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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南采风 

 

境外 E班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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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最好的教育 只有最适合的教育 
        中一班 李妙蘭妈妈供稿 

 转眼间，我们的孩子已经度过了中班的第二个月，虽然期间还有一个国庆长

假，但对于中一班的孩子和家庭来说，这短短的一个月中活动丰富多样、精彩纷呈。

除了日常的教学活动，还有“带着国旗去旅行”、“童心稚趣”主题画展、家长开放

日和家长沙龙、上海动物园秋游一日。在这些丰富的课内外活动中，我们不但看到了

孩子明显的进步，作为家长的我们，也在观察和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有了很多的感

悟。最近有一篇广为传播的演讲，有一个核心的观点是，虽然现在的世界为孩子们提

供了一个更加广阔的生活范围和各种各样的机会，但是对于孩子来说没有最好的教

育，只有最适合的教育。我们有幸在乌南的课堂教学和活动、家园互动、课外活动等

多个环节中，不断的体会和实践，我们如何给予孩子最适合的教育，我们如何更多的

参与他们的生活，与他们共同成长。 

小班时，我们欣赏中班的哥哥姐姐们的画展作品，还羡慕不已，转眼间我们也

完成了第一次画展的布展。我们看到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丰富多样，既有契合祖国母亲

70周年生日的主题创作，也有展现人物关系和亲子关系的主题，还有结合自己的想象

的故事性创作，可谓是诗情画意；绘画的表现形式也十分丰富，有蜡笔水彩、有创意

拼贴、有蔬菜拓印、还有大胆使用丙

烯颜料的尝试。在这个月组织的家长

沙龙中，王老师也跟家长们特别分享

了，家长日常在家应多鼓励孩子通过

线条、色彩、手工、工具和材料探索

等多种方式，观察、感知并勇于表达

自己的想法，多观察多鉴赏，多动手

多操作，在艺术启蒙中激发孩子的潜

能。  “童心稚趣”主题画展：艺术激发孩子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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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一日游：充满惊喜的秋游 

孩子们在这次动物园之行的秋游中

遇到了许多意外的惊喜，偶遇穿着纸尿

裤的猩猩宝宝，零距离的互动和玩耍；

看了各种各样的动物之外，还一路收集

美丽的树叶，并尝试树叶拓印和树叶添

画等。给我们家长带来的惊喜是，老师

反馈中一班孩子们分散-排队的本领一

次比一次熟练；午餐后根据大家事先约

定好的共同整理的提议，留下了一片整洁的草坪；宝贝们全程自己走路，没有人喊

累，没有人闹情绪，都是棒棒的！老师布置了秋游回家的小任务，请宝贝们回顾秋游

活动，最难忘的是什么，尝试画画一天的路线。很多内容被孩子们活学活用，融入到

日常的新闻播报中。 

前不久，谷歌教育发布了一份《教室的未来：

全球 K12 教育的新趋势》报告。虽然我们还处于

K12的早期阶段，但我们欣喜的发现，大多数概念

似乎于我们都不太陌生，与乌南老师、与其他家

长日常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交流，感谢园里为孩子

们的未来所作的准备。其中有一个概念，Connecting Guardians and Schools, 家园

合力、家校一体，也是园方和家长们共同在实践的理念。家长每天在孩子通上看到孩

子们在园里的点点滴滴；在每月的家长沙龙上，与带班老师有良好沟通和反馈；在家

长开放日观摩最真实的课堂和孩子的表现；在课外活动中，家长与老师一同策划，为

孩子们创造通识教育的机会、丰富他们的社会经验。没有最好的教育，只有最适合的

教育。好像很多成年人要面临的问题，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我们也不断的寻找和获

得平衡，在尊重孩子的个性和建立边界感之间；在不断感受到的幼升小和同伴压力，

与自己家庭的教育理念和目标之间。其实养育和教育的过程，何尝不是父母和孩子的

共同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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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的乌南人，骄傲的中国心 

大二班 林飞扬妈妈供稿 

气温渐凉，不知不觉孩子已经进入大班两个多月了，从淮海园到衡山园，伴随着

进入新校舍的喜悦，也预示着在乌南的时光也临近了尾声。 

新的老师，新的环境，以及与境外班同学一同学习玩耍，对于学前儿童来说已经

不是什么障碍了，孩子这两年多来的成长，乌南带给她太多的积极的影响，也给我们

留下太多值得珍藏的回忆。 

如果说，什么是这些幼儿园时光给孩子和我们家长带来最大感动的事情，那我觉

得可能就是孩子身上的自豪感。作为一名乌南人的自豪感，作为一名上海人的自豪

感，乃至是一名具有中国心世界小公民，都始终贯穿着孩子的整个幼儿园生活。  

每当有人问起孩子，你在哪里上学，她总是特别自豪响亮地告诉别人，“我是乌

南幼儿园的！”脸上洋溢着特别骄傲的神情，在一旁忍俊不禁的我，有时候转念一

想，这何尝不是孩子发自内心的一种自豪感呢，她为自己是一个乌南人而骄傲，她热

爱自己的幼儿园，并且毫无保留地传递着这种感情。开学时候，大班的孩子们戴上小

红帽，承担起了红帽檐志愿者，带领小班弟弟妹妹们进课堂，给他们表演节目，安抚

情绪失控的小朋友。有位妈妈甚至晒出了一张小班与大班同期的对比照，我们不禁感

慨，两年前这个在洗手池边上哭的稀里哗啦的小女孩，一转眼，就变成气定神闲领着

弟弟妹妹上楼的大姐姐了，这一种成长，是直观的，是令人激动的。 

随着幼小衔接的临近，幼儿园也越来越多地进行了对孩子语言组织能力的培养，

新闻小主播、气象预报员、沪语童谣等等，丰富多样的教学，也让孩子的口头能力获

得了很大程度的提升，尤其是沪语童谣，让孩子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的家乡，热爱自

