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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读到过龙应台的一句：“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

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

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

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

默告诉你：不必追。”

      每个人都拥有一段不同寻常的童年。对于一个孩子而言,

这一段人生最初的历程一点也不比复杂的成人世界简单。他

有基本的喜怒哀乐的情绪。对他而言他是拥有了全世界的，

他在这个世界里有表达自己任何情绪的权利。而这个全世界

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父母。

      这一段亲子关系对于大多数父母而言，总归短暂、紧张

但又甜蜜；而对于孩子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

段。并且，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以及大量信息的涌入，身

为父母也越来越注重和珍惜这一段相互陪伴的旅程。

九米要闻 COMPANY EVENTS

征稿启示：我们欢迎各位同事任何形式的大胆投稿以及荐稿！如被选登，稿酬丰厚！           

卷首寄语 FOREWORD

    这一期《九米》也为大家筛选了一

些共度亲子时光的方式，与孩子一起共

度阅读时光、带着孩子去寻找大自然的

秘密，以及一些为儿童设计的玩具或者

装置。

     或许，他们也会带着你找回那段曾

经那么与众不同的时光……

                                 《九米》编辑部

卷首寄语

为儿童 · 那些你需要知道的事

• 2~5岁：容易关注身体特征，关注结

果，不理解电视中的重播，喜欢慢节奏，

重复，喜欢木偶和柔软的字符，接受孤立

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发展

• 2-3岁 喜欢明亮的颜色

• 4-5岁 了解基本颜色

• 6-7岁 喜欢用明快的颜色画画

• 8岁 开始尝试一种颜色的不同色度

    5~8岁：能理解动机，还不能做出道德

上判断，开始考虑他人的感受和观点。开

始具备阅读能力，有了一定的社交网络。

• 8~12岁：记忆能力提升，能理解故事完

整情节，减少了他人身体特征上的描述，

观看儿童节目时间减少，学习和理解符

0-8岁儿童，使用移动设备做什么？

• 设备通常是家长哄儿童的工具

• 影响儿童对事物的认知

• 移动设备将成为教育工具

儿童与设备

的信息，主要以自我为中心。关注基础图

形、颜色和字母，学习主要通过想象和探

索，喜欢简单的模仿，语言和识字能力还

在发展过程中。

当今社会，儿童接触使用移动设备的机会

越来越多，移动设备正在成为他们娱乐、

学习和沟通的工具，也在影响他们的生活

和成长.但优秀的儿童APP非常稀缺，家长

需要了解儿童的真正需求，慎重筛选。

号，并开始有一定逻辑思维。乐于解决问

题，阅读能力是学习的主要途径，有了自

我意识和价值观。

儿童与色彩

色彩和年龄

色彩和性格

蓝 粉

红 橙 有助于培养儿童活泼的性格

有助于培养儿童安静的性格

April
4.1
中交设计部

参观

April
4.10-5.14
九米乒乓球

比赛

May
5.14
绿城产品

介绍讲座

June
6.1
九米儿童节

活动

June
6.9-6.13
小分队

新加坡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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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动态 INDUSTRY NEWS

