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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蟒山毕业典礼致辞
各位小橡树的小朋友、大朋友好 !
又到一年毕业季，近来在我们的重要传媒——微
信——里，我们看到，各种高大上人物纷纷出马，到高
等院校给莘莘学子的毕业典礼致辞。比尔盖茨夫妇去了
斯坦福，奥巴马去了西点军校。我虽远非高大上人物，
拜小橡树这块自留地之赐，也得以站在这里，给小橡树
幼儿园 2014 届的小朋友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们致辞，深
感荣幸。又有校友会微信平台提前约稿，说要掀起朋友
圈里的争相转载，弄得我苦思冥想，到底要端出什么样
的先贤们不曾端出的浓缩鸡汤，才对得起这三分钟的传
播热潮呢？
昨天下午的小橡树家长读书会上，我和大家分享了
一本社会学研究书籍，讲的是直升机家长的亲子困局。
说到美国今天的专业中产父母对子女的未来越来越焦
虑，为保证孩子在今天的世界里继续保持他们拥有的精
英地位，他们把握每一个机会，在学业上要求优异成绩，
让子女从小参加各种课外活动，给他们最好的社会、文
化和经济资本。由于他们不确定在急速转变的世界中，
哪些技能会最有用，只好鼓励孩子培养多种技能，而且
要灵活应变，不要过早“定型”。在日常生活中，他们
希望培养孩子的情商、创造力和领导力，不再设定界限
鲜明的规则，而是通过不断的讨论磋商，与孩子进行无
尽的耐心交流。因为他们追求超越，希望孩子找到快乐、
有趣的人生，他们的育儿目标和方法中有很多张力和矛
盾，需要不断审视、矫正，寻求理想的平衡点，因此耗
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内心充满纠结。
当我分享上面的书籍时，坐在下面的小橡树妈妈爸
爸们不时露出会心的微笑，因为书中描述的，就好像我
们自己。分享完毕后，有妈妈跟我说，王老师，我就是
这样的家长，特别纠结，可是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需
要答案啊！你必须要给我答案啊！我只好再次强调，亲
爱的，我不能给你答案，因为我给的答案，可能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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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纠结。只有你自己找到的答案，才可能解决你的问题。
带着她的失望，我去和另外一位朋友吃了晚饭，依
然在讨论郁闷的话题：一个机构，怎样在今天多变的世
界中保持竞争优势。因为很多人，都在找寻胜出的途径
和存在的意义。可是，答案到底在哪里？
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我回了家，见到以前帮我料理
家务的小芳姐。她与我年龄相仿，但儿子大专毕业多年，
已经是一位成熟的技术工人。小芳姐非常能干，同时在
好几个家庭里做小时工，还坚持每周去查经和礼拜。我
说，你不要太辛苦了哦！她说，不累。去年回家了几个
月，陪伴老父亲走过人生最后一程。因为她平时为人好，
她帮忙的几家都克服困难，给她留着工作。她说，真是
感恩啊，大家对我这么好！儿子读书时受过委屈想不通，
当时小芳姐禁食祷告，和老公儿子商定咬牙挺过，决不
放弃！毕业后儿子工作非常努力，得到不错的发展。小
芳姐觉得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恩赐。拼命工作，已经不
是为了钱，而是要报答主恩，报答大家，有可能时帮一
帮别人。
她的话让我心情为之一爽，多么朴实的语言，却是
多高的境界啊！她的生活不见得比我们容易，但她的心
里都是光明，因为她不纠结焦虑自己和孩子是否能够继
续胜出，却感恩现在的拥有和曾经得到的帮助，努力去
工作，去回报帮助他人。
于是我想，我可能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这就是，放
下焦虑，换一种境界。当我们不再焦虑于自己、孩子甚
至机构未来能否胜出，而是感恩现在拥有的一切，努力
回报那些帮助我们走到今天的人们，并尽己所能，去促
成我们希望看到的改变时，天地可能会变得更为宽广。
当我们把人生当成祝福，把经历当成恩赐时，相信我们
一定能找到上帝为每一个人安排的最恰当的位置。
以此与小橡树 2014 届毕业生家庭共勉，并祝贺大家！
张婕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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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年里……
毕业前夕，一个悠闲的午后，跟孩子们聊起了
毕业的话题。不经意间问他们：想离开小橡树吗？
孩子们说：“当然不想了。”
老师：“为什么呢？”
小月月：
“离开小橡树就看不到现在的好朋友了，
还要上更多的课程。”
郭郭：“离开小橡树我就不能玩陀螺了，因为
我没有陀螺盘，还有，我要送给好朋友的礼物就没
有办法给了……”
大月月：“离开后就没有办法上我们喜欢的幼
儿园的课程了。”
顺顺：“离开小橡树就看不到‘大王’了，我
会想她的。”
安安：“离开后就不能和王老师一起玩了……”
朵朵：“要是我们上一个小学就好了，那样就
天天见面了，还可以一起玩。”
孩子们的答案个个不同，却又都透出了对老师
和小朋友的不舍。
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听着他们的童言无忌，我
又想到了去年蟒山脚下的毕业典礼，老师们纷飞的
泪水……就是两个字啊，不舍。
想想刚升班的时候，大家从不同班级一起升入
k1 班，在班级里做自我介绍，然后又慢慢了解彼此；
户外集体游戏的“山丹丹花开开几朵”、“水果蹲”，
让大家慢慢相识相知，组成新的团体——K1 班。
在这一年里，孩子们要面对、学会的事情有好多。
学会照顾自己；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学会对自己负责；
选择了就要接受事情所带来的后果，并勇于承担；
学会了要互相尊重，尊重别人就等于尊重自己……
在这一年里，孩子们挑战了自己，想尽各种方
法完成老师出的难题，并不断深入；科学课上探索
大千世界；他们的棋类游戏闯关更是一步更比一步

