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荏苒，年复一年，一阵璀璨烟花
绽放之后，又到了猛龙远行、金蛇起舞时
节。值此“龙飞蛇舞”之际，我们“笔走
龙蛇”，看看这即将飞逝的龙年和冉冉起
舞的蛇年对丹华人来说，又有着怎样具体
和重要的意义？

惊喜乔迁

“莺啼燕语报新年”，龙年刚过，
丹华人就经历了一场又惊又喜的“大变
动”——搬迁。因为租金暴涨，学校不得
不从原租借校舍 albeda college 搬离，重觅新
址。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加上丹华学校
迅速扩大的规模，使得学校一时很难找到
价廉又物美的新校舍，几乎濒临“关闭”
。然而幸运的是，几经周折之后，学校终
于还是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安身之所——荷
兰中学Marnix Gymnaslum。

料峭3月，丹华人如燕子入新巢，顺利
搬家了。都说是“福祸相依”，这场被迫
的搬迁却给我们带来了意外之喜：Marnix
学校不但以热情友好的态度接纳我们，还
提出与丹华合作，为该校开办汉语课程，
举办中国文化活动。龙年恰逢中荷建交40
周年，双方最后签订下“互助、双赢”
的租借合同，可谓“天助”。丹华校长李
佩燕事后在描述这段经历时诚恳表示：“
新校址终于找到了。有人说，这是“得道
多助”；有人说，这是龙年好运；还有人

说，这是丹华的缘分。笔者觉得他们都
说得对，然而，如果没有祖国富强，没有
汉语热不断升温，没有丹华人为华文教
育的不懈努力，也就得不到这龙年的好运
啊！”这，是李校长的肺腑之言。

感恩访华之旅

对丹华教师来说，龙年最难忘的经
历，莫过于暑期的访华之旅。去年夏天，
受中国侨联和侨办的邀请，丹华成员再度
组团回国访问，先后参访了内蒙古、北京
和大连等地，《桃李园》专栏对此已做了
详细报道，这里就不复赘言。我们想说
的，是这次活动对丹华人的影响和意义。

海外华文教育从起初步履艰难的垦荒
期发展到今天风生水起的拓展期，其间固
然有海外华人、华侨自己不懈的坚持和努
力，但是近几年来，海外华教能以一种加
速度的方式迅猛发展，靠的却是中国和中
国政府这一强有力的幕后推手。丹华短短
十几年的发展史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
十几年来，我们使用的是中国国侨办提供
的华文教材；学生们积极参与的各项大型
学习活动，如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华
文知识竞赛、HSK汉语水平考试等，都是由
中国主办的；侨联、侨办举办的各种夏令
营，既丰富了丹华学生的假期生活，增进
了他们对祖籍国的了解，也推动了他们学
习中文的热情；每年丹华总有部分老师回

国参加各种教师培训，这些培训不但提高
了老师们的教学水平，也拓展了他们的视
野和胸襟。更为幸运的是，丹华的老师们
还获得了两次受侨联邀请访华的机会，活
动不仅给老师们，也给丹华学校带来极大
的转变。

对丹华老师来说，龙年7月的访华之
旅，既是一段认识之旅，也是一段回归
之旅，这可引用两位老师的访问感言来说
明。张磊老师在其感言中写道：此行让团
员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疆域
广大，幅员辽阔。从大昭寺，到八达岭
古长城，再到旅顺的日俄监狱，旅程中所
见所闻都不断震撼着我们的视觉和听觉。
我们又一次领略到华夏文明历史的无比厚
重。”是的，祖国壮丽的山河、华夏厚重
的文明就像大江奔流，洗涤、激荡了我们
的心。然而更让我们心怀荡漾的是祖国和
政府对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
关怀——无论是中国侨联、国务院侨办还
是人大侨委，都让老师们感受到了“娘家
人”的亲切与温暖。正如六年级1班汪辉老
师所言，“在这次活动中，最深切的感受
就是温暖，始终有一种家的感觉，亲情、
友情萦绕着我们每一个丹华人。”“听到
他们的殷殷关切之语，心中那股身为华文
教育工作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并甚为骄
傲。像我们这样身在海外从事中文传播工
作的游子们，其实也是有家的。” 