隈研吾的“Tsumiki”建筑积木

文字编辑：雷梦娇
版面设计：雷梦娇

       建筑师隈研吾与坂本龙一创立的森林保护组织“More 

Trees”展开合作，设计了一套三角形模块组件。该套组件名

为“Tsumiki”——在日语中意指“积木”，也被称为“日式乐高

积木”，可以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堆叠和组装，让使用者创造独创

的雕塑。

       积木玩具是培养锻炼儿童智力最好的

早教玩具。它提供更多的机会去发挥他们

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孩子们在摆搭之前要

想好自己搭些什么，要观察，思考选用什

么样的块块才能体现他所构想的形象，因

此对儿童的想象力，结构思维，造型能力

是很好的锻炼，而且可发展孩子们的空间

知觉，创造力，发挥儿童组织力和理解

力，增强耐力及对建筑科学的兴趣。

       积木玩具是孩子游戏的亲密伴侣，是

教育孩子的重要教具，它有利于促进孩子

身心的全面发展。

       简单的山形单片积木，很容易就能组成一件日用品。改变堆积

和组合方法，或增加件数，能做出各种变化，甚至搭出巨大的装

置，可以无限制地扩展规模。可以用来装饰桌面或书架，可以成为

孩子的玩具，启发想象力。打磨精密的无涂装的杉木，非常健康，

非常轻巧，玩积木的同时也感受到木材的质感和温度。

       日式乐高由一个个 V 字形的积木组成，这种设计能保证它们

自己能站立起来保持平衡。它的简约造型以及对木材的节省都与日

式的极简主义相照应。乐高的材料取自日本雪松，使用的木材都通

过了森林管理认证。

       每个 V 型积木的两条「腿」上都设置有一个三角形缺口，这

能让不同的单元很好地嵌在一起，组成多种多样的造型。「这不是

沉重的、砖块似的木块，相反，它是轻盈的、通透的一个系统，

就跟你在传统日式建筑中见到的一样。」该玩具的设计者隈研吾

说到。

文章来源：

http://www.aiweibang.com/yuedu/95402918.html

http://www.shejipi.com/89601.html

[“infento”系列 —— 与孩子共同成长的组装儿童车 ]

     “infento”组装儿童车采用多功能可

调节的零件，家长和孩子可以利用零件拼

装出多种款式的儿童车，其中包括玩具拖

车、滑雪车以及自行车等等。所有配件均

安全无害，可放心让儿童使用。

官网：https://www.infentorides.com/

$ 349,   $ 549,   $ 649,   $ 99,   $ 249,

[ Pechat by Hakuhodo
        —— 多情境亲子互动产品 ]

       来自东京的Hakuhodo为我们带来最

新一代的多情境亲子互动产品，一个会说

话的玩具小熊——Pechat。

       只需下载和 Pechat对应的APP，同

时在小熊身上安装能够联网的黄色纽扣，

家长就可以通过APP用多种形式对孩子说

话。

        小熊中内置几种聊天方式。选择 

voice chat 时，父母的声音会变声成可爱

的卡通声音。用text chat输入文字，将会

变成高音质合成机器声音。小熊还能监测

到孩子的哭声，让家长少操一些心。

↑ 简单堆积和组合方法

↑ Tsumiki展馆是搭建在东京市中心公园

的临时结构，将独立组件按照尺寸从大到

小的顺序排成半圆的顺序排成半圆，鼓励

游客与独立的模块互动。

↑ 孩子们通过动手实验，可以享受创造带

来的乐趣，有利于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

[“ mom”透明座椅
            —— 鼓励儿童动手收纳 ]

       意大利设计师carlo contin设计了一

款鼓励儿童自己动手收纳玩具的座椅——

mom。

       儿童可以通过座椅靠背上方的开口将

玩具放入其中。座椅底部设有小轮，方便

儿童四处推动。亚克力材质具有防水耐用

易清洗的特性，儿童可以随意在座椅表面

涂鸦。更棒的是，座椅外观永远在不断变

化，根据其中放置的玩具的种类、甚至摆

放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无论对成人还是

儿童而言，观看这款座椅都充满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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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天地 STAFF CORNER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摄影师：大勇

文字编辑：雷梦娇、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2016年5月28日，九米小朋友们化
身“小小科学家”，埋首九米实验室，运用
实验工具，创造出一串串惊喜。这已是九米
建筑设计公司所举办的第六届六一儿童亲子
同乐会活动。

       本期的主题为“小小实验室”，包括“
魔法手工皂”、“干冰实验”和“火山大爆
发”三个主题环节。此外，还为低龄小宝宝
准备了许多有趣的玩具和活动场所。

       现场气氛热烈，活动顺利结束。我们又
一起走过了一年。

       亲爱的，感谢你的陪伴！

上帝埋下了一粒纯净的种子

它在这里生根发芽

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这里有一个小小世界

里面住着的每一个孩子都是一位国王

他们带着纯粹和天赋

光明和希望

来拯救那些苍老的灵魂……

假如三月的春风有源头
你一定也是来自那里
当你笑着看我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刹那间融化在你的目光里
我是如此幸运

有权利第一个爱你
你的笑声、你的哭泣、你的每一个瞬间

都占据着我的心，让我的世界丰富而美丽
你是独特的，因为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个鲜活的你