己的所居住的城市。 

最近，又正值国庆，为了庆祝祖国 70周年华诞，老师带领着孩子们从军事、文

化、外交、民俗等各角度，了解祖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孩子们与父母一起研究军

事武器模型，再带着自己的研究结果到学校与小伙伴们分享，了解我国的先进而强大

的国防实力；通过趣味的外交手段，了解与祖国建立友好邦交关系的国家；通过国庆

期间的旅游分享，了解祖国是一个地大物博的超级大国。更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国

庆，幼儿园特地组织了小小军人阅兵仪式，小朋友们穿着海陆空三军的军装，迈着整



7 

齐的步伐，体验了一把解放军阅兵的感觉，即使在太阳下大汗淋漓，依然雄赳赳气昂

昂地喊着响亮的口号，气势和决心丝毫不输解放军叔叔们。阅兵结束以后，孩子门迟

迟不肯脱下军装，把它当作自己的一种荣誉，更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和自豪。有

时候，被孩子们的一种深深的爱国情怀和民族自豪感所感动，我们这一代人所缺失的

一些情结，正伴随着孩子的成长，一点点地在找回。 

 

很幸运，能见证着祖国的飞速发展，也很幸运，我们的孩子能在这样健康、向上

的环境下茁壮成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梦，也是我们每一代

人的使命。从小注重孩子民族自豪感的培养，也印证着“少年强则国强”。很庆幸，

乌南给了孩子这样一个积极向上的童年，让孩子能充满自信地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

落，都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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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月好精彩 

境外J班  Sophie妈妈供稿 

开学一个多月了，我们

境外 J班的小朋友身上发生了

好多神奇的变化。开学时我们

去幼儿园总是哭哭啼啼，抱着

爸爸妈妈的大腿不让走。现在

我们每天都蹦蹦跳跳去上学，

开开心心跟爸妈告别。开学时

我们每天在幼儿园都好想家，

好想妈妈早点接我回家。现在

周末在家我们都好想快点去上学，因为想念幼儿园的老师和同学。这个神奇的变化是

怎么发生的呢？嗯，让我们来告诉你这个 10 月我们在幼儿园都发生了哪些好玩的事。 

16号是中国文化周闭幕式。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乌南的传统节目。大家都打扮起

来，变身中国娃娃。我们不仅认识了很多中国元素和民俗文化，而且老师还教我们用

上海话念童谣呢。国际化的脸庞配上旗袍马褂，嘴里还念念有词吴侬软语，这种反差

萌是不是很酷？ 

24号我们迎来了盼望已久

的秋游。第一次和那么多小伙

伴一起出去玩，而且是去有游

乐场和动物园的大公园，太兴

奋了！听说有些小伙伴激动得

头天晚上都没睡好。激动归激

动，我们还是很有秩序的。在

老师们的帮助下，我们学会排

队上下车，走马路，玩游戏。

我们还带了最爱的零食和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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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分享。大家度过了难忘的一天，一起分享美食美景的经历

让我们更爱 J班这个大家庭了。 

月末，就到了大家心心念念的万圣节。这是我们这个新

集体的第一次亲子活动，大家都很期待。我们的爸爸妈妈可

厉害了，自己设计节日海报和邀请卡，自己布置场地，还请

来了小丑叔叔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平时我们在幼儿园就爱玩

角色扮演游戏，今天大家更是尽情发挥想象力，扮演自己心

目中的公主、王子、英雄和怪兽，感觉梦想成真，特别开

心。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幼儿园生活， 有更多的精彩故事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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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情系中国 

境外 A 班 David妈妈供稿 

温暖的金秋，迎来了中国的 70

岁生日。我们境外部的小朋友也怀揣

着一颗中国心为之送去满满的祝福。

中国文化周的火热开展，让小朋友们

更加熟悉和了解我们生活的这片土

地。作为已经是幼儿园里最大的哥哥

姐姐们，我们带着弟弟妹妹们在美食

中领略上海的传统文化，在大饼油条

小吃中感受着这个城市的温度。 

浓浓的国庆氛围，让我们 A班的小朋友都对我

们成长的这个城市对我们愉快玩耍的这个家园产生

了深深的不可分割的情谊。别具特色的民俗活动体

验日把整个中国文化周拉向高潮，宝贝们在体验过

程中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更是加深了对中国

的热爱。 

这个月的重头戏古镇探险寻宝活动在宝贝们的翘首以待中终于出发了。这次的秋

游每个小朋友还带着小任务——第

一次带钱自己掌控为家人挑选喜欢

的礼物、在古镇的优雅环境中写

生、分组由家长志愿者带领活动。

每个宝贝都顺利又愉快的完成了任

务，成功过关。有意义的秋游活动

不仅让小朋友在愉快的玩耍中学习

了成长的技能，更让学校和老师的

精心安排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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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的滨江森林公园一日游 

小一班 陈恩希家长供稿 

10月 24 日是难忘的一天，乌南幼儿园

小一班的同学们第一次秋游--上海滨江森林

公园。今天庄瀚清小朋友早早就起来，嘴里

一直念叨着要去秋游，要去秋游。小朋友自

己背着水杯和书包，开开心心坐着大巴来到

了上海滨江森林公园。一来到这里，所有人

便被这里优美的坏境深深地吸引了。青葱的

树木、嫩绿的小草、明媚的阳光再加上新鲜的空气。相得益彰地描绘出一幅绚丽的图

画，而我们，则置身于这图画中。小一班的周老师和顾老师先组织大家先拍一张大合

照，纪念一下我们小一班的第一次秋游。 

 

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橘子园，小一班的老师们和阿姨协助小朋友开始摘橘子喽，小

朋友们问着橘子的香气，扑鼻而来，开心的手舞足蹈起来。每个小朋友领着一袋的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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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总共 6 个，开心的聊起来了，“我要带回去给爸爸妈妈！”“我要带回来给爷爷

奶奶” 大家叽叽咋咋的，好不热闹啊！ 

下一站小朋友开始捞鱼，看着小

鱼儿自由的游来游去的，小朋友开心

不得了了，当捞到一条小金鱼的时

候，还开心的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看，我捞到一条小金鱼”。 

好快啊，不知不觉，小朋友到了

中午吃饭的时间了，小一班的小朋友

一边开心的啃着面包和香肠，一边聊着天，真开心，“我们每天都要这样”、“下次

再来”、“面包真好吃”。 

愉快的一天结束喽，上海滨江森林，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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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游动物园 

