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爱好
冯永祥  11岁

我的爱好是踢足球，因为这个运动对身体很好，另外还可
以交朋友，跟朋友们一起玩。

夏天一到，每天放学后，我就跟我的朋友们在我家后面的
公园里踢球。就是到来冬天，我一个星期还会去踢两次球。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们比赛，我们一共有十个人，我的队
有五个人，对方队也有五个人。我的位置是前锋，在上半场的
时候，对方进了两个球，我们的队友开始有点紧张，因为就要
输了。在下半场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认真努力地想要进球。一
次好机会，我的队友传球给我，我踢进了一个球，大家看到有
赢的希望，就更努力地踢。最后我们队进了三个球，3：2赢了
比赛。虽然大家都很累，但是我们都非常兴奋。我们都说友谊
第一，比赛第二，哈哈，以后我们还要比赛，还要天天在外面
练球。

Efteling 一天游
曹佩欣  10岁

那天我一大早就起来了，外面的天空一望无云，我跟爸
爸和妈妈准备了一些水果和饮料，吃过早点就开车向Efteling出
发。经过一个小多小时的车程就到了Efteling。

一下了车就看到了Efteling的大门口。哗！那大门真像一顶
大大的尖帽子，真好看啊！进了大门口后我们先去划船。那湖

水真清澈，湖周围的景色很美，还有一群群可爱的小鸭子陪着
我们游来游去。接着我们就去坐冲浪船，那艘船撞来撞去的，
同船的其他人都被水淋得全身湿透了，可我一点都没有湿！因
为我的座位刚好没有被水淋到。不过，大家都觉得冲浪很刺
激，很好玩。接着我们又到处排队，参加了更多的游园活动。

在Efteling的这一天过得真快，我离开时感到依依不舍，爸
爸妈妈看我开心，说以后有机会再来玩。

圣诞假期 
关祈南  9岁

我养了一只很可爱的小兔子，它的名字叫Seili，去年圣诞
节，我的好朋友凤萍和她妈妈、姐姐、哥哥到我家来作客。他
们特别想看到我养的小兔子，当我抱出我的小兔子时，他们都
惊讶地说：“啊，好胖的小兔子啊，太可爱了”。凤萍开始有
点儿害怕，不敢抱我的兔子，还是她的姐姐胆子大一点，先抱
了一下我的小兔子，她的哥哥也很勇敢的拿着饼干喂小兔子，
这种饼干是专门给小兔子吃的，很有营养。后来我们一起看着
我的小兔子在乖乖地吃着饼干。

我和朋友们一起在家里看电视、捉迷藏，画画儿，我们玩
得很高兴。晚上我们还一起吃了自助餐，大约九点多他们就回
家了，我真的舍不得他们走呀，这一天正好是圣诞节，我感到
真开心！

过新年，真热闹
雷杰克  11岁

放假了，同学们很高兴，现在可以去好好玩玩了。在这个
假期里又逢过新年了，我们在十二月三十一号那天过得特别开
心。

早上我一起来刚吃过早餐，就和爸爸一起出去买烟花，买

完烟花回来我和弟弟还有几位朋友一起到外面放烟花。五彩缤
纷的烟花一个比一个漂亮，我们都兴高采烈地观赏了一番。回
家后爸爸妈妈为我们准备了很多很好吃的点心。晚上我们还吃
火锅，桌子摆满了各种各样的菜，鱼，肉，还有炒龙虾呢。我
们吃得好开心。吃完晚饭后我们又出去放烟花，特别是2012新
年零时到来的时候，烟花放得更加精彩，漫天灿烂辉煌，大家
都在欢迎新的一年到来，好不热闹。

大年初一，因为天气不好，下着大雨，我们都在家里玩。
初二妈妈又带着我们出去玩，先去餐馆吃东西，接着去商场买
东西，妈妈还给我买了新衣服和新鞋子，我很高兴。当天下午
我跟妈妈还有弟弟一起去了游泳，这个新年假期我们过得又热
闹又开心呀。

