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ALUES INSPIRED EDUCATION 

家庭辅助学习课程(二)
HOME BASED SUPPORT LEARNING

(PART 2)

价值导向课程

幼稚二班K2



家庭辅助学习延续课程的说明：

亲爱的父母：

新加坡将冠状病毒阻断措施（CB）期限，延长至2020年6月1日。我们PCS将一如既往地

继续提供您的孩子在CB期间的学习课程。

与之前的HBL居家辅助课程一样，此HBL居家辅助延续课程，也是我们PCS价值导向课程

的简化版，它将继续涵盖我们第2学期第7-10周的课程计划。此外，在课程中，我们也根据

目前疫情的情况，补充了一些相关的活动。同时我们根据此前课程家长们的反馈，在华文课

中，增加了网上链接部分，链接部分都能通过扫描课程（左下角二维码处-QR码）获得。您

可根据您的需要和情况与您的孩子一起进行课程活动。

请放心，当您的孩子在2020年6月1日返校学习后，教师将在整个6月期间，从新复习第2

学期第3-10周的课程，以确保您的孩子能真正掌握在CB期间在家的学习内容。我们的老师也

将继续与您保持联系，对HBL课程中有任何疑问，您都会得到及时的回答。

谢谢家长们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让我们继续团结一致！保持安全！保持健康！

Home Based Learning Extension Package
Dear Parents,
As Singapore extends the Circuit Breaker (CB) period to 1 June 2020. We at PCS are committed to continue to support your child’s
learning at home during the CB extension period.
As with the previous HBL package, this HBL Extension Package is also a simplified version of our PCS’s Value Inspired Education 
Curriculum that continues to cover our lessons plan for Term 2 week 7 – 10. In addition，In the lessons, we also added some related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epidemic situation. 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feedback from the parents of the previous
lessons, we added an online link in the Chinese lessons. The link can be obtained by scanning the QR code in the lower left corner of 
the course. You can conduct lesson activities with your children according to your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please be assured that when your child returns to school after June 1, 2020, the teacher will review the lessons from the Term 2
week 3 – 10   throughout the June period to ensure that your child can master CB During the period, learning content at home. Our 
teachers will also continue to keep in touch with you, and you will get timely answers to any questions in the HBL lessons.
Thank for your support and understanding. Let us continue to unite! stay safe! stay healt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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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双亲节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知道双亲节的含义以及日期。

• 明白送什么礼物不重要，会尊敬和关心父母

才重要。

• 认识汉字“双亲节”、“喜欢”“爱”和偏

旁部首“爫”。

•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学的是，知道什么是双亲节，“双亲”指的是

什么呢？小朋友一定知道“双亲”就是我们的爸爸妈妈，那为什

么要庆祝双亲节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母亲节》的故事。

• 家长可指导孩子播发音频或链接 https://youtu.be/XOG_tbbBlvQ

• 听了故事以后，小朋友知道哪些人可以过母亲节了？

• 想一想妈妈平时是怎么照顾自己的？你也可以和妈妈分享自己的

感受。

• 那爸爸又是怎样照顾你的呢？让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大头儿子小

头爸爸》（家长协助链

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nuinQ3jxks）

• 小朋友你喜欢这首歌吗？想一想歌中都唱了什么？比如：

（1）歌曲中的大头唱的是谁？小头唱的又是谁？

（2）爸爸平时是怎样照顾你的？

（3）爸爸妈妈会在什么时候牵起你的手呢？

（4）爸爸妈妈牵你的手是什么感觉呢？

（5）等你长大了，你会牵着爸爸妈妈的手去散步吗？

• 家长和幼儿探讨母亲节和父亲节的日期。

• 我们已经知道了双亲节的意义，那么哪天是母亲节，哪天是父亲

节？请小朋友在日历上标一标。（家长可引导幼儿在日历上标出

母亲节和父亲节的日期，（母亲节在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父亲

节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

• 小朋友请跟着老师学认词汇：“双亲节”“喜欢”“爱”和偏旁

部首“爫”，

• 并在书籍中找出一些带有“爫”的汉字，抄写下来。

1

xǐ huan

喜 欢

爫
爪字头

爱

shuāng qīn jié

双亲节

ài

爱

汉字

汉字部首

作业练习第1页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youtu.be/XOG_tbbBlv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nuinQ3jxks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双亲节-K2-W7-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双亲节-K2-W7-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双亲节-K2-W7-1.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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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歌表演《夸妈妈》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知道歌曲的名称，理解歌词的内容，能大胆演唱歌

