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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欧苗苗

“来，老师抱抱！”昨天早晨，在中（2）班的教室门口，老师从家长手中接过小朋友，并蹲下来给了一个温柔的

拥抱，随后小家伙高兴地跑向自己的座位。在市广场蒙氏幼儿园里，这样温馨的画面随处可见。

2013年，作为莘塍小天使幼儿园姐妹园的广场蒙氏幼儿园建园以来，以“传播真正使人受益一生的教育理念，

让世界充满爱与尊重”为使命，坚持“环境与教育并重，教学与教研同进，德育与智育双佳，老师与学生齐飞，园所与

家庭共育”的办园理念，以“礼仪品格”为基础课程，引进“蒙台梭利”国际课程，结合五大领域开设幼儿小创客、奥尔

夫音乐、创意美术、小主播、轮滑等艺术课程，在孩子不同年龄段不同敏感期给予科学的教育，做有温度的幼儿教育。

本报讯（通讯员 薛孝辉 记者 欧苗

苗 陈希林）寻根中华文化，相约美丽瑞

安。7 月 10 日上午，2018 年海外华裔青

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相约温州营

瑞安分营正式开营，75 名华裔青少年学

生参加。

此次“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相约温

州营瑞安分营由市外侨办、市外国语学校

承办，市侨商协会协办，为期 3 周。本届

活动共收到报名资料 100 余份，报名咨询

近 200 人次。这次 75 名华裔青少年来自

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希

腊、阿联酋、奥地利、巴西等9个国家。

据悉，市外国语学校是温州市华文教

育基地，从 2004 年开始举办海外华裔青

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每年举

办 1 次，截至目前共有 500 余名华裔青少

年回到家乡瑞安参加夏令营活动。夏令

营以中文学习为主，采用国侨办编制的华

文教育统一教材，辅以武术、国画、书法、

陶艺、曲艺、经典诵读等中华传统文化课

程及创客等特色精品课程。

据介绍，活动中营员们在玩中体验，在

做中感悟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家乡的风土

人情，进一步增强海外华裔青少年对家乡

的认知和兴趣，品味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

魅力，激发做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和传播者

的热情和自豪感。据悉，7月下旬，营员代

表约30人将赴北京集结营参加活动。

在记忆的长河中，有许多往事，它们就

像水底的沙石一样，数也数不清，有些已经

被冲淡，而有些却让我记忆犹新，感动不已。

有一天，我正坐在老家的二楼悠闲地玩

着电脑，当我正在游戏中横扫千军、大杀四

方的时候，在阳台晒衣服的奶奶突然冲进房

间，拉着我的衣服，大喊道：“正锐，别玩了，

起火了！快去帮忙！”