用怎样的节奏成长，选择权在你自己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鼓励你、支持你、信任你

感谢你，我的宝贝
                                                 ——黄俊

带着大自然最美妙的音符
她，静静地来了
来的那么忽然

以致于我还没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
来得又那么及时

填补了我心中久违的空缺
谢谢你，我的女儿

你给了我一份时曾相识的美好
愿你如玉一般纯洁，美丽，大方

叫你“琅琅”可好
                                               ——何新辉

带着大自然最美妙的音符
你，静静的来了

来的那么忽然
以至于我还没做好充分细致的准备

来得又那么及时
填补了我心中久违的空缺

假如三月的春风有源头
你一定也是来自那里
当你笑着看我的时候

我的心就会刹那间融化在你的目光里

我是如此幸运
有权利第一个爱你

你的笑声、你的哭泣、你的每一个瞬间
都占据着我的心，让我的世界丰富而美丽

愿你像那小小的溪流
将那高高的山峰作为生命的起点

一路跳跃，一路奔腾
勇敢地奔向生活的大海

宝贝，现在的你是一个美丽童话的开始
以后的故事也许包容百味，但一定美不胜收
你是独特的，因为世界上只有那么一个鲜活的

你
用怎样的节奏成长，选择权在你自己

我会永远在你身边鼓励你、支持你、信任你
感谢你，我的宝贝

亲爱的，我的宝贝
亲爱的，感谢在过去一年里的陪伴！

九米理想家
小小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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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一览 SHOWCASE

绿城长峙岛香樟园—理想小镇生活
脚落方寸  心有归处  小镇生活  理想起航

       在世界各地，小镇承载着人们安居乐业、享
受美好生活的理想，怎样一步步营建高品质的小
镇和进行长期的运营管理成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关
注的焦点。

       因为一些机缘巧合，也因为许多人最初的理
想以及更多人所倾注的热情、心力与坚持，长峙
岛小镇成为绿城小镇生活营造的一个开篇。

文章来源：九米建筑设计  摄影师：姚力

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整个长峙岛位于舟山临城新区。长峙岛在规划时取意欧美传统
小镇意向，强调浓厚的社区感和街道生活的营造，力求通过合理的
功能布局，塑造出以人为本、适宜步行，具有标志性、复合性、多
样性、地域性和安全性等特征的活力小镇，实现相对独立又互补于
临城新区的本世纪内一流水准的宜居理想小镇。

       绿城长峙岛香樟园位于舟山长峙岛核心区，是长峙岛最重要的
中心商业区块之一，成为供整个长峙岛以及舟山本岛市民休闲、购
物、健身、娱乐的重要场所。一条延伸自长峙岛跨海大桥的主轴线
贯穿整个地块的中心，将地块自然地分成东西两个区块。在设计时
保留大片公共空间，自西向东连成一线。西区（一期）以住宅为
主，设置开放式公园，市民广场沿中轴线向湖面及绿地敞开；东区
（二期与酒店）以大型餐饮、酒店、办公和少量住宅为主，商住适
度混合，形成生机勃勃的城市中心意向。

项目地址：浙江舟山

总建筑面积：约23.9万

时    间：2010-2014

总体概念规划设计：JTP

建筑设计：九米建筑设计

       住宅在平面上采用流线型处理方法，
立面上错落有致，形成丰富的天际线，从
而减弱对北侧现有住宅所产生的压迫感，
并与南侧湖面与自然景观相契合。住宅南
侧为开放式城市公园，公园步行流线的尽
端是一至两层的商业建筑。商业建筑在平
面上也采用一种合抱的形态，与蜿蜒的湖
岸线相呼应，自然流畅。

       沿湖商业街沿用了经典的法式风格，
选用石材，稳重而典雅；而住宅采用玻
璃，轻盈而流畅，与商业街形成互补。玻
璃面又与湖面遥相呼应，舒展隽永，大气
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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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ON THE ROAD

新加坡任我游行程推荐

     圣淘沙、鱼尾狮公园、滨海湾公园这些景点固

然经典，但集邮式的游玩又显得太过零散。不如

玩出自己的特色，让每一天的回忆都有迹可循。

你的旅行肯定不乏货真价实的“景点主食”，若

再加点提味的“主题佐料”，此番“旅行大餐”

必然更加色香味俱全。

来源：doyouhike.net 磨房、陈张伟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亲子线路
世界真奇妙FAMILY 
前言：
让小朋友成为旅行的主角。

