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学员生日: 
6岁 

Andy;Sophie;Benson  
 

5岁 
David; Sunny;Jessica  

 
4岁 

Vera;Henry;Arey; 
Tiger  

 
3岁 

Frank; Kiki 
 

亲爱的家长： 

       11月份我们的主题是食物和营养。我们烹饪、品尝了不同的食物，进行了不同的创意活动。孩子们

谈论不同的饮食习惯，讨论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食物。孩子们“制作”了他们希望在三餐中能够吃到的

食物；使用蔬菜水果作画；分工合作制作水果沙拉以及Tacos。食物的学习总能够带给孩子无限的乐趣。

双胞胎日，孩子们配对着装，以双胞胎的形式进行各种活动：以合作伙伴的形式进行儿童书写，一起配

合参加体育活动，如两人三足，相互推滑板车；为自己的双胞胎伙伴画像。整一个双胞胎日我们都是在

欢乐的气氛中讨论团队和合作。我想要感谢每一位家长对开放日及1：1家长见面会的支持。我们很高兴

能够有机会向家长们展示孩子在CKC的生活，尽管可能有孩子会比较害羞，但是也同样喜欢看到父母前来

观摩课程。 同样，我还要感谢每一位家长对阳光公益游园会的支持。我看到孩子们在游园会上购买食

物，玩游戏等。感谢每一位参与摆摊的家长及其慷慨的捐赠。今年我们的Eagles也上台表演了，我为孩

子们的奉献及努力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好样的，Eagles！接下来就到12月份了，我们将迎来圣诞演出和

圣诞聚会，期待再次与您相见！                                                   Nani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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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主题  

冬天 

副主题  
北极 

冬天的动物 

圣诞 

雪 

日历： 

Dec. 13 圣诞演出 

Dec. 19 圣诞聚会 

Dec. 22-31 圣诞假期 

Jan.1-2 元旦假期 

 

幼小心灵里的一缕阳光 
 

2007年过年的时候，我们准备在宝安孤儿院和深圳孤

儿院开设课堂。当时Sabine Li, Judene Irvine 来家里讨

论。我们希望给这些小学校起个名字。我们想到“阳

光”。阳光是上天赋予，没有条件，永恒照耀，温暖的

光。八年来，从两间教室到六个学校（深圳，龙岗合作结

束），上千名孩子在他们极度困难无助的幼年，可以无偿

的享受关爱和教育。这些孩子虽然大多残疾，但内心有一

烁喜乐和感恩的光。 

我们家里长大的孩子们，可能对人，对物缺少感恩。

从自私和自我重视(self-important)衍生的应得感

（Entitlement)是美国眼前必须正视的全民问题。大到大麻

合法化、非法移民合法化、不工作的人要求政府给救济；

小到家长不敢管教孩子、期待孩子。美国曾是除加拿大和

以色列以外大学毕业比例最大的国家，今天，超过半数的

大学生不能或不愿大学毕业（含社区大学）。就想自在的

活着，仇视现实，不接受任何束缚。 

感恩之心和应得的心给人生正在起步的孩子们绝然不

同的动力，尤其将来留学的孤独境况和在预备孩子的心境

方面，对其求生和享受新生活非常重要。怎样才能教育孩

子有感恩的心？ 

首先，独立才知快乐：父母的爱，老师的关注，小伙

伴的友情都给孩子很多信心和快乐。孩子从很小就享受成

功的快乐，记得孩子第一次站起来，自己给自己拍手吗？

自立在孩子少，大人多的家庭组合里不容易实现。我们要

有意识的，有计划地进行孩子自立的培养。 

再说，给予成就感恩：对他人和生活充满感恩是难得的福份。

因为平和满足的内心给予一个人幸福。感恩的心来自付出和给予。

无偿的奉献时间、财富和才能的同时，把我们的目光从自己转向他

人。这时候，内心充满难言的喜乐。自私的人可能不会快乐，但热

衷付出的人随时都开心。 

这个感恩节，我想祝福每个加州儿童会的家庭都有像阳光孩子

一样单纯的感恩喜乐！也想感谢您和多届的家庭一如既往地支持阳

光学校。您给予了阳光的孩子每一缕爱。我们的历届家长（孩子）

和加州儿童会一起每年捐献二十五万元。阳光的继续和延伸依赖您

的辛苦和奉献。 

 