曲。

• 能用语言等多种方法表达对爸妈的感激之情。

• 爱自己的妈妈，并为自己的妈妈感到自豪。

•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学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就叫《夸妈妈》

我们先来听一听吧，（家长可协助孩子播放歌曲音频或链接网

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7pziRhnUA

播放）

• 小朋友我们都觉得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曲，就像妈妈一样美，

那你们爱不爱自己美丽的妈妈？

• 想一想妈妈平时都为我们做了哪些事？请小朋友来做一做妈

妈照顾自己的动作，如：“喂饭、穿衣、给自己讲故事、陪自

己玩等。”

• 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分享歌曲内容如：

（1）在歌曲中，你听到了哪些夸妈妈的词语呢？

（2）妈妈在你心中是怎样的呢？

（3）你最喜欢歌曲中的哪一句?

（4）想一想，还有哪些词语可以夸妈妈呢？（可记录幼儿说

的）

• 现在请小朋友跟着老师学念歌词（播放音频，幼儿跟念）

• 播放音频，幼儿跟唱歌曲

（1）小朋友可以用拍打节奏的方式熟悉旋律。

（2）边学唱歌曲，边加入适当的肢体动作。

（3）小朋友也可以尝试用类似的句式创编歌词，表达对爸爸

的感激之情。

• 小朋友也可以邀请爸爸妈妈和你一起演唱歌曲。

歌曲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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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N7pziRhnU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2《歌表演》夸妈妈K2-W7-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2《歌表演》夸妈妈K2-W7-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2《歌表演》夸妈妈K2-W7-2.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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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我给爸妈画张像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以画像的方式表达爱爸爸、爱妈妈的情感，学习

画人物头像，表现出爸妈的主要人物特征。

• 认读词汇“照片”。

• 能正确的书写“爱爸爸、爱妈妈”等简单的句子。

• 家长需为孩子准备一些家庭照片。

•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来画一画自己的爸爸妈妈，在画爸爸妈妈前，

小朋友先来看一看爸爸妈妈已经为你准备好的许多他（她）们的

照片。你可以请爸爸妈妈为你介绍一下照片中的他（她）们都是

在哪里照的这些照片，都是什么时候照的。爸爸妈妈照这些照片

的时候，你在哪里？

• 家长也可以和孩子分享自己小时候和爸爸妈妈的有趣经历，并

表达出对自己爸爸妈妈的感激之情，培养孩子的感恩之心。

• 小朋友可以从照片中挑选出自己喜欢的爸爸妈妈的照片，仔细

观察照片，找出爸爸妈妈脸部的特点。如：爸爸是否有留胡子，

是否戴眼镜，妈妈是长发还是短发，有否烫发等。小朋友也可以

请爸爸妈妈说一说他（她）们脸部的特点。来帮助小朋友画出小

朋友心目中的爸爸妈妈。

• 小朋友也可以和自己的爸爸妈妈一起作画。

• 完成画作后，写上相应的句子：“爱爸爸”“爱妈妈”。

• 小朋友完成画像后可以与爸爸妈妈本人进行对比，也可以请爸

爸妈妈看看画得像吗。

• 这堂课小朋友还要学认汉字“照片”。 小朋友可以跟着老师练

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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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

幼儿作品展示：

zhào piàn

照 片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3我给爸妈画张像-K2-W7-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3我给爸妈画张像-K2-W7-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3我给爸妈画张像-K2-W7-3.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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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律动《打倒病毒大怪兽》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增强幼儿打败病毒的信心。

• 锻炼幼儿全身大小肌肉的发展。

• 尝试自己创编律动。

• 家长可以引导孩子想一想，最近我们为什么要呆在家里，不

能像以前一样去游乐场玩，去朋友家玩呢？

• 告诉孩子，是因为目前有一种病毒怪兽，在新加坡捣乱，要

是我们碰上病毒怪兽就要生病，所以我们要待在家里。等把

病毒怪兽打死了，我们就可以像以前一样出门上学，出门玩

了。

• 今天我们就来学一首歌曲《打倒病毒大怪兽》跟病毒怪兽来

斗一斗。

• 家长可播放音频或多媒体课件

（https://v.qq.com/x/page/r093998jjio.html）,让孩子欣赏。

• 跟孩子分享歌曲内容如：

（1）病毒大怪兽来了，我们怎样去抗敌，我们要怎样做。

• 小朋友跟唱歌曲

• 熟悉后，可根据歌曲内容自己创编律动来表演。可表演给爸

爸妈妈和家人看，爸爸妈妈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表演噢。

• 温馨提示：疫情期间，家长一定要叫孩子好好吃饭、勤洗手、

多喝水，保证孩子健健康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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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v.qq.com/x/page/r093998jjio.html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4律动《打倒病毒大怪兽》K2-W7-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4律动《打倒病毒大怪兽》K2-W7-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4律动《打倒病毒大怪兽》K2-W7-4.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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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文字接龙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丰富幼儿的词汇，懂得用单字配词，增强幼儿的