当你对一切感到兴致勃勃时，可曾发现小朋友并不在状态？如果是一家人出行，建议在制定行程时，充分考虑孩
子的兴趣点和领悟能力。新加坡可谓是亲子游乐的最佳旅行地之一，因为这里实在有太多有趣的事物等待小朋友
们去探索发现。

线路参考
D1：圣淘沙
（S.E.A.海洋馆—特丽爱3D美术馆）

详情：走进海洋生物的世界，在8.3米高的观
景窗前大人都会兴奋不已，何况是小朋友。请
耐心听听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想象，你一定会
有意外的惊喜。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就近到
3D美术馆逛逛，在栩栩如生的场景中拍下几
张漂亮的照片就可以让孩子开心一整天了。

D2：圣淘沙（环球影城）— 夜间动物园

详情：玩遍环球影城需要一整个白天的时间，马达加斯
加、遥远王国、失落的世界、古埃及最适合小朋友了。
环球影城关门较早，晚上再去逛逛夜间动物园时间刚刚
好。一定没试过在晚上逛动物园吧，这必是一次难忘的
经历。

D3：裕廊飞禽公园—滨海湾公园
—鱼尾狮像—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详情：去过夜间动物园，同样也不应错过鸟儿的天堂裕
廊飞禽公园，动物世界永远是小朋友乐此不疲的主题，
何况这是全世界最大的飞禽公园。下午绕着湾区散步，
从滨海湾花园的擎天大树到鱼尾狮像，临近黄昏再坐上
摩天观景轮，从高空俯瞰新加坡的日夜交替一定很美。

吃货线路
逛吃逛吃FOOD
前言：
逛吃逛吃……启动吃货“小火车”模式游遍狮城，第一站会是哪里呢？

确实该纠结一下，毕竟好吃的实在太多了。“吃”是最终目的，“逛”也是不可忽视的过程。作为一个真正的吃货，鱼和熊掌就该兼得！

线路参考
D1：牛车水大厦熟食中心—牛车水美食街
—麦士威路美食中心—老巴刹

详情：真正的吃货可以赖在牛车水吃足3天3夜，这一
点也不夸张。熟食中心的联合本记砂煲饭，麦士威中心
的天天鸡饭和老巴刹的沙爹，这些若不尝过就不好意思
和别人说来过牛车水。除了吃吃喝喝，这儿还有寺庙可
逛。

D2：克拉码头—新加坡河—福康宁公园
—赞美广场—新加坡摩天观景轮
详情：早上在克拉码头可以喝咖啡吃亚坤咖椰吐司，再
满足地来一碗松发肉骨茶，然后坐船畅游新加坡河。游
完逛逛福康宁公园或是周边的博物馆，一会儿午饭时间
就到了，到赞美广场莱佛士酒店附近，美食琳琅满目。
下午游滨海湾，傍晚从摩天轮下来再直奔复古的“路边
摊”吃个痛快。

D3：植物园—乌节路—芽笼

详情：上午游完植物园，午餐在哈里亚餐厅解决。下午
逛逛乌节路，到IONOrchard顶楼看狮城全景，再到附
近的威士玛广场喝个下午茶。不嫌舟车劳顿，坐趟MRT
到芽笼，选一粒上好的猫山王榴莲，然后又可以寻思宵
夜到底该选择胡椒蟹还是田鸡粥了。

实用小贴士：

货币：1新加坡元≈4.8人民币元（参考），具体依据实  
           时汇率。每人兑换400新币左右即可,除小摊贩以    
           外都可以刷卡。
语言：英语为通用语言，不过用华语基本都可以沟通。
气候：新加坡长夏无冬，日温差较小，年平均温度在
           24-34摄氏度之间，雨水较多，多为阵雨。
插座：G型英制3扁头插座，电压230V，频率50Hz，一
           般酒店也都有USB插座。
门票：各景点门票均可在同城、携程等网站上购买，有
           优惠活动。大部分也可以买到当天票只是比提前
           预定稍贵一些。够买优先票可提前玩各种项目， 
           无需排长队。优先票在门口购买即可，价格根据 
           时间有所不同。