中二班 陆芓衡妈妈供稿 

    秋风送爽、秋意怡人，十月正是外出秋游的好时机。十月第三周周四咱们中二班

去到“上海动物园”开展了快乐的秋游活动，走进动物世界感受动物的可爱与逗趣、

走进大自然感受秋天的美好气息。 

出发前一天，我们了解到孩子

们纷纷画了“秋游准备单”，了解

了秋游的时间、地点、交通工具以

及准备的物品等，为第二天的秋游

做好充足的准备。 

期待的秋游这天到了，孩子们个个准时入园，然后乘坐了大巴车正式开启了上海

动物园一日游。在那里看到了老虎、狮子、猎豹、马来熊等大型的食肉动物，看到了

长颈鹿、斑马、大象、羚羊、大熊猫等温和的食草动物，还看到了金丝猴、日本猴大

猩猩等呆萌可爱的灵长类动物。 

到了中午吃完野餐，孩子

们马上变成了零食交换&分享大

会，大家说这样吃好开心！还

边吃边与身边的朋友们谈论着

今天在动物园里认识的新动

物，动物园里处处留下了孩子们欢快的笑声。吃完后，爱清洁讲卫生的的孩子们还主

动将垃圾进行了分类，并投掷到相应的垃圾桶中。 

我们都知道动物园场地较大区域

较多，全程需徒步行走，但看到孩子

们手牵手独自背背包参观的模样真是

相当有秩序！而且坚持走完全程真是

相当不容易！为你们的努力和坚持点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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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快乐的秋游活动中，孩子们走出教室、走入奇妙的大自然，增长了见识、

锻炼了意志、培养了友情，同时还收获了许多珍贵、快乐的回忆。 

真好，希望这样的集体出行活动以后再多一些，因为玩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和

大家一起玩儿。 

最后感谢老师们的反馈，也非常感谢你们的辛苦付出，向你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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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泾古镇的快乐时光 

境外 C班 Alex妈妈供稿 

境外大班枫泾古镇的活动一直都是我们乌南幼儿园境外部的保留节目。和孩子们

一样，作为这次的志愿者家长之一，我也很高兴能够参与到这次活动中。以未曾体验

过的视角，来深切感受一下孩子们在集体生活中的面貌。 

在出发的前一天，老师就组织他们自由

组合男女搭配，分成若干个小组，并且为自

己的小组起好名字和口号。甚至还绘制了精

美的小组海报。在老师们的引导下，为明天

的活动制定计划：哪些安全须知要牢记，看

看地图需要去到哪些地方，了解哪些风俗，

可以带多少零用钱„„孩子们都煞有其事的

准备好了自己的 checklist，静待第二天秋游好天气好日子的到来。 

我们四位家长志愿者跟随着学校的大巴，一路上和孩子们一起欢声笑语来到了枫

泾古镇。孩子们分组在古镇上完成各自的任务，拿着任务单一项项的打勾确认，互相

提醒。完成任务的同时，当然也会时不时被古镇周遭的美食所吸引，男孩子们带了不

少土特产回去给爸爸妈妈和兄弟姐妹们分享；女孩子们则被古镇上的绣花鞋店给吸引

住了，纷纷驻足试穿，无奈经费，只能也在糖果上聊以慰藉了。 

吃吃逛逛，时间匆匆，愉快的古镇打卡游就到了尾声。孩子们意犹未尽，期待下

一次的集体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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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金秋十月 

境外 I 班 Lydia家长供稿 

本月我们班级举行了多种多样丰富的活动，有妈

妈进课堂进行了万圣节小饼干的烘培，小朋友们一个

个玩的不亦乐乎，而且还让小朋友们把自己的劳动成

果带回家享用。 

另外班级还有以秋天落叶为主题让小朋友们用自

己的想像进行了创造，非常多的小朋友们参与进来并

带来了自己创作的作品挂在了我们的教室当中。  

最最开心的当然还是乌南幼儿园小朋友们一起去

和平公园和老师们一起进行了秋游活动，小朋友们一

起出游，玩，野餐，每个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 

 

In addition, the theme of the class is autumn leaves, which 

let children create with their own imagination. A lot of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and brought their own works to decorate in their 

classroom. 

This month, our class hel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A mother 

came into the class to bake Halloween cookies. The children 

enjoyed it very much. In addition, the children took back the 

Halloween cookies for their work results home for enjoyment. 

 

Of course, the happiest thing is that the children of Wunan 

kindergarten went to peace park together to have an autumn 

outing with the teachers. The children went out together, played, 

had a picnic, and each face was filled with a happy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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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十月正当时 

大四班王一蕊妈妈供稿 

威武雄壮的 70 周年阅兵仪拉开了金秋十月的序幕，整齐划一的阅兵方阵，科技

感满满的阅兵装备，如潮水般欢呼雀跃的人群，孩子们看得目瞪口呆，隐隐地明白了

“中国人”三个字的含义和分量。老师们也趁热打铁，在教学中安排了升国旗、唱红

歌、寻找中国宝贝等寓教于乐的方式，让孩子们在仪式中、付出中、欢乐中，收获满

满，增强了孩子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 

金秋十月，凉意渐浓，挡不住孩子们奔向操场的脚

步，在老师的指导下，平衡、跑跳、钻爬、悬挂、跳

绳，每天都是一派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红彤彤的小

脸，晶莹的汗珠，纯真的笑容，在运动中孩子们增强体

质，增进友谊。本月在进行了平衡木等体锻达标测试，

孩子们成绩喜人，成绩好的项目继续加强，略有不足的

继续练习，孩子们在体育项目中投入了无限热情，玩得

不亦乐乎！ 

乌南有心，布艺馆、陶艺馆、小小木工，穿起工作服，抄起小工具，各项手工体

验课让孩子们不时的角色转换，带来了无比美妙的体验，动手能力也得到了充分地锻

炼，回家常常能给妈妈爸爸带来不小的惊喜。编程课，是本学期的新课程，丰富了孩

子的见闻，锻炼了孩子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借助乌南的平台，能够接触到最前沿的新

