceremony, we took home our trophy, our memories of laughter, 

friendship and love. Who knows if they will ever remember their first graduation, 

who knows what will be the impact on their lives, who knows if they will see these 

friends again in a few years? I found myself wondering, is this promotion really for 

them or for us? Who is going to learn the most out of these parenting experiences and 

all the thinking about education, whose life is being more affected and changed? 

When I was at the kindergarten I didn‟t care about activities, lessons, classes, but now 

I do. My son is my teacher and now I really listen to what happens in class and what 

are the lessons about. Thank you Wunan for teaching me all this, Gianluca has still a 

lot to go through and probably still cannot make the best out of all the classes, but we 

should. 

A special thank you to Ms Echo for hugging the kids every morning, to Ms Anna for 

being always patient and smiling, and to Ms Liu for taking good care of them all. 

 

 

 

粽情端午 艾香乌南 

—乌南幼儿园小三班浓情欢度端午节 

 

境内部小三班 李灵睎妈妈供稿 

 

五月五，到端阳，碧艾香蒲处处忙。端

午节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为弘扬传

统文化，让小朋友们体验“端午”的民俗和

民风，乌南幼儿园小三班的小朋友于 2019

年 6月 6日开展了一系列“粽情体验，浓情

端午”的主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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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当天，小朋友们身着唐装汉服，

仪式感满满，亲手体验了做香囊、绿豆

糕，和哥哥姐姐一起插艾叶，观看了阿

姨们包粽子的全过程，体验到了彩线轻

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的场景。 

随后，小朋友们来到小白楼模拟划

龙舟：红色的绸缎做舟、硬纸壳做的龙

头和龙尾，虽然简单却也不失可爱，宝贝们喊着：“吃粽子、挂香囊、龙舟戏水

喜洋洋”的口号，想象着泛舟水中，玩的不亦乐乎！本次端午系列活动中不仅让

小朋友们了解了艾草有驱赶蚊虫的作用，还知道了端午节吃粽子的来历，并在动

手操作中共享传统节日带来的乐趣，在浓浓的节日气氛里了解了端午节的传统习

俗。 

 父亲节的礼物——爱要大声说出来 

在这夏日炎炎的六月里，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伟大的节日——父亲节。父爱

如山，深沉而含蓄。为了让

孩子们学会感恩父亲，表达

对于父亲的爱意，小三班的

小朋友们在“父亲节”即将

来临之际，给爸爸们精心准

备了爱的贺卡。大家可别小

看这张贺卡，这是每个孩子

用心铸就，亲手用花瓣型的卡片叠出爱心的形状，并在卡片上画了脑海中父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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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然后用纽扣和领结装饰成爱心衬衫，最创新的地方在于这是一张会说话的

贺卡，孩子们用萌萌的声音说出“爸爸我爱你，祝你父亲节快乐！” 

老师们很用心地将孩子们的声音录下来并制做了小程序，只要爸爸们扫描贺

卡上的二维码，就能听到宝

贝们祝福。这张小小的贺卡

承载着孩子们对父亲深深

的爱，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但当爸爸们听到萌宝们的

祝福后纷纷表示老泪纵横，

感动到泪奔啊！ 

 

 忽而今夏 你已长大—小三班升班仪式顺利举行 

6月 21日幸福小三班在乌南幼儿园小白楼举行了“我们长大了”升班仪式

活动，全体幼儿和爸爸妈妈们还有老师们共同见证了这一美好的时刻。 

宝贝们首先带来了集体歌舞表演

——《小小蛋儿把门开》，宝贝们分

成四组，分别是小鸡组、小乌龟组、

小恐龙组、小鸭子组，各组萌宝们分

别穿上四种动物服装，憨态可掬，加

上可爱的演唱和动作，真是萌坏了在

场的家长们。 

紧接着，大屏幕上放出了宝贝们这一年在幼儿园的点点滴滴，视频中各种活

动掠影让宝贝们在幼儿园生活的一幕

幕再次展现在爸爸妈妈眼前。孩子们一

起回忆了自己是哭鼻子娃娃到现在能

跑能跳、从牙牙学语到现在能说会道、

从腼腆害羞到热情大方，经过一个学年

的幼儿园生活，孩子们又迈出了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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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步，长大了不少!随后，班主任章老师和居老师给孩子们颁发了升班证，宝