通讯：出发前开通国际手机业务。租用WIFI，不建议租
           携程的HUAWEI设备，3G信号不好续航能力
           差。可以在淘宝上租4G大续航的设备。（如果去
           程是下午，回程是早上的话一去一回两天不用算
           租金）
交通：新加坡的的士价格相对昂贵，分别为3.2新币，
           3.6新币，3.9新币起步，请注意车窗上标识。亦
           可以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办理一张易通卡
          （EZ-Link），卡的工本费为5新币，不可退还。
消费：品牌货品特价比国内便宜很多。矿泉水很贵，建
           议自带水壶。
退税：免税店和大部分商场都可以满100新币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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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野 CULTURAL PERSPECTIVE

文章来源：网络

文字编辑：田怡俊
版面设计：田怡俊

      蒙台梭利式教育主张以儿童为中心，根据孩子的发展规律开发

他们自己的学习能力。在阅读方面，蒙台梭利也有一套“蒙氏阅读

法则”，强调家长在孩子低龄阶段给予孩子愉快的阅读体验，通过

选书、朗读、重复阅读、划指跟读、体验创造、表演等诸多方法帮

孩子了解自然与社会，获得知识和经验。

      Heike Larson 是美国一所蒙台梭利学校副校长，他基于蒙氏

阅读法引导自己儿女读书的经验，总结了一些选书要领，并开出一

份 2-7 岁适合家长和孩子一起大声朗读的图书清单。

1、为你年幼的孩子选择那些“真实或者可能是真实”
的书籍

     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来说，真实的世界是充满神秘感的。三岁

大的孩子，对不同动物的生活、世界，对为什么人类要这样生活等

所有的一切都十分好奇。为什么？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对现实与幻

想还没有清晰的认知和概念。他们最好阅读一些内容是真实发生的

非小说类书籍，或是讲述真实事件的书籍——即便那是一本小说。

       同样的原因，在为五六岁的孩子选择书籍的时候，一定要确保

你选择的书中，关于真实世界的部分占到大多数。如果你选择一些

童话或者虚构故事的时候——比如那些包含了拟人化、会说话的动

物的书籍，一定要采取一些措施帮助自己的孩子理解书中哪些部分

是真实的、哪些是虚构的。你可以这样处理，“动物们会说话么？

不，他们不会说话。所以这些都不是真的，只是童话。”

2、选择语言难度略高的书籍，而不是很简单的短句

      在蒙特梭利教育中，将学龄前这段时间称之为语言敏感期：他

与孩子一起读书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是对父母还是孩子。

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方式有许多种。阅读的时光，幸福、

简单又有所收获。父母是孩子开始了解这个世界最早的

引导者与陪伴者。在阅读中，父母和孩子达成了一种共

同探索未知世界的共识，也最容易形成能够通往彼此心

灵的联系。

著名的蒙台梭利教育体系针对 2-7 岁的儿童，推荐了阅

读书单，适合家长与孩子一起阅读或者朗读。让世间最

美妙的时光与身边最珍贵的人一起度过吧。

们就像一块块小海绵一样，毫不费力地吸

收学习周遭的语言。当一些难度颇高的词

汇以一种有效的方式呈现的时候，孩子们

是可以吸收学习这些词的。

      选择一些有吸引力的、生动的并且语言

略微复杂的书籍，可以帮助你的孩子增强

语言能力。我知道很多儿童读物都用了一

些短小的语句，并且过于简单。我挑选书

本的规则就是选择略高难度的书籍，而不

是降低难度。我经常会挑选一些相比一般

幼儿读物来说，词汇较难、语句略长，并

且句子结构是精心安排的书。

      在大多数情况下，我的孩子们被深深吸

引——而当他们学习到一些语言，并运用

书中的句子的时候，我感到十分惊喜。

   

3、选那些插图有艺术感的书

     在蒙特梭利教育中，我们着力于为孩子

们创造美好的环境，在选书的时候也是一

样：尽量选择那些插图真实，并且细节丰

富的书，而不是简单的卡通书。对于小孩

来说，图画书学习过程中，大部分的知识

来源都是插图。那些有艺术感的插画和美

丽的图片可以增强阅读体验，提高孩子的

艺术品位，也拓宽你的视野。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努力通过书本让

选书 “原则”

