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带高级语文班已有大半年了，说起这个高级语文班，我
多少有一些自豪的情绪，毕竟，这是丹华的最高班，也是丹华的
另一创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相当于丹华的第一个高中班，
估计也是荷兰中文学校中头一个高中班。在经过了大半年时间的
尝试之后，今天借《桃李园》一角，我也跟大家说说我们的这个
高级语文班。

高级语文班的由来

高级语文班的产生可以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丹华原本设有初中班，接引本校小学部升学学生及校外报

名者。多年来我一直在初三班执教，初三班虽然学生人数不多，
但就读者大多是真正有求学之心的学生。由于初三已是丹华的毕
业班，所以一些读完初三还想继续学习的学生就没了着落，因为
他们找不到适合他们程度的班级。于是，有些学生就仍留在了初
三班，个别学生学生也因此在我的初三班里留了一年又一年。为
了这些学生，学校也特别作出调整，每年都转换教材，为的是让
大家学有所得。鉴于海外华文教育的特殊性，每年寻找新教材并
非易事，后来，在一些学生及家长的建议下，校方开始考虑开设
高中班，除了招收本校升级学生外，也向外招生。我们相信，应
该还有很多中文基础扎实的外校华裔学生也在寻找进修华文的机
会，此外，中国新移民的增加也为高中班招生创造了条件，因为
有很多新移民的孩子在国内接受过小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中文
基础。

经过系列准备之后，高中班终于于去年秋开班了。不过，考
虑到海外学生的中文水平终究与国内学生的相去太远，所谓的高
中班也只是相对丹华的初中部而言，所以最后我们还是给它起了
个更为合适的名字——“高级语文班”。

高级语文班的教材和教学

虽然没有高中班的称号，但高级语文班所用的教材却是货真
价实的国内高中教材——人教版的普高教科书《语文》。为了找
一套适合高级语文班的教材，校方在参考了多种语文教材之后，
最终决定用人教版的这一套，并经过一番周折，将教材从国内运
到了荷兰。

让海外非正式的“高中生”学习国内正式的普高教材，无
疑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也并非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不过我们的
目的很明确，就是想让学生感觉不同，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是高中
生了，要换一种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此外我们也看上了这套教
材编写的合理性和条理性。教材划分为4个单元，每单元都主题

鲜明，以第一册为例，就分别纳入了诗歌、古文、散文、新闻和
报告文学题材，而且篇篇文章都是精品。如何让水平、年龄都参
差不齐的高级语文班学生欣赏和理解这样的锦绣文章，对做老师
的也无疑是个挑战。校长李佩燕对我说：“教材是死的，人是活
的，你就自己深入浅出、灵活发挥吧。”一句话给了我充分的教
学自由空间。

第一册第一单元的现代诗歌教学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原先
初三班有每周固定学诗、背诗的习惯，学生们对诗歌已产生了一
定的兴趣和接受能力，现在他们需要面对的是学习怎样理解诗歌
的意象和情感，并通过自己的朗诵再现诗人的感情。在教这些诗
歌的时候，我借用了《中华字经》的教学手法，寻找各种理由、
方式让学生们读、诵、背，并通过多媒体教学，让学生从不同角
度，如图像、音乐、声音中体验诗歌的意境。在第一单元教学结
束时，我还在班上组织了一场朗诵比赛作为总结，那场比赛气氛
热烈，学生们既是参赛者，又是评委，他们以非常公道的态度给
选手们打分，评选结果显示，他们的选择是合理而正确的。

本着“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原则，我撇下了第二单元
古文，先教相对比较容易的第三单元记事散文，并将该单元的
三篇文章也作了由易到难的调整，这样原本是第一篇的《纪念刘
和珍君》就排到了最后。像《纪念刘和珍君》这样篇幅较长的民
国时期“白话文”，对这边长大的学生来说已是“半古文”，学
起来比较生涩与枯燥，对此我采取了“抓重点”的办法，即粗解
全文、细读经典，把学习重心集中到文章的经典段落，要求学生
反复朗读并背诵。在后来教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时，我也采用了相似手法，发现收效良好：这样一来消除了学生
对长文的恐惧，二来也让他们体验到美文的快感。在开始教古文
的时候，我特别设计了一个教学环节——“每周成语”，把一些
有掌故的成语，如“破釜沉舟”、“背水一战”、“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等等先教给学生，这在他们后来学习课文时对理解人
物背景起到了很好的帮助作用。到后来教《我有一个梦想》等现
代文时，我就专找散落文中的成语，将之集中或分批在“每周成
语”中教授，等到学相关课文时，既免了我许多口舌，又让学生
有了一次复习机会，达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相比其他课文，古文单元无疑是教材中最硬的一块骨头，
虽然被放到了最后，但仍是不可避免要去啃的。我也曾听到一
些家长的反映，认为这里的学生中文水平不高，能学点白话文就
不错了，何必再学那么难的古文。我觉得这种说法相当于鼓励孩
子偏食，孩子的胃口虽然不大，但还是要努力去学会品尝各种滋
味的，何况古文在我们的文化、文学史上还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
位。

