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江区九亭第二幼儿园
开展爱心周系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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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学培根启智“云”趣融合育人
嘉定新城普通第二小学开展首届“谷学节”活动

2022年11月23日~29日

申城教育·专题

遵循“咏善于心、育竹于行”办园理念

嘉定区咏竹幼儿园迎来线下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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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用面向未来的眼光，对待每一个独

特生命的成长”办学理念，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

培养学习兴趣，体验学习乐趣，嘉定新城普通第

二小学以“‘谷’学培根启智‘云’趣融合育人”为

主题，围绕语文、数学、英语三个学科，开展首届

“谷学节”活动。

“慧”玩数学 智慧成长

为营造欢乐有趣的数学学习氛围，让学生触

摸数学思维跳动的脉搏，在一年级数学组的精心

策划下，在践行新课标的浪潮中，“小谷粒”们迎

来了“谷学节”第一篇之“数学周”。入学不满 2个

月的“小谷粒”们，秀出风采，玩转数学，提升了数

学核心素养。

“计算小达人”评选现场，每位同学都书写

出漂亮娟秀的数字。 一张张稚嫩的脸庞上透露

着沉稳，流露出对计算能力的信心。 通过紧张激

烈的比赛， 学生提高了自身的计算能力与抗压

能力。

“数字”与“碳中和”这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

词语，在同学们的手中撞击出精彩的火花。 他们

积极动脑，发挥想象，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出数字

世界中的“碳中和”。 跨学科的小报活动，让学生

从数学的角度观察世界，发展创新意识，更深入

地理解“碳中和”，明白“低碳生活”的重要性。

“语”你相约 “语”趣无限

为培养学生对汉语言及民族传统文化的热

爱，根据一年级学生的特

点， 结合语文学习特色，

语文学科组织“书写小能

手”和“小青蛙讲故事”两

项活动。

横平竖直书不尽，一

撇一捺写人生。 为规范小

朋友的书写，提高书写水

平，举行“书写小能手”硬
笔书法比赛活动。 从全员
参与的班级初赛到每班 5

人的校级复赛，同学们无

不专心致志， 用心书写，

横竖撇捺， 起笔收笔，将
平时习得的写字技巧展

现得淋漓尽致。

伴随着阵阵掌声，“小青蛙讲故事”活动拉开

序幕。 抑扬顿挫的语言、丰富的情感和趣味十足

的肢体动作，瞬间把评委老师带入情境。 在生动

讲述中，故事里的角色都变得栩栩如生，灵动有

趣。这些动听美妙的故事在学生的心中播下希望

的种子，让他们爱上阅读，收获自信。

“英”为有你 “语”众不同

寓教于乐玩转英语， 绘声绘色乐享学习，以

“乐英语 心飞扬”为主题的英语周闪亮登场。

参加课本剧展演的一年级“小谷粒”们，口语

表达清晰流畅，用词准确得体，展现出英语口语

才能和表演天赋，所有参演学生都不遗余力地完

成演出，团队协作精神、富有感染力的表演让台
下掌声不断。

巧手展风采，童心颂祖国，“小谷粒”们发挥

自己的聪明才智制作的小小手工贺卡， 构思新

颖，制作精美，他们在贺卡里写下了自己的美好

祝福，尽显“小谷粒”们的爱国情怀。

丰富多彩的英语周活动一次次点燃孩子们

学习英语的热情，为学生提供锻炼自我、展示自

我、张扬个性的舞台，知识的奥妙及乐趣让大家
久久不能忘怀。

为期一月的“谷学节”活动，让孩子们喜欢学

校，热爱学习，在校园学习中获得了满满的幸福
感。

“人生百年，立于幼学”，为让更多的孩子在

“家门口”上到优质幼儿园，嘉定区加速优化学前
教育布局，满足市民对教育的需求。近日，位于嘉

定工业区的咏竹幼儿园正式迎来线下开园。

萌娃入园 仪式满满

“欢迎小朋友们入园！ ”11 月 10 日一早，咏

竹幼儿园的老师们在幼儿园门口热情地迎接孩
子们入园。 虽说已经过了开学季，但对这所幼儿

园的孩子们来说，一切还十分新鲜。据了解，为了

帮助孩子提前适应幼儿园生活，8 月 16 日起，老

师们就每天开展线上课程，每周组织举办线下亲
子活动。 经过两个多月的接触，不少孩子们已经

能叫得出同学的名字了。

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快适应幼儿园的生活，咏
竹的老师们做了充分的开园准备工作。 清晨，全
体教职工早早地来到了幼儿园，紧锣密鼓地布置
幼儿园的室内外环境，迎接小朋友们的到来。 当
孩子们迫不及待地来到了期待已久的幼儿园时，

出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只只活泼可爱的大熊猫。

原来老师们为了缓解幼儿的紧张情绪，为孩子们

准备了特别的入园仪式，由党支部书记、园长带

领全体行政老师装扮成熊猫卡通形象，向大家招
手问好。当孩子们走进教室，看到色彩明快亮丽、
温馨舒适的教室和各式各样的玩具，孩子们自然
忘却了和父母分离的不适应，不仅很快融入幼儿
园，还交到了新朋友。