创新意识。

• 懂得用词语玩文字接龙游戏，培养对华文的兴趣。

•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来学习怎样玩文字接龙游戏。

• 什么叫文字接龙呢？先跟老师念一念下面的汉字词组

--开水 水果、果酱、酱油、油条、条件。

• 小朋友发现了什么吗？我们刚才念的汉字词组中，前面词组的

后一个汉字都与它后面词组的前一个汉字相同，这就是我们说的

文字接龙游戏。

• 小朋友还可以看一看左边的挂图，那也是我们说的文字接龙游

戏。

• 现在小朋友来听老师读一读

空气--气球--球拍--拍手--手表--表演—演唱—唱戏—戏水。

• 小朋友是否发现前面词组的后一个汉字都与它后面词组的前一

个汉字相同。

• 家长也可以协助孩子找一些词组和孩子一起玩文字接龙游戏。

• 作业练习第3页。

挂图《文字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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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5文字接龙-K2-W8-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5文字接龙-K2-W8-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5文字接龙-K2-W8-1.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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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汉字偏旁《日、山》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知道“日”字旁和“山”字旁的概念。

• 能认读日字旁的字，如：“晴、时、明、晚”。

• 能认读山字旁的字，如“岁、岛、峰”。

•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认识汉字偏旁《日、山》

• 我们先来看看左边的挂图，是不是很有趣啊，原来汉字是

这样演变过来的。

• 我们已经认识了汉字“山”现在我们学学汉字“山”字的

书写方法。

• 小朋友请一边看字卡“山”，一边听老师讲解

（1）第一笔先写中间的竖，

（2）第二笔是竖折，

（3）第三笔是右边的竖。

• 那“山”字在作为偏旁的时候，小朋友要注意，第二笔的

竖折要变成竖提。

• 我们来观察一下汉字“岁，岛，峰”，看看在“山”字变

成偏旁时所存在的变化，小朋友也可以试着写一写这三个

字。

• 同样“日”字我们已经认识了，今天我们来认识当“日”

字作为偏旁时是否存在变化。我们也可以从观察汉字“ 晴、

时、明、晚”中知道“日”字作为偏旁时，并没有变化。

也就是说它的书写方法也没有变

• 小朋友可以从家里的图书中或小朋友已学的汉字中找一找，

我们学过的那些“日和山“字偏旁的字，然后把它记录下

来。

• 作业练习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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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日字旁

明 山
山字旁

岁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6汉字偏旁《日、山》K2-W8-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6汉字偏旁《日、山》K2-W8-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6汉字偏旁《日、山》K2-W8-2.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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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奇妙的颜色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通过小实验，知道两种颜色加在一起会变成其他

颜色，让孩子在生活中体验创造的乐趣。

• 认识粉红色。

• 能认读汉字词组：粉红色、颜色。

• 家长需为孩子准备

（1）红、黄、白颜料若干。

（2）小桶或杯子，大的调色盘，调色笔

• 小朋友我们今天是小小的魔法师，要变魔术了。

• 爸爸妈妈已经为小朋友准备了变魔术的材料，那就是红、黄、

白颜料、小桶或杯子、大的调色盘和调色笔。

• 我们今天的魔术和颜色有关，让我们来变一变吧。

（1）将红色颜料（部分）倒入一个干净的小桶或杯子里。

（2）然后再倒入黄色颜料，用搅拌棒搅拌。

• 请小朋友仔细观察颜料发生的变化，并与原来的红色和黄色的

颜料做比较。小朋友可以发现它变成了橙黄色。

• 我们再来做第二个实验

（1）把红色颜料（部分）倒入另一个干净的杯子里。

（2）然后再倒入白色颜料，用搅拌棒搅拌。

• 这时杯子里的颜色变成了什么颜色。原来变成了粉红色。

• 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原来红色＋黄色＝橙黄色；红色＋白色

＝粉红色；我们原来还学过黄色＋蓝色＝绿色；蓝色＋红色＝

紫色。小朋友记住了吗！

• 家长可为孩子提供画纸，让孩子用自己变出的颜色进行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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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的变化：
（1）红色＋黄色＝橙黄色
（2）黄色＋蓝色＝绿色
（3）蓝色＋红色＝紫色
（4）红色＋白色＝粉红色

