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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抱抱熊系列丛书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被广泛使用。

这套系列丛书里有四十多个充满童趣和做人道理的小故事，

包含了几个世纪以来广为应用的源自《圣经》的道德行为准则，

为孩子的情感和品格发展打下坚实的根基，使他们一生受益。

本系列丛书还包含每周背诵一句箴言警句部分，可以帮助孩

子从小就养成良好的诵读习惯。

此外还设计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亲子游戏和活动，也可以

邀请好朋友到家里来一起玩。通过这样的游戏和活动，不仅令孩

子和父母或朋友一起度过快乐的时光，同时还可以锻炼孩子的沟

通和交际能力，以及与父母、朋友建立起良好亲密的关系，如此

健康和谐的亲子关系和友谊，让孩子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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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一会儿，小象壮壮的

脸上没有了笑意：“哦，不可能吧，

怎么会这样呢？我的大大甜甜豆

包机还没到。”		 	

就在这时，小羊天天气喘

吁吁地跑了过来：“信……这

里有……有一封信，是给壮壮

的。邮递员弄错了，把信送到

了我家。”说着她把信递给了

小象壮壮。	 			 	 				

小象壮壮一边拆信，一边忐

忑不安地跳来跳去。他打开信封，

里面写到：	 	

亲爱的小象先生，我们特别

给您做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大大甜

甜豆包机。我们向您保证，明天

您就可以收到它了。		 	

										大大甜甜豆包机公司

“太好了！太好了！”小象

壮壮又高兴地跳了 14 次。“大大

甜甜豆包机公司许诺说，我明天

就可以收到大大甜甜豆包机了。

真是太好了，我真是一个幸福的

小象。”

一封给小象壮壮的信 ( 抱抱熊小辞典：守信）

“我

熊

跳，我跳，我跳、跳、跳。”

小熊抱抱一边唱着歌，一

边跟着小象壮壮跳到了邮箱跟

前。他们实在是太高兴了，因

为他们就要收到大大甜甜豆包

机了。然后，大家就能够吃到

小象壮壮给大家做的好吃的豆

沙包了。	 	 										

小象壮壮最先跳到邮箱跟

前，他瞪大眼睛使劲往里面看。

邮箱里面挺暗的，幸好他带了一

个手电筒。壮壮还努力地用他的

长鼻子在邮箱里摸来摸去。他的

长鼻子很有用，就像他的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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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家长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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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 2∶21-40

指着自己的嘴巴 伸开自己的双臂

指向天空 两只手张开放到一起

约瑟和马利亚带着小耶稣来
到圣殿里。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两
个特别的人。这两个人看见耶稣后
就确信上帝履行了他的诺言，真的
给世界上的人派来了救主。															
				这两个人中有一位老爷爷叫西
面，他是一位很好的人，做了很多
好事。上帝告诉他，他面前的这位
小耶稣就是派来拯救我们的救主。
西面见到约瑟和马利亚的时候，从
他们那里接过小耶稣，并慈爱地把
他抱在自己的怀里。

另外一个人叫亚拿，她是一
位老奶奶。她每天都会到上帝的圣
殿里祷告。上帝也告诉她，这个小
孩子耶稣就是上帝应许的救主。

他们看见了上帝应许给我们
的救主，也就是上帝的儿子主耶稣。

下面有一首诗，可以帮助你
记住上帝永远都会遵守他许下的诺
言。让我们一起一边念诗，一边做
动作。

       上帝的诺言

上帝口说的，（指向你的嘴巴）

他总是会做到。（张开双臂，表示很
长的时间，也就是“总是”的意思）

我们要相信他，（手指天空，代表上帝）

他的话没有错。（用双手合上再张开，
做成一个书本的样子）

孩子们学会遵守诺言是从观察身边的大人开始的，所以家长

一定要做信守诺言的榜样。对孩子许下的诺言要尽力遵守。如果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没有做到，一定要耐心地向孩子解释原因。比

如 :“今天不能带你去公园了，因为天下雨了。”“我们今天不能

去姥姥家了，因为姥姥今天有事出去了。”以后找机会再履行自己

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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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二章30节

……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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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在横线上写上孩子的

名字并把这句话读给他听）已经读完了四课，将会

得到一个小羊贴画。

哇，太棒了！

复 习 ：

创 1∶31；约 3∶33；路 1∶31-32。

跟孩子讨论如何遵守诺言。可以让孩子试

着向别人承诺一件事，然后帮助孩子实践诺言。

提醒孩子，有时候人不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

但是上帝总是能够实践他的诺言。

这是			许下的诺言：

																										

这是			遵守诺言的情况 :

日期

家长签字

读一读，描一描，写一写。

你真是个特别的孩子！



的日子

特别

的日子

特别

   以利沙是一位先知（先知是
告诉别人上帝话的人）。在以

色列住着一个非常贫穷的寡妇

（寡妇是指那些丈夫去世了的妇
女），她和自己的两个儿子生活

在一起。有一天，以利沙告诉这

个寡妇，要她向自己的邻居们借

一些空的碗、锅和罐子。然后，

他让这个寡妇在这些碗、锅和罐

子里面放一点点她自己家里仅有

的油。

   这个寡妇按照以利沙告诉她

的做了。当她向这些锅、碗和罐

子里面倒油的时候，她发现本来

不多的油从油罐里流出来，一直

流啊，流啊，流啊，把每个容器

都装满了。然后，以利沙告诉她

把这些油卖给别人，挣一些钱。

   因为以利沙爱上帝，所以他

通过帮助其他人来服侍上帝。这

个寡妇的儿子们帮助妈妈收集

碗、锅和罐子。我们也应该通过

帮助别人来服侍上帝。《雅各

书》一章22节说：你们要行道，

者礼券，他可以把这些礼券送给

其他人。你可以在这些礼券上面

写上话，然后让孩子在这些话的

旁边画上图片。

比如：

·给妈妈和爸爸——我会自己收    

  拾玩具。

·给爸爸——我会帮助你擦洗

汽车。

·给妈妈——我会帮助你摆餐具 

  或者收拾餐具。

·给爷爷奶奶或姥姥姥爷——我

  会给你画一幅画。

·给牧师——我会帮助你把椅子  

  摆在桌子旁边。（或者教会里 
  需要做的其他一些事情。）

·给邻居——我会帮你把报纸送 

  到你家门前。

不要单单听道。我们所做的事情

可以表明我们自己相信的事情。

   看一看下面的图片。在上帝

没有告诉我们做的事情上面画一

个×。

   帮助孩子制作至少六个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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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别人

你是个非常棒的帮手！

鼓励孩子找机会服侍其他的人。在你做的事里面，有没有哪

些是孩子可以帮助你一起做的？孩子能否帮助你擦地板或者整理

房间？孩子能否帮助你为邻居做一些饺子？能否让孩子帮助你为

生病的朋友或者教会里的成员做一些好吃的？孩子们是通过模仿

榜样来学习的，注意多为孩子树立好的榜样。

学龄前儿童个子很矮小。跟他们说话时，要蹲下来看着他们。

坐的时候坐在适合他们坐的椅子上。你可以坐在地板上跟他们玩

游戏或听他们背经文。跟他们保持同一高度会让他们觉得跟你在

一起很舒服。

 王下4∶1-7

给家长的话



的日子

特别

的日子

特别

日期

家长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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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个非常棒的帮手！

在这一周的时间里，跟孩子一起做 5 件
事情去帮助别人。

然后让孩子画一幅他帮助别人的图画。

我们一起做的 5件事情是：

1.

2.

3.

4.

5.

《雅各书》一章22节

……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



超级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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