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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20 级学前教育专业转专业考核

儿歌曲目及儿童故事

一、 儿歌曲目

序号 曲 目

1 小白船

2 小毛驴

3 娃哈哈

4 数鸭子

5 小海军

6 小螺号

7 小燕子

8 一分钱

9 上学歌

10 小星星

11 蜗牛与黄鹂鸟

12 世上只有妈妈好

13 我爱北京天安门

14 童年

15 虫儿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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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儿童故事

故事 1：高高兴兴上幼儿园

今天，幼儿园开学了。小白兔起得特别早，他的脸上笑眯眯的，高高兴兴地

去上幼儿园。他走着走着，忽然听见后面有人叫：“呷呷呷，呷呷呷。”小白兔回

头一看，噢，原来是小鸭子。小鸭子笑眯眯的，身子摇摇摆摆地走过来了。小白

兔问：“你早！小鸭子，你上哪儿去？”小鸭子说：“我上幼儿园！”两个好朋友，

手拉手，高高兴兴上幼儿园。他们走呀走呀，忽然听见后面谁在叫：“喵喵—— 喵

喵——”他们回过头一看，噢，原来是小花猫。“你早！你上哪儿去？”他俩一

齐问。小花猫说：“我上幼儿园！”三个好朋友手拉手，高高兴兴地去上幼儿园。

故事 2：下雨的时候

小白兔在草地上蹦蹦跳跳，他看看花，采采蘑菇，玩得真高兴。

忽然，刮起大风，下起雨来了。小白兔急忙摘了一片大叶子，顶在头上，当

作伞，这下可淋不到雨了。他走呀走，看到前面走来一只小鸡，给雨淋得“叽叽

叽”地直叫。小白兔连忙叫：“小鸡，小鸡，快到叶子底下来吧！”小鸡说：“谢

谢你，小白兔。”说着，就跑到叶子底下。

小白兔和小鸡一起顶着大叶子往前走，又看到一只小猫被雨淋得“喵喵喵”

地直叫。小白兔和小鸡一齐说：“小猫，小猫，快到叶子底下来吧！”小猫说：“谢

谢你们。”说着，就跑到叶子底下。

不一会儿，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小白兔、小鸡、小猫三个好朋友在一起做

游戏，玩得真高兴。

故事 3：漂亮的水果娃娃

在很久以前，森林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植物上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水果。

奇怪的是，这些水果都是没有颜色的，人们分不清哪是苹果、哪是梨。直到有一

天，森林的上空飞来了一个身披七彩光环的太阳娃娃，水果们看见了惊呼起来：

“多么漂亮的颜色，要是我们也有漂亮的颜色那该多好哇！”听到声音，太阳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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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大声地对水果们说：“那就让我来帮助你们吧！”苹果说：“我喜欢红色。”只见

太阳娃娃的红光环射向苹果，慢慢地为苹果涂起颜色。一天天过去了，苹果变红

了。香蕉说：“我喜欢黄色。”太阳娃娃的黄光环射向香蕉。一天天过去了，香蕉

变黄了……就这样，水果们都变成了五颜六色的了。

故事 4：熊猫过生日

熊猫宝宝的生日到了，小鸡、小猫和小狗每人带了一件礼物来到熊猫家门口，

小狗急匆匆地推门就进，小鸡忙拦住说：“别急，别急，要敲门！”小狗不好意思

地退了回来。小猫轻轻地敲响了门，熊猫宝宝开门说：“欢迎你们，请进！”三个

好朋友把礼物送给熊猫宝宝说：“祝你生日快乐！”熊猫宝宝笑着说：“谢谢你们，

请坐吧。”并拿来了吃的东西。他拿起小虫对小鸡说：“小鸡，我请你吃小虫。”