贝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上小舞台，亲切地向两位老师鞠躬感恩，台下掌声雷动。 

接下来，爸爸们和小朋友们一起

合唱共舞《爸爸是超人》，妈妈们在

台下观看，很多爸爸的动作还不如小

朋友熟练，宝贝们在爸爸面前无比自

信，父子与父女的组合配合默契，大

家沉浸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最后，爸爸们和孩子一起制作纸

飞机放飞梦想，大家把自己的梦想和对未来的期待写在纸飞机里，宝贝们带着爸

爸妈妈到草地上尽情放飞，所有美好的愿望与祝福随着纸飞机一起飞向蓝天„ 

宝贝们纷纷表示：我们长大了，不

再是小时候哇哇大哭的小宝宝，变成了

一个个懂事的哥哥、姐姐，学到了很多

本领，变成了幼儿园里棒棒的孩子！我

们还要照顾未来新入园的弟弟妹妹们，

把这份喜悦传染给他们。 

 

 

 

 

 

 

 

 

 

放飞梦想，快乐成长 

--CLASS E 升班歌舞联欢会 

James妈妈，Class E 

时光荏苒，一转眼 E班的孩子们即将结

束中班的学习，要升入大班成为乌南的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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姐姐们了。今天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用自己的歌声和舞蹈，庆祝升班。 

首先郭老师和 Teacher Andrew 拉开了演出的序幕，我们为爸爸妈妈们准备

了很多精彩的歌舞：学猫叫，春晓，爸爸去哪儿，啦啦操，we will rock you，

当我们刚往舞台上一站定，台下的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们就举起手机相机，不停

地给我们拍照，他们瞬间成为了我们的粉丝。还有一些小朋友表演了自己的才艺，

有的跳印度舞，有的弹钢琴，有的变魔术，还有的表演跆拳道，我们班的小朋友

们真是多才多艺啊！接着，我们老师们一起深情地朗诵“感知成长的神奇”，还

朗诵了一首英文诗歌，台下的家长们纷纷泪目。是啊！孩子们在不知不觉中，从

嘤嘤啼哭的小娃娃长成了翩翩少年。最后，

我们还和爸爸妈妈们一起玩了亲子小游戏：

两人三足，礼堂里充满了欢声笑语，联欢会

在热热闹闹的气氛中结束了。 

在联欢会上，我们看着郭老师认真领舞

的背影，十分感动，孩子们的每一分进步，

都离不开老师辛勤的工作，正是乌南老师们

用爱心、耐心、责任心照顾着孩子们，爱护、

鼓励孩子

们，把这

份乌南教育工作者的爱渗透到了孩子幼小的

心里，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乌南人。 

本月 18 日，正值乌南 70周年华诞，乌南

幼儿园已长成了一颗 70 年的参天大树，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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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春天倚着您幻想，夏天倚着您繁茂，秋天倚着您成熟，冬天倚着您沉思，而我

们家长倚着您，安心！乌南，是个五彩的乐园，是苗壮的土地，这里是父母的希

望，娃娃的摇篮，乌南的老师们用闪烁着智慧的灵光，用太阳般光亮的音容，用

饱含着灌溉的心血，用清风拂过的深情，为小苗抽芽，为绿叶撑伞，为花儿怒放，

为鸟儿飞翔。Class E 全体师生家长祝福乌南生日快乐! 

 

 

 

我们长大了，乌南哈哈 2班升班典礼 

境内部小二班陆煜杰妈妈供稿 

 

“感谢亲爱的爸妈，给我挡风遮雨的家。为我做香喷喷的饭菜，陪伴我长

大„„”大宝幼儿园毕业典礼的一首大合唱

《感谢》余音袅袅，一转眼小宝在幼儿园已

经度过了一年的欢乐时光。6 月 20 日恰逢

父亲节之际，乌南幼儿园哈哈 2班在老师们

和家委会的精心组织下，举行了隆重的小班

升班典礼。 

精心布置的会场，静静的期盼着宝贝们。

闪亮登场，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在老师和爸爸妈妈们的声声祝福下，

宝贝们经过一年来的快乐成长，就要成

为一名中班的小哥哥小姐姐。仪式感十

足的颁证活动，让宝贝们收获的不仅仅

是喜悦，更重要的是在短短的一年里养

成的优良品质和良好习惯。 

 

在宝贝们深情的“爸爸我想对你”演说

中拉开了典礼的亲子活动环节，宝贝们

和爸爸们的互动游戏更是把典礼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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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潮。 