课程，希望编程的种子在孩子们身上生根发芽，最终可以汇聚成苍茫的森林。 

本月最最重头的项目，莫过于枫

泾古镇的秋游活动。天公作美，出游

当天风和日丽，孩子们早早的赶到了

幼儿园，在老师们和家长志愿者的陪

伴下，登上了前往枫泾古镇的大巴。

孩子们分为五组，在各自项目负责人

的带领下，踏上了寻宝打卡之旅，也

按照计划用携带的人民币一一带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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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购买的古镇宝贝，芡实糕、黄酒、酱菜、竹编和土布。在寻宝、购买一系列的过

程中，培养了孩子多方面的能力，懂得合作、沟通的意义。午餐期间，孩子们在分享

零食的同时，还开心地畅谈，吃完了还不忘拿出写生本画下眼下的美景。 

感谢乌南，感谢老师,带着孩子度过了如此丰富多彩的十月。孩子们的每一步成长

都离不开来时老师的悉心教导，大爱无疆，上善若水，点点滴滴，润物无声，在这个

金色的季节里，感谢老师用无私的爱，给孩子带来无比绚烂多彩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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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橘欢乐多 “混龄”共成长 

小三班 史林渊妈妈供稿 

金秋十月，已是小三班的孩子们来到乌南“大家庭”的第二个月。逐渐适应幼儿

园生活、学习节奏的孩子们迎来了多才多艺的新朋友——乌南的哥哥姐姐，同时盼来

了第一次秋游活动。 

一、趣味“大带小” 

10月，小三班策划开展“大带小”混龄

互动活动，特邀大班的哥哥姐姐加入班级活

动。通过餐后游戏分享、哥哥姐姐故事会、

生活知识“小课堂”等活动内容，孩子们用

“儿童语言”互相交流、学习、成长。据老

师介绍，“大带小”混龄活动可以让不同年

龄段幼儿的交往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小班孩子们感受到做弟弟、妹妹所获得的关

怀、帮助与启迪，锻炼自理能力。大班的孩子们也享受到当哥哥、姐姐的乐趣与责

任。 

二、秋游初体验 

10月 24 日，在老师的带领下，小三班的孩子们怀揣着期待、兴奋又带有一点紧

张的心情踏上了第一次秋游的旅程。去程的大巴上，孩子们欢声笑语、咿咿呀呀的唱

着儿歌，实在可爱极了，5名家长志愿者也不由自主地加入“童声合唱队”，看似漫

长的路途时间转瞬即逝。 

进入公园，穿过缤纷艳丽的“花车城

堡”，孩子们来到第一个游玩点：充气城

堡。蔚蓝色的气垫对孩子们来说就如无尽

大海中的神秘城堡，孩子们就如一条条小

人鱼在海的城堡中穿梭遨游。当然，既然

有海，小鱼儿自然是少不了的，当“小人

鱼”们游出城堡就开始捞小鱼了。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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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得欢实，小鱼倒是惊吓的不行，东躲西藏，池塘里的追逐游戏，让家长们忍俊不

禁。 

午后的草坪上，孩子

们分享食物，奔跑跳跃，释

放着他们的活力。快乐的时

光一定有好戏压轴。下午，

孩子们钻进枝繁叶茂的橘树

中，一只只圆圆的橘子挂在

树梢上，大的大，小的小，有的绿中透黄，有的黄中带点绿，果型饱满圆润，非常诱

人。孩子们化身“小小农夫”，在互帮互助中体验采摘与分享水果的快乐，感恩地球

母亲给予我们的一切。 

返程路上，一张张熟睡的小脸上饱含了满足的微笑„„作为家长志愿者在此次活

动参与中体会到了不仅是亲子活动的快乐，更是对幼儿园活动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

更期待参与、支持、配合下一次活动。 

 

 

 

  



21 

十月秋游趣 

境外 B 班 广纪樊妈妈供稿 

度过了愉快轻松的十一长假后，

接着也是活动非常丰富的十月，本月

的秋游去了枫径古镇，班上分为了四

个小组：老虎组巡逻队彩虹队和游行

客，然后每个小朋友的小任务就是买

到计划想要的物品，小旗子上的地图

也都已经标记上了需要采买的物品和

店铺位置，在购买的过程也是非常好

玩的，每个孩子都吵着要先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时候身为志愿者的妈妈就发挥作

用了，我跟大家说就按照我们逛到的顺序来决定购买的次序，这样也是比较公平的，

整个寻找的过程算是非常顺利，也让孩子们认识了属于古镇才有的特色文化，买到了

所有物品后，大家就到戏台区进行午餐，午餐过后开展了写生的活动，大家都画出了

非常精彩的作品，最后集合回到了车上，一上车很多孩子们就睡着了，可能是因为白

天的活动量有点大的，很快就都入睡了 

接着就是一年一度孩子们期待的

的万圣节了，换完装的孩子们先在教

室里进行了服装走秀，每个孩子都装

扮起来真的非常可爱，接着在老师的

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学校附近的永平

里进行讨糖活动，变装完的的孩子们

真的非常吸睛，沿途的路人都纷纷忍

不住掏出了手机为他们拍照，到了永

平里之后，首先是由志愿者妈妈担任了发糖的工作，孩子们也是要独立的在永平里的

巷子里穿梭，寻找出妈妈们来进行讨糖，然后再回到出发的起点，最后进行了团体大

合照，划下完美的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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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提供：中三班 张家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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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的十月，收获的都是“金” 