我的孩子认识世界，因为不同的书本都是

基于作者独特的视角创作而成的。我们会

一起阅读关于不同环境，如城市、海滩、

森 林、山峰、美国、中国的书籍；也会阅

读不同时间段，如史前、古代、上世纪乃

至今天的书籍；还会看历史书、小说、诗

歌等不同类型的书籍。这些对整个世界的

虚拟旅行，让我们有很多共同语言，并且

可以不经意为孩子提供大量额外词汇的学

习，以及日后他们会在生活中遇到的关于

不同背景的知识。

4、确保你对你买的书非常喜欢

      我将最重要的这条放在最后：当你在书

店、网络或是图书馆看书的时候，确保这

本书能够吸引你！

      如果你不喜欢这本书，那么你也不会愿

意和孩子一起一遍遍阅读它。我之前也买

过那些不喜欢的书，然后我发现自己根本

不愿意去阅读它们，而这些书通常位居最

佳排行榜的首位。并且，我还把那些我不

喜欢的书藏起来了，以免我的孩子看到之

后，想让我陪他们一起阅读。

适合 2- 4 岁儿童

1、所有可爱的地方 /All the Places to Love

     在大家的呵护

下，小宝贝伊

莱出生了。他

慢慢长大，开

始“学着去珍

惜身边的人和

身边的地方”。

后来，他有了

一个小妹妹，

他对她说：“无

论将来你住在哪里，你在这里能找到所有

的爱。”这本有爱的书将是每一个孩子珍

藏的宝贝。书中的叙述者轻柔安静，需要

你安静地听他的声音。

2、海洋，你好 /Hello Ocean

       偷得一日悠闲，在海边静静阅读这本带

着回忆的书。感受海水扑打在脸上，空气

里有咸腥的气味。还记得沙砾是怎么在脚

下咯吱咯吱作响的声音吗？还记得浪潮扑

打 上 岸， 海 水

溅到嘴唇的咸

味吗？

《海洋，你好》

是一本充满欢

乐 的 诗 集， 描

绘 了 海 岸， 描

绘了海洋。直达灵魂深处的语言，无形的

亲密感都让人想起了一个老朋友。就像是

坐在海滩上一样轻松，孩子也能从书中学

会感官的运用。

3、哺乳动物 /About Mammals

这是一本内容

充 实， 简 单 易

懂的儿童科学

书 目， 向 孩 子

们介绍哺乳动

物的种类和栖

息 地。《 哺 乳

动物》不仅解释哺乳动物的共性，还使用

大量图片分门别类地介绍不同动物，分析

它们的种类类别。在章节最后，还会有对

动物的详细介绍，帮助小读者学到更多。

适合 4- 7 岁儿童

1、园丁 /The Gardener

莉迪亚带了一

箱种子去了一

个灰色的大城

市，她将和自

己坏脾气的叔

叔吉姆住在一

起，他是 一个

面包师。莉迪

亚对着每一位

客人灿烂地笑

着，她的到来

给冷冰冰的面包店带来了温暖和欢笑。莉

迪亚在楼顶偷偷地种下了种子，慢慢地开

出了花朵，而这里也成为了她的秘密花园。

她希望等到花朵全部盛开的时候，自己的

叔叔也能重新找回笑容。

2、穿越时间的街道 /A Street Through Time

     这本书从街道的历史探寻我们的历史。

从公元前 10,000 到现在，城市街景的变化，

住户的变化，哪些城市经历了战争，哪些

地区曾是贸易中心，从中一一道来。书中

有大量照片，孩子似乎就像是时空穿越者，

感受着每一个精彩的年代。孩子们也应被

鼓励着挑选自己最感兴趣的内容，挖掘更

多的信息。

3、梅赛德斯与巧克力飞行员 /

Mercedes and the Chocolate Pilot

这是一个真实

的故事。1948

年，西柏林在

二战后就被隔

绝 开 来。 生

活在西柏林里

的人们生活困

难，没有外界

的 帮 助， 两

百二十万的人

即将面临死亡。德国空运联合美国航空公

司开始向西柏林空投食物。这个故事就发

生在这段时期里，一个叫梅赛德斯的七岁

小女孩和美国飞行员之间的故事。

     无论是已为人父母或是尚未成为父母，

耐心的与孩子相处能够重新认识自我、与

他人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那么，开

始与孩子一起阅读吧。

Reading Time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本图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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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柔软的湿土地上，刚长出鹅黄色嫩芽的水杉树，麦田边的老农清理着阡陌沟渠，门前墙角的蔷薇含苞等候飞
舞的蝴蝶，这是乌村生活一景，宛如世外桃源，让城市人的乡愁找到寄居之地。