 

“感谢亲爱的老师，教导我无穷尽知识，指引人生迷惘方向，陪伴我长大。”美

好的时光是短暂的，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石头老师因为工作安排，继续在小

班级组工作。我们感激可敬可爱的老师们，正是你们用心呵护着我们的孩子，记

得宝贝时不时的蹦出一句“妈妈我给你槌倕”，是你们用心血和汗水浇灌着宝贝

们。同时我们深深的相信，乌南幼儿园为培育“身心健康、习惯良好、分享互助、

快乐学习”的育儿目标，

一定会让宝贝们迎来一份

有一份收获的喜悦。 

 

 

 

 

 

 

 

 

乌南 孩童梦想的成长家园 

境外部 D班孙鸣元妈妈供稿 

 

六月，绿意茵茵，空气中开始弥漫初夏的气息。 

与初夏喧闹和热烈气息相呼应的，是乌南境外 D 班的小朋友们欢喜地迎来

了升班典礼和亲子运动会。“红白蓝”的西服领带们和丸子头百褶裙们相互映衬，

配上一律的喜逐颜开， 在告别中班前，不经意间定格下一幕幕最扣人心弦的瞬

间。 

镜头一：孩子们张牙舞爪又热力四射

地边舞边唱，一只只活脱脱是歌谣里的大灰

狼，诙谐的歌词和充满喜感的曲调，释放出

十足的率真和童趣，让人忍俊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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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头二：“超人爸爸”们上场啦，标准的俯卧

撑动作向孩子们展示了爸爸的力量和敏捷。你听说

过“爸爸桥”吗？D 班的爸爸们一个挨着一个，手

脚撑地组成了倒 V形人桥，稳稳的桥身和桥墩给孩

子们提供了安全感，男孩女孩们排着队轮流从“爸

爸桥”下穿梭而过，撒下一串串情不自禁的欢笑声。

此时此刻，这一份喜悦里包含的体温和默契，是任

何乐园里的器械游乐项目都无法比拟的。 

镜头三：一张张瑜伽垫上，“瑜伽妈妈”

带领着男孩女孩伸展肢体，动作里能看见

“猫”，“八爪鱼”，“小青蛙”，“游泳达人”。。。

成人的瑜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变身为创意

儿童瑜伽，让孩子们在活动身体的同时体验

到瑜伽和冥想的魅力。 

 

镜头四：气氛最热烈的亲子游戏环节登场了。“二人三腿”，“力拔山河”孩

子和家长自发组成联盟齐心协力，现场欢声

笑语不停。无论年龄无论身份，每个参与者

都非常享受这样的亲子时光，输赢成了游戏

的附加值，亲子互动的过程才是最大的收获，

这无疑是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真实写照。 

镜头五：在孩子们纯净的歌声中，升班

典礼中的颁发勋章仪式开始了，孩子们齐刷

刷用热烈的眼神凝视着老师们，凝视着被读

到名字上台领到升班勋章的同学。这是每

个孩子独一无二的高光时刻，是欣喜是赞

叹。每个孩子都带着心满意足，反复翻看

和抚摸着属于自己的升班勋章。美好的仪

式赋予孩子们“成长”的意识和成人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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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长的“尊重”和“肯定”。 看，镜头中孩子们的笑意吟吟是多么令人感叹。 

龙应台在《目送》中，用孩子的背影告诉我们，童年时光的弥足珍贵和孩

子成长过程中每一步的渐行渐远。愿我们所有人能珍惜当下的光阴，用心陪伴，

让孩子们在渐行渐远的成长过程中眼中有远方，心底有爱意，身后有来自父母永

远的信任和支持。 

 

 

 

Move-Up, Move-On 

Chris‟s Mom,Class J 

 

June is such a lovely month – 

everything looks so lively in our 

kindergarten when summer is getting 

closer. The plants turn greener and the 

flowers are so bright. We had a lot of outdoor activities as the weather is so beautiful!  

It is also a busy month for all of us as usual with playing, painting, reading, cycling… 

And most of all, we have been so busy preparing our year-end ceremony! Our 

teachers told us that after the ceremony, 

we will no longer be in 小班– we will 

become „big sisters & brothers‟ in the 

coming semester. It sounds so exciting! 