------记小四班重阳节活动 

小四班 班级家委会供稿 

    金色十月，是收获的时节，我们乌幼小四班的十月，更是在金色环抱中度过。孩

子们除了感受常规保教之外，还体验了很多的主题活动，由之获得了宝贵的成长机

会。当然，最忘不了的是“重阳节老少同乐会”。 

10月 10 日下午，在淮海中路乌南幼儿园的小白楼二楼，由老师携班级家委会共

同策划与组织的小四班“重阳节老少同乐会”活动即将拉开序幕。活动前家长志愿者

已很有计划地打造了一个有序温馨的接待场景。爷爷奶奶们在志愿者爸爸妈妈的微笑

示意下先后来到了活动地点--小白楼。祖辈们洋溢着幸福快乐，期待着宝宝们的登

场。三点整，激动的时刻来到。对面教学

楼楼梯上传来一声声稚嫩的“爷爷奶奶外

公外婆好！”祖辈们闻声而动，齐刷刷地

拿起相机咔嚓咔嚓拍下了宝宝们欢笑下楼

的情景。主持人闪亮登场。围坐后，吸引

大家眼球的是活动主持人——刘墨梵的爸

爸。作为专业主持人的刘叔叔身穿中式服

装，非常应景。他磁性亲切的声音，诙谐幽默的语言，“童真童趣”的表情，神秘制

悬的语气，丰富的肢体辅助，流畅的上下互动，巧妙的环节转换，无一不展示出令孩

子喜欢的主持风格，也让爷爷奶奶们大开眼界。刘叔叔的主持为“孩子们专注愉悦地

参与活动”创造了杠杠的条件。 

在刘叔叔的介绍下，孩子们在大屏幕上

看着自己与外公外婆爷爷奶奶的合影，不时

地指指点点、传出笑声与掌声，孩子的愉悦

感、归属感、祖孙情、自信心、同伴认同等

一一得到了培养；吴诗婵小朋友和外婆一起

讲故事，外婆的普通话标准清晰，讲述形象

生动、抑扬顿挫，情感处理非常适合小班年龄特点，很有感染力；石老师声情并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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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解有关重阳节的文化，还以深入浅出的诸如“重阳节是谁的节日呀？我们能为老人

做些什么呢？”等问题引导孩子们展开互动。孩子们通过看、听、聊，自然积累了对

重阳节的认知以及如何欢度重阳节（陪老人赏花，做重阳糕等）等的相关经验，也萌

发了关爱老人的情感取向。 

随着刘叔叔“想不想为爷爷奶奶外公

外婆送上我们的表演呢”的引导，石老师

带领下的团队即刻送出笑脸与示意，孩子

们心花怒放跃跃欲试，一会儿就有序站

台。一场充满爱与童趣的演出就这样开始

了，并将“重阳节老少同乐会”推向高

潮。没有任何刻意与修饰，孩子们在短短

几分钟内，惬意地表演了律动，舞蹈，歌曲，儿歌（特别是沪语），绕口令、猜谜

等。过程中孩子们是那么的兴高采烈，那么的自信勇敢。短短一个月，是什么能让孩

子们感受如此丰富的学习内容并良好掌握？是什么能让孩子们如此充满热情、兴趣和

自信？结论只有一个，因为小四班有博爱情怀的老师，有高水准专业的团队。孩子

们，你们在这里该有多么幸福啊。 

最让老人们合不拢嘴的是“请您吃个香蕉”

的环节。经老师的循循善诱，孩子们含情脉脉地

将亲自剥好的一支支香蕉送到祖辈口中的时候，

孩子的内心是震撼的泛起情感涟漪的，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这么疼爱我，我也要爱他们；老人

的内心是无比激动的，孩子懂得爱别人了，会表

达爱了。音乐伴奏下，刘叔叔的磁性语感下，一幅感人至深的祖孙香蕉情的画面定格

在大家的脑海里。最后，户外的太阳伞转转转、分享重阳糕、老小合影等延伸节目给

整个活动增添了更浓的色彩与温度。 

同乐活动结束了，久久不能平静的是： 

1、活动充分体现了办园理念。“尊重孩子、一切从孩子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多

元化课程浸润”、“促进孩子和谐发展”等理念融入到整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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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活动促进孩子发展。过程中孩子身心愉悦、情绪积极，学习主动、表达充分，自信

勇敢、常规扎实，所学内容基本掌握。活动带来的后续效应不可低估。 

3、活动转变了家长观念。整个过程对“家园有效合作对孩子发展至关重要”、“家长

参与园活动是一种责任”、“孩子的真实发展只能在实际的学习场中去观察去发现”

等作了很好的印证。 

4、活动折射出教师的敬业精神。活动组织的有序性，活动内容的丰富性，活动形式的

多样性，活动效果的优质性都是毋容置疑的。然而，孩子的表现，更是赢得了大家的

赞赏。原因何在，那就是小四班老师的日常付出，他们的敬业精神换来了孩子们的幸

福成长。 

5、活动呈现出一个温馨的大家庭。一个小白楼，平日里神圣静美。这天，这栋小楼，

成了我们小四班的家，家里欢歌笑语，其乐融融。家人们集聚在一起，分享着快乐，

见证着这个大家庭的不断默契。 

   金色的十月，小四班活动“金”彩纷呈，以后的日子，更多的“金”彩，必定纷至

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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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日畅想  点滴成长 

中三班 范沂诺爸爸供稿 

十月，中三班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实际行动为长辈尽一份孝心，用参与

实验丰富科学知识。金秋阳光里，欢歌笑语中，宝贝们的点滴成长正在发生。 

我为长辈做点事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2019 年重阳节前夕，中三班组织开展了“我为

长辈做点事”主题活动，希望借此让这些集全家宠爱于一身的宝贝们，更好树立尊敬

老人、关爱长辈的意识。 

活动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长辈情

况小调查”。宝贝们通过参与问题设

计、自主提问、答案梳理、班级分享，

在锻炼语言表达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同

时，增加了对长辈的了解和尊重。有些

老人在孩子的追问下，还在不经意间说

出了心里深藏的“小秘密”。一张张老

照片、一个个老物件，承载着家族记

忆、折射出奋斗轨迹，也饱含着亲情的温度。孩子们在懵懂中，似乎也渐渐感觉到今

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必须倍加珍惜。活动的第二个内容是“我为长辈做点事”。宝

贝们有的给外公外婆捶捶腿、揉揉肩，有的给爷爷奶奶端杯茶、倒杯水，有的还自己

“创作”歌曲唱给长辈们听„„很多宝

贝还是第一次这么正式地、有意识地为

长辈服务，身体力行中，孩子们感受到

了关心老人的乐趣，也从换位思考里，

体会到了长辈们为家庭操劳的辛苦。希

望孩子们就此在心里种下孝敬老人的种

子，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永续传承、发

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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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气的盐宝宝 