不过根据我们班的实际情况，我还是为古文教学制定了一

个方针，即“浅尝则止、不求甚解。”所谓不求甚解，就是不要
求学生逐字逐句理解原文，而是通过课文注解和互动合作理解课
文内容。用逐字逐句翻译的方式去教古文，很容易让学生进入瞌
睡状态。为了集中学生注意力，我尽可能把学习主权交给学生，
并针对不同的篇目设计不同的活动，发挥他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
极性：比如上《鸿门宴》就让学生根据课文内容安排宴会人物座
次，并分配角色，自编自演了一出完全是自娱自乐的山寨版《鸿
门宴》；在教《荆轲刺秦王》时则让学生们展开分组知识竞赛，
抢答由我设计好的各种课文难题。犹记那场抢答赛争夺之激烈，
因为互不服气，学生们在比赛结束前还不断要求加题加分，令
我这个做老师的心中窃喜：古文教学终于能在其乐融融中告一段
落。

高级语文班的学生

说起高级语文班，也不能不说说我们的这些学生。
高级语文班的很多学生，都是丹华的“老学生”了：像连

紫虹、王昭君、蒋泽钜都是从小在丹华学习，伴随丹华一起成
长的；还有周秀娟，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能指导孩子
中文，已在丹华坚持学习了多个年头。另外也有一些刚加入的“
新鲜血液”如徐锐达、虞养正，他们年龄虽小，但因为在国内接
受过小学教育，中文底子良好，而他们的稚气，也为这个班级带
来了很多笑声。这个由大大小小学生构成的班级，就像一支杂牌
军，但于混杂中却透着和谐，这和谐体现在他们上课时的认真
上，活动时的配合与合作上，即便在休息时，他们也是友爱与互
助的。

记得举办班级朗诵比赛的时候，学生们的表现真令我意外而
感动：羞怯腼腆的王若萌上场了；沉默寡言的金健尧上场了；玩
世不恭的白嘉豪也上场了……斯文有礼的小男生戴蓥皓偏挑选了
大气磅礴的毛泽东诗词，而曾获得荷兰朗诵比赛冠军的王昭君则
放弃了已驾轻就熟的《雨巷》，转而挑战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从他们的表情、声调和自我设计的肢体动作上，你可以看到他
们背后的努力与争取。比赛那天，正巧丹华迎来一批贵客——暨
南大学林军校长率团到访，客人们在观看了部分学生的朗诵表演
之后深受感动，暨大华文学院院长郭熙更是连连感叹：没想到欧
洲华校学生能有这样的中文水平。

对这样的学生，你不可能不产生自豪的情绪。这里，我想借
三毛的一本书名打个比方，我觉得他们就像“高原的百合花”，
在养分不足的条件下仍能带着清香顽强绽放。

对这样的学生，我想说，我对你们充满了敬意。

去年暑假前夕，鹿特丹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决定创办高级语文班，我们非常高
兴。当时我的儿子戴蓥皓已经在丹华初三
班学习，所以他很顺理成章地继续上了高
级语文班。

高级语文班选择的教材是人民教育出
版社出版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
的必修部分，也就是国内高中一年级的语
文教材。学习内容涉及：现代诗歌，记事
散文，新闻，报告文学，还有古文和演讲

等等。  
一晃一年快过去了，在赵老师的精心教导下，儿子的中文

水平比起一年前有了不小的进步，可以说有了一个小小的升华。
在课堂上，他们不再停留在认字、造句和单纯理解课文上，而是
通过学习多种形式的文章来更好地体会作者希望表达的情感和意
境。