We practiced the „Baby Shark‟ dance at school and prepared a family show with our 

parents at home. When the Big Day comes, it is show time! We enjoy watching the 

show presented by other classmates and proudly demonstrated our own when it is our 

turn. There are just so many of them: magic shows, 

dramas, „two cellos‟, floss dance, ballet dance, 

singings… even our teacher prepared an amaz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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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monica performance.  

 

The most fun part is our Daddies‟ show – they let us 

guess what animal they are by making some funny 

movements and in the end they have even prepared 

water-guns and we have to run round and round the 

performance room to escape from the water. You could 

hear our 

laughter from a mile away. Thank you, 

Daddies – biggest hugs to you as the present 

for the Father‟s Day!  

In a week or so, we will also start our 

summer vacation – it is supposed to be a 

very long vacation. We will definitely miss 

each other and see you all in the coming 

September! 

 

 

难忘的升班典礼 

境外部 H班 Anabelle妈妈供稿 

 

6月对于小班的孩子来说非常的意义重大，他们即将从小班的小朋友升班到中班，

在班主任李老师的精心准备下，H 班在 6 月 22 日迎来了令他们难忘的精彩的升

班典礼！小朋友在下午点心以后 爸爸妈妈们都回来到了班级里面和小朋友们一

起走到了乌鲁木齐路校区 参观了室外游戏区，孩子们的小厨房，然后来到了楼

顶的小小实验室，孩子们看到了新奇的显微镜漂亮的厨房 ，阅读区好多好多的

图书，最后来到了超大的室内活动运动室，他

们见到眼前新奇的一切，开心不已，立即迫不

及待的玩了起来，最后孩子们在老师的引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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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了三楼的多功能会议室，Renee 爸爸上

台代表多有的家长讲话 ，激动不已的告诉

孩子们，他是多们激动的看到孩子们一路成

长，从牙牙学语的小婴儿，到当初来到乌南

幼儿园，宝宝班，小班，看到孩子们在这一

年多时间的成长，变化，时间飞快 我们的孩子们要迎来了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升

班仪式，爸爸感动到有一度哽咽。 

接下来孩子们们在 Kate老师带领下 演唱了英语歌曲，又在李老师带领下演

唱了北极熊等歌曲，台下的爸爸妈妈们看到了孩子们的可爱的表演，开心到无法

言表，不停用手机记录下孩子们精彩的表演！ 

表演过后是老师们给每个孩子颁发申办典礼奖牌的时刻 每个孩子们一次排队上

台来到老师跟前戴上奖牌 又转身跟台下的爸爸妈妈们鞠躬，家长们看到这一刻 

激动不已！ 

到了最后的游戏环节，李老师精心设计了 两个

亲子互动小游戏，看着爸爸妈妈们努力的跟孩子

们一起融入在游戏中 ，整个教室在快乐的爸爸

妈妈孩子们 老师们的笑声中，到处洋溢着满满

滴快乐和幸福感，看到这一幕，最为家长的我们

要由衷的感谢这一年多来 乌南所有中外 所有

保育员阿姨，包括门口每天招呼保护孩子们的保安叔叔们，整个乌南幼儿园校园 

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为孩子们付出满满的爱，我们

的孩子们是无比幸福的，幸运的，可以在这样一个

漂亮充满爱旳学校中学习生活！ 

今年是乌南幼儿园 70 周年的校庆，我们小班的孩

子们虽然小没有参加演出，但是都感染到了乌南幼

儿园浓浓的校庆气氛，观看了直播校庆演出，乌南

老师们还给每个孩子们定制了精致的乌南小熊，孩

子们更是每天都抱着小熊，爱不释手！ 

暑假已经来临，期待着我们的孩子们在经过愉快的暑假后继续来到美丽的乌南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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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继续学习更多的本领！期待着！感谢乌南幼儿园！感谢乌南的所有老师们! 