食盐的主要成分是氯化钠，它不仅是

我们膳食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而且也是

人体不可缺少的物质成分之一。宝贝们对

食盐的了解有多少呢？2019年 10月 30

日，中三班的“家长进课堂”活动中，一

组趣味十足的食盐小实验赢得了宝贝们的

热烈欢迎。在老师的安排下，宝贝的家长

通过几个简单的实验操作，带孩子们了解食盐的化学特性和食用常识，一起直观感受

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盐宝宝”。 

第一个实验是观察不同盒子中的黄瓜加入

食盐和不加入食盐的区别。每位宝贝手中都分

到了两个装有黄瓜的小盒子，他们瞪大眼睛急

切地想看到实验结果，在老师和家长的指导

下，轻轻地摇一摇、听一听、看一看，几分钟

后，加入盐的盒子中明显多出了一些水。看来

盐宝宝真是个小淘气啊，它特别爱玩水，，不

管走到哪里，看到水宝宝就拉住不放！ 

第二个实验是量筒实验，一个量筒

的漏斗中放入食盐，一个不放，分别倒

入等量的红、蓝染色的水，观察两个量

筒的水流速度和最终的水量。做这个实

验的时候，小朋友们的热情更高，争着

和家长一起提出了一个假设：加了盐宝

宝的量筒会漏得慢一点，水会少一点。

随即，开始往量筒里加入不同颜色的水

（方便辨识），很多小朋友都离开了座位，凑得很近，盯着量筒内水流和水速的变

化。实验结果印证了大家的设想，宝贝们得意地拍起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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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两个实验，直观生动地说明了食

盐（钠离子）的亲水性。第三个实验就是在

前面的基础上，进行保健知识普及了。用气

球模拟人体血管，盐宝宝在血管里一味地拉

着水宝宝玩儿，血管里的水越来越多，不但

影响了尿液排出，而且血管越来越鼓、越来

越紧，血管壁被撑得越来越薄，“嘭！”随

着气球的破裂，宝贝们在吃惊之余，也把管住嘴，饮食清淡、不要吃太咸牢牢记在心

里！ 

手动、脑动、心动，家长课堂还将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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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七十周年，走进北京，拥抱中国文化 

大三班 周玟妤爸爸供稿 

今年是我们伟大祖国七十周年的生日，国庆节当天更是在雄伟的天安门前举行了

盛大的阅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作为一名父亲，我也觉得这是为幼儿开展一次生动的爱

国主义教育的机会，所以在十月一日一早，我们全家就早早的坐在电视机前等候着这

庄严又令人振奋的时刻。 

七十年的风雨，磨练——令我们的

祖国日益强大，如老一辈革命家所愿开创

了前所未有的强盛时期。七十周年的阅兵

仪式浓缩了七十年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

的发展更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

力，更加增强了我们全民族的自信心，也

让坐在电视机前的我们深深感动，为祖国

而骄傲，为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乌南幼儿园大三班结合国庆七十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开展了“北京周”活动。在

活动中与小朋友们一起探索了北京的特

色，也从中分享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

髓。首先，班级邀请了四位家长走进课

堂，分别讲述了： 

1.北京的大学（汪诚杰爸爸） 

2.北京故宫（吴昕核爸爸） 

3.北京的四合院（王楚乔爸爸） 

4.北京的美食（李岱樑爸爸） 



30 

   

四位爸爸事先准备充分，讲述生动幽默，现场气氛热烈，一一向小朋友们展现

了北京不同的特色；接着，全班更是向全园师生深化展示了“北京周”的成果，表演

了“相声”，“京韵大鼓”“京剧”，“舞龙”等具有北京传统特色的表演。一系列

井然有序，深入浅出的课堂分享和自我参与等活动令小朋友们对中华文化充满好奇和

向往，好像一颗投入湖中的小石子般在小朋友们的心中，激起了层层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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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Halloween 

Noah’s Mom，Class G 

In the afternoon of October 31,  kids in 

Class G dressed up in their Halloween 

costumes. They went to different 

classrooms and played trick or treat 

games. They showed their respective 

costumes to each other and talked about 

the characters whose costumes they were 

wearing. They were taken individual and 

group photos. As you could tell from the 

picture, the kids enjoyed and had a lot of fun during the Halloween Dress-up activities. 

After school, Summer’s Mom, representing the 

PTA of Class G, organized a Halloween 

Lollipop Making activity. Kids and whose 

parents that planned to participate the activity 

were picked up by NIO House representatives 

outside the back gate of the kindergarten and 

took NIO cars to the NIO house at HKRI 

Taikoo Hui. 

Anna, one of the NIO representatives, hosted 

the activity and warmed up the kids by 

getting to know the kids and asking them 

questions. The kids were active in answering 

questions. 

Summer’s Dad introduced NIO cars and 

factory to the kids and parents. The kids 

were very interested in the different cars 

and how the robots worked in the factory. 

Summer’s Dad suggested that we visit the real NIO factory someday. The kids were look 

forward to such a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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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parents and kids worked together and made the 

Halloween Lollipops. Because the syrup was very hot, 

parents helped the kids pour the syrup to the molds. 

Once the syrup cooled down, the kids put Halloween 

stickers and lollipop stick in. More syrup was poured 

into the molds. They decorated the lollipops with all 

kinds of shaped colorful tiny candy.  