小鸡说：“谢谢你，我最爱吃小虫了。”熊猫说：“不客气！”他又拿起小鱼和骨头

请小猫和小狗吃，小猫和小狗说：“谢谢你。”熊猫说：“不客气！”四个好朋友边

吃边笑，吃完了东西，他们唱起了《生日歌》，跳起了舞，共同庆祝熊猫的生日。

大家高兴极了。

故事 5：小蚂蚁

有一只蚂蚁，他的力气非常大，能够独自举起两颗麦粒，能拖动一只大青虫，

甚至敢独自向蜘蛛挑战。所以他很受同类的尊敬。赞许的话听多了，这只蚂蚁便

对自己的神力深信不疑，他想入非非地要去城里卖艺，好好儿显示一番！

蚂蚁大模大样地找到一位农夫，洋洋得意地搭着拉草车进了城。原指望市场

上的人们会蜂拥而至，像围观奇珍异宝一样为自己叫好，但蚂蚁没想到，人们只

是东奔西跑地顾自己，没有一个注意他。

蚂蚁有点失望，可还是很卖力地表演。他拖住一片树叶忽而伏在地上，忽而

躬起身，可是谁也没有看见他。最后，蚂蚁累得筋疲力尽。这是，一只狗走过来，

蚂蚁对他说：“你们城里人真是有眼无珠！我拖拉树叶整整一个小时，竟然没有

一个人给我赞美之词。要知道，我在整个蚁穴中可是人人认识的大力士！”蚂蚁

说完，看了看狗，没想到狗根本就没有发现他，已经走远了。

蚂蚁的希望彻底破灭了，只好愤愤地爬回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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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 6：想飞的小象

有一只小象，刚刚生下来。第一天，他看到了许多小动物。到了第二天，他

认识了许多花儿、草儿。第三天呢，妈妈带他到河边，他看见了河水和高山。

小象说：“世界真大呀！”这时，一只小鸟在天空中飞来飞去。 小象想：“要

是我也会飞，可以看更多的东西，多好呀！”小象爬到树上学飞，“哎哟”一声，

摔了一个大跟头。

蛇看见了说：“小象，我们有自己的本事。我不会飞，可是我会在树上睡觉。”

狮子说：“我也不会飞，可是，我能跳过宽宽的大河。”老虎说：“我不会飞，可

是，我会游泳。”

爸爸妈妈对小象说：“我们大象力气大，这是小鸟不能比的。”

小象明白了，他跟着爸爸妈妈运木头。他用长鼻子一钩，大木头就搬走了。

大家都喜欢他。小象说：“我是小象真幸福。”

故事 7：小兔学长跑

小兔灰灰跟着马老师学习长跑。马老师带着灰灰一边跑一边讲解，他们穿过

了一片小树林，又越过了一座小山坡，不久灰灰就累得汗流浃背了。他多么希望

能够停下来，好好休息一会儿啊。灰灰渐渐落后了，一不小心被一根树枝狠狠地

绊倒在了地上。这一下可摔得不轻，连新裤子都磕破了，灰灰痛得大声哭了起来。

马老师听到哭声马上返了回来，说：“灰灰，坚持才能胜利，遇到一点困难就退

缩肯定不行。”灰灰听了老师的话，从地上站了起来，树上的小鸟也鼓励道：“灰

灰，加油！你一定会成功的。”灰灰点了点头，擦干眼泪继续向前跑。后来呀，

哭鼻子的小兔灰灰在森林运动会上赢得了长跑冠军，他可高兴啦！

故事 8：老爷爷的帽子

冬天到了，北风呼呼地吹，天气很冷。有一只小鸟真可怜，它在树枝上冷得

直发抖。一位老爷爷走来，看见了小鸟，心想：“这只小鸟多可怜呀，这么冷的

天，它一定会冻死的。”小鸟对老爷爷说：“风把我们的窝给走了，我们没有家了。”

老爷爷说：“别着急，我来帮你们想办法。”老爷爷就用自己的帽子给小鸟做鸟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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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真暖和。小鸟想到树林里还有许多怕冷的小鸟，就把它们都叫来，一起飞进

了老爷爷的帽子。它们非常感谢老爷爷。以后老爷爷也天天来看小鸟，小鸟们每

次都唱歌给老爷爷听。

有一天老爷爷没有来，原来他病了。小鸟想：“一定是爷爷把帽子给了我们，

自己着凉生病了，我们赶快给老爷爷做顶帽子吧。”小鸟们就用自己的羽毛做了

一顶帖子送给老爷爷。老爷爷非常感谢小鸟，他的病很快就好了。

故事 9：小青蛙找家

小青蛙迷路啦，他找不到家，站在路旁大声哭着：“呱呱！呱呱！哇……”

小鸡看到了，他对小青蛙说：“小青蛙，你别哭，我帮你找家。”小鸡把小青蛙带

到一棵大树下，问：“小青蛙，这里是你的家吗？”

小青蛙摇摇头说：“大树不是我的家。”小鸡把小青蛙带到青青的草地上，问：

“小青蛙，这里是你的家吗？”小青蛙摇摇头说：“草地不是我的家。”小鸡把小

青蛙带到一座漂亮的小房子前，问：“小青蛙，这里是你的家吗？”小青蛙摇摇

头说：“小房子不是我的家。”小房子里走出一个小宝宝，她说：“小青蛙，我知

道你的家在哪里，我送你回家。”小宝宝带着小青蛙走到小池塘边。塘水清清，

长满了绿色的荷叶，还开着粉红的荷花。“呱呱！呱呱！”小青蛙高兴得叫了起来，

“啊！小池塘，这里才是我的家！”