难忘升班季 

            境外部 F班 JiFan 妈妈供稿 

 時光荏苒，很快地就到了学期的最后一个月，孩子們在烏南幼儿园愉快又充

实地度过了一个学期、即将升上大班，真是令家长們既兴奮又緊张。 

現在就來回顾孩子們是怎麼在烏

南度过充实的 6月。首先是慶祝六

一儿童节，老师跟孩子們准备了可

爱活潑的舞蹈並且享用了自助大

餐，相信他們在学校度过了快乐又

好玩的一天。 

 接著是选擇性課程的开放參覌日，相信家长們都藉由參覌活动，了解孩子在

学校如何參予了选擇性課程。 

 本月还有父亲节，孩子們都亲手作了祝賀的卡片，相信每个爸爸們收到了，

一定也是覺的很暖心，也谢谢学校安排让孩子們能重視家庭成員的节日。 

 本月最精采的就是升班的活动，首先由孩子們的动感走秀拉开了活动序幕，

孩子們也換上了动感活力的体育裝，一对对走出來活像一个个時裝小模特，相信

这个時刻所有的相机都是

按快門按个不停。走秀活

动結束后接著是快乐活潑

的舞蹈表演 HockyPocky,

看著孩子們在舞台上跳上

跳下，做出各种动作，相

信老师花了很多時間的排

練才能有今天这麼棒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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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接著是詩歌朗頌《我长大了》，听著他們鏗鏘有力，一个字一个字的发出音

來，娓娓道出了非常符合升班心情的长大感言，听了也是非常感动，沒想到真的

长大了呢！ 

 其中还有穿插了一些有趣的团体活动像是让爸爸們做像是伏地挺身的动作，

让孩子們从身体下面爬出去、还有‘兩人三腳’让其中一名家长的腳和孩子的腳

綁在一起走路，还有让兩个孩子一个隊，背

靠背把球背著运送走一圈，相信都成為了家

长和孩子們的珍貴回憶，以后回憶起來都会

覺的特別好玩特別有趣。真心再次感谢所有

老师們对于此次活动的用心安排以及幫助。

也让孩子們了解了自己即将升上大班展开

一场新的学习旅程。 

 

 

 

我们长大一岁啦！ 

境内部小一班 吴将妈妈供稿 

 

朱自清说：“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

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

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当学生的时候，读此文，那时只觉得朱自清大师

把虚幻的时间具体化，文笔在一朝一夕之间描绘清楚的写作功夫实在了得，却并

无太深刻的体会。等到自己为人父母，眼看着孩子随着生活本领一点一滴的进步

而长大，才深深的体会到日子流逝的神奇和美妙。 

孩子们随着日子的流逝慢慢的长了，在月龄尚小，懵懵懂懂的刚接触集体生

活的时候，长大的速度尤其显得明显。老师们和家长们给我们快乐一班的孩子们

准备了一个有仪式感的成长纪念活动，小一班的孩子们在欢乐的升班活动中，从

小一班的弟弟妹妹成长为中班的哥哥姐姐啦！ 

孩子们在家长们面前载歌载舞，有自信大方的走秀表演，有活泼灵动的蓝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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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歌舞。在家长和孩子们的互动环节，还有爸爸们的精彩炫球技节目和妈妈宝宝

一起参加的亲子跳绳活动。 

班主任季老师因为

园部的工作安排，不能陪

着孩子们一起升入中班，

家长们非常感谢和不舍

季老师像妈妈一样的悉

心、耐心地照顾每一个孩

子。孩子们和家长们对季

妈妈的感恩之情永远记

在心里，祝福季老师在新

的工作岗位上取得更大成就！同时，请季妈妈常回家看看，孩子们和家长们永远

记得您是孩子们入园启蒙的第一任老师！同时，也感谢园部给我们安排如此优秀

的老师！乌南的师资绝对是行业中的标杆！ 

恭喜孩子们长大一岁啦！长大是童年里非常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看到孩子

们长大一岁也是家长们最幸福、最开心的事情！祝福小一班的孩子们在新班主任

王老师、宋老师和郑阿姨的带领下自信看、快乐的步入中一班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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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名称：双层房车 

画作提供：境外 J班 Noah C.Jiang 江程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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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果实 

境内部中四班杨澔辰妈妈（魏震）供稿 

 

中四班的小朋友何其有幸，在这个夏天迎来了乌南幼儿园 70周年园庆。“70

年的风雨征程，桃李芬芳，70年的以爱先行，正在路上”。为了庆祝这一有意义

的时刻，中四的家长们早在 5月末，就自发组织了热情洋溢，而又别具特色的庆

祝活动。家长和小朋友们来到位于松江的辰山植物园踏青。翠绿的草地上搭起了

五彩的帐篷，大朋友和小朋友们开展了各式各样的亲子游戏。孩子们用画笔和手

掌在几十块白色的画布上，用最璀璨的色彩，完成了他们对乌南 70周年的献礼。

不一会儿，一张 40 平方米的大型乌南献礼画卷《爱我乌南》徐徐展开，宝贝们

站在这件作品前，无人机徐徐升起，记录了这充满仪式感而又温馨的一课！正如

孙爸爸所说，”时光清浅，岁月流转，

盗不走乌南的容颜和芳华! 往事如烟，

岁月无痕，几经洗礼，愈发熠熠生

辉！” 