我游动物园
陈杰伦  10岁

今天一早我很兴奋，因为我要跟爸爸妈妈还有弟弟一起去
动物园玩。

进了动物园第一眼就看见海狮在水里游泳，它一会儿跳出
水面，一会儿在水里翻跟头，游泳的姿势很漂亮。再走进去我
就看到了北极熊，它安安静静的坐在那里休息。接下来我们走
进水族馆里面，看到有许许多多深海鱼和热带鱼在水里自由自
在地游着，我还看见很大的鲨鱼标本。我最喜欢企鹅，因为它
走起路来摇摇摆摆的十分可爱。

出了水族馆，我看见一群斑马静静地在吃草，接着爸爸
妈妈带我们走进了鸟的世界，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美丽的小鸟，
很多鸟的名字虽然叫不出来，但我都很喜爱它们。刚走出鸟的
世界，接着我就看见了土拨鼠，我喜欢土拨鼠是因为它会挖
洞，很能干。后来我还看见蛇，蜥蜴，蜘蛛，还有中国的娃娃
鱼……

不知不觉我们游完了整个动物园，我玩得真的很开心，下
一次我还要爸爸妈妈再带我来玩。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4月6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丹华迎来了一批
来自远方的贵客——意大利金龙学校的校长和老师们。丹华校长李佩燕和几位老师一
起在阿姆斯特丹的海城酒楼接待了客人。

金龙学校校长李雪梅博士谦虚表示，他们是“慕名而来”，按照她的本意，是想
带着老师们上丹华学校看看，向荷兰的同僚们“取取经”。怎奈时机不巧，在她们终
于找到机会走出来的时候，却又正逢丹华放假，很遗憾错过了一次让两校老师学习和
交流的绝好机会。李雪梅校长介绍了他们学校以及意大利的华文教育情况，同行的12
位老师也跟丹华的老师们就两校的教学、教材、校舍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李雪梅校长对丹华的《中华字经》和《等级汉字》识字教学尤其感兴趣，向李佩
燕校长咨询了很多这方面的情况。两位李校长一致认为，校舍问题是牵制海外华文教
育的“瓶颈”，不过海外华文学校虽然举步艰难，但仍须在艰难中保证和提高教学质
量，让海外华人的孩子们上到好的中文课。李雪梅校长表示，希望今后不但两校的老
师们要加强联络，而且两校的学生之间也可以展开互动，比如一起组织和参加欧洲夏
令营活动等。金龙学校位于意大利名城威尼斯附近，李雪梅校长热情欢迎丹华的老师
和学生们能到金龙学校去。

客人们像四月的春风，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但友谊的种子已经撒下。双方都
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下一次的交流。

我原来觉得《中华字经》给5、6岁
的孩子太深了。短短的几个月，我改变了
这个看法，现在真正认识到这种新理念学
习的重要性，《中华字经》对孩子的中文
词汇量的积累真的有好大的帮助。现在我
的孩子已经认识许多汉字了。

学习《中华字经》，从一开始我就
几乎每天让儿子劲良听、说、读、写字
经，每次都给他打分数，特别满意他表
现时就给他加分：10分+1分，以示鼓励。
儿子就非常开心，每次都争着想拿加分。
劲良喜欢写汉字，我就鼓励他多写新的
生字。每星期他外公来时，就让他把写好
的汉字给外公看，然后外公又给他表扬，
他就更有兴趣多学多写。我觉得背字经虽
然重要，但孩子学会汉字的意思就更能帮
助他记住这个字。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协
助老师辅导孩子学习，这样他的进步会更
快。

倘若将成功教学的教学反馈信息概括起来，不外乎有情、 
有得、有趣、有“瘾”，可见，成功教学离不开“情”与“趣”
，也就是离不开兴趣。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乐之者。可见，学习的重要前提便是兴趣。兴趣又有理趣与情
趣之分，对于低年级学生，一般指的是情趣，它来自形象、图
画、语言，通过形象思维而产生。有了学习兴趣才会有所“得”
，并且会上“瘾”。