 

     Emily Yang Bauer  
                           杨帆 



From Mr. Dylan— Preppies  
    与上个月对比，这个月与食物和营养主题有关的歌曲相对少

了些。这让亲子班的学员们有更多的机会学习掌握这些新歌曲并

有机会复习之前教过的歌曲。孩子们仍然保持对乐器学习的热

情。孩子们玩彩虹伞玩得更加有自信。在运动方面，他们更加有

序，也明白常规，这些都在赛跑和玩球的过程中表现出来。许多

学员都享受艺术活动的乐趣。这个月我们在小肌肉训练方面主要

训练孩子们用不同的工具进行涂鸦。由于亲子班学员的培养目标

是预备将来进入CKC大家庭，所以我们仍然继续鼓励孩子们要遵

守一些基本的常规：例如坐姿，排队轮候以及好好地走路。 

 From Mr. Beren— Stars B 
   11月份对于Stars B来说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盛宴，充满食物

和乐趣！我们通过不同的形式来探索本月的主题---- 食物和营

养：使用水果作画；了解不同的食物组；阅读《饥饿的毛毛

虫》和《胖胖的火鸡》！我们通过《有礼貌的动物》学习良好

的餐桌礼仪，孩子们也展示了他们学到的礼仪。在感恩周，孩

子们表达了自己的感恩并与Stars A分享了美味的食物，通过

美食我们成为好朋友！ 

From Mr. Dylan— Lions   
   在这个月，非常荣幸家长能有机会来和孩子们共同参与课堂

活动。希望家长们能够看到孩子们表现出的进步。就孩子们的发

展方面，我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家长见面会，一起浏览了孩子们的

作品。 

    在发音课上，孩子们的发音能力继续得到发展，目前我们所

学的字母已经接近尾声，孩子们能够辨别字母和名称了。这个月

的主题是关于食物和良好的饮食习惯，以及相关的礼貌等。在这

个年龄，他们需要讨论如何学习独立，例如：如何洗手、刷牙、

好好吃饭等。在主题课上，重要的是孩子们可以通过视觉、触觉

和味觉的体验来进行学习。在体育方面孩子们保持着稳定发展。

户外活动时，在有组织的活动和自由使用户外设备的能力方面孩

子们都有所提升了。   

From The Counselors  

From Mr. Ryan— Rainbows A  

    本月 Rainbows A 在日常行为方面更加规范化，同时也将

我们性格培养方面的守则牢记在心。孩子们保持着对英文故事

的极大乐趣；当我们一起阅读并就书本内容进行提问时，都能

够积极地参与进来。这个月我们一起读了一些新故事，如《每

个人都工作》、《果农安妮》、《莎莉店的披萨》、《健康生

活习惯》、《我们所吃的蔬菜》。对于这些与他们现实生活紧

密相连的主题内容，孩子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乐在其中。

孩子们可以用流利的英语告诉我，在他们一天的饮食中哪些是

健康食品，哪些是不健康的。我们将《健康生活习惯》一书中

的主人公Dora所进行的健康运动融入到我们的体育课中，孩子

们非常地喜欢。手工美术课上，我们进行了许多有利于小肌肉

发展的美工活动，如撕纸（将卡纸撕成很小块，进行拼接创

作），裁剪等。音乐时间我们开始排练圣诞表演的曲目。 

From Miss Hilary— Stars A 
    本月Stars A 班一直在学习更多关于我们平时吃的健康食品

和垃圾食品以及我们吃这些食品的感觉。我们通过食物金字塔的

口味测试认识了不同的食物组，并发现哪些是我们的最爱。我们

使用所有的食物组和扮演成爱吃玉米饼的龙去做真正的玉米饼。

在发音方面，字母表的学习即将结束。我们继续玩游戏来帮助学

习26个字母的名字和发音。孩子们很兴奋地在我们的感恩节大

餐中扮演朝圣者的角色。在这个非常特殊的节日，他们做了土豆

泥来与其他的朋友分享，并使用我们一直在学习的餐桌礼仪。 



From Mr. Sam— Eagles B  
    本月的Eagles B学习了食物和营养方面的知识。我们制

作了食物金字塔，还用卡纸等材料做了“食物”然后放到盘

子里。在Twins Day我们做了沙拉，用水果印出美丽的艺术作

品。在<Fuel the Body>这本书上，我们学习到饮食习惯的知

识，我们还通过角色扮演“买卖”学习到哪些食物是健康

的。我们还做了蔬菜寿司，一起讨论食物当中的营养。最后

我们还读了关于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的书本并了解了历史。

感恩节很强调家人和朋友之间的感情，因此，我们还和Eagle 
A班的小朋友一起享受了感恩节聚餐。 

    我们复习了小写字母：u, i, e, l, k, y, j, p, r, n,m。合并

发音：gl, spl, tw, st, sk, sp, nd, nt, sh, ch, tch, th, wh, 
ck。我们还一起读了一些小书：<It is the Wind>,<In the 
Big Blue Sea>， <One Dog Canoe>，<Sheep Take a 
Hike>。我们通过认知游戏和书写对学过的常见词进行了复