    “轻船六十里晴波，岸岸柔桑绿满柯。低坐漠然云地隔，香风知是菜畦多”。明代诗人唐达在《溯游戍上》中
的描述，形象地描绘了乌村的即时即景。紧依京杭大运河而立的乌村，位于乌镇西栅历史街区北侧500米，它犹
如一块天然雕琢的璞玉般，与运河并息并存，与自然生态林为伍,独门独院的乡宅院落，将老村坊形态显露无遗，
恍如一方梦里桃源。

文章来源：www.gotohz.com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城外又多一处世外桃源：运河畔的乌村

       经过对原有的自然村乌镇虹桥村整治改建、重新规划建设，并保留了
搬迁农房和原有村落地貌，乌村形成了米仓、渔家、桃园、知青、酒巷、
竹屋、磨坊7个不同的主题组团的江南特有风貌。
       体验过乡村生活的人们，最鲜活的感受，就是简单与质朴。乌村正是
拥有了这样一种质朴之感，春天的乡村，空气里都有一股枯草焚烧过混合
着泥土香味，老农锄禾，农妇拔草，田间地头休息间，就这一口粗茶，话
一话家长里短，往来过客可在这里找到前所未有的静谧时光。
       同时，乌村又颠覆了传统的乡村游模式，采用一价全包的套餐式体验
模式——集吃住行游购娱活动为一体，属于一站式的乡村休闲度假项目，
一键即可打包吃住行和30多项免费体验项目，免除了旅游途中的多次付
费的困扰，不带钱包游乌村，就能体验采菱、捉虾、捕鱼、下地、烧野火
饭、扎稻草人等地道的农村生活，或是学做风筝、藤草编制、农民画等一
些田间小手艺，当地更有烹饪、咖啡制作、鸡尾酒制作等时尚的解压课
程。
      美好的假期有了美食才完整，但凡到乌村的游客，可以像一个孩子一
样，吃得香甜，玩得尽兴。除了中、西特色餐，还可以品尝到青团、油炸
猫耳朵、麦芽塌饼、绿豆汤、芝麻糊、桂花年糕等等小吃，更有多种地方
美味甜品。行走于乡间，还能碰到流动小吃车，店主会热情地招呼游客，
品尝一碗秘制的农家牛肉汤。
       有别于名气更胜的西栅，偏安一隅的乌村显得更为气定神闲，也更
具“乡愁”的味道。这里的前台被称为“村委会”，也是大堂、展厅和接
待处所在。海草铺盖的屋顶，竹子、木头搭建的主体、装点的内饰，没有
特别的色彩搭配，简单、朴实，是乡村本来的模样。
      按当地人的说法，游客可以在乌村，做一个自给自足的“现代乡下  
人”，还能时时感受农村里走家串户的亲切感。

文章来源：bendibao.com

文字编辑：马飘
版面设计：马飘

眼睛和耳朵对春天最敏感，手脚与大地的关系最亲近。

春天来了，阳光、草坪、花朵、春风、泥土……

一切在呼唤你，带上小朋友，全家去春游！

你可以让这次春游变成小朋友的自然大课堂，从花香鸟鸣开始，

唤醒他们的感官；观察认识草木鸟兽，体验生命的过程；亲手

参与农耕，收获劳动的快乐。

我们选出杭州及周边亲子游目的地，制作了适合 6个月到 12

岁不同年龄层次小朋友的游玩攻略。大手牵小手，大朋友和小

朋友都能玩得悠然自得。

【6个月-3岁】
带这个年龄段的小宝宝春游，有一个很重要
的目的是为了晒太阳——这是生产维生素
D有效且安全的方式，而维生素D可以促进
钙吸收。6个月-3岁的宝宝认知能力逐步加
强，春游时多姿多彩的树木、花朵，还有活
泼的昆虫、小动物，都对宝宝的大脑发育
有帮助。