开园第一天，是孩子们步入幼儿园阶段的一

天，也是适应有规律的集体生活的一天，丰富的

幼儿园生活让孩子们在快乐中体验、感知、成长。

走进自然中 住在艺术里

咏竹幼儿园位于平城路 2886 号， 远远望

去，湖水倒影间，一座色彩鲜艳、明朗活泼的园

舍坐落在嘉定工业区咏竹路的河畔， 现代主义
风格的建筑与湖面交相辉映。 户外多功能活动

区包括 30 米跑道、波浪骑行赛道、竹林音乐厅、
沙水玩泥区、花草园、种植园……满足孩子们户
外运动、游戏和探索需求。 园内还有 66 种植物，

孩子们可以嬉戏在竹叶沙沙的美妙中， 聆听自

然的声音，探索挖竹笋的乐趣……自主地探索、

自由地表达、自然地成长。 园所内共有 16 间活

动室，宽敞的室内空间、明亮的采光、童趣的盥
洗室等设施一应俱全， 还建造了颇具特色的小

型玻璃栈道与“黑白琴键”楼梯。 同时，园内还有

5 间专用活动室，分别规划为益智建构馆、自然
艺趣馆、科学探索馆、视听阅读馆等，满足孩子
们的集体生活。

幼儿园为实现每一个儿童“走进自然中，住
在艺术里”的愿景，做自然的教育、做关于自然的

教育、做为了自然的教育，实现自然而然的教育。

幼儿园全面立足上海“幼有善育”根本遵循，在嘉

定区持续推进品质教育的引领下，提出了“咏善
于心、育竹于行”的办园理念，致力于培养健康活

泼、文明乐群、好奇探究、亲近自然、勇敢自信、乐
于表达的“小竹笋”，实现幼儿、老师、幼儿园的自

然成长。

自古以来，竹子寓意高洁、谦和、正直、拔节

向上。咏竹幼儿园将共同构建“向上而生、向善而
为、向美而行”的园所文化，高质量陪伴咏竹的

“小竹笋”节节向上，让他们拥有天真的童心、灿
烂的童趣、快乐的童年。

生命在于运动，锻炼有益健
康。 为了充分调动孩子们参与体

育活动的积极性，11 月 11 日，

金山区健康幼儿园举行了以“趣

味运动 快乐童年” 为主题的小

班趣味运动会。

本次运动会努力为孩子们

营造一种积极向上、勇于拼搏的

运动精神，让孩子们在游戏中锻
炼，在锻炼中成长，以多种体能

训练方式让幼儿体验运动的快
乐，提高幼儿的身体素质。 活动

开始，奚峰园长对孩子们提出祝

福，祝愿孩子们能在运动会中快
乐、安全、尽兴地游戏。

整个运动会以趣味游戏闯关的方式进
行，一共分为 4 个游戏，分别是五彩泡泡、躲
避软棒阵、走迷宫和“小蛇蜕皮”。 在各个运
动环节中孩子们勇敢冒险，很好地锻炼了自

己身体协调和胆量，每一次顺利通过障碍物
后大家都感受到了成功的喜悦，既锻炼了身

体，又收获了勇敢、愉快的情感体验。
11 月 15 日，以“农耕嘉年华”为主题的

中班秋季趣味运动会以及大班趣味运动会
活动顺利举行。

小小运动员带着灿烂的笑容，迈着整齐
的步伐在老师的带领下有序入场。 随后，各
班幼儿带来了别出心裁的 showtime， 欢快
的音乐， 曼妙的舞姿展现了各班幼儿的风

采，成了操场上最靓丽的风景线。 各班幼儿
通过运动游戏竞赛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了他

们非凡的运动能力。

通过此次趣味运动会，不仅让孩子们感

受到运动所带来的快乐，还真实地感受了秋
天丰收的喜悦之情，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感受
到秋收文化的魅力，享受运动游戏的快乐。

洋溢着幸福与欢乐， 满载着健康与收

获，运动会在欢声笑语、加油呐喊声中落下

帷幕。 孩子们在运动中获得健康，在竞争中

学会合作，在游戏中找到快乐！

落实消防责任 防范安全风险
金山区新农幼儿园开展消防宣传月系列活动

近日， 九亭第二幼儿园开展了

“感谢有你，美好相伴”爱心周活动，

活动以义卖为主核心，引导孩子们体

会感恩的力量。

在爱心周“感谢有你，美好相伴”

的活动开幕式上，九亭第二幼儿园的

可爱吉祥物———爱爱和柚柚也来到

了现场，他们为孩子们带来了美味的

棒棒糖，寓意着爱是甜蜜的，孩子们

欢呼着扑上去，十分激动。活动最后，

孩子们唱响了《听我说，谢谢你》，在
歌声中结束了这次爱心周的开幕式

活动，开启了感恩的新的一周。

在和煦的暖阳中，爱心周的义卖
活动开始了。义卖的初心就是让闲置

物品可以实现循环利用，让孩子们在

行动中去表达爱、传递爱，并更加懂
得爱，学会如何爱父母，爱老师。

义卖前，九亭第二幼儿园的教师
采取线上通知和线下通知同时进行

的方式，积极呼吁家长和孩子参与义
卖活动。 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动手，制
作义卖海报，积极宣传这次“感恩有