K1 班 王士静 / 文

高……
在这一年里，班级图书角的书看过、听过一遍
又一遍，还是喜欢继续看、继续听；美劳角的手工
也是不断加大难度，直到可以离开老师单独创作；
建构区更是一道风景线，因为规则不允许太多的小
朋友进去，所以为了进入建构区搭建自己喜欢的作
品，孩子们总会在做完必须的工作后，就去脚印处
占位子，一个个耐心的排队等候，秩序井然……
在这一年里，孩子们接触了“市场经济”——
小橡树集市。好好吃饭，努力挣钱，拿挣到的钱到
集市上买自己喜欢的物品；初步体会了“自己动手，
丰衣足食”；自己当摊主，制作商品，在集市上吆
喝叫卖，赚到了钱，自己再去买。小橡树银行发行
的小橡树币是唯一流通货币，当然，有时也会以物
易物。在小橡树集市，孩子们学会了算账，学会了
砍价，学会了交易。当然，常常，你会听到这样的
对话：
“这个多少钱？”
“20 元。”
“便宜点行吗？ 1 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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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拿走吧！”
好大方的摊主啊！
偶尔，有家长义工通过义工得到了小橡树币，
也兴冲冲地加入购买大军，让小橡树集市人气爆棚。
可爱的孩子们，常常为买到了一朵漂亮的纸花喜笑
颜开。
在这一年里，我们忙忙碌碌，充实快乐，像赶
集似的过完一天接一天，每天都是新的挑战，每日
都有新的心情。就这样，在大家不经意间，时间悄
悄把我们带到了离别面前，难道一年前的相聚，就
是为了今天的离别吗？回想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
好像就在昨天。他们的灿烂的笑脸，他们的专注的
眼神，他们笃守规则时的执着，他们摔倒时含在眼

里的泪水，一切，都是那么清晰。回想这些细节，
觉得自己很幸福，因为孩子们，让我的生活多了五
彩斑斓。心里有不舍，有难过，也有祝福……
衷心祝福这些小家伙们，在下一站旅程中快乐，
幸福……
等某年的某月的某一天，想起你们老师的时候，
可以转个弯回来看看，看看教室里是否又增加了新
的玩具，看看海洋球池的球是否又是扔得遍地，看
看操场上的小火车里是否还有两个小女孩在窃窃私
语……
孩子们，你们带给老师的记忆，我们永记心间。
老师也祝愿：走进新环境的你们，每一天都是自信
满满，笑容满面…… O.T
许肖 / 编