杭州植物园

推荐理由：离城区近，交通便利，停车方便,
带着小宝宝来玩也不会太累。园区里树木、
花朵都很多，还配有植物知识介绍，适合教
宝宝认识植物。园区里草坪很多，基本没有
什么危险地形，带上帐篷、野餐垫，宝宝就
可以满地玩耍了。

自然体验：鲜艳的颜色能吸引4-6个月宝宝
的视线，他们会不自觉地就把目光锁定在了
红、黄、绿等一些鲜艳的颜色上，而且表现
出异常的兴奋。现在园内樱花、海棠、桃花
都开了，姹紫嫣红。接下来还有杜鹃花，20
多个品种，总共30000多株。这些花分布在
植物园内的杜鹃园、桃花园等处。

亲子活动：6-12个月的宝宝不再满足静物
观察，他们开始对运动的物体感兴趣。植物
园内有两个可以看动物的地方，一是玉泉观
鱼，分成南园和北园，其中北园的"鱼乐国"
有身长数米的大青鱼。1-2岁的宝宝认知能
力进一步加强，他们想自己去探索，推荐青
龙山，也称树木园。比起植物园内的其他地
方，略有些海拔，但最多五六十米，能让宝
宝体验一下爬坡的感觉。可以借助放大镜，
让宝宝看清树叶的脉络。

【3岁-6岁】
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精力旺盛，活动范围更
大了，但独立行为能力还不够强，需要大一
些、但又有安全保障的玩耍区域。3-6岁的
小朋友正处于感知世界的最佳阶段，对周围
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可以多安排体验型的
互动游戏。

余杭径山

推荐理由：从径山寺往下看，除了满眼的翠
绿、浓绿、墨绿，似乎没有其他的色彩。可
是，走进山果湾生态农庄，马上就嗅到了春
天的味道。在杭州周边的农庄中，这里车程
合适，从市区出发一个小时左右到达。农庄
提倡有机理念，体验性项目设置相对丰富，
正好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然情怀。可以
和孩子一起做饭，一起钓鱼，一起做游戏。

自然体验：油菜花田正冒出一点点黄色，到
4月初将会开成一大片的金黄。枇杷花开得
正好，挂在树上一片片，预示着今年夏天有
口福了！

亲子活动：山果湾在四岭水库脚下，可参观
320亩的大果园，园区有一片垂钓区，家长
可以和孩子来一场钓鱼比赛。挖野菜、马兰
头、荠菜、水芹菜，新鲜得还在呼吸，就已
经是桌上的菜了。孩子们可能还不认识这些
野菜，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学着分辨，顺便
为餐桌加菜。

亲子活动：下渚湖有一座湿地迷宫岛。用竹子铺
成的迷宫，弯弯曲曲，可供孩子们在其中玩乐。
迷宫的一头，是一个三层高的竹塔眺望台。站在
楼上可以看清整个下渚湖的全貌。全家人还可以
认养一棵小树。一家人齐心协力铲土、埋根，把
树苗种在指定的区域。然后精心地制作木牌，为
代表自家的小树做标记。等到下次再来，看到小
树苗与孩子一起成长，特别有意义。

自然体验：每年三四月份，下渚湖边一座矮矮的
山丘上，就会出现许多移动的白点。这是上万只
白鹭从南方回来了！也就意味着，春天到了。另
一边的湿地探险岛上，油菜花也不甘落后。金灿
灿的盛开一片，向世人宣布春天的消息。桃花也
将在三月底盛开，最灿烂的花期只有三到五天，
由于时间太短，碰不碰得上全凭运气。

推荐理由：下渚湖湿地湖水清澈，独特的天然环
境和原始湿地风貌已经成为了鸟类的天堂，小朋
友可以在下渚湖湿地看到朱鹮、白鹭等珍稀鸟
类，开阔眼界。

德清下渚湖湿地

6-12岁是小朋友拓展知识面的黄金阶段，通过与
自然亲密接触，可以让他们了解城市中少见的植
物和动物。这个年龄段的小朋友有一定的自控能
力，可以去更远一些的地方春游。6岁之后，小
朋友可以多参加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在玩乐中
增加知识面。爸爸妈妈可以多培养小朋友的劳动
意识、责任感和独立生活的能力。

【6岁-12岁】

杭州及周边亲子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