你，美好相伴”的爱心周义卖活动。义
卖当天， 家长和孩子们积极配合，带
来了各式各样的玩具，为义卖的开始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实现了闲置物品
的二次利用。

义卖开始，九亭第二幼儿园的家

长和孩子们在操场上积极叫卖，宣传
着自己的商品，操场上回荡着孩子们

的欢声笑语，孩子们脸上绽放出灿烂
的笑容，细细品味着“爱”的魅力。

爱是无数个人手拉手，一起为同

一个目标付出，奉献。 本次“感谢有

你，美好相伴”爱心周义卖活动的所
有爱心款都将捐入慈善机构，为需要

的人提供帮助。九亭第二幼儿园的爱
心义卖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关于爱

心周，关于“爱”的活动还在继续，敬
请关注幼儿园的微信公众号。

为丰富同学们的学习生活，激发

同学们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
情，提高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10 月

31日 ~11月 14日，嘉定区绿地小学

举行了 2022年校园科技节。

科技节开幕

10 月 31 日， 随着火箭升空，在

沈佳浩老师的宣布下，科技节正式拉

开了帷幕。

科学幻想绘画比赛

小朋友们踊跃参与科幻画活动，

将自己的奇思妙想展现在一幅幅画纸
上，向我们呈现了许多精彩的作品。

活动中，小朋友们开动脑筋，借助
网络、书籍等不同方式，展开天马行空
的想象力，在无限幻想的同时，又倾注
了自己对未来世界的憧憬， 作品在内
容、版面、创意等方面都设计精美。

科技项目比赛

纸棍叠叠高：一二年级小朋友在

老师的带领下， 开动脑筋齐动手，成

功用几张 A4纸将乒乓球“叠叠高”。

倍力桥： 倍力桥看起来简单，做
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三年级小朋友
们互相帮助， 完成的倍力桥一个比

一个棒。

投篮器：复杂的小制作要用到各
种小工具，极大地考验着五年级小朋
友们的综合能力。看着他们在制作过

程中专心致志的神情，欣赏着他们完
成的一件件精美作品，不得不让老师
对他们刮目相看。

科技制作活动

周三班会课上，分年级的科技小

制作活动精彩纷呈。 一年级的“跳跳

章鱼”， 纸杯与纸融合体现了科技的

趣味； 二年级的气动火箭与橡筋小

车，查阅说明，学习制作，小朋友们能

够自己动手，感受制作的快乐；三年

级的鼓风机，经历较为复杂的制作过

程后，看到在空中悬浮不断晃动的小

球， 小朋友们不禁感叹风力的神奇；
五年级的翻折机器人，考验着小朋友
们心灵手巧的同时，更是激发了他们

对科技探秘的极大兴趣。

11 月 14 日，校园科技节落下了

帷幕，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科技

创造的精神深入小朋友们的心中，

用科技筑梦，助国家强大，一起奔向

未来。

科技筑梦 强国有我
嘉定区绿地小学举办校园科技节

金山区新农幼儿园根

据上海市金山区教育局

《关于开展 2022年“119”

消防宣传月活动的通知》

要求， 积极组织开展消防

培训、消防安全应急演练、消防安全情

景剧、消防设备进校园等系列活动。

一、担责任 重排查

安全干部采用线上、 线下分组

的形式认真传达上级文件精神，解

读园部消防主题月活动方案， 同时

开展教职工消防安全培训。应急灯、

消防通道、 灭火器等一一细查，消

防、 电力检查第三方以及校外辅导

员也对本园开展消防安全检查活

动，消除校园消防安全隐患。

二、广宣传 重体验

幼儿园充分利用孩子通、 微信

群、电子屏幕等多途径，上传消防警

示视频和安全标语提示。 各班结合

幼儿的年龄特点， 利用每日安全教

育 3分钟开展消防安全谈话活动。

11月 8日， 全园师生参与火灾

逃生安全演练， 其中无任何意外发

生。11月 15日，消防中队

的消防叔叔开着消防车

为幼儿进行了消防车功

能、 构造介绍和着装演

示。 重点岗位的教职工们

在消防员的指导下，学会冷静判断火

情，掌握灭火要领，正确扑灭火苗。

三、安全课 重延伸

园部添置消防员服装， 让消防

宣传活动渗透在一日游戏中。 小班

的孩子们在户外游戏中扮演“小小

消防员”，中班小朋友则通过安全情

景剧《由烹饪引起的一场火灾》，让

小朋友们在情境性、 故事性的活动

中增强消防安全意识。 而大班的小

朋友则化身勇敢的消防战士， 哪里

有火情哪里就有消防员的身影。

本次全国消防日系列活动，强

化了幼儿及教职工消防安全意识，

提高了幼儿在突发火灾时的自救自

护应变能力， 提升了教职工突发火

灾的应急处置能力， 本园将继续强

化责任担当， 常态化抓实消防安全

工作，切实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