孩子的第一本毕业纪念册
小橡树的毕业纪念册，应是孩子们人生的第一
本毕业纪念册吧。每当想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这个
当妈妈的，心里总是充满了期盼的喜悦与莫名的怅
惘。谁说不是呢，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尚不懂同窗分别，
他们欢笑着奔向未来，迫不及待地成长，把因逐渐
独立带来的分离伤感抛给我们这些多虑的家长。
其实，我们是比孩子们更想拓印他们人生最初
的成长脚步的。所以做毕业纪念册，不仅仅是为了
孩子，也是为了满足我们这些期待又舍不得孩子长
大的家长们。既如此，做毕业纪念册当然是我们家
长最想参与的好事，说什么给园里帮忙，也许我们
更要感谢园里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可以满足自己
的私心，仔细地揣摩，回味那些小橡树时光里的欢
声笑语或是成长泪水。
夏天的日子里，窗外烈日炎炎，家长们却围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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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 班 贝贝妈妈 / 文
在清凉图书馆里那小小的桌边，给毕业班的孩子们
制作他们的毕业纪念册。隔壁，老师和孩子们的喃
喃话语或是欢快歌声作着背景，一片愉悦友爱。“毕
业纪念册要做的漂亮，但不能夺去孩子们作品的光
芒”，“再也不要红配绿啦”。我们这群激情有余
经验不足的家长们，反复被细心的老师叮嘱着，感
觉我们也像孩子呢，莽莽撞撞跃跃欲试，老师的提
醒才让我们谨慎一点，做得更好一点。各种颜色的
卡纸、瓦楞纸、彩色丝带，怎么和作品搭配才好看，
怎么费点小心思才能锦上添花，我们也像孩子们一
样在积极探索、大胆创作，小橡树的美劳课是不是
就是这般体验？
在制作毕业纪念册的珍贵日子里，我们边做边
看老师们精选出来的每个孩子的照片、作品、甚至
数学题。照片里的脸，由小宝宝似的懵懂慢慢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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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条明晰；那些美术作品，从幼稚的涂鸦到有意识
的逐渐丰富的构图与表达；那些数字，从歪七扭八
到有模有样。当我们看见孩子们竟然会做百位的蒙
氏加减法时，都大吃一惊，K 班的妈妈们自己都不
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学会了。我们不得不感叹小橡树
的时光和老师的爱如静谧流水，不知不觉的流淌、
弥漫在孩子们最初成长的路上，呵护着、浸润着，
不知不觉间孩子就长大了。不知不觉间，毕业纪念
册也摞成一大摞，我们终于完工了。
这个年纪的孩子们可不一定像家长一样花这么
多时间看自己的这本毕业纪念册，但总有一天，他
们会像我们一样，慢慢的一遍遍的翻看这本毕业纪
念册，去想念他们可能再也不会谋面的儿时伙伴，
想念在他们心里永远不会变化的小橡树老师的笑脸，
想念小橡树天井里的海洋球池、院子里的沙坑、葡
萄架甚至橡树农庄里满园的小青菜，想念所有启蒙
时的小橡树时光。真的希望无论什么时候，我们的
孩子们在翻看他们人生的第一本纪念册时，连同这
纪念册本身都能够让他们体会到，他们曾经被如此
用心的对待过。
另外，将美好的诗句也送给我们的孩子们，好

让他们知晓，我们怀着怎样的心看待这人生第一本
毕业纪念册。
From our birthday, until we die,
( 从我们出生，到我们死亡 )
Is but the winking of an eye;
( 不过是一眨眼的时光 )
And we, our singing and our love,
( 而我们，我们的歌唱和爱情 )
What measurer Time has lit above,
( 度量者“时光”在上方点亮的东西 )
And all benighted things that go，
About my table to and fro,
( 和在我桌子周围来来去去，在黑夜里赶路的万物 )
Are passing on to where may be,
( 都在不断流逝到 )
In truth's consuming ecstasy,
( 那在真理渐衰的狂喜中 )
No place for love and dream at all;
( 全然不会有爱情和梦想容身之处的地方 )
For God goes by with white footfall.
( 因为上帝走过，留下白色足音 )
I cast my heart into my rhymes,
( 我把我的心铸入我的诗 )
That you, in the dim coming times,
( 好让你在未来的暗淡岁月里 )
May know how my heart went with them
( 会了解我的心是如何曾与他们 )
After the red-rose-bordered hem.
( 一道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长裙 )
—— W. B. Yeats To Ireland in the Coming
Times 叶芝《致未来岁月里的爱尔兰》 O.T
刘玉梅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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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每年六一，小橡树都会举办大型户外活动。今年我们选择了宽沟招待所，虽然第二天的一场雨让家长
们无法参与事先准备好的游艺活动，但是之前的艺术团演出和夜间游行却是相当精彩。

