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成长的奇幻之处，体验
新颖又极具趣味的奇幻之旅，小朋
友们动手又动脑，集齐七色，完成
彩虹集色卡任务，兑换小礼物。





奇幻寻宝记

【 互动规则 】 现场搜索并集齐七色水果标签，获取一道彩虹，开启七彩奇幻之旅！



你了解儿童节吗？

六一国际儿童节由来

【 播放影片 】



你了解儿童节吗？

俄罗斯的儿童节和国际完全“合拍”，就在6

月1日。每当儿童节来临的时候，俄罗斯各地

的孩子们都会兴高采烈地欢度自己的节日，还

会表演一些民族歌舞，学校里则举行庆祝活动。

各国儿童节习俗 【俄罗斯】



你了解儿童节吗？

各国儿童节习俗 【日本】

日本的儿童节，叫做“儿童日”是一个传统节日。在每

年的5月5日，日本的家庭都会庆祝孩子的长大。二战前，

这个节日被称为“端午节”(日语：端午の节句)，并且

只是男孩的节日。1948年，当这个节日成为公众假日的

时候，便成了庆祝所有儿童幸福和福利的节日。在节日

当天，日本的家庭都会在屋顶上悬挂鱼状的标志，用来

象征儿童消除厄运，克服困难，顺利成长。



你了解儿童节吗？

各国儿童节习俗 【伊斯兰】

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都将斋月后

第14天定为“糖果节”，对孩

子们来说，这也是最快乐的儿

童节。



你了解儿童节吗？

非洲西部的国家大都有专门的“儿童狂欢节”，

而且往往持续一个月。非洲人历来能歌善舞，

在“儿童狂欢节”里，尽管人们的生活条件各

不相同，但所有孩子都会尽情欢乐，热闹非凡。

各国儿童节习俗 【非洲】



你了解儿童节吗？

各国儿童节习俗 【巴西】

巴西的儿童节在8月15日，这一天正

好也是巴西的“全国防疫日”。所以，

每到这个日子，各地的医生们都要为

孩子们看病，还要给5岁以下的儿童

注射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疫苗，表明政

府十分关心儿童的健康。



你了解儿童节吗？

欧洲国家瑞典也把儿童节分得比较细，每年的

8月7日是“男孩节”，又称为“龙虾节”，意

思是鼓励全国的小男孩学习龙虾的勇敢精神。

这一天，孩子们要打扮成龙虾的样子，表演一

些非常活泼可爱的节目。

各国儿童节习俗 【瑞典】



你了解儿童节吗？

各国儿童节习俗 【瑞典】

12月13日则是瑞典的“女孩节”，又

叫“露西娅女神节”。露西娅是瑞典

传说中专门保护女孩的女神，每到这

个节日，女孩子都要打扮成女神的模

样，为其他孩子做好事。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还记得刚刚视频里播放六月一日儿童节的由来吗？说说是为悼念______年

____月____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

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

A： 1924年6月10日 B： 1942年6月10日

C： 1942年9月01日 D： 1924年9月10日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还记得刚刚视频里播放六月一日儿童节的由来吗？说说是为悼念______年

____月____日的利迪策惨案和全世界所有在战争中死难的儿童，反对虐杀和

毒害儿童，以及保障儿童权利。

A： 1924年6月10日 B： 1942年6月10日

C： 1942年9月01日 D： 1924年9月10日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还记得刚刚说瑞典的儿童节吗？说说瑞典的女孩节又叫什么节？

A： 露西娅女神节 B： 亚璐雅女神节

C： 哈利路亚女孩节 D： 露亚纳女孩节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还记得刚刚说瑞典的儿童节吗？说说瑞典的女孩节又叫什么节？

A： 露西娅女神节 B： 亚璐雅女神节

C： 哈利路亚女孩节 D： 露亚纳女孩节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再来说说巴西的儿童节，也是她们的“全国防疫日”是在____月____日呢？

A： 7月14日 B： 8月16日

C： 8月15日 D： 7月18日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再来说说巴西的儿童节，也是她们的“全国防疫日”是在____月____日呢？

A： 7月14日 B： 8月16日

C： 8月15日 D： 7月18日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日本的儿童节，叫做“儿童日”是一个传统节日。在每年的____月____日，