小朋友在课堂上做试验

作业练习第5页。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7奇妙的颜色K2-W8-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7奇妙的颜色K2-W8-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7奇妙的颜色K2-W8-3.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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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歌曲《小白船》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引导幼儿体会、感知歌曲中优美富有幻想的意境，

激发幼儿主动参与音乐活动的兴趣。

•启发幼儿根据歌曲的旋律、节拍，唱出优美、舒

缓的韵味，培养幼儿对音乐的感受力和表现力。

•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唱一首好听的歌曲，在学唱新歌曲前，我

们先来欣赏另一首歌曲《我和星星打电话》（音频或链接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2MjMwNzIyOA==.html）

• 小朋友星星住在哪里？（对天上）

• 天上除了星星还有什么？（月亮、太阳）

• 天上只有这些吗？我说天上还有船呢！不信？一起来听听吧！

• 播放《小白船》音频或链接 https://youtu.be/K57DYmM4CDE。

• 歌曲听完了，小朋友听到了什么？歌曲唱的小白船指的是什

么？小白船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小白船在天空中怎么开呢？小朋

友都可以和爸爸妈妈或老师分享。

• 我们现在就来学唱这首歌曲，小朋友可以跟着音频或多媒体课

件学唱，小朋友家里若有打击乐器可以边唱边打拍子也可以用

手打拍子。这首歌是三拍子的节奏：如：强 弱 弱 ，听老师打

一打（老师音频示范）。

• 小朋友在练唱时，可以邀请爸爸妈妈一起加入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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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Mzk2MjMwNzIyOA==.html
https://youtu.be/K57DYmM4CDE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8歌曲《小白船》K2-W8-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8歌曲《小白船》K2-W8-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8歌曲《小白船》K2-W8-4.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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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八
周

（5）

活动名称：整体音节zi ci si zhi chi shi ri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认识整体认读音节 zi ci si zhi chi shi ri的四个声调，

读准音并能正确书写。

• 小朋友我们这堂课是学习汉语拼音中的整体音节 zi、 ci 、

si、 zhi、 chi 、shi 、ri。

• 我们先来复习，请听老师说，z、c、s小酒鬼见到酒杯（h）

舌头翘，说话变成zh、ch、sh；向着太阳 r r r；翘舌音

zh、ch、sh、r，小朋友们可以把h看做是翘舌音的标志。

• 接下来我们来认读整体认读音节zi、 ci 、si 、zhi 、chi、

shi 、ri。

（1）z、c、s、zh、ch、sh、r是声母，不能单独给汉字注音，

后面要加上字母i，写成音节是zi ci si zhi chi shi ri，就是我

们今天学的，我们叫它整体认读音节，整体认读音节一般是

指添加一个韵母后读音仍和声母一样的音节，也就是指不用

拼读即可直接认读出来的音节。如：zi（字）、 ci （词）、

si （四）、zhi （只）、chi （吃）、shi （是）、ri（日）。

（2）注意声母z、c、s、zh、ch、sh、r读得轻而短；zi、

ci 、si、 zhi、 chi、 shi、 ri要读得响而长。

（3）请跟着老师读一遍。

• 整体认读音节zi 、ci 、si 、zhi 、chi 、shi ri的书写，小

朋友可以跟着作业练习。

• 作业在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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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9整体音节zi-ci-si-zhi-chi-shi-r-k2-w8-5.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9整体音节zi-ci-si-zhi-chi-shi-r-k2-w8-5.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9整体音节zi-ci-si-zhi-chi-shi-r-k2-w8-5.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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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九
周

（1）

活动名称：唐诗《春晓》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理解古诗的内容，欣赏古诗的意境美，语言美，