纵有不舍，你终将远航
————2014 年毕业典礼教师发言
K1 班 王娟娟 / 文
各位家长、老师、孩子们，大家早上好！我很荣
幸能够代表毕业班老师在这里发言。孩子们，你们即
将远航，老师心中有高兴，有感动，更多的是不舍。
孩子们刚进学前班时的往事，还历历在目。去年
暑期，S 班的老师和我们交流升班孩子的状况，他们
的语气中透出种种不舍。如果说，当时我还有些不解，
今天，也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难舍难分的情怀。
小后院的葡萄架下，大后院的荡船里，郁郁葱葱
的橡树农庄里，楼顶的钻筒里，幼儿园的每寸乐土都
印下了孩子们快乐的足印，留下了他们快乐的笑声。
曾记否那个午后的下午，本来准备给孩子们玩的
海绵和水，成了他们擦车的工具。一个孩子招呼着：
咱们去擦小火车吧。所有孩子就都成了擦车工。他们
拿起海绵擦起了后院的小火车，一边擦，一边唱着《洗
刷刷》和《我是一个粉刷匠》。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啊，
把他们最爱的小火车擦得闪闪发亮，指尖的海绵把快
乐传递到了他们心间，同时也让整个大后院显得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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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
曾几何时，操场上的足球赛热火朝天，不亚于世
界杯赛场。孩子们带着足球满场跑，把 S 班的小朋友
也吸引了过来，齐心协力把球踢向老师把守的球门。
那天下午，正好有一个已经离园的孩子，在妈妈的陪
同下回来看看，跟着我们玩了一个下午。离开时，满
身满脸都混合了汗和泥土，妈妈却兴奋地说：“啊，
我们宝宝好久没玩得这么开心了，今天回家终于又可
以给他洗衣服了。”
从 S 班到 K 班，孩子们最大的转变是将注意力从
成人转到了小朋友们身上，他们经常相约到彼此家中
玩，到野外一起踏青。在户外游戏上，也由简单的重
复变成了不断的叠加和创造。他们的转变也表现在自
理能力日益增强。小朋友愿意自己穿旱冰鞋，泳衣整
理得有条不紊。他们很愿意为班级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情，如当值日生。每当自己体验过后，他们便会告
诉自己后边的小朋友做什么，和应该怎么做。他们还
很喜欢下各类棋，军旗，象棋，五子棋。孩子们还探
讨总结“课堂上老师总让我们想很多问题，会想问题
很重要。”
这一年，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如天上的星星，数也
数不完。让我们共同用心去体验孩子们生活中的故事。
我再次代表学前班的老师们，以及在 S 班带过孩
子们的老师们，祝福我们的孩子永远健康、快乐。也
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给我们讲讲小学的快乐生活。
我相信我们的小朋友也会像橡树一样，抗挫折，
耐磨练，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在今后的日子里，活出
生命的精彩！O.T
许肖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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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没有终点
————小橡树合唱团六一演出侧记
在那堪萨斯的草原上，有个叫多萝西的小姑娘
……
今年的六一活动，合唱团的节目和以往的歌唱
形式有所不同，不仅载歌载舞，更是将剧情表演融
入了歌曲的演唱中。这次演唱的 Over the Rainbow
最早出现于自美国著名童话《绿野仙踪》改编的同
名音乐电影中。这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就耳熟能详的
奇幻冒险故事，而如何让观看演出的小朋友们能随
着我们的歌声进入到这样一个美妙的故事情节中，
合唱团的妈妈灵思涌现，提出了以小剧演出衔接演
唱的构画。而后，大家踊跃表态，一时间，各大角
色的扮演者纷纷锁定。阿乌子妈妈扮演稻草人，扎
西妈妈扮演铁皮人，豆宝爸爸扮演狮子；最重要的
角色多萝西，则由有名的“金嗓子”，小橡树幼儿
园 2012 届校友琪琪小姑娘来扮演。