习。本月我们也学习了一些新的常见词：be, will ,go, for。 

    Twins Day真的非常有趣，在这一天中，孩子们还交了很

多新朋友，我们盼望接下来的一个月会更精彩。  

From Miss Jody—Rainbows B 
    这个月， Rainbows B在练习礼仪，我们每天都让他们思考什

么是良好的行为习惯，现在每个孩子都能给我们良好的示范。 

    我们学习的常见单词是“and”。他们在书上能正确找到它，

并且我和 Miss Lisa 每天也在日常学习中鼓励他们使用这个单词

造句。发音课，我们目前学习“ag”家族。在Houghton Mifflin
教材中我们一直专注于“文本和画面细节”并复习故事的总体结

构。 

    这个月的主题是“食物”。孩子们特别喜欢用蔬菜绘画并在

开放日那天展示给家长看。所有的孩子能听从指令，他们努力理

解不同的食物类别并根据类别进行举例。现在他们还能区分出健

康食品与垃圾食品。 

    我们已经开始练习圣诞歌曲了。孩子们非常期待下个月圣诞

老人发礼物给他们，如果他们认真听讲且有好的礼仪。Miss 
Jody和Miss Lisa会帮助他们达成愿望。 

From The Counselors  

From Miss Monica— Eagles A 
    这个月Eagles A很忙。月初，我们为阳光意趣游园会的表演排

练，在此之后我们又开始为圣诞表演排练圣诞歌曲和一个特别的故

事以及诗歌做准备。每天早晨“show and tell”这个时间里我们看

了很多朋友展示的玩具，也听了一些故事。在主题课上我们学习了

很多不同种类的食物。没有比厨艺课更好的学习食物的方法了！这

个月里，每周我们都有一节厨艺课。我们做了墨西哥夹饼、水果沙

拉、塔可和土豆泥。我们喜欢做，更喜欢吃！我们也过美国的传统

节日感恩节。我们和Eagles B一起创作了第一个感恩节的故事。我

们班扮演土著人去拜访了EaglesB班扮演的清教徒并一起享用了感

恩宴。 

    语言艺术课上我们已经学完了大写字母的书写，小写字母的书

写也即将完成了。我们一直在学习字母组合发音，比如th, ch, sh, 
tch等。我们也开始接触多义词。本月末，我们开始接触反义词，

Eagels A很善于思考反义词。Houghton Mifflin教材学习中，我们

尝试了根据题目和图片对故事进行预测，还有进行故事复述。根据

我们所读的故事进行儿童书写。我们在书写中慢慢养成句中单词首

字母使用小写字母、保持词语词之间有一定的间距、句末使用标点

的习惯。 

    继续努力，不要忘记你的家庭作业哦！很期待同样精彩的12
月！ 



阳光公益游园会 

From Miss Mandy  
Eagles: 这个月我们的主题是《拜访大树》。树，提供我们日常所需，也带给我们美好的童年回忆。我们阅读了故事《叶子鸟》，

在想象中模仿着叶子参加舞会的故事，我们分享了自己与树的亲密接触，学习了歌曲《玩树》、《九十九座山》、《会跳舞的叶