在《中华字经》教学实践中，我一直在深深思考：到底该如
何提高学生学习兴趣，让枯燥的识字课堂变得“有情、有得、有
趣、有瘾”呢？下面就是我在教学实践中培养学生学习兴趣的一
点心得体会。

一、动之以情，启发感知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说：“成功的课堂教学，离不开语言艺

术的魅力。优美的语言赋予课堂以极大的吸引力。”首先，我们
要以课堂教学的灵魂——教学语言为工具“动之以情”，提高学
生兴趣。低年级教学语言必须具有三大特征：创造直观形象，唤
起儿童感知；富于儿童情味，引起儿童兴趣；倾注深厚感情，感
染儿童心灵。在教学中，我们如能掌握这三大特征，在教学语言
上做到浅近、活泼、有妙趣、有情趣，便能提高学生的兴趣，达
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我在《中华字经》教学中，设计了许多教学与游戏的趣味“
引导语”、“过渡语”来启发学生形象的感知、让他们快乐自然
地步入所创设的情境中。如《果木》一课， 当我向学生展示32个
生字时，首先利用孩子们对大自然的喜爱和富有童趣的引导语，
引导学生入境：“小朋友们，春天来了，今天老师要和你们提
上篮子去美丽的果园玩一玩。果园里啊，长满了可口的果子。我
要请大家一起摘，比赛谁摘得最多、最快，摘果子之前，我们先
来认识一下它们吧……”这样学生们一下子就乐了，劲头十足，
仿佛真的上了果园，争先恐后地要来认字、摘果子。什么菠萝柑
橘、椰柚橙桔的，对他们来说，不再是枯燥的汉字，而是可口的
水果了。形象的语言马上吸引了学生的眼睛， 抓住了学生的心。
有时，我会利用《中华字经》的电脑光盘，光盘一转动，有着
可亲形象与婉转语调的小蜜蜂老师步入课堂，许多孩子立即对蜜
蜂老师产生喜爱之情。每当蜜蜂老师用兴奋之情表扬他们“太棒
了！”时，孩子们的脸上顿时笑魇如花，孩子们非常爱听蜜蜂老
师的话，爱和蜜蜂老师一起游戏、学习。

在低年级孩子的观察和想象中，客观世界是拟人化的世界，
大至一片森林，小至一个苹果，在他们看来，都成为有情感、有
智慧、能说会道的精灵，而教师则可抓住学生的这一特点，将教
学生动、趣味化。如在玩电脑游戏《 老鹰与毛毛虫》时，我会为
游戏画面添加一段引导语创设情境：“毛毛虫肚子饿，它要找食
物，可是可恶的老鹰总跟着他，你们要帮它找对食物（字卡），
可千万别粗心大意，让可怜的毛毛虫被小鸟抓去下汤了。”在形
象语言的启示和多媒体创设的趣味情境下，学生既是看画人又是
画中人：眼见毛毛虫就要被吃掉，但还没找到正确字卡，让他们
感受到找食物的急迫、被老鹰追逐的慌乱，仿佛身临其境。在这
样洋溢着生机的画面下，枯燥的汉字成了小朋友们急切认读的对
象。让学生们自主自由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去，是提高学习兴趣
的最佳途径。

善于观察，随机应变

提高兴趣有时只是一时之功，作为教师，我们面临的最大挑
战是——怎样才能保持孩子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对学
习上“瘾”。

个人认为，善于观察、随机应变是一个教师必备的素质。
在课堂上，学生就是教师的一面镜子，而教师的重要任务便是
观察学生的反应。每当学生显得疲惫或不耐烦时，我会马上检查
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如尝试将主体地位交给学生，让学生自
主教学，启发他们选择接下来的教学内容和形式。当学生体验到
自主学习的乐趣时，学习热情便会再次触发。每当学生提不起劲
大声朗读时，我便尝试改变方式来减少朗读的枯燥，如换齐读为
轮读，让一生与大家接龙读或“开火车”个别接龙读，以提问的
方式让学生冥想读等等。我发现，被点到的学生会提起精神认真
读，而其余孩子则因得到适当休息，也会更认真地从听中学习。
在多种尝试和适度调节下，孩子们的各种感官轮流得到新颖刺激 
，读累了听，听累了看，看够了想，想够了玩，这不仅符合学生
的兴趣和年龄特点，也大大提高了识字教学的效果。