S3 班 乐多妈妈 / 文
眼瞧着大伙蓄势待发，团副格玛妈妈却依旧心
愿未了，还想把一个非常经典的传杯子的节目也揉
合进我们的表演，继而一同搬到六一演出的舞台上。
同时合唱团团员们也在不停献计献策，喷彩球，变
彩虹，画彩图，扔彩带，吊下彩虹降落伞，放飞彩
虹气球……事实上，在每一次关于演出的盛大讨论
中，诸如此类的奇思妙想总是纷涌而出。在我加入
合唱团两年的时间里，已然深深被这样的氛围所感
染。大家聚在一起彼此畅所欲言，笑颜开怀，正是
每一个人的灵感闪烁，相互交织，相互激励，迸发
出绚烂的创意火花。也正是每一个人的热情，相互
点燃，相互倚靠，蕴酿出鲜活的舞台表演。不由得，
在这里，路越走越远，心越来越大……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中，传杯子配小剧接美声
合唱，这样一个奇特的表演组合诞生了。紧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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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极强的心灵感应，不约而同确立了以“打油诗“为
基调的剧本大格局。而另外一拨也闲不下来，以琪
琪妈妈挂帅的传杯子小分队抓紧着每一次鼓队排练
和合唱团排练之间的夹缝时间努力练习。
5 月初，小剧迎来了第一次彩排，滋味实足，
笑果百出。阿乌子妈妈为表演奋不顾身，稻草人砰
然跌倒的那一下，看得大伙儿又惊喜又心疼。而扎
西妈妈灵机一动把憨实版的铁皮人改编成了俏丽版
的铁皮人。大块头的豆宝爸爸出演胆小的狮子，具
有很强的戏剧反差。他伛偻憋屈着身体把狮子的懦

小剧的草台班子从 4 月中旬正式搭建完成。接下来，
在一个阳光不是那么嚣张的午后，在非洲鼓课的
中间，团长 Ella 妈妈以她一贯柔和淡定并肯定且
坚定的口吻代表组织向我传达了写脚本的光荣使
命。
那边厢，大伙儿合力找鞋的找鞋，找狗的找狗，
找筐的找筐，找头套的找头套，找来各路影像资
料互相借鉴学习，找来各色剧服贴图互相参考，
更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喜获“金顶针儿”果果妈妈
的强力加盟，一片热火朝天；而这边厢，我“两
耳不闻微信事，一心只在憋出词儿”，好在两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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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退缩刻画得惟妙惟肖。而这一切到了那晚，在彩
虹桥的映衬下，令童话如梦一般闪光。
在这次演出的背后，琪琪妈妈一针一线亲手缝
制了多萝西的服装；阿乌子妈妈找来了稻草和麻袋，
设计了稻草人的经典妆容；扎西妈妈自己把废纸箱
和玩具斧头用烧烤锡纸糊得闪闪发亮；果果妈妈和
果果一起用巧手把草帽、麻袋和稻草花束演绎得时
尚感实足；最逗的是，格玛妈妈居然从宠物商店淘
到了给狮子装扮用的发套；但非常遗憾的是，此前
参与了每一次排练沟通，兢兢业业，引吭高歌插科
打诨无所不能，终于啃下了十六句词儿的慧慧爸爸
临时无法参加在宽沟的演出。也非常幸运的是，豆
宝爸爸临危受命，在不足一天的时间里，连记词儿
带设计动作外加和大家配合，奉献完美演出……
历数参演两年来和大家一起经历过的演出，
有 娓 娓 道 来 的《 闪 亮 的 日 子》， 有 欢 快 跳 跃 的
Rudolph, the Red-nosed Reindeer，有空灵婉转
的《乘着歌声的翅膀》，有清澈悠长的《苗岭的早
晨》，有热情舞动的 Siyahamba……每一次大伙儿
都憋着劲想尝试些新的东西，从加入器乐到自创服
装，丰富了表演，也挑战着自己。而这一次，朝着
音乐剧的方向，大家又走了小小的一步。
我曾经和身边的朋友说，在小橡树，感觉能“压
榨”出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潜能。当年跟随孩子入
园时便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小橡树合唱团，老爸老妈
和我开玩笑，“从小搞文艺搞到孩子上了幼儿园还
不放过，你俩到底谁在上幼儿园啊？我看你上得比
她还欢……”
怎么说呢，置身在小橡树合唱团，更象是一趟
旅行，没有终点，只有风景。O.T