我惊呆了，果然，塘河对岸的好几座房

子燃起了熊熊大火，弥漫出黑色的浓烟，我

吓得脸色苍白。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亲眼看

见火灾，就算有，也仅仅是在电视上而已。

火势越来越大，消防车却还没有来，怎么办？

很快，在塘河对岸的左邻右舍、来往路

人纷纷加入到救火的行列中。大伙把家里

大大小小的水桶、脸盆搬出来，年轻力壮的

人扛起水桶泼水；妇女小孩给那些泼水的人

送湿毛巾，帮他们打水。

只见在着火房屋的栏杆边，一位中年男

子抱起一床棉被，难道是想趁火打劫？可他

并不像要逃跑的样子，而是把棉被放在水里

打湿，然后，发生了一件令所有人没有想到

的事情：他居然披上棉被，冲进火场。在他

冲出来的时候，怀里抱着一个小孩，在他的

身后，跟着一位妇女。围观的人群随即发出

欢呼声⋯⋯

这时，消防车来了，大火很快被扑灭了。

俗话说得好：一人有难，八方支援。在

危急关头，左邻右舍、来往行人及时开展火

灾扑救行动，控制住了火势，营救出了人

员。他们的心真像金子一样！这动人的一

幕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

朝阳将这乡路披上了一层金纱，让蜿

蜒的乡路呈现一派娇俏。乡路旁的小溪映

出金色的村庄，水中村庄似一幅金黄油画。

雄鸡有力地啼鸣，唤醒了熟睡的太阳

和村民。东方露出了鱼肚白，缕缕炊烟升

起，飘来一阵阵饭香。

炊烟淡去，一座座茅屋中走出一对又

一对农民夫妇。他们脸上绽着幸福的笑容

踏上这条乡路，走上劳动的旅程。这美妙

的画面勾起了我对这条乡路的回忆⋯⋯

记得未上学时，父母常携带我和妹妹

去山村的外公家。在大人们聊家常时，我

和妹妹便跑到门前的路上自由自在地玩

耍。对于我们姐妹俩来说，这条乡路便是

我们的天堂。想来可笑，当时打鸡鸭、捉蚂

蚱、拎狗崽、摘山花、天不怕地不怕的女娃，

才经过几个春秋，就成了一个乖乖女、好学

生。依稀记得往日春天，我摘杜鹃，去了

蕊，扔口里一嚼，好甜！夏天，天太热，没事

便折一根竹竿，追打鸭子，那种自由奔跑的

感受，我已久未体验。一年秋天，外公家的

大黄狗生了六只狗崽，我抱来一只，一玩就

是一天。冬天，这里总会下一场鹅毛大雪，

爱玩雪的我就会来尽兴玩一次。那时的生

活，是多么快乐啊！

沿着这条乡路向下走几百米，有一条

小溪。那里的水清澈见底，周围青山环绕、

绿树成荫。我最喜欢这里了，因为可以尽

情玩水。我和妹妹最喜欢玩一个游戏：扯

一片草叶，把它放到水中，看它随波逐流、

沉沉浮浮。最有趣的是小溪连通一个人工

井。当草叶漂到小溪尽头时，便会掉进一

个洞里。不一会儿，那草叶便浮在了井水

水面。这有趣的玩法使我们百玩不厌。

“咯咯哒——”鸡叫打破了我的回忆。

迎着烈日，一抬头，发现已跟回忆走出很

远。一看表，已是正午。我在乡路母亲的

身躯之上，青山碧水的环抱之中，向袅袅炊

烟升起处跑去⋯⋯

（指导老师 吴伟君）

我是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我从车

厂里出来的时候，人们都议论说：“蓝色

的，真漂亮。”“铃铛闪闪发光，好神气。”

“你看它的轮胎，多圆呀！”我每天有人骑

着，穿梭在这座城市里。骑过我的人都

说：“啊，座椅柔软，骑起来又稳当，太舒服

了！”我听了很高兴。

有一次我被停放在路边，听见旁边的

两个小伙伴在讨论同伴被人破坏的事。

我不相信，心想：“这怎么可能？人们不是

很喜欢我们共享单车吗？”

没想到不久我也遇上了这样糟心的

事。有一次我被一名学生停放在学校边

上的时候，一名调皮的小男孩蹦蹦跳跳

地走过来，突然踹了我一下，我一下子摔

倒在地。直到过了很久，一位阿姨路过

才把我扶起来。我在心里感谢这位阿

姨，也安慰自己：小男孩不懂事，这不算

什么⋯⋯

可是，过了十几天，我正在空车位上

休息的时候，一位叔叔走过来，看到了

我。我本以为他要骑车呢，没想到他猛地

从口袋里掏出刀，恶狠狠地扎向我的座

椅。我痛得要命，但我只是辆共享单车，

喊不出声来。就这样，我的座椅上出现了

一横一竖两道大大的伤口。我漂亮的座

椅就此变得丑陋了。人们看到我的座椅，

转身就走。我被嫌弃了！

后来，维护共享单车的叔叔见了我，

把我拉到工厂里换了个座椅。我又焕然

一新了。但是，从此以后，我一看到人就

很害怕，怕再被他们伤害到。

我从刚上路时的开开心心，到后来的

战战兢兢，日子还是一天天过了下去，直

到有一次⋯⋯

那天我停在河边，一位大哥哥骂骂咧

咧地走过来，一见我就踹，还用力推我，直

到我跌下了河。我被泡在水里，浑身发

冷，却又无能为力。一直过了一个星期，

维护共享单车的叔叔才发现了我并把我

从河里捞上来。但是，我的车把、轮圈歪

了，全身也生锈了。

维护共享单车的叔叔觉得我已经失

去了维修的价值，他说：“唉，又一辆提前

‘退休’的共享单车。”