能有感情的朗诵。

• 能用语言表达自己对春天景色的感受和对诗歌的

理解。

• 认识汉字: 唐诗、春晓。

• 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要学习唐诗《春晓》。

首先我们一起来欣赏唐诗《春晓》。（小朋友可以听音频或请爸

爸妈妈协助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ZkzQOdv0Q&t=6s）小朋

友听完了唐诗《春晓》，你有什么感受呢？可以和你的爸爸妈妈

分享噢。

• 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谈一谈

（1）自己了解的春天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了解的？

（2）春天的景象是怎样的。

• 老师在有四季的国家生活过，我来谈谈我对春天的感受吧。春

天啊，枝头长出了翠绿的小嫩芽儿，鸟儿们欢快地唱着动听的歌

儿，在发了芽的柳树上飞上飞下，许多的树木都开满了鲜艳的花

朵；有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小草也越发变得葱绿，到处都

有小朋友的欢歌笑语声，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唐诗《春晓》

就是是描述春天清晨的一首诗。

• 下面我们来学习唐诗《春晓》，可以跟着老师一起来朗诵。

• 小朋友“春晓”是唐代诗人孟浩然写的诗。全诗的大概意思是：

春天的夜晚一直甜甜地睡到天亮，醒来时不觉已经天亮了，处处

都可以听到悦耳动听的鸟儿的鸣叫声。回想起昨夜好像下过雨又

刮过风，不知花儿吹落了多少。小朋友明白了吗。

• 小朋友可以参考左边的挂图跟着音频学念唐诗《春晓》。

• 认识汉字词组“唐诗”“春晓”。跟着老师一起来念两遍。

• 作业练习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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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

春晓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pZkzQOdv0Q&t=6s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0唐诗《春晓》K2-W9-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0唐诗《春晓》K2-W9-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0唐诗《春晓》K2-W9-1.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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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九
周

（2）

活动名称：歌曲《蝴蝶花》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在熟悉歌曲的基础上学习表演动作，能够通过表

情，动作来创造性的表现歌曲內容。

• 感受歌曲优美和欢快的乐趣。

• 认识汉字：“蝴蝶”。

•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学唱歌曲《蝴蝶花》，你们知道吗？蝴蝶花

还有一个故事呢。我们现在就来听一听蝴蝶花的故事。（故事文

稿附后）故事听完了，我们现在来看左边的图片，看看蝴蝶花到

底长得什么样子。

• 这些花是不是长得很像蝴蝶啊，你们在哪里看到过吗，新加坡

也有这些花，以后可以叫爸爸妈妈带你们去看。

• 小朋友都认识蝴蝶花了吧，接下来我们就来学唱歌曲《蝴蝶花》

小朋友可以跟着老师或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00fbQRZ-c0 学唱歌曲。

• 我们一起来听一遍吧。

• 小朋友也可以根据歌词得词义自己创编动作来进行表演，也可

以请爸爸妈妈给些建议。

• 我们还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个小游戏：比如：

（1）爸爸妈妈扮演蝴蝶花

（2）小朋友当“我”.

（3）边做动作，边演唱歌曲，一定会很快乐。

• 认识汉字：蝴蝶，跟老师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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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蝴蝶花

你看那边有一只小小花蝴蝶，

我轻轻地走过去，想要捉住它。

为什么蝴蝶不害怕？

为什么蝴蝶不害怕，

哟，原来是一朵美丽的蝴蝶花！

蝴蝶
作业练习8页。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00fbQRZ-c0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1歌曲《花蝴蝶》K2-W9-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1歌曲《花蝴蝶》K2-W9-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1歌曲《花蝴蝶》K2-W9-2.m4a


【故事】

蝴蝶花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儿。
一天，一只小蝴蝶抖动漂亮的翅膀，在春的原野上飞翔。太阳暖暖的，风儿爽爽的，花儿香香的，

小蝴蝶乐得起劲舞动着。
咦，从哪儿传来哭声？呜呜咽咽的，把小蝴蝶的心哭乱了。小蝴蝶很善良，内心和外表一样美，他

要去看看谁在哭，为了什么事伤心，他朝着哭声飞去。
他飞进一座山谷里，见那里有一根直直的、像草不是草，像花不是花的矮枝儿，正耷拉脑袋在哭。

他身上只有几片绿叶，显得那样单调，那样寒伧，那样孤独！
小蝴蝶上前关切地问：“喂，不知名的朋友？啥事这样伤心？”
矮枝儿抬头望望小蝴蝶，很是感动，因为它在这里哭了很久，还没有谁跑来过问。他哽咽着说：

“我本来属于花儿，可满身没有一朵花。看到迎春花、孛孛丁花、山里红……开得那么美，每天有那么
多蜜蜂、蝴蝶跑去找他们玩，我就难过极了！我不明白：同样的春天，同样是花儿，‘美丽’怎么就和
我不沾边呢？”矮枝儿哭着，最后连话也说不出了。