【附】
剧本台词
在那堪萨斯的草原上
有个叫多萝西的小姑娘
灰色的草原灰色的天
可多萝西的快乐从未改变
草原上刮起了龙卷风
多萝西被吹到陌生的国度
嫩嫩的青草可爱的小屋
再看不到自己回家的路
不怕不怕不怕，多萝西不怕
善良的蓝色小人安慰她
奥兹魔法师一定有办法
在那神秘的翡翠城
奥兹魔法师能帮你回家
祝福的亲吻印在脸上
香甜的面包装满提篮
带上红红的遮阳帽
踏着黄色砖石一路向前
太阳发亮，鸟儿歌唱
银鞋敲打着黄砖路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
突然来到陌生的世界
勇敢的多萝西并不慌张
脚下的路一直伸向远方
心中思念指引家的方向

王玺 /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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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保留节目之夜间游行

稻草人：
我禁拉又禁拽
我禁打又禁踹
我也不怕疼
我也不怕摔
我就怕一根
燃烧的小火柴
吊在稻田里
我也很无奈
可我又能做什么
谁都笑我笨又呆
还不是因为这儿
全都是稻草
就是没脑袋

S6 班 王九松 / 文
夜间游行是每年六一活动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和家长都特别喜欢参加，今年新
的场地给我们夜间小组带来了新的挑战。

遇到危险，两腿打晃
何处去寻，勇气的光
号令群兽，王中称王
多萝西：
你们好我叫多萝西
我要到遥远的翡翠城去
请求伟大的奥兹魔法师
送我回到堪萨斯的家里
如果你们想和我一起去
我也请求奥兹来帮助你
＊＊＊＊＊＊＊＊＊＊
有梦的路就会有朋友
四个小伙伴一起大步走
即使前面有可怕的黑暗
大家一起去克服那挑战

铁皮人：
我是个樵夫
砍柴又伐木
浑身包铁皮
斧子锋又厉
可是有一天
突然淋了雨
我钢筋铁骨
我活泼调皮
可没有心
快乐远去
狮子：
我是狮子，百兽之王
谁见谁怕，威名远扬
吼声震天，唬人最棒
但有个秘密，在心中藏
我威风凛凛，却没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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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梦的心能飞跃彩虹
蓝鸟翱翔我们自在随风
头脑和胆量在成长的路上
滚烫的心沐浴友爱的阳光
多萝西回家的路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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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游行之前期准备
每次夜间游行都要用荧光棒拼出一些图案。今
年，拼什么呢？
首先，小橡树的 Logo 是必不可少的，品牌意识
嘛。
其次，设计小朋友喜欢的、可爱的图案也是必
不可少的，比如：PIZZA、小飞机、小猫咪、小兔子等。
今年我们增加了阿拉伯数字、英文字母，在探秘的
同时，小朋友可与父母一起分享、发现数字的乐趣。
最后，我们还要制作指引方向的箭头。按常理
说，指向标应放在醒目的地点，但为了增加趣味性，
我们有一点反其道而行之。我们策划的指向标，一
部分在明，一部分在暗，让小朋友在游行时，体验
寻找暗处路标的乐趣。后来游行中，每每听到孩子
们大声喊：我找到啦！我能感觉到孩子们声音当中
的自豪与快乐！
夜间游行之路线设计
纸上谈兵之后，要实战啦！
周五到了宽沟后，上午陪着孩子们疯玩儿，中
午安顿好这群捣蛋鬼后，夜间小组开始设计行走路
线。大家一圈走下来，感觉路程不是很远，绿地只
有一块，大部分路程在公路上。怎么样把这稀少的
资源有效利用呢？一个个方案提出来，又一一被否
定。集思广益之后，形成了最终方案：我们先从公
路出发，将公路边上的窄地板砖都变成彩色的平衡