亲爱的叔叔阿姨、小朋友们，请好好

爱护我们，不要伤害我们，这样我们共享

单车才能继续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便利。

特色育儿，润物细无声
平常，在广场蒙氏幼儿园内，礼仪教

学渗透在孩子的日常行为中，来园离园接

待礼仪、排队礼仪、递接物品礼仪、声音礼

仪、喝水礼仪、拥抱礼仪、拜年礼仪⋯⋯礼

仪教学渗透在教师设计的一日流程中，在

耳濡目染中让孩子感知并学会这些知识。

“有来客，说请坐，端茶倒水摆糖果。

客人走，说再见，挥手目送到外面⋯⋯”课

堂内外，老师们言传身教。

园长张培蕾说，最佳的教育来自于和

环境对话。该园结合幼儿实际情况，积极

谋划，目前幼儿园内处处洋溢着“礼仪品

格”文化气息，墙上、阶梯上随处可见朗朗

上口的礼仪文明标语，浓厚的礼仪文化氛

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们。

“幼儿期是培养良好行为的关键期，

我们就想将生活仪式感渗透在孩子的思

想中，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张培蕾说。

作为孩子的引路人，园内所有老师的

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着孩子。该园从源头

抓起，本着让老师“学习、领悟、成长”的原

则引进来走出去，请专家来园指导，带老

师出去学习；每学期都会组织老师开展各

种教研、教学方面的活动，传递先进教育

理念，提升教育水平，做到教育方式与知

识融会贯通，创建礼仪学习浓郁环境。此

外，每个夏天会开展训练营活动，鼓励亲

子参加，一起来体会礼仪品格特色。

此外，该园找准节日文化中的精华，

利用春节、元宵节、妇女节、重阳节等有特

殊含义的节日，有意识地倡导孩子在节日

活动实践中增长见识、感受礼仪，培养幼

儿敬老、友爱、勤劳等健康情感和品质。

同时，定期开展经典诵读活动，让全园幼

儿熟记《弟子规》《三字经》，陶冶情操。

家园共育，如春风化雨
“爷爷奶奶好！叔叔阿姨好！小朋友

好！”每天早晨 8 时，都会有一组老师着装

整齐，“弯腰鞠躬”热情地在幼儿园门口迎

接，给入园的家长和幼儿带来了晨间美好

的问候，大家互尊互敬，成了该园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刚开始，面对老师的鞠躬，孩子的爷

爷奶奶们会觉得尴尬，一下子不知道如何

是好，年纪轻的爸爸妈妈们则会很快做出

回应，也会给予问候。”张培蕾告诉记者，

家长们也会发现自己孩子越来越懂事，越

来越礼貌，开始主动参与，甚至抢着来幼

儿园当“礼仪志愿者”。

家庭是幼儿园重要的合作伙伴，在传

统礼仪文化进校园的教育中，幼儿园提倡

让家长陪着孩子去成长，去学习礼仪修

养，亲身体会传统文化的魅力及文明礼仪

教育的重要性。

每次活动，该园会利用电话、微信、班

级群，开展节日亲子活动，加深老师、幼儿

和家长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感情交流，以亲

子活动、家园共育融入“品格礼仪”课程建

设之中，拓深幼儿园内涵建设。

“无论是在幼儿园还是在家里，孩子

们的肢体语言变得丰富灵动了，礼仪表达

也成了日常习惯。”老师和家长欣喜地发

现，通过与环境“会话”，孩子们的学习方

式在逐步改变，逐渐独立地掌握社会规

范、自我管理和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而且

更让家长高兴的是，孩子们懂得了孝敬，

懂得了感恩。

谈及未来规划，张培蕾表示：“广场蒙

氏幼儿园将继续在礼仪品格教育活动中

进行深入务实的实践，不断提升办园内

涵，让幼小心灵盛开礼仪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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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教育，从幼儿做起
广场蒙氏幼儿园“文明礼仪之花”香溢满园

走进特色幼儿园⑥
RUI BAO

“创客教育，要从娃娃抓起”，自本报推出“幼儿小创客”项目以来，全市已有20余家幼儿园将该项目引进课堂，开启
了幼儿的启智新模式，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幼儿园的教育特色还有哪些？今天，我们走进瑞安市广场蒙氏幼儿园。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开营啦！

75名海外华裔青少年相约瑞安

动人的一幕
安阳实验小学 五（6）班 张正锐

乡路
马鞍山实验小学五（3）班 章新卉

共享单车的自白
集云实验小学 四（1）班 庞武越

我的妈妈大林给我买了 3 尾小金鱼，

我给它们取了名字叫火鱼，因为它们的颜

色火红火红的，就像燃烧的火焰。

这3尾火鱼脾气火爆。它们尖尖的嘴

巴一张一合，好像在说：“走开，走开，我可

是火鱼公主，别惹我。”说完，把眼睛瞪得跟

小皮球一样大，太可怕了！这火爆的脾气

连天敌猫都惧怕三分。有一天，来了一只

橘猫，直勾勾地盯着火鱼不放松，仿佛随时

准备要把火鱼当成美味的午餐。火鱼见了

一点不害怕，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反击着

橘猫。最终这一场“眼战”以橘猫的退缩而

告终。不久，小火鱼长成了大火鱼，它们觉

得不能做井底之蛙，鱼缸太小，世界很大，

火鱼要去看一看。哇，它们把头一仰，身子

一挺，尾巴用力一甩，背鳍打开成了一张

帆，一张出海远航的帆。伴随着水花四溅，

火鱼飞出了鱼缸，在空中绽放成了一团鲜

红的火焰，真是鱼如其名啊！

长大后的火鱼变得乖巧了。有空时，

它们就做起了减肥操。瞧，它们的眼睛专

注地盯着前方，枫叶状的尾巴拼命地扇动

着，仿佛要尽最大的力气消耗卡路里，尖

尖的脑袋左摆右摇，好像在跟我打招呼，

在诉说着心声：“小主人，你也做做运动，

强身健体，防止流感哦。”火鱼还会做倒

立。看，它们把脑袋朝下，腹鳍像小手一

样用力地支撑在水底，身体立得笔直笔直

的，尾巴像座钟的钟摆一样晃来晃去，嘴

巴里吐出好多泡泡，好像在说：“救命啊！

我要倒下了。”傍晚，火鱼筋疲力尽，眼睛

红红的，躺在水底一动不动，没一会儿，就

睡着了。

这 3 尾普普通通的火鱼，给我带来了

许多快乐。

（指导老师 林芳芳）

火鱼
隆山实验小学 二（2）班 杨里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