小蝴蝶很同情矮枝儿，因为他知道单调与孤独是多么可怕！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和矮枝做个伴儿，
哪怕一会儿，只要能给矮枝儿一点点快乐就知足了！于是，他飞到矮枝上，悄声说：“让我做一朵
‘花’，和你做个伴儿。”

这时，一群小蜜蜂飞来了，看到矮枝上的“花儿”高兴地喊：“看呀，那是什么花这样漂亮？”大
家闹闹嚷嚷地飞来。绕着矮枝一边舞一边“嗡嗡”地唱。矮枝儿从没这样开心过。他对小蝴蝶说：“别
走了，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

小蝴蝶摇摇头说：“妈妈找不见我，好着急了，我明天再来吧！。”
小蝴蝶刚刚离去，矮枝儿又哭了，哭得小蝴蝶心儿酸酸的，一对翅膀软软的，他只好又落到矮枝上。
蝴蝶妈妈不见孩子回来，十分着急，拍动翅膀到处找。当她找到小蝴蝶时，已经是五天后的事了，

她见小蝴蝶一动不动站在矮枝上，变成了一朵俏丽的花儿，十分难过。然而看到金色的小蜜蜂翩翩而来，
她又为孩子骄傲，因为他做为一种美，一种新的生命永远镌刻在花枝上。蝴蝶妈妈效仿自己孩子，毅然
落到花枝上，也变成了一朵花。

从此，这世界便多了一种花，一种美丽的蝴蝶花。

12© Copyright 2020 by Presbyterian Community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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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九
周

（3）

活动名称：情绪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知道喜怒哀乐的情绪，体验友谊的温馨感。

• 运用形体动作表现不同的情绪。

• 小朋友我们这堂课要讲一讲情绪，小朋友请先看左边的挂

图。

（1）找一找，看哪两个表情是一样的？借此可玩配对游戏。

（2）家长也可参与活动，表演几种表情或动作让幼儿猜一猜：

是快乐，生气，还是害怕？

• 请小朋友说一说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高兴或生气。

（1）什么时候会高兴？（2）什么时候会生气？

（3）什么时候会哭？（4）什么时候会害怕？

• 小朋友可以表演给爸爸妈妈看

（1）自己快乐的时候还可以用什么表情或动作表达。

（2）害怕的时候又可以用什么表情或动作来表达。

（3）生气的时候可以用什么表情或动作来表达？

• 在此节课程中，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玩游戏《我来说，

你来做》玩法：

（1）播放音乐（http://www.youjiao5.com/a/200259.html）

或敲铃鼓打节奏。

（2）请幼儿随着节奏在家中自由走，爬，跑，跳，音乐停止

时，家长说出一种情绪，请幼儿用形体动作表现出来。

• 小朋友，你喜欢这节课吗？你和爸爸妈妈玩的开心吗？

• 作业练习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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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www.youjiao5.com/a/200259.html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2情绪K2-W9-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2情绪K2-W9-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2情绪K2-W9-3.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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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九
周

（4）

活动名称：折纸与添画《蝴蝶与花》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学习折蝴蝶方法，引起幼儿的好奇心，尝试自己解

决问题。

• 勇于挑战有一定难度的学习内容，感受折纸的美以

及体验成功的快乐。

• 养成动脑筋细心操作的好习惯。

• 小朋友请看左边的图片，它都是纸蝴蝶，好看吗？我们今

天的课就是来学折纸蝴蝶。

• 请爸爸妈妈为小朋友准备彩色纸或旧杂志、透明胶带或彩

色绳线、彩色笔和图画纸。

• 家长可指导孩子观察折纸图示（一）（二）（附后），让

孩子了解折蝴蝶步骤并进行解释。

• 为了能让孩子自己完成作品，观察图示后，可让孩子说说

折纸蝴蝶的步骤。然后详细讲解比较难折的地方。

• 让孩子自主选择适合的方法学习折蝴蝶。

• 小朋友你们要学习看分步折纸图、不懂得地方记得要请教

爸爸妈妈。

• 折纸与添画《蝴蝶与花》（见幼儿作品）

（1）完成折纸-蝴蝶。

（2）把“蝴蝶”粘贴在画纸上。

（3）在画纸上添画上草地和花朵。

• 这样你的作品就完成了。

• 小朋友可以和爸爸妈妈分享折纸活动的心得，你用了什么

方法学折蝴蝶的？碰到困难了吗？是怎样解决的？

• 作业练习第10页。

14

各种纸折蝴蝶展示图

幼儿作品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3折纸与添画《蝴蝶与花》K2-W9-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3折纸与添画《蝴蝶与花》K2-W9-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3折纸与添画《蝴蝶与花》K2-W9-4.m4a