 

进入 6 月，中四班就迎来了升班

的典礼的筹备工作，在老师的带领下，

家委会成员的努力，和每一位家长的

积极参与下，这次升班典礼举办得非

常成功！宝贝们嘹亮地唱响《大海啊！

故乡》，悠扬的旋律伴随着小朋友的舞

蹈，流淌到舞台的每一个角落；爸爸

妈妈们带来的歌曲串烧《童年协奏曲》

同样精彩；正所谓，“只有民族得，才是世界的”，老师和小朋友们精心准备的中

华民族时装秀，再一次辉映了乌南“具有中国心的世界小公民”的教育理念；孩

子们表演的舞台剧《三只蝴蝶》和《沪语童谣》，让台下的爷爷奶奶们笑得合不

拢嘴，纷纷拿起相机拍照，为孩子的精彩表现打 Call！而爸爸妈妈们的表现也

不逞多让，活力四射地舞蹈《好宝宝天天向上》让现场充满尖叫和掌声；而诗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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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以爱之名》，则表达了全体家庭对老师们辛苦付出的感恩。节目在全体中四

班小朋友们的《萤火虫》舞蹈表演中，走向高潮，孩子们仿佛精灵从梦幻中走来，

眼前好似真的飞过一只只萤火虫，轻盈灵动，憨态可掬。只有中四班的老师，家

长和每一位孩子才知道，在这一

场精彩的表演背后，有多少老师

的辛勤指导和孩子的努力练习，

而我们家长们也被这种氛围带

动，全程参与了每一个环节，很

多家长也为此奉献了自己的舞

台首秀。 

6月 27日，中四班的同学们

和老师们一起在小操场上，放飞

了气球，为乌南 70 周年再此献

礼，也纪念大家在淮海园度过的

时光，再过一个暑假，大家都要

离开淮海园，回到衡山园去进行大班的学习和生活了。转眼间，在乌南已经度过

了两年的光阴了，多么庆幸，当初选择了乌南，没想到孩子和乌南幼儿园的相遇

竟有着这样化学实验般的神奇反应。多么庆幸，我们有着这么多价值观一致的家

长，让我们在陪伴孩子同时，也收获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长，感恩乌南，感谢老

师，爱在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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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好帮手 乌南宝贝展风采 

境内部小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6 月 5 日，乌南幼儿园小 4 班的小朋友们来到天平街道文化活动中心，有

幸代表乌南幼儿园参与到主题为“文明之育 天平德育圈在行动”世界环境日文

艺汇演中，为观众们呈现了一次精彩的演出。 

作为演出的开场节目，宝贝们个个化身为环保小卫士，为大家带来了儿歌

表演《小卫士 向前冲》，旨在传递垃圾分类的绿色环保理念，倡导“保护环境 人

人有责”的城市主人翁精神。尽管是

全场年龄最小的表演者，但宝贝们在

舞台上毫不怯场，尽显自信与活力，

出色的表现获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

这次演出，宝贝们在老师和家长的帮

助与关心下，认真演唱、紧张排练，

做了相当充足的准备工作。通过这次

表演，宝贝们不但对垃圾分类的知识

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与认识，通过自

己的实际行动助力垃圾分类的宣传推

广工作，也第一次在园外展示属于他

们的满满能量和卓越风采。让我们为

宝贝们点赞，你们是最棒的！ 

 

 

 

 

 



39 

 

爱无言，伴您成长 

境内部中二班 刘鲁畅爸爸供稿 

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间，孩子已经从到一个哭闹着不愿意去幼儿园的孩子，

变成了周末都期盼去幼儿园的勤劳学生。 

 

从哭着不愿来幼儿园到主动高

兴来园；从什么事都要大人帮忙到

能独立穿脱衣服；从遇到困难就发

脾气到寻求帮助；从需要别人帮助

到主动帮助别人„„点点滴滴，父

母们，记忆犹新！ 

 