木，正好练习孩子们的平衡能力。沿途会有指向标
及各种可爱的图案、数字、字母，最后到达绿地。
这里有许多树木，地面平整，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大
做文章啦！我们利用透明胶带在树林间设计了一条
S 形路线，S 形路线两侧布置了闪闪发光的荧光棒，
有横条状的、圆圈状的、竖条状的等等；在这条 S
形路线上还可以看见可爱的图案，比如：太阳、月亮、
星星等。整条路线上都闪闪发光，仿若置身童话世界。
夜间游行之现场布置
布置工作必须在晚上，月黑风高夜，我们夜间
小组才能出来呢！游行时间定在晚上 8：30，孩子
们 7：00 进入体育馆看演出。倒计时 1 小时 30 分，
90 分钟的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弥足珍贵，夜间小组争
分夺秒的工作着。分工明确，各司其职。有甩荧光
棒的、有用透明胶拉路线的、有粘贴荧光棒的、有
挂图案和指向标的、有粘贴平衡砖的。时间一分一
秒的过去，我们的工作还不见尾声，体育馆内传给
我们消息：节目马上结束，准备游行。我们互相大
声鼓励着：不要慌，努力，加油，我们可以的！离
完工还有一点点路程，我们派人跑到起点迎接大家，
准备接受游行检验。有妈妈爸爸们牵着孩子的小手，
一路给孩子指指点点；也有的大孩子，三个一群，
两个一伙，沿着荧光棒的指示，一路探索着。黑夜里，
一条长龙沿着荧光棒铺出的五颜六色的道路行进着。
一瞬间，我忽然有了莫名的感动，这些孩子和家长
的快乐感染了我。
夜间游行之收尾
回到终点后，大家陆陆续续散去，夜间游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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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结束了，但夜间小组的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要
打扫战场，收拾环境。地上和树上的胶条和荧光棒，
统统都要收拾干净，确保环境中没有留下任何垃圾。
我们打着手电，仔细地清洁地面，还要一棵树一棵
树的搜寻。在我们的“童话世界”，我们更是睁大
了眼睛，因为有的荧光棒被孩子们拿走，可是胶条
还留在树上，不是很好辨认。我们谨慎、小心地清
理着，前面的人收拾完，后面还会有人再检查一遍，

直到确保一切清理干净之后，我们才大大松了一口
气，这时候，很多小朋友已经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听说，今年的演出很精彩。可惜，我们夜间小
组都没有看到现场直播。不过，虽有遗憾，但也欣慰，
因为我们带给大家的神奇探秘之旅，带给了孩子们
很多欢乐。两个字：值得！ O.T
宋培培 / 编

住宿的基本人数后，我们心里有了谱儿，帐篷数量
绝对没问题。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一个个的帐篷过目，
尽量挑选好搭好收通风透气的帐篷记录在册。( 有
底气了，就开始“挑肥拣瘦”了哈！ )
每个征集的帐篷地垫都在园里由义工提前实搭
一遍，以便于搭建拆卸和通风透气的帐篷作为首选，
而且尽量满足孩子们舒适的住宿空间。

快乐的帐篷义工
K2 班 果果妈妈 / 文
关于六一活动在篮球馆里搭帐篷这事，最早起
源于王芸老师夜宿动物博物馆。清楚地记得，清明
节后的某一天去幼儿园，见王芸老师在天井里搭帐
篷，于是凑过去问了一句：“您这是玩什么呢 ?”
王老师一脸雀跃地回答：“咱们六一活动，在宽沟
篮球馆里搭帐篷如何？孩子们都睡在帐篷里，多好
玩儿啊！”我说：“您买这么多帐篷放哪儿啊！”
领导一脸沉思，这事后来就过去了。
4 月中旬，开六一活动的家长代表会，王芸老
师正式明确了六一活动，在篮球馆，孩子们夜宿帐篷，
帐篷从各班抽调，相互协调，如果不够的话幼儿园
想办法。
会上就确定了一个帐篷协调小组，我和 S7 的轩
轩妈妈和 S5 的豆宝妈妈自愿报了名。可光有三人不
够啊，于是下午就动员各班家长代表回班征集各班
的帐篷协调员，帮助协调各班的帐篷统计和收集工
作。这中间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由于家长们心疼
老师，觉得当天搭建帐篷和当晚看护帐篷里的孩子，
对于老师们来说太辛苦了，于是家长代表群里提出，
不如让孩子们睡大通铺，这样减少了老师很大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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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作量。信息反馈到园领导那里，领导就一句话：
“没事，一定要让孩子们玩得高兴睡得新奇。况且
大通铺对于孩子来讲，由于篮球馆的玻璃天顶，早
上阳光太强，容易睡不踏实。”总之一句话：老师
为了孩子不怕辛苦 ! 这时突然想起合唱团的一个妈
妈说过的一句玩笑话：“咱小橡树的家长，属于不
把自己逼上绝路决不善罢甘休的一群人 !”那是因
为合唱老师曾经让我们放弃 Over the Rainbow 里太
过绕口的台词改为哼唱，结果被爸爸妈妈们一口否
定，说那多没面儿多没劲啊，我们回家自己练习叨
嘴皮子去。现在突然想起，这好像是咱小橡树人共
同的传统哈 !
方案定了，开始工作，第二天帐篷协调小组就
正式成立 ! 代表为：S1 顺顺妈妈，S2 当来妈妈，
S3 乐多妈妈，S4 和和妈妈、一凡妈妈，S5 豆宝妈妈，
S6 扎西妈妈，S7 轩轩妈妈，S8 慧慧爸爸，K1 获获妈妈、
朵朵妈妈，K2 果果妈妈。
人多力量大，几天时间帐篷协调小组在全园家
长的大力配合下，摸清了各班的帐篷数量，防潮垫，
地垫数量，话说物资极大丰富啊。等和财务确认了