故事 10：大伞和小伞

下雨了，小松鼠打着一把小伞去幼儿园。“哗哗哗”，雨越下越大，路上的水

越积越多，小松鼠的腿都湿了。这时，狮子爷爷打着大伞走来了，对小松鼠说：

“小松鼠，我背你走吧。”小松鼠真高兴，爬到了狮子爷爷的肩头上，连说：“谢

谢狮子爷爷！”

狮子爷爷背着小松鼠，用大伞顶着雨朝前走。忽然，大伞撞上了大树的树枝：

哗啦一声，啊！大伞被戳了个洞，雨水落在了狮子爷爷的头上。

小松鼠连忙把小伞从大伞的破洞处往外伸出去。大伞上面有小伞，小伞打开

了，挡住了雨水。狮子爷爷淋不到雨水啦！

狮子爷爷把小松鼠送进了幼儿园。小松鼠对狮子爷爷说：“狮子爷爷，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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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再见！”狮子爷爷也连声说：“小松鼠你真聪明。再见！”

故事 11：换尾巴

小袋鼠长着一条又粗又硬的尾巴。他觉得自己的尾巴长得太难看了。小兔子

长着挑又软又短的尾巴。他嫌自己的尾巴太短了，不好看。

一天，他俩碰到一起，高高兴兴地换了尾巴。袋鼠在林子里一蹦一跳地找

东西吃，忙了一个上午，现在该坐下来歇会儿了。哎呀，真糟糕！袋鼠跌了个大

跟头。小袋鼠原来的尾巴又硬又长，和两条后腿一起撑在地上，正好成了一张“三

脚板凳”。换了尾巴就不能坐了，小袋鼠急得团团转。

兔子呢，带着长尾巴，到林子里玩，突然碰见一只大灰狼。小兔子拼命地跑

呀，跑呀，可大尾巴拖在后面沉沉的，老是跑不快。眼看兔子就要被大灰狼追上

了，突然，从林子里又跳出一只兔子，噢，原来是兔妈妈。兔妈妈飞快地跑着，

引开了大灰狼。小兔子躲在树后，难过地低着头。他恨死这条长尾巴了。原来的

尾巴多好啊，轻轻的，软软的，跑起来可真带劲。找袋鼠去吧！

袋鼠和兔子找到对方，迫不及待地换回了自己的尾巴。从那以后，他们都不

感到自己的尾巴难看了。

故事 12：小猪和靴子

清晨，小猪去树林里玩。忽然，他发现树边有一个红红的东西，口小底大，

摸上去很滑：“咦，这是什么？好像是个皮袋子，是谁丢的呢？”

小猪手里拿着这东西，嘴里叫着：“谁丢了袋子，谁丢了袋子？”树上的八

哥听见了，“叽叽喳喳”地说：“小猪，这不是袋子，是一顶漂亮的红帽子呀！”

“噢，不是袋子是帽子。”小猪连忙戴在头上，一边走一边叫，“谁丢了帽子，

谁丢了帽子？”

狐狸看见了，嘻嘻地笑起来：“小猪，这不是帽子，是一只好看的瓶子呀！”

“嗯，这瓶子真不错。”小猪采了许多美丽的野花放进瓶子里。

“谁丢了瓶子？”小猪捧着瓶子走一步，叫一声。这时候，来了一只小花狗。

他知道了这事，对小猪说：“没人丢，没人领，就送给生病的小熊吧！”

小猪和小狗来到了小熊家，把这个没人领的瓶子和花送给小熊。小熊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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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兴地跳起来：“哇，这不是瓶子，是我心爱的红靴子呀！”

小熊的病也好了，三个好朋友嘻嘻哈哈，庆祝红靴子找到了主人，回到了家。

故事 13：雪花

白花花的大雪从天上飘落下来，不一会儿，树枝上、屋顶上、大地上都盖上

了一层白色。

小黄狗从屋里跑出来,摇着尾巴,说:“汪汪汪,汪汪汪，天上下糖了,大家快

来看呀！”

小花猫从屋里跑出来，说：“喵喵喵，喵喵喵，下盐了，大家都来看呀！”

老母鸡听见了，慢慢走过来，拍拍翅膀，说：“咕咕咕，咕咕咕，不甜也不

咸，吃在嘴里冰凉凉，不是盐也不是糖。”