蝴蝶制作过程示意图（一）

15

蝴蝶制作过程示意图（二）：
1、把2张长3寸X3寸的正方形彩色纸按虚线从一个角向中
间上下折起来。
2、用一根毛管绑住折好的2张彩色纸的中间部分。
3、把毛管拉好形成蝴蝶的触角。
4、把蝴蝶第二对翅膀的下半部用双面胶纸贴在一块，蝴
蝶便成形了。
5、把蝴蝶贴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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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九
周

（5）

活动名称：复韵母 ai ei ui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学会复韵母ai ei ui 及其四声，读准音，记清

形，并能正确书写。

• 学习声母与ai ei ui 组成的音节。

• 学习复韵母标调儿歌。

• 小朋友今天我们要学习3个复韵母和它们的发音。见左图

• 单韵母a e u 最喜欢和 i 做朋友了。你看，它们在一起就成了ai 

ei ui ，它们都是由两个单韵母合起来的，我们给它们取个名字叫复

韵母。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复韵母ai ei ui 。

（1）请跟着老师学习发音ai。

（2）练习四声：āi ái ǎi ài

（3）现在老师来念儿歌《小白兔》，小朋友要仔细听，儿歌有那些

ai的音？“小白免，真可爱，栽树苗，种白菜。”小朋友知道了吗？

儿歌中的“白”、“爱”、“栽”“白菜”中都带有“ai”的音。

• 下面我们来学习ei ui

（1）小朋友跟着老师学习发音 ei 、ui

（2）练习四声：ēi éi ěi èi / uī uí uǐ uì

• 小朋友还要跟着老师念两首儿歌

（1）《上学校》妹妹背书包，快乐上学校，读书和写字，两个都重

要。

（2）学念儿歌《小灰象》小灰象，鼻子长，河边站，会喷水。

• 请小朋友分别找一找在第一首儿歌中带有“ei”发音的字和第

二首儿歌中带有ui发音的字，并把他们记录下来。

• 小朋友可以根据左边的挂图跟着老师学习复韵母标调儿歌。下次我

们还会继续举例学习复韵母标调。今天的课程就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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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练习第11页。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4复韵母ai-ei-ui-K2-W9-5.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4复韵母ai-ei-ui-K2-W9-5.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4复韵母ai-ei-ui-K2-W9-5.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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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

第
十
周

（1）

活动名称：跨越病毒障碍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锻炼幼儿跨越障碍的的能力。

• 锻炼幼儿全身大小肌肉的发展。

• 增进亲子间的感情。

• 建议家长准备的材料：瓶子若干个、玩具或玩偶若干，两个

小筐。

• 小朋友都知道了我们现在都在对抗病毒，小朋友都表现的很

好。今天老师教你们玩一个和病毒战斗的游戏。你也可以邀

请爸爸妈妈一起玩。

• 游戏玩法（可参考左边的图片）

（1）把瓶子当成病毒，将瓶子分别摆成两个纵列，起点摆两

个小筐，把全部玩具放在对面。

（2）从起点出发，用爬的方式跨越病毒，到达对面后，拿起

玩具，然后用曲线跑的方式跨越瓶子，把玩具送到自己的

小筐里。

（3）等到对面的玩具被拿完，坐在起点，用自己小筐里的玩

具打倒病毒瓶子，谁打倒的病毒瓶子多则获胜。

• 游戏可反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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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5跨越病毒障碍K2-W10-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5跨越病毒障碍K2-W10-1.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5跨越病毒障碍K2-W10-1.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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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节日

第
十
周

（2）

活动名称：端午节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知道端午节的日期以及端午节是华族的传统节

日。
• 了解端午节的来历，知道一些典型的端午节物

品，萌发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 能念儿歌《五月五》。
• 认识汉字“端午节”“粽子”“龙舟”。

• 小朋友今天的课，我们要说说端午节。每年农历的五月初
五华人有一个传统节日，就叫端午节，这一天人们会举行一些有
意义的活动。
• 小朋友知道端午节的由来和端午节的哪些有意义的活动吗？
让老师告诉你。
（1）端午节的由来——古时候有一位爱国诗人叫屈原，他因