子》等等，观察了树的不同面貌，了解了树的功能和木制品，用我们的肢体和手工表现对树的想象，在亲近树、认识树的活动中感

受到树的魅力。数学上，我们一起数数字，学习看时钟，比较面积大小，用七巧板拼图形等等，在主动学习和反应等方面孩子们都

有所提高。拼音方面，我们继续进行声母的学习及音节的拼读，这个月孩子们已经对音节拼读开始熟练起来，慢慢也发现了其中的

乐趣。书写上，孩子们能根据笔顺想到自己认识的字，能够分析每个字的组成，许多孩子在家长的帮助下也开始学写自己的中文

名。孩子们成长都很快，学习能力不错，每天都带给我们许多惊喜。   

Lions:这个月我们阅读了故事《阿嚏、阿嚏》、《还有谁要上车》、《老鼠摘果子》等等故事。孩子们能认真的翻书、看书，知道

回答问题时要举手，能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孩子们慢慢建立起课堂的秩序感，了解每天的活动安排。在儿歌方面，我们学习了《小

猫》、《拔萝卜》、《蚂蚁搬豆》等；在音乐中，孩子们舞动着小身体，有些孩子能大声唱出来；手工方面，我们尝试着搓纸和点

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都不错，能在既定的时间内提前完成。这个月孩子们在主动和理解力方面都有很大进步。期待孩子们更大的

进步。  

 

From Miss Lily 

Rainbows: 在本月《伞花朵朵开》的主题活动中，我们带领孩子从认识伞入手，引导孩子观察伞的外观、种类、花样，探索伞的特

性，感受到伞的重要性。在《美丽的伞》活动中，引导孩子欣赏了不同伞的美丽，认识了伞的制作过程。在活动《油纸伞》中，使

孩子了解到，我们还有其他种类的伞，如奇特的油纸伞，并知道了油纸伞的制作过程和普通伞的区别。在《爱画画的公主》语言活

动中，知道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找到其他像伞一样的东西。在其他的活动中，我们合作烹饪了香菇，知道了菇类对身体的益处，增强

了孩子的合作意识，还有对菇类食品的喜欢。在数学方面，学习了7以内的点数，并且对里外、前后的空间有了明确的认知。  

Stars: 颜色是儿童每天都看到的东西，在阳光洒向玻璃窗的时候，我们透过阳光看到各种鲜艳的颜色，让我们如同置身于美丽的

童话世界。我们学习《颜色躲猫猫》这一主题，孩子们能创编并说出变色龙吃掉其他颜色的事物的有趣变化；在活动《彩色小仙

子》中，利用不同的材料进行作画，初步感知了色彩简单搭配的美丽，能在作画中感受到乐趣；在儿歌《你好吗》中知道了蓝色和

黄色在一起会产生绿色，感受到色彩的奇妙。本主题，让孩子更熟悉了色彩，能欣赏色彩带来的美丽；在数学方面，能进行3以内

的数字点数，能简单的区分长短、高矮的量的关系。   

感谢您参与支持阳光公益游园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