通过学习现代新诗，比如毛泽东的《沁园春  长沙》和戴
望舒的《雨巷》，他学会了怎样体会用精炼的语言和意象表
达情意，发挥想象，感受真情；经典的记事散文象鲁迅的《
纪念刘和珍君》，让他知道通过对人与事的描写，刻画人物
的言行与心理，体现人物的个性与情操；夏衍的《包身工》
是一部划时代的报告文学作品，通过学习这部作品，他了解
到学习报告文学需要联系作品的时代背景以及作者的情感倾
向。最经典的演讲辞莫过于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想》，他不但从中了解了美国黑人的历史，而且了解了演讲
辞的结构要素和情感力量。最难学的要算古文了，除了有很
多生僻字词外，还有很多的通假字，要能够透彻理解有一定
的难度，尽管学习古文的过程很艰难，但令我欣慰的是，结
果还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通过背诵个别章节，他初步了
解了古文的简洁之美，从而领略到古人的才华和品德。

不可否认，这套教材对于在海外的学生来讲是有一定难
度的。尽管儿子只是学了一点皮毛中的皮毛，但我们欣喜地发
现，他在平时的交流中，已经在无意识地使用成语、歇后语，
甚至有时还幽默地使用个别古文字句。在阅读中文书籍时，他
最明显的进步是能够尝试深层次地理解文章意思，学会揣摩作
者意图。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感谢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感谢高级语文班让他有机会通
过学习中文，更好的接近中国文化，理解中国文化，进而热
爱中国文化。

说说我们的高级语文班
赵 艳

高级语文班
---让孩子们更接近中国文化

学生家长 徐苏

也谈高级语文班 学习古文的感想
高级语文班学生 虞养正（13岁）

在进丹华中文学校高级语文班之
前，古文离我还很遥远，一是因为年龄的
关系，二是因为身在海外，很难接触到古
文。不过自从我上了这个高级语文班后，
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我先后学习了不少
古文和古诗，像《鸿门宴》、《荆轲刺秦
王》、《孔雀东南飞》、《短歌行》等。

从“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到“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这些优美的古代词句引发了我对中文学习的浓厚兴趣。

文言文虽然难懂，但老师说，只要你慢慢地读，细细
地品味，就能尝到其中的好滋味。果然，读了《鸿门宴》一
文，老奸巨猾的刘邦、刚愎自用的项羽、忠心耿耿的樊哙、
老谋深算的范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鸿门
宴》中的成语如“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人为刀俎，我
为鱼肉”、“秋毫无犯”、“劳苦功高”等等，不但扩大了
我的词汇量，也让我领略到中华文化的渊源与传承；读《烛
之武退秦师》，深明大义、能言善辩的烛之武形象便跃然
纸上；读《荆轲刺秦王》，侠肝义胆的荆轲成了我崇拜的偶
像。《短歌行》一诗让我看到了曹操横槊而歌，率百万雄师
饮马长江，与孙权决战的壮观情景，而汉乐府长诗《孔雀东
南飞》则让我为那坚毅刚强的刘兰芝和忠于爱情的焦仲卿掬
一把同情泪……

通过将近一年的高级语文班学习，我爱上了古文，我觉
得它真的是中华民族语言的精华，通过学习古文，你可以更
直接、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和文化。

高级语文班学生 安晟（13岁）

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去中文学校的高
级语文班学中文。不久前我们开始学习
古文了。古文是以前古书上写的文字，
我们学的古文大部分都是讲战场上的事
情，如春秋战国时期的《烛之武退秦
师》和《荆轲刺秦王》，以及司马迁史
记里的《鸿门宴》。

在我学过的古文之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烛之武
退秦师》。烛之武才跟秦王说了几句话，就阻止了一场即将
爆发的战争。这说明烛之武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真是很
佩服他。我也佩服古文，短短的几句话就能把事情说完说明
白了。  

我第一次读古文的时候特别头疼，因为它看起来很难，
比法语还难，但在老师的解释和帮助下，我开始慢慢明白它
在讲什么了，不过要把每句古文翻译成现代文，我才能完全
明白它。

虽然古文不是我最喜欢读的一种语言，但不可否定，它
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美丽的语言，如果你肯花点时间，你一定
能读懂它。

高级语文班学生 蒋泽钜（16岁）

说句实话，我开始对学习古文真没
有什么兴趣，因为古文读起来都是怪怪
的，而且很多古文的意思都很难理解，
也许就是因为意思理解不过来，所以才
对古文没兴趣吧。

不久前我们学了一篇古诗文《孔雀
东南飞》，对我来说这是一篇很长的古

文。每次听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懂了，可如果让我
把这首诗的大概意思讲出来，我却又不知道该怎们说了，因
为这里面有很多难读、难懂的字，让我失去了信心。虽然对
古文的兴趣不大，不过每当我问自己该不该学古文的时候，
答案却总是：该学。