此外，我们应该尽量不连续重复教学环节或游戏。当一个环
节或游戏结束，而效果尚不理想时，教师往往会想再试试，但事
实上，重复练习除增其乏味、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外，达不到什
么效果。为了让教师保持教学法宝的 “魔力”，间隔性、穿插性
的短时间训练往往比长时间重复同样的训练有效得多。

有人说，若要给每个学生一杯水，教师自己先要有一桶水，
而且是活水。在《中华字经》的教学设计上，我坚持“兴趣先
导”，不断创新，在教学中灵活穿插多种活泼生动的教学活动，
如表演、唱歌、游戏、多媒体游戏、互动等，来保持学生对学习
的“瘾”，并让学生在活动中通过说、认、演、猜、唱、评等各
种方式来轻松、快乐地学习、识字，达到了良好的效果。

展示成果，得之以乐

识字教学中，让学生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也是培养兴趣的重
要手段。《中华字经》的多媒体认字检测和认字比赛活动是我班
学生钟爱的一项课堂活动。每当小蜜蜂老师带着夸张的声音出现
在五颜六色的画面上，“识字小测试”、“电脑屋”等一个个展
示平台相继跳跃而出时，便赋予了每个生字以鲜活的生命，而学
生们的好胜、自信、主动性全被激发起来，他们争先恐后地抢答
认字，尽情展示学习所得，并在愉悦中体验到了成功的乐趣。

考虑到学生的差异性，我会让不同程度的孩子回答不同程度
的问题，也用当小老师的游戏巧妙的兼顾不同程度的孩子。每当
我说一句“ 谁来当当小老师，帮帮别的小朋友？”话音未落，便
已“一石激起千层浪”，孩子们最爱当老师，纷纷要上来领读、 
接龙读，而且声音一个比一个响亮。学得好的，会受到大家的表
扬和老师的奖励，而不够好的，也同样能得到鼓励。这样，学生
在课堂中就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找到自信，并感受到学有所“
得”的快乐与喜悦。

          
自我校实行《中华字经》教学，改进识字教学方法以来，

以往沉闷呆板、正襟危坐的识字课堂一变成了师生共同游戏的
乐园，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着。今年3月，我们又迁入了配备全
套多媒体仪器设备的新校舍，《中华字经》游戏光盘终于找到了
用武之地，大放光彩，这让已经气氛活跃的字经课堂变得更加鲜
活、生动起来。作为教师，我觉得自己也来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
上，须继续寻找，继续创新，带领学生们进入最佳学习状态。 

动之以情，晓之以趣
——谈《中华字经》课堂教学的兴趣培养    林 静

来荷三年多，没想过会让孩子进当地中文学校，主要是觉得，每周就上那么几个小时，对孩子的中文不会有太大
帮助。三年多里，作为家长，我们也没主动教孩子认过中文，主要是不想过早地给孩子太大的学习压力，让孩子能有
一个无忧的童年，而不是一个整天充斥着各种学习压力的童年。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改变了我们。2011年夏，在
朋友的建议和帮助下，我们把孩子送到了鹿特丹丹华中文学校林静老师的中华字经班。

选择林静老师绝对是慕名。孩子上课后，才知道林老师绝不是徒有虚名。林老师虽然年轻，但经验丰富，知道如
何调动孩子的学习兴趣。至今还记得，第一堂课还没开始，林老师就带着孩子们唱起了“小火车”，一边唱，还一边
带着孩子们做着开火车的动作，孩子们那投入而稚真的表情即刻让我感到了林老师的教学魅力。林老师性情温和，对
孩子们不温不火，语调一直都是那么平和，不管孩子是对是错，她总是很温柔很耐心地给孩子们讲解，自然孩子就感
觉不到什么压力了，学习兴趣也就调动起来了。令我们感到惊奇的是，刚上了两次课，孩子就对中文的读写有了浓厚
兴趣，看到邻居家门上的红对联，会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们，这个字念什么，那个字他认识。自从进入丹华，孩子的学
习积极性和主动性一直都很高，经常早上一睁眼就要起床写字，已经不再需要我们家长督促。林老师还将传统中文教
育与多媒体教学相结合，充分利用网络资源调动孩子的学习热情，寓教于乐，最终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中文。通过七
个月的学习，孩子能够认读五百左右汉字，写一百五十汉字，为下一步的中文学习打下了良好的语言基础，培养了孩
子正确的学习习惯和态度。