小班一年，孩子带给我们的惊喜无处不在，孩子唱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乌南幼儿园的园歌，无不出我们意料之外。而我们听到孩子的歌声，感受到

孩子好的成长，也感受到在幼儿园里他的快乐，而快乐的根源来自于老师和同学

们。 

中班以来，孩子在老师的教育下，学习了很多常识和道理，有时会突然讲出

十二生肖，扔垃圾时会让我们垃圾分类，会说保护花草，会主动的整理玩具，我

们眼见着孩子的进步。 

 

匆匆两年，得益于老师们的陪

伴，用老师无私的大爱，精心

教育着我们的孩子，把爱渗透

到孩子幼小的心里；在老师们

辛勤的培养与备至的关怀中，

孩子一天天长大，让我们真切

地感受着一点一滴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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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爱无言，我们

慢慢来， 等待孩子花多的

惊艳；给孩子几分钟，给自

己几分钟， 用无言的爱，

陪伴孩子的成长。 

 

 

 

 

 

多一点关爱 多一点成长 

境内部中三班 吴昕核爸爸供稿 

 

记得有一首歌：爱我你就陪陪我，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夸夸我，爱

我你就抱抱我。 

一、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 

由于工作原因大多数家长都没时间陪孩子，孩子总是跟着老人。像我们家

只要我一有休息时间就带着孩子出去转转，尽量多点时间和她在一齐，让老人

也有点私人空间。我能够讲个好听的故事给她听，和她猜谜语，听她讲学校的

人和事，我还会和女儿讲我学生时代的事。把孩子当做一个朋友一样交谈，当

然这种交谈是相互平等的。有时候孩子会“童言无忌”。 

二、孩子表现优秀时要多鼓励。 

我们小核桃从小性格就比较内向，说话声音小小的，看上去太“嫩”没有

别的孩子那么出道。有一次她要和我玩上课的游戏，我就趁这个机会做了一回

“教师”，用家里的电子琴弹了一首《泥娃娃》的歌，小核桃摇头晃脑地唱完了

整首歌。“小核桃唱的很棒啊，歌词唱的很对，可能在学校唱歌你声音太小了教

师听不到，要是声音再大点就更好了”我试着鼓励她一下。孩子听到赞美的话

更起劲了，要求再来一遍，显然第二次唱的更好更有自信了。 



41 

 

三、对孩子不能光靠“纸上谈兵”。 

每一天我下班回到家，都会看到小核桃在和弟弟玩，小核桃看到我回来都

会去接我。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说：“爸爸，我想你了。”“我也是”然后会

抱她一会再去忙自我的事。这是每一天的必修课，拥抱是表达感情最简单最直

接的方法。 

每个孩子都有自我的特性。我家小核桃是比较乖的小孩，天性很难改变。

但也有不听话的时候，遇到不称心的事情就会大哭，闭着眼睛叫的很响，眼泪

很少的那种。每次遇到她无理取闹我就狠狠心不理她，让她一个人喊到没劲再

好好讲道理。但不是每次都能成功，等她平复心境再重提旧题时，她就像受到

天大的委屈一样泪眼婆娑一发不可收拾。几次下来我就觉得是我时机没有把握

对，再晚一点旧话重提也许效果就不一样了。 

总的来说，对待孩子要像对待自我一样，想想我们小的时候也是那般淘气，

大人看来很幼稚的事情我们小时候也干过，总想有人能够陪自我说话做游戏，

自我有了想法总期望父母能够理解自我，换位思考之后处理孩子问题就容易多

了 

 

 

我们升班啦！ 

境外部 I班 Timothy 妈妈供稿 

 

 过了六月就将迎来欢乐暑假，转眼孩子们已经在幼儿园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

光，小班同学们将要变成中班小哥哥小姐姐了。 

 学期末的升班仪式是大家都非常期待的时刻。看着

自己的孩子一张张稚嫩的脸，上台从老师手上接过升

班证，感觉他们一下子

长大好多，很多妈妈都

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小

朋友们在老师们都带

领下表演了《5 Lit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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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keys》和《找朋友》，爸爸妈妈们也投入地表演了魔术、舞台剧《摩登班三只

小猪》、大型舞蹈《Let It Go》，升班仪式俨然就是一场欢乐的派对。小朋友们

开心的表示，下个学期就要去 big campus做哥哥姐姐啦！ 

孩子们瞬间长大，有一天你们会头也不回地离开我们，但是，我们永远爱你

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