自从我们学了《鸿门宴》和《荆轲刺秦王》后，我对古
文学习有了新的认识，增添了学习的兴致。《鸿门宴》中项
羽和刘邦的形象很生动，故事曲折动人；荆轲的英雄壮举真
是名垂千古啊！我越来越认识到：古文中每个汉字都会有他
自己的历史，而且含义深刻，像我们现在用的成语，也都是
从古文而来的。所以学习好古文，能让个人的中文知识增加
不少。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继承人和发
扬人，我们更是需要通过古文，才能了解这上下五千年的文
明史。

现在我对自己说，不要说古文难懂了，要坚持学习古
文。人们常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学习时间长了，
我相信古文学习将不会再是件太难的事了。

高级语文班学生 徐锐达（10岁）

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有许多优秀的
文学作品，但刚刚接触古文的时候，我
困惑极了。

古文太难了，与现代人写作、说话
的方式完全不同，通篇“之乎者也”，我
费了很大的劲，才读了个一知半解，甚至
觉得比读英文还难。比如“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到底是在说什么呀？不过当我真正
学会读懂一篇古文后，我又深深被它吸引，不禁惊叹老祖宗的
智慧，他们用字这么节省精炼，往往只用几个字就表达了现代
人几句话才能讲清楚的意思和道理。像我们课本里有一首陶渊
明的诗《归园田居》，里面只一句：“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
颠”，只10个字，就把一个自然、宁静、有充满生活气息的小
山村形象生动地描绘出来了。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古文多简
练；“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懂不要装懂，
这才是真懂。”这句话跟古文比起来，既累赘又没意思。我
以后要努力学好古文，把自己的汉语表达得更准确。

高级语文班学生  戴蓥皓（15岁）

每个人都会有理想，有
目标，作为一个出生国外的
华人学生，我的目标和理想
就是不仅要学好荷兰学校的
课程，还要学好中文，更好
地了解中国文化知识。所以
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学习中文。

听说学校要创办“高级
语文班”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已经是丹华初三
的学生了，我很高兴有机会上“高级语文班”
，能够继续提高我的中文水平。如果没有这个“
高级语文班”的话，我只好停留在初三年级继续
学习，不过心里有点不爽，因为听起来好像是留
级。

新学期的第一天，当我一翻开新书，就意识
到”高级语文班”的水平跟初三班的水平有很大
区别，不过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学的古
文有多难，现在回想起来，比起古文，我们刚开
始学得那些内容真的是易如反掌啊！

“高级语文班”用的教材虽然有点难，但非
常好，从诗歌到古文、从演讲到朗诵、从《沁园
春》到鸿门宴、从曹操到马丁·路德·金，形式
多样， 内容丰富，使我们能够接触和了解各种类
型的文章；有了好教材，还需要有好老师，我们
的老师非常好，她不仅教会我们理解课文，还教
会我们分析各种文章的结构，试图理解作者想表
达的情感，为我们自己写好作文打下了基础；除
了教材和老师，我们高级语文班的课堂的气氛也
非常好，我们班的同学都很友好，也都很爱学习
中文，我们之间不仅是同学，更是朋友，相处得
非常融洽。说实话，因为以上种种因素，我打心
底愿意去中文学校。

通过在高级语文班将近一年的学习， 我的中
文水平提高了很多。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学会
使用成语了，这样的进步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
一来现在我可以和爸爸、妈妈以及他们的朋友更
好地交流了，有时我因为能准确地使用成语，令
他们感到非常惊讶，而我被表扬的机会也比以前
更多了；二来我有时还可以拿学到的知识在大人
们面前“炫耀炫耀”，因为这些知识，比如古
文，有时连大人们都还不知道呢；三来学好中文
后我还可以参加各种比赛，拿到奖项或高分后，
就有机会去国内参加各种夏令营，国内的夏令营
真的很好玩。

我知道，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要真正学好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会一直坚持学习中文、学

好中文，努力去更好地理解中国文化、体会中国
文化。我还需要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
我相信，高级语文班会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

高级语文班学生 王昭君（14岁）

时 间 过 得 真 快 ， 一 转
眼，我到高级语文班已经半年
多了。虽说半年多时间听起来
不算长，但它却让我受益匪
浅。从开学的第一堂课到现
在，老师教会了我们许多成语
故事、记事散文、唐宋诗词，
还有文言文等等。从这些文字