OAKY TIMES

不仅要试帐篷，还要试空间，这不，直接找来小朋
友试一试。

看，我们的家长交上来的帐篷注明的是多么的清楚。

天井试帐篷

可这时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近 30 顶帐篷，完
全由园里老师们搭建和收纳，的确是很大的工作量。
突然想起：咱小橡树有家长义工群啊，群里有活跃
分子 70 多人，承担起所有帐篷的运输、搭建和收纳
工作绝对没问题。结果一呼百应，我们的帐篷义工
小组瞬间成立。

当天一早和小朋友一起到达宽沟，开工！

OAKY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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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篷义工小组成员：
S2 当来爸爸、朵朵爸爸、小豆爸爸，S3 乐乐爸爸、
S5 豆宝妈妈、豆宝爸爸，S7 轩轩妈妈，S8 慧慧爸爸，
K1 获获妈妈、获获爸爸、朵朵爸爸、朵朵妈妈，K2
丞丞妈妈、途途妈妈、采采爸爸、采采妈妈、果果
妈妈

因为义工们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所以周五安装
主要以妈妈为主，周六拆卸主要以爸爸为主，搭建
和安装不是一拨人，时间紧任务急。可是周六的义
工们在孩子们 7：00 起床后，居然在 30 分钟内完成
了 26 个大小不同，型号不同的帐篷拆卸工作，收拾

紧张忙碌的工作

劳动夫妻最光荣

夜晚看着孩子们睡在帐篷里，快乐啊！

帐篷突击队

12：00 准时完工

这就是传说中的帐篷拆卸突击队，30 分钟完成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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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井井有条，保证了篮球馆一早活动的顺利进行。
感慨：我们小橡树的义工们是多么的训练有素啊！
最后各班的家长代表准时到篮球馆把各班的帐
篷取回就地分配，减少了义工们往回运输拉帐篷的
工作，就此我们的宽沟帐篷工作顺利完成！

期间各种感人的小故事：
各班在两天之内就统计了各式帐篷近百顶；
K2 天天妈妈主动要求外借 3 个大帐篷，让孩子
们住得宽敞舒适；
K1 的 8 个型号一致的帐篷绝对养眼，都来自获
获妈妈的大力赞助；
S5 豆宝爸爸不仅临危受命出演了合唱团小剧里
狮子，还被豆宝妈妈抓来当了义工，夫妻俩周四提
前去公司交代了工作，第二天齐刷刷出现在河边运
输帐篷；
K2 途途妈妈和我当天都带上了阿姨帮助搭建帐
篷，晚上班里的妈妈主动让阿姨搭车回京并亲自将
阿姨送回家；
今年 S3 没有小朋友入住帐篷，可乐乐妈妈依然
给乐乐爸爸报名了义工，一句话放在那：“放心吧，
我们爸爸什么样的帐篷，有零件没零件都能给你装
上，拆了，绝对没问题！”
最感人的是 S8 的慧慧爸爸，帐篷协调小组成员
和忠实的义工，每次试帐篷必到，有一个周五居然
是出差回来 11：00 下飞机直接拎着行李来的幼儿园
试搭帐篷。可惜老兄日夜操劳，宽沟活动的前一天
身体突然有恙，直接从图书馆回家叫救护车去了医
院，这时还不忘第一时间通知我们第二天准备好备
用的车运帐篷和合唱团演狮子的人选，弄得跟遗嘱
似的，于是大家一起安慰他，说请领导放心，我们
一定会将革命进行到底！
作为我，一个小橡树普通的家长，在小橡树 2 年，
就这样能时时刻刻地感受到小橡树人的爱、热情、
责任、行动力，同时收获了太多的快乐和友谊。我
们像一家人，正能量就这样在我们手中不停地传递
着，我们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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