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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学前专委会〔2019〕12 号     

 

《幼儿故事百篇》（第一辑） 

投稿入选名单公示 
 

为深入贯彻《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引导和推动幼

儿园语言领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学前教育专

业委员会组织撰写了《幼儿故事百篇》书籍，得到了副理事长

单位、会员单位及各省民协会学前专委会和幼儿园的积极响应。

自 2019 年 1 月征稿以来，共收到投稿 459 篇。 

经仔细甄选，采用稿件 127 篇，由中国民办教育协会王佐

书会长亲自编审校勘，并为本书做前言和后记《为如何向一个

故事要教育质量提供研究线索》，为阅读本书的教育研究者和

实践者提供思路和方法。书籍已于 10 月底正式出版。 

现公布投稿入选单位名单（见附件），并向稿件入选的幼

儿园或机构赠送正式出版书籍一册，以资鼓励。 

联系人：杨彦芳  13436870803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学前教育专业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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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幼儿故事百篇》（第一辑）投稿入选 

名单公示 

省份 故事名称 投稿单位 

北京市   

 《气泡从哪儿来的》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奇怪的漏斗》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改造的漏斗》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会变弯的铅笔》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节约用水》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四朵灯笼花》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声音太大了》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人人称赞阿毛有个好习惯》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肚子痛》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好习惯》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环卫工人真辛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香蕉皮》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孔融让梨》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有礼貌》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狼来了》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乐乐的表现叫奶奶乐》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集体的力量》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团结才有力量》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爱劳动的明明真勇敢》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乘电梯》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一个有意义的“六一”儿童节》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一块橡皮》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教室里的花叫什么名字》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教室里的花变了》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我今年三岁半了》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谁问得多 谁成长得快》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国旗》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小制做（1）》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小制做（2）》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小制做（3）》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老师办事真巧妙》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比赛》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蚂蚁和蜻蜓》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三颗蛋》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第 3 页 共 5 页 

 《踢足球》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聪明的乌鸦》 中国民办教育协会 

 《红红的苹果》 北京市大兴区红黄蓝红木林幼儿园 

 《棕黄色的虎哥哥》 北京市大兴区红黄蓝红木林幼儿园 

 《小鸡破壳》 北京市大兴区红黄蓝红木林幼儿园 

 《淡绿色的朋友》 大连红黄蓝红星海幼儿园 

 《小兔子的果蔬店》 红黄蓝松江新城幼儿园 

 《三滴小露珠》 北京大爱幼管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熊找太阳》 水米田威海山水城幼儿园 

 《怕喝药的瑞拉》 先策教育 

 《胆小的猫咪》 高娃钢琴幼儿园 

 《下雨了》 高娃钢琴幼儿园 

 《请你帮帮我》 高娃钢琴幼儿园 

 《图图送快递》 高娃钢琴幼儿园 

 《大狮子和小老鼠的故事》 高娃钢琴幼儿园 

 《小蜗牛的家》 高娃钢琴幼儿园 

 《好奇的小老虎和三个咕噜噜》 高娃钢琴幼儿园 

 《谁更厉害呢？》 高娃钢琴幼儿园 

 《骄傲的小熊》 高娃钢琴幼儿园 

 《小音乐家》 高娃钢琴幼儿园 

 《力所能及的事》 高娃钢琴幼儿园 

 《丹尼的新车》 东方剑桥教育集团 

 《小种子消失了》 东方剑桥教育集团 

 《蛋蛋》 首钢技师学院 

陕西省   

 《拥抱善良的小熊》 西安高新第一幼儿园 

 《最“厉害”的动物》 西安高新第一幼儿园 

 《花姐姐和花妹妹》 西安高新第一幼儿园 

 《神秘调解员》 长庆童得梦西峰幼儿园 

 《小孔雀西西》 长庆童得梦幼儿园 

 《小青蛙之死》 长庆童得梦幼儿园 

 《会说话的文具》 长庆童得梦幼儿园 

 《选美大赛》 长庆童得梦幼儿园 

 《爱臭美的大白鹅》 童得梦第三幼儿园 

 《撒谎的小壁虎》 童得梦第三幼儿园 

四川省   

 《一只想飞的猪》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茶坊路金太阳幼儿园 

 《豆宝一家亲》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茶坊路金太阳幼儿园 

 《忠实的猎狗狡猾的狐狸》 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茶坊路金太阳幼儿园 

 《筷子》 成都市锦江区金苹果翡翠城幼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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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猫宝宝想回家》 成都市锦江区金苹果翡翠城幼稚园 