The kids enjoyed a wonderful and happy Halloween in the kindergarten and at the NIO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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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金秋，快乐"童"行” 

——乌南幼儿园中四班亲子活动小记 

                                              中四班 肖云姝妈妈供稿 

秋风送爽，秋意怡人，正是

小朋友外出秋游的好时机。为了

让小朋友能拓宽视野、亲近大自

然，体验集体同游的快乐，同时

对他们周围的动物朋友们有更生

动、直观地了解。11 月 26日，

乌南幼儿园中四班的小朋友们和

爸爸妈妈一起来到种动员亲子农

场享受美好亲子时光。 

上午 9 点半大家准时来到种动员开始一天快乐的亲子活动。孩子们脸上洋溢着兴

奋和喜悦，一路欢歌笑语到达目的地后，在爸爸妈妈的陪同，农场老师的组织下开展

了各种体验活动，孩子们投身大自然，都变成了小小观察员，欣赏秋天的自然景观、

观察身边丰富多样的动植物。 

午后，孩子们和家长

们开始了游戏环节，有团

队拔河、骑行挑扁担、打

水仗等。游戏中，农庄老

师"发号施令"，孩子们认

真地执行，一个个欢快的

身影，爸妈们努力地加

油，一阵阵欢快的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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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快乐的亲子游活动中，孩子们

走出课堂走入奇妙的大自然，增长了见

识、锻炼了意志、培养了友情。通过这次

活动也让爸爸妈妈们看到了孩子在这样一

个大集体中各方面的表现，更加了解自己

的孩子，这也是属于每个家庭最美好的回

忆，大手拉小手，亲子乐无穷。 

 

 

  



35 

万圣节主题活动 

境外 D班 Lorraine ZHU 妈妈供稿 

“万圣节（HALLOWEEN）为每年的 10

月 31 日，源自古代塞尔特名族（Celtic）

的新年节庆，此时也是祭祀亡魂的时刻，

用食物祭拜祖灵及善灵以祈度过严冬，是

西 方 的 传 统 节 日 。 如 今 ， 万 圣 节

“Halloween”早已变成儿童们纵情玩乐的

节日。在这一天夜幕降临的时候，孩子们

会迫不及待穿上五颜六色的化妆服，戴上

千奇百怪的面具，带着南瓜灯跑到邻居

家，大叫：“Trick or Treat！”（不给

糖果就捣蛋），主人家（可能同样穿着恐怖服装）便会拿出一些糖果、巧克力或是小

礼物放进孩子的口袋里。” 

万圣节是孩子们纵情玩乐的好时候。它在孩子们眼中，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节

日。为了让孩子感受这一独特的节日氛围和体验游戏的快乐，也为了让孩子了解和感

受西方文化，拓展幼儿的文化视野，我们在校内外均展开了"Happy Halloween"主题活

动。 

在校内，孩子们穿着独一无二的

万圣造型开始走秀啦～看看谁是今天

的造型王呢？ 

“茄子” 

和最爱的 Lily 老师一起拍集体照

咯～ 

在校外，我们相约在学校附近的

一家墨西哥餐厅。除了有美味的食物

和令人期待的讨糖环节外，还有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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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最期待的面部彩绘。在彩绘师的笔下，孩子们和

妈妈们一个个都化身成为黑夜里最美的“精灵”。 

为了给孩子们创设自由民主氛围，Class D 家

委会和热心家长的辛勤筹备，以及 Class D 全体老

师的付出都是活动成功举办的关键要素。所有参与

的孩子们，可以在理念越来越先进的环境中茁壮成

长，是幼儿园所幸、家庭所幸、更是孩子自身之

幸。万圣狂欢更是知秋的那一叶，一次次有意义的

活动，将不断加强孩子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个

人品格的铸就和自身能力的飞速提升。愿孩子们在

乌南快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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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收获的季节，我们收获成长 

境外 F 班 江明衡妈妈供稿 

十月的孩子们开心的忙碌着。 

秋游第一弹，孩子们在果园里亲子采

摘了橘子带回家，平时说再多农民伯伯辛

苦了，也不如让他们亲自和果农聊聊天，

自己动动手来的生动明了。他们收获 no 

pain no gain，他们收获感恩和珍惜！ 

万圣节对孩子也许就是吃糖和捣蛋的节日，

今年的万圣节我们班组织了到滨江滑板公园开派

对。家长们热情参与，和孩子们一起打扮起来，

玩各种游戏，借着好天气，孩子们在滑板公园里

尽情奔跑、戏耍，看着他们不怕疼乐此不疲一次

次从滑道上滑下来。他们收获勇敢，他们收获团

队精神，他们收获无限创造力！ 

在乌南的时光里，爸爸妈妈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收获❤️ 

  



38 

入园的第一次 

Class K  王心扬妈妈供稿 

新入园的托班小朋友在 10月，迎来了 3 个活动，家长们也共同参与，收获满满。 

首先是孩子们进乌南以后的第一个家长

开放日，以及第一个家长沙龙。 

第一次开放日，家长们走进教室看到孩

子们平时在园的表现，感到很新奇，也很感

动，在爸爸妈妈呵护下的宝贝们都长大了。

孩子们看到爸爸妈妈来到身边，也很好奇。

希望以后每个月的家长开放日都能看到不一

样的，进步更大的孩子们。 

家长沙龙上，张老师用 PPT的形式给

大家介绍了孩子们入园一个月的情况，学

习了哪些生活技能，逐渐学会如何集体生

活。家长们也讨论积极，例如孩子在学校

的有趣故事，适应情况等。 

第一次秋游在和平公园，以亲子陪伴

的方式。孩子们在老师，爸爸妈妈的陪伴

下，乘坐大巴士来回。儿童游乐场坐小飞

机，小火车等等，在公园里野餐，大家交换些小零食，在草地上奔跑。动物岛里看到

了狮子老虎，还有小羊小鹿。孩子们全程都很高兴。 

第一次在幼儿园里过万圣节。孩子们装

扮好，讨糖，贴纹身贴，跳舞，听故事，和

爸爸妈妈一起亲子走秀。大家都好开心！ 

在幼儿园的每一天都很快乐，也期待更

多丰富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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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提供：中一班 奚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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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良好进餐习惯 