里，我们不仅仅能学到丰富的文采，同时还可以
了解到博大精深的中国历史文化。

在这么多课文单元中，让我印象最为深刻
的是文言文。刚开始时，我对文言文一无所知，
也毫无兴趣，直到老师开始教我们学《烛之武退
秦师》。这是我学的第一篇文言文，老师对我们
说：“古文是块难啃的骨头，但是当你投入进去
后，你将会发现这块骨头会越啃越有滋味。”刚
开始我还有点不信，但是当我们学完了这篇短小
精炼的古文之后，我完全服了，古代人写文章真
是简洁，用这么一点文字就能把一件事情说得清
清楚楚，而且还紧张生动，让你仿佛看到人物就
在眼前一样。除了《烛之武退秦师》，我们还学
了《鸿门宴》。这段历史非常精彩，老师为了让
我们更加进一步了解人物，还让我们自导自演了
一出鸿门宴。记得那天同学们的热情都很高，大
家互相帮忙，做道具的做道具，编台词的编台
词，完全自娱自乐地演完了一出属于我们自己的
《鸿门宴》。

如果有人问我来到高级语文班的感触是什
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高级语文班跟别的
班不同，在这个班里，我们除了能获得中文进步
外，还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作品。 
每个星期老师都会先教我们学习2－3个成语，然
后再进入我们将要学的课题。我们的课每次都会
别出新意，从来不会无聊。同学们上课的时候都
十分认真听讲，积极发言。我觉得我们的高级语
文班是一个能让我们认真学习的地方，也是一个
让我们轻松愉快的地方，老师跟同学们像朋友一
样相处，大家在一起时就像一个大家庭，非常温
馨：这里有调皮的小弟弟，文静的小妹妹，也有
稳重的大哥哥，还有已经工作却学习非常努力的
大学姐。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学习着，互相帮
助着，一起进步着，一起体验着成长的快乐。

高级语文班学生 连紫虹（15岁）

从2011年新学期开始，
丹华学校创办了第一个高级
语 文 班 ， 我 之 前 听 到 这 个
消息时，就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我从五岁起就一直在丹
华学校学中文，可以说是跟
随着这个学校一起成长的，
作为一名丹华的老学生，我

很高兴能亲自体验这个高级语文班。
高级语文班的教材是从中国运来的高中课

本，里面含有古文，古诗，还有很多著名的散
文、报道等，如夏衍的《包身工》。这些课文包
含着很多历史故事和文化知识，让我们这些在海
外长大的年轻人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我们
读的诗也不再停留在以前所学的那几句简单唐
诗，如“床前明月光……”，而是增加了历史名
人如毛泽东，著名现代诗人戴望舒、徐志摩等人
的诗词。除了学习课文外，老师还会抽出时间来
教我们朗诵、演讲、写作并练习成语等等。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
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
湃，滚滚而来。”这句振奋人心的话出自我们刚
学过的课文——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
想》，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我以前曾听过英
文原版，没想到这篇感人的演讲也有这么给力的
中文版，它用另一种语言有力地传达了马丁·路
德金的梦想。在所有课文中，我觉得最难读的是
古文，但是老师告诉我们，要想真正了解中国文
化，我们就必须学习古文，而且学好了古文，再
学现代文就觉得很容易了。在老师的辅导下，我
还是慢慢地开始了解古文，并觉得它确实是越嚼
越有味道，越学越有兴趣。我印象最深的一篇古
文是司马迁的《鸿门宴》，刚开始看课文的时
候，我完全傻了——根本就看不懂啊！还好在老
师的解释之下，我们把深一点的词和句顺利解决
了，慢慢就把这篇古文看懂了。为了进一步了解
《鸿门宴》这个故事，我们还分配了角色，把《
鸿门宴》演了一遍，这样一来我们不但理解了这
篇课文，而且还觉得很有趣。

有机会读高级语文班真的很棒：我们学到
了不同的著作，接触了中国历史、文化更深的一
层。虽然读这个班级对我来说有一定的挑战性，
但它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中文程度的不足。俗话
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我希望能在高级语
文班读下去，学到更多有意义的知识。

暨南大学领导参观丹
华高级语文班 高级语文班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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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所有已经报名或准备报名的新生和家长在这两个周六到学前班、一年级或高级语文班听课。
当天学校大厅将设收费处，已经报名的家长可直接在收费处交费并领取下学年的校历。

丹华开放日6月23日和
6月30日

Essenburgsingel 58
3022 EA Rotter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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