不满祖国被霸，牺牲投江，希望世人得以清醒。江上的渔夫

和岸上的百姓，听说屈原投江自尽，都纷纷来到江上，奋力

打捞屈原的尸体，纷纷拿来了粽子、鸡蛋投入江中，还把雄

黄酒倒入江中，以便药昏蛟龙水兽，使屈原尸体免遭伤害。

从此，每年五月初五，人们都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

来纪念屈原，端午节的风俗就这样流传下来。

（2）端午节的活动——赛龙舟、包粽子、饮雄黄酒、系五彩

绳、挂艾叶菖蒲等。

• 小朋友你可根据自己之前过端午节的记忆，和爸爸妈妈分

享自己过节的感受。

• 接下来我们要学念儿歌《五月五》，请小朋友参考左边的

儿歌挂图，跟着老师念。

• 我们还要认读汉字“端午节”“粽子”龙舟”。请跟着老师大

声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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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òng 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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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6端午节K2-W10-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6端午节K2-W10-2.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6端午节K2-W10-2.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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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节日

第
十
周

（3）

活动名称：包粽子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认识粽子。

• 知道粽子是端午节的节日食品，了解粽子是由粽叶、糯

米等材料包成的，学习用绳子系的技巧。

• 感受节日氛围，培养幼儿热爱传统节日的情感。

• 小朋友这堂课我们学习包粽子。我们需要家长提前为

孩子准备好包粽子所需的材料，如粽叶、绳线、米等。

• 小朋友请看下面图一，那就是我们今天要认识的粽子。

（1） 粽子是端午节的节日食品.

（2）外面绿色的是粽叶，里面包裹的是糯米，有的糯米

里面还有各种馅料。粽子的外形有长的、三角形的。

• 那粽子怎么包呢，请小朋友一边观看左边的包粽

子步骤图，一边听老师讲。

（1）将两片粽叶交叉叠成漏斗。（如图1、2）

（2）在漏斗里放入适量的糯米。（如图3，可加入馅料）

（3）将漏斗包边，并用绳子包裹粽子。（如图4、5）

（4）将包好的粽子放入盛满水的锅中煮两个小时就可以

品尝美味的粽子了。

• 有条件的话，请家长准备真实的材料，这样可让

孩子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体验成功的喜悦和感受品尝

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如不方便准备真实的材料，可用

现有的材料（如彩色纸剪出粽叶的形状，将适量的“米”

填充，最后用绳子包裹，让幼儿体验包粽子的过程。

包粽子材料：粽叶、糯米、绳子等。（粽叶提前在清水中
浸泡数小时后用开水煮）

包粽子步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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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7包粽子K2-W10-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7包粽子K2-W10-3.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7包粽子K2-W10-3.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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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主题：大自然的奥妙/节日

第
十
周

（4）

活动名称：赛龙舟 建议在家学习的内容:

教学目标：

• 能区分龙舟与赛龙舟的不同含义。

• 通过游戏，体验团结协作的乐趣。

• 锻炼幼儿的腿部肌肉。

• 口手一致，能数到1-20。

• 小朋友我们今天要介绍一项非常有趣的体育游戏，在做游戏之

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龙舟与赛龙舟的含义

• 龙舟（见图一）

（1）龙舟是船上画着龙的形状或做成龙的形状的船。

• 赛龙舟（见图二）

（1）赛龙舟主要是为了纪念屈原。相传在屈原跳下汨罗江的时

候，人们划着船打捞他的尸体，但是并没有打捞起来，且为了防

止鱼儿啃食屈原的尸体，就往江中投粽子等食物，后来为了纪念

他，就演变成在他投江的那天赛龙舟了。赛龙舟是民间传统水上

体育娱乐项目，已流传两千多年，是多人集体划桨竞赛。

• 老师下面就来介绍这个游戏的玩法，小朋友可以邀请爸爸妈妈

和其他家人一起参与，那会更好玩噢！

（1）排成一列队蹲下，依次抱住前面一位的腰，一个人说口令，

跟着口令蹲着向前走。

（2）在游戏过程中，家长可以与孩子一起总结此游戏的要领，

--大家要一起走。

--要一起喊口令，

--要一起同出一个方向的脚。

--大家的速度要一致，有节奏地移动。

作业练习15-16页（复习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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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扫描此QR码以
获取音频课程。
Scan the QR Code 
or click here for 
the Audio Lesson.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8赛龙舟K2-W10-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8赛龙舟K2-W10-4.m4a
http://pcs.org.sg/wp-content/uploads/2020/04/18赛龙舟K2-W10-4.m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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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工范品--PCS 幼儿作品。

3、挂图--乐中学教材。

4、图片与视频--网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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