日本的家庭都会庆祝孩子的长大。

A： 5月5日 B： 4月5日

C： 6月15日 D： 7月15日



你了解儿童节吗？

提问时间！！！

日本的儿童节，叫做“儿童日”是一个传统节日。在每年的____月____日，

日本的家庭都会庆祝孩子的长大。

A： 5月5日 B： 4月5日

C： 6月15日 D： 7月15日



小小魔术师

看我七十二变【我了解你】

【 互动规则 】

 表演小魔术；

 揭秘小魔术；

 体验小魔术

 获取一道彩虹



小小魔术师

看我七十二变【我了解你】

魔术揭秘：

展示给观众一张纸 撕成九块 其中一块让一位观众写上最喜
欢的人的名字 揉成小团 扔进

空杯子里面



小小魔术师

看我七十二变【我了解你】

其余八块让他写上八个人的名字 写好之后都揉威小团扔进杯中，用笔搅一下。倒出来，
魔术师居然找到了观众写的最喜欢的人的那一块！

魔术揭秘：



小小魔术师

看我七十二变【我了解你】

重点是如何撕纸 先撕右边1/3放在中间 叠好 中间那竖排 2 5 8 在最下面

魔术揭秘：



小小魔术师

看我七十二变【我了解你】
魔术揭秘：

右边1/3撕下 放中间之上 左边也是 最后5就在最下面 整叠翻过来，“5”就在最上面，只
有“5”四边都撕过的锯齿，让观众
写时交给观众这最上面的一块，你当

然可以找得到了！



神奇马戏团

小小纸绘官 创意贴纸

【 互动规则 】 现场小朋友用彩色纸条卷出小纸卷，根据提示板用想象拼出萌萌动物图形
获取一道彩虹。



神奇马戏团

小小纸绘官 创意贴纸



【 互动规则 】

你认识这些童话人物吗？你知道这些人物的出处吗？

童话小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 小红帽 】 【 白雪公主 】 【 龟兔赛跑 】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 格林童话



童话小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 海的女儿 】 【 拇指姑娘 】 【 丑小鸭 】

【 互动规则 】

你认识这些童话人物吗？你知道这些人物的出处吗？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



迪士尼 迪士尼 迪士尼

童话小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 超能陆战队 】 【 怪物电力公司 】 【 玩具总动员 】

【 互动规则 】

你认识这些童话人物吗？你知道这些人物的出处吗？



环球影业 环球影业 环球影业

童话小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 卑鄙的我 】 【 爱宠大机密 】 【 功夫熊猫 】

【 互动规则 】

你认识这些童话人物吗？你知道这些人物的出处吗？



童话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 互动规则 】

 快来画一个你最喜欢的卡

通人物吧！

 完成后可以获取一道彩虹。

4岁-11岁儿童（填色）参考

11岁-16岁儿童（绘画）



童话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4岁-11岁儿童（填色）参考



童话世界

感受童话的魅力 童话人物猜猜猜

11岁-16岁儿童（绘画）参考



健康美食屋

【 互动规则 】

和妈妈一起做有营养的零食（蛋白粉水果派或蛋白粉饼干）及儿童营养早餐

完成后可以获取一道彩虹

和妈妈一起烹饪吧：有营养的零食+营养早餐



健康美食屋

和妈妈一起烹饪吧：营养早餐（五选一）

香浓玉米蛋白饮 淮薏黑芝麻蛋白饮草莓豆浆蛋白饮蓝莓香蕉蛋白饮苹果青瓜蛋白饮

材料：

原料（蔬菜、水果）

儿童蛋白粉

水

一次性手套

工具：

搅拌机

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杯子

刀

砧板



健康美食屋

有营养的零食：蛋白粉水果派

材料：

饺子皮 8张

水果若干

儿童蛋白粉

奶酪 20g

清水 50g

油

工具：

皇后锅

一次性手套

一次性碗盘

叉子

筷子

一次性桌布

刀



健康美食屋

把香蕉压成泥，加入适量儿童蛋白粉。

有营养的零食：蛋白粉水果派



健康美食屋

有营养的零食：蛋白粉水果派



健康美食屋

蛋白粉曲奇

儿童蛋白粉30克（3勺）

儿童蛋白粉及蛋

有营养的零食：蛋白粉曲奇



健康美食屋
和妈妈一起烹饪吧！



健康美食屋
和妈妈一起烹饪吧！



健康美食屋
和妈妈一起烹饪吧！



奇幻旅程分享

【 活动规则 】

• 网络分享

将活动精彩照片及视频花絮上传朋友圈分享并集赞，

获得彩虹一条（全场集赞最多者额外获得惊喜）。

• 兑换礼物

通过游戏集齐七色彩虹后可兑换礼品



Thank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