 《根的旅程》 泸州市江阳区天立学校附属幼儿园 

 《最美的礼物》 泸州市江阳区天立学校附属幼儿园 

 《青蛙与白天鹅》 泸州市江阳区天立学校附属幼儿园 

 《小熊的大南瓜》 成都幼师实验幼儿园 

 《小猴子的房子》 成都幼师实验幼儿园 

 《风弟弟来了》 成都幼师实验幼儿园 

 《一对好搭档》 成都幼师实验幼儿园 

 《丁丁梦游记》 金苹果成都花园多元智能幼稚园 

 《一颗苹果》 成都市武侯区金苹果丽都花园城幼稚园 

 《熊猫分分》 成都市锦江区金苹果翡翠城幼稚园 

 《小蛇巴巴》 成都市新都区维智幼儿园 

 《小鸟金妮借耳朵》 成都高新区爱智梧桐幼儿园 

 《飞翔吧，小麻雀》 古蔺天立幼儿园 

河北省   

 《三只小猪的快乐生活》 裕华区世纪星幼儿园 

 《废纸箱变形记！》 金桥幼儿园 

山东省   

 《云宝宝找朋友》 银座幼教鲁商园 

 《肚子里的种子》 山东银座.英才幼教（集团）大学城园 

 《一串紫葡萄》 山东银座·英才幼教（集团）凤凰城幼儿园 

 《爱是什么》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银座花园园 

 《蜗牛的笑》 山东银座·英才幼儿园恒生园 

河南省   

 《善良的小黄鹂》 阳光雨露七一三幼儿园 

 《四个过桥人》 漯河市郾城区阳光雨露幼儿园 

 《蜗牛的壳》 源汇区嵩山路阳光雨露幼儿园 

 《猪哥哥回来了》 漯河市郾城区阳光雨露幼儿园 

 《爱笑的小花》 漯河市郾城区阳光雨露幼儿园 

 《美丽的小路》 漯河市郾城区阳光雨露幼儿园 

 《小鸡脸红了》 源汇区嵩山路阳光雨露幼儿园 

 《花开》 阳光雨露抚州金巢园 

 《勇敢的小刺猬》 源汇区嵩山路阳光雨露幼儿园 

江苏省   

 《变变军团的冒险》 苏州市工业园区名城石莲幼儿园 

 《小树和啄木鸟》 苏州市高新区阳山花苑第二幼儿园 

 《一只小蚂蚁》 苏州高新区长江幼儿园（苏州尔家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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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   

 《丢失的盆栽》 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 

 《该不该坐警车上幼儿园？》 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 

 《买豆腐脑》 长沙诺贝尔摇篮教育集团 

浙江省   

 《谢谢你们》 浦江县天地国际幼儿园 

 《有礼貌的小花狗》 浦江县天地幼儿园一园 

 《谁的粑粑》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星辉幼儿园 

 《谁是最大的鱼》 浙江省台州市杜桥煌家贝贝幼儿园 

 《对不起，没关系》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海门幼艺园 

 《没有礼貌的小熊 》 爱绿教育集团 杭州萧山区蓝鲸幼儿园 

 《甜甜的苹果》 永嘉县乌牛春苗幼儿园 

福建省   

 《弟弟是个“大麻烦”》 漳州市龙文区润园小金星幼儿园有限公司 

 《最大的财富》 漳州市龙文区香榭花都小金星幼儿园 

 《爱取笑别人的小熊》 晋江市罗山兰峰小金星幼儿园 

 《小兔妮妮想长大》 晋江市罗山兰峰小金星幼儿园 

 《优雅的孔雀》 晋江市罗山兰峰小金星幼儿园 

 《小公鸡的目标》 江滨乐育幼儿园 

 《原来太阳是七彩的》 江滨乐育幼儿园 

 《懒人国国王寻找继承人记》 泉州市鲤城区笋浯佳禾幼儿园 

 《悲伤的小蜗牛》 泉州市鲤城区笋浯佳禾幼儿园 

 《乱扔香蕉皮的小猴子》 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乐育幼儿园 

广东省   

 《最美的女孩》 深圳市华强职校附属幼儿园 

 《和乐猪和懒懒猪》 韶关天泓幼儿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