一个小女孩儿屋里走出来，乐呵呵地对小黄狗、小花猫和老母鸡说：“雪下

得这么厚了，我们一起堆雪人吧！”

啊，原来这是冬天的雪！小动物们和小女孩儿一起在雪地上堆了一个漂亮的

雪人。

故事 14：青蛙旅行家

有一只青蛙，每天捕捉蚊子和昆虫，和朋友们一起呱呱地叫，生活得很快乐。

一天，飞来一群野鸭，青蛙马上躲到水底下去。“他们要到哪儿去呢?”青蛙又把

头探 出水面。只听一只野鸭说：“天冷了，我们飞到南方去吧，那儿暖和，还有

吃不完的小虫。 ”“呱!”青蛙忍不住叫起来，“请把我也带到南方去吧!”“真稀

奇，”野鸭们围住他喊 道，“你没翅膀，我们怎么带你呢?”“让我想一想。”青蛙

说完跳进水里。不一会儿，他 露出头来说：“我想出来了。你们两只鸭子嘴里叼

一根树枝，我咬住中间，你们一飞，我也 就飞起来了。只要你们不‘呷呷’地

叫，我也不‘呱呱’地喊，就行。”野鸭们按照青蛙的主意，带他飞上了高空。

青蛙很快就习惯了这种飞行，他一边东张西 望，一边得意地想：我出的主意多

妙啊!野鸭们带着青蛙飞过田野、草原、河流和山峦。后 来，他们来到收割完庄

稼、堆满粮食垛的村庄上空。

村子里的人们看到鸭群里有个奇怪的东西，都用手指点着。青蛙很想听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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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怎样夸奖他。休息时，他请求野鸭们飞得低一点。第二天，他们飞得很低，可

以听见人说话的声音。“看哪!”村子里的人们大声说，“ 野鸭子抬着青蛙飞!”

“谁这么聪明，想出这么好的主意?”青蛙再也憋不住了，忘记了不能张嘴。他

拼命叫喊：“是我!我!”随着喊声，他头朝下栽落下去。还好，“扑通”一声，青

蛙掉进了村边的水塘里。

故事 15：勤劳的小蚂蚁

在郁郁葱葱的树林里，有浩浩荡荡的一队小蚂蚁正忙着搬运粮食。小蚂蚁们

背负着比自己身体还沉很多的米粒，拖着沉重的脚步，咬紧牙关吃力地往前走着。

它们苦累地忙碌着，一个个都累得汗流满面、精疲力尽，但谁都不肯休息。过了

好一会儿，一只最小的蚂蚁实在背不动了，她就跟她妈妈说：“妈妈，我背不动

了。”妈妈说：“要努力坚持住，我们现在不准备充足的粮食，冬天就没得吃了，

就会饿的。”小蚂蚁听了妈妈的话，又继续背了起来。星星妹妹和月亮姐姐一边

为她指路，一边为她喊加油，小蚂蚁听到加油声，背得更起劲了！

过了不久，蚂蚁们终于到家了。他们把搬来的粮食放进仓库，看着丰盛的粮

食，他们开心地笑了，各自回房睡觉去了。那只最小的蚂蚁跑到门口，向星星和

月亮挥了挥手，大声说：“谢谢！”转身跑回房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星星妹妹

和月亮姐姐也安心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风吹着树叶，发出“沙沙”的声音，好

像在夸：小蚂蚁真勤劳啊！

故事 16：灰角鹿

一只小鹿因为生病，头上的角变成了灰色，它伤心极了!

一天，它正在树丛中睡觉，一只小鸟飞到了它的头上，小鸟看了看四周想：

这要是搭个鸟窝该多好啊!

于是，小鸟衔来许多干草和树枝放在小鹿的头上，不一会儿，一个漂亮的鸟

窝就搭好了，小鹿睡醒后发现自己的头上成了鸟窝，心想：小鸟搭一个窝多不容

易，以后我得慢慢的走，别把小鸟给摔坏了。

下雨了，小鹿躲到树叶下，怕把小鸟给淋湿了；天晴了，小鹿站在太阳下让

小鸟把羽毛晒干；小鸟学习飞翔时，不小心从天上掉下来，小鹿赶紧用鼻子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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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渐渐地小鸟长大了，它和它的孩子一起衔来许多漂亮的牵牛花放在小鹿头上，