丹华中文学校在教学中充分体现了因地施教的特色。针对海外华人儿童的特点，选用了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中华
字经》作为辅助教材。《中华字经》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天文地理、人伦大道、历史文化等各类经典知识，融中华千
年文化之精华于一本，对培养孩子的中文素养很有帮助。《中华字经》还继承了中华的传统文化精髓，让孩子在学习
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也领略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字经》内容生动有趣，寓教于典，语言朗朗上口，“把汉
字像歌曲一样唱出来，像快板一样念出来”，勾起了孩子强烈的求知欲。

优秀的管理团队为丹华中文学校的高素质教学提供了有力保障。学校上至黄音主任，李佩燕校长、下至每位老
师、助教，人人都充满爱心，富有强烈的责任感。下课有专门老师在走廊和门口值班，以防止年幼学生跑离学校。中
午午餐，有专门老师为学生在餐厅维持秩序。学校换址，黄音主任和李佩燕校长不辞劳苦，亲自带头，早早就站在公
路上为来送孩子上学的家长引路，且做到每个路口都有专人负责。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丹华
中文学校才能脱颖而出，日渐受到荷兰华人社团的欢迎，也得到了许多渴望了解中华文化的当地荷兰人的青睐。作为
一名学生家长，我们对丹华中文学校所有教职人员的无私奉献和真情付出表示衷心感谢，也预祝学校在推广华文教
育、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华人儿童成长的摇篮 
中西文化交流的平台

家长   露 凝

周皓瑜和周皓景是2011年9月开始在丹华学习中文的。那时他们分
别是7岁和6岁。为什么要求孩子们学习中文呢？主要考虑我们都是中国
人，应该培养孩子们学点自己民族的文化。

刚开始学中文时，孩子们觉得这是我给他们的一项任务，他们是不
得不去中文学校的。后来我感得应该好好启发孩子们，于是我细心问他
们：“你们想不想放假去中国的爷爷奶奶家玩呢？”他们都异口同声地
回答：“要，要，要！”这时，我又引导他们：只有学好中文，才能回
中国跟爷爷奶奶一起谈话一起旅游，不懂中文回中国就听不懂，就会成
了“哑巴”了。孩子们慢慢明白了学习中文对他们真有好处，也就越有
兴趣了。

有一天，林静老师教到《目.足》一课时，一回家，儿子们就问
我：“妈妈，你知道什么是“目”和“足”吗？”我装着不懂，“妈妈
不知道啊？”于是他们非常自豪地告知我说：“目就是眼睛，足是脚
啊。”

现在儿子们和亲人们一起看视频时，他们不但能很好地跟亲人们聊
天，偶尔还能把荷兰学校学过的知识翻译成中文讲解给我们听了。我也
常常鼓励孩子们在家里说中文，经过一段时间，他们慢慢都习惯了，中
文也越说越好了。

在丹华短短的几个月，孩子们在林老师的教导下，认识了很多汉
字，特别是学习中华字经后，认识的汉字更多了。孩子们在林老师近半
年的细心教导下，一下子又能认字又能写字，上次考试还取得了很不错
的成绩，这是我原先没有想到的。

在此，我祝愿丹华学校越办越好，相信会有更多的小朋友们来丹华
学习中文，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

谈儿子们学中文
家长   应玉琴

谈孩子学习
《中华字经》

家长  陈光强

撒下友谊的种子

中华字经班的师生们

林静老师的多媒体教学

我们都学得不错
我们俩爱学习

中华字经班两位家长和学生
我们一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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