小二班张相儒、王以茉爸爸供稿 

2019年 10月 28 日下午，小二班迎来了开学以来第一次家长开放日暨十月家长沙

龙活动。本次沙龙交流主题是“小班幼儿进餐习惯培养”。 

班主任王老师通过播放孩子进餐录像的形式，让家

长们直观了解孩子进餐时的表现，其中不乏很多不良习

惯：挑食、吃饭速度慢等问题。针对这些现实问题，家

长们积极展开讨论，反思家庭教养中存在的不足，如：

只做孩子爱吃的食物、祖辈溺爱孩子等。对幼儿进餐习

惯的纵容，既不利于孩子身体发育、也妨碍了其自理能

力的发展，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并积极配合老师，共同

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针对家长普遍面临的“早餐仓促”现象，家委会成员

李韩恺妈妈为大家带来了“10分钟搞定营养早餐”的分

享，为我们展示了一周早餐不重样：一锅蒸、牛肉面、三

明治酸奶等。做到了碳水、蛋白质、维生素全面涵盖，真

是营养又便捷。 

讨论进入尾声，孩子们也到了起床的时间，看到孩子

刚起床时萌萌的状态、自己穿衣喝水时利落的身影，在一

旁关注的我们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随后的排队、做操、

用下午茶、生活技能大比拼等活动都让我们对孩子们的

能力刮目相看。原来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而是家长过

度包办了，以后还是要放手让孩子多锻炼。 

感谢学校、感谢小二班全体教师、感谢所有家长的

参与配合，家园共育需要大家共创，期待下一次的“家

长开放日”及“家长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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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孩子的倾听能力 

大一班 张怡然妈妈供稿 

教育家卡耐基说：“做个好听众往往比做一个演讲者更重要。”在人们日常的语

言交往活动中，听的时间占 45％，说的时间占 30％，读的时间占 16％，写的时间占

9％。听说读写，听是排在第一位的。 

古人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意谓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才能明辨是

非。倾听的四个层次：心不在焉地

听，被动消极地听，主动积极地听，

同理心地听。同理心积极主动地倾

听，这不是一般的“听”，而是用心

去“听”， 宗旨是带着理解和思考。

目前这个阶段，可能小朋友还不一定

能做到，现在，他们能做到：听得准、理解快、记得清，就可以了。上面说的带着理

解和思考的倾听，是更高标准的习惯培养，是一个长期目标，值得父母重视。 

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倾听能力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是以下三方面所导致： 

1.大人不重视倾听能力的培养。许多家长认为听力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必要培

养。还有一种极端的表现就是大人以孩子为中心，认为插话等是孩子自信、能干的表

现，以致孩子愈加不会倾听。 

2.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局限。受儿童年龄特点的局限，注意力容易分散，缺乏

耐心。还有些儿童聪明活拨，表现欲特别强烈，在集体活动中常急于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打断其他儿童的发言。 

3.家长的消极榜样作用。有些家长在和别人交往交谈时就不会倾听，孩子在无形

中习得了他们的不良行为。 

作为父母该如何培养孩子良好的倾听习惯呢？我与大家分享几点自己的心得体

会： 

1.激发儿童的倾听兴趣，经常与孩子交流。可以通过讲故事来培养儿童的倾听兴

趣。选择的故事要尽量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水平，富有趣味性；除了内容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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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大人在讲述故事时声音可以抑扬顿挫，并提问来调动孩子倾听的积极性，让孩子

共同参与。我讲故事到一半的时候，会抛出问题，例如张良拾履的故事，我就问她：

“张良每次到约定地点都发现老人先到了，如果你是张良，为了不迟到，该怎么

办？” 

2.“按指令行事”法。好

动是孩子的天性之一，也是身心

发展的一个阶段。为此，家长可

以用按指令行事的方法来发展孩

子的倾听能力，即要求孩子听指

令做相应动作，或者在日常生活

中交给孩子一些任务。夏天的时

候，给小朋友的任务有：浇花，

有些需要多浇，有些要少浇，需

要多喝水的花，应该先浇一遍然后过一会儿再补充一遍。父母的指令可以循序渐进地

提高难度。 

3.家长言传身教、以身作则。父母之间的谈话，时刻要注意自身的言谈举止，表

现出礼仪和修养。家庭氛围很重要，我发现孩子真的会模仿父母，这是一种很自然的

状态。 

最后聊聊，孩子插嘴怎么办？我一般采取的方式就是：告诉孩子，大人在商量家

里的事情，很重要，你先自己练琴，大人商量约需 10分钟。利用各种手段慢慢引导孩

子不随便插话，我信奉“不求一下成功、但求点滴进步”。孩子做得好我会记得给予

表扬。 

一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说：你播下一个行动，就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就

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就收获一种命运。可见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以上是

我个人对培养孩子倾听习惯的一些心得体会，抛砖引玉，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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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孩子时，孩子就在身边 

                                             境外 E班 Alina家长 

虽然到目前为止，我很难叫上每个境外 E班小朋友的名字，但每个小朋友可爱的

样子我几乎都记的清清楚楚，因为通过孩子通，我应该是经常和他们在“见面”。 

通常每个工作日，到晚上

时，我就会有意的打开“孩子

通”，看看今天小朋友们都做了

什么有意思的活动，发生了哪些

让人愉悦的事情，有什么有趣的

活动。这可以说已经成为我每天

下班后的必修课。一年多以来，

看着他们渐渐长大、不断适应幼

儿园的过程，很是享受，成长轨

迹一目了然。 

看孩子通时，感觉置身其中。各种才艺表演、让人爽心悦目又忍俊不禁；跳绳

时，一个个争强好胜的样子，灌篮时，你争我抢，甚至搞出些可爱又“认真”的小矛

盾，各种游戏时，能想象到象小蜜蜂一样的嗡嗡、七嘴八舌的说个不停。手工课，一

副认真的样子，成果做出来后，一个个激动兴奋的样子，让人不忍退出。 

我在想，每天和小朋友在一起相处，对老师来

说，也是一件既开心又略有心烦的事吧，开心是因为

和这些充满天真、童真的孩子们，本身也充满了童

趣。但略有心烦，则是因为可能天天，不断的调和各

种小情绪，小别扭，甚至时不时的吵吵闹闹，都需要

老师们仲裁解决“纠纷”，而且还得站在孩子的思想

与角度，想想也会心有略烦。 

但这也正是成长的必然，让我们一起享受、并珍

视他们的快乐时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