小鹿的灰角变成了美丽的“花角”。

故事 17：小荷花找朋友

一朵荷花孤零零地站在池塘里，她感到孤单，因为没有朋友和她玩。一条小

鱼游过来，小荷花说：“小鱼弟弟，咱们一起玩吧。”小鱼说：“不行，我还要去

参加游泳比赛呢。”说完，小鱼就游走了。

一只青蛙跳到荷叶上，小荷花说：“青蛙哥哥，青蛙哥哥，咱们做朋友吧。”

小青蛙说：“不行，不行，我还要练唱歌呢！”

天渐渐黑了，小荷花很伤心。月亮看见了，问小荷花：“荷花妹妹，你为什

么不高兴呢？”小荷花说：“因为我没有朋友和我玩。”月亮说：“那我和你做朋

友吧。”小荷花看了看月亮说：“可你在天上，我在地上，怎么和我玩呢？”月亮

说：“不要紧，我可以陪你说话呀！可以唱歌、讲故事给你听呀！”

于是，月亮天天晚上陪小荷花说话，她们俩成了好朋友。

故事 18：毛驴和白马

一天，毛驴和白马结伴去山区。在长平川大道上，白马四蹄飞腾，不一会就

把毛驴甩到后边。白马回头见毛驴摇着两只大耳朵，不紧不慢地走着，非常着急，

便朝毛驴大叫起来：“看你那慢吞吞的样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地方啊？你真

是个庸才！”毛驴听了白马的训斥，一不生气，二不泄气，仍然一步进一步地向

前走着。 进入山区后，山路变得又陡又窄，崎岖不平，白马走的非常吃力，速

度不知不觉地慢了下来。毛驴却加快了步伐，噔噔噔地赶到了前面。白马看毛驴

走起羊肠小路来时这样的轻松，不懈地问：“黑毛驴，你为什么走起山路来比我

快呢？”毛驴回答说：“术有专攻，各有所用。在一定的条件下落后的，并不都

是庸才啊！”马听后，对自己刚才的失言倍感羞愧。

故事 19：奇怪的镜子

美丽的池塘里有一条小鱼。他快快活活地玩了一天，可累了，正想休息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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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突然，小鱼发现有一样东西在一闪一闪的，他睁大眼睛一看，不禁叫起来：

“多大多亮的镜子啊！”小鱼想：“要是把镜子搬到家里，让大家都能照一照该多

好！”想着想着，小鱼轻轻地游到那镜子边，还没碰着，“镜子”就碎成一块块小

片儿了。小鱼心里难过极了。但是，不一会儿，那“镜子”又圆了起来。

于是，小鱼急急忙忙找来了正在河边唱歌的小青蛙。“青蛙弟弟，我找到了

一面又大又圆的镜子，请你帮我抬回家好吗？”小青蛙一口答应了。小青蛙用宽

宽的大嘴巴刚想轻轻衔住镜子，只见“镜子”又碎成一块块小片了。小鱼和小青

蛙都很难过。但是，不一会儿，那“镜子”又圆了起来。

于是，小鱼又急急忙忙找来了正在水中跳舞的河蚌。“河蚌姐姐，请你帮我

把大镜子抬回家好吗？”河蚌一口答应了，跟着小鱼来到镜子边。河蚌用两片蚌

壳刚想轻轻地夹住镜子，可“镜子”又碎了。大家都很难过，可是又感到很奇怪，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时只听见一阵“哈哈哈”的笑声，虾公公拖着长长的胡子来了：“傻孩子，

这哪是镜子，这是天上的月亮倒映在水面上啦。”小鱼、小青蛙、小河蚌都抬起

了头。大家看看天，又看看水面，都哈哈地笑了起来，连池塘里的月亮也笑了。

故事 20：借你一把伞

下雨了，糟糕了，娜娜没有带伞，娜娜站在雨中。小蚂蚁拿着小小的四叶草

草走过来，说：“借你一把伞。”娜娜拿着，咦！小蚂蚁的伞真小。

青蛙拿着跳过来，说：“借你一把伞。”哦！青蛙的伞是漏斗伞。

兔子拿着一个上头有叶须的胡萝卜，说：“借你一把伞。”嗯！兔子的伞会漏

雨。

小狐狸拿着芋头叶给娜娜，说：“借你一把伞”。小狐狸的伞是不是刚好呢？

撑着撑着，啊！雨漏下来了，娜娜和小动物跑了起来。

大熊拿着大大的荷叶过来说：“借你一把伞。”哦！大熊的伞好大好重啊。

小狗强强拿着一把小红伞跑了过来，说：“借你一把伞。”啊！那就是娜娜的

伞嘛！

下雨天，大家一起拿着伞排队走，还有谁没有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