有家的感觉，真好！因为有家，我

们这些海外游子的心就有了依靠；因为有
家，也让我们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
心。“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访问
归来之后，老师们怀着感恩的心，以最大
的热情投入了教学，因为我们知道，只有
通过上好课、办好学校，才能回报祖（
籍）国的恩情，才不辜负祖（籍）国对我
们的期望。

新学期伊始，丹华又是气象一新：龙
年9月，丹华开设了武术班；10月，增设丹
岚少儿艺术培训中心；丹华专栏《桃李园》
上，丹华师生们也非常活跃，《丹华教师大
连辽师大培训札记》、《初一班中文写作训
练心得》、《课堂演讲比赛》等教学文章以
及一篇篇学生习作的发表，显示了丹华的教
学质量以及丹华人不断进取的精神，其中很
多文章还登上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和中国
华文教育网网站。11月，丹华校长李佩燕赴
华参加南宁“首次海外华教示范学校暨华教
组织工作座谈会”之后，又给大家带回了振
奋人心的消息——中国将继续加大投入，采
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支持海外华校快速发展。
海外华教事业前景如此光明，丹华人除了庆
幸“生逢其时”外，只剩感恩。

在丹华学校龙年岁末聚会上，已入耄耋
之年的丹华主任黄音在讲话时频频感谢——
感谢Marnix学校各位领导和教务职工与丹华
的精诚合作；感谢中国侨联、中国侨办的邀
请丹华老师访华；感谢李校长以及各位老师
劳力劳心，群策群力，为传播中华文化做出

无私奉献。他更祝愿新的一年里世界和平，
荷兰经济繁荣，中国发展更快、更好、更强
大！这，也是黄老先生的肺腑之言。

走访外校取经

除了7月访华之行外，丹华在去年10月
还展开了一次“大规模行动”——全体教师
赴乌特勒支中文学校观摩教学与交流。乌特
勒支中文学校和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有两个共
同特点，一是大，二是两所学校都获得了国
侨办授予的“海外华文示范学校”荣誉称
号。多年来，两校在华文教学工作上一直携
手共进，相互支持。去年6月，乌特勒支中
文学校派出几位教师到丹华学校听课学习，
进而引发了丹华的这场“秋假大行动”。对
这次活动，东道主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做了
大量细致的工作，使得活动圆满成功。

在观摩活动中，丹华教师根据自己任教
的班级分别到与之相应的班级听课，听课之
后，两校教师又一起展开了教学交流。双方
都觉得这样的活动意义非凡，荷兰两所最大
的中文学校能携手并进，无疑对提高荷兰的
华文教学质量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龙岁才舒千里目，蛇年更上一层
楼。”通过龙年的乔迁、访华及外校走访活
动，丹华人又一次打开视野，接着就是要更
好总结、规划，在崭新的蛇年里，努力取得
更多更优异的成绩，这才不辜负我们龙年所
获得的各方殷殷之情。

龙岁才舒千里目  蛇年更上一层楼
晓  雁

在荷兰生长的孩子们，说起冬季的节
日，恐怕满脑子只有圣尼古拉节和圣诞节。你
要问他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春节，什么时候过中
国新年？十之八九都是一无所知。我幼儿中文
班上的学生年龄多在四至六岁，要想简洁明了
地对他们讲解春节过年的习俗还并非想象的那
么简单。

春节到了，于是我设计一个“打年兽”
的游戏和他们一起玩。在荷兰长大的学生不仅
个性鲜明、开放而直接，而且因为年纪小，好
新奇，好玩。周六的中文课上，我先放了一
段“小兔乖乖智斗大灰狼”的视频，引起孩子
们的兴趣。然后给他们讲了“年的故事”，接
着开始玩一个“打年兽迎新年”的游戏。只是
我们要把年兽想象成大灰狼，它要吃小兔子，
兔爷爷却有三件法宝：鞭炮、红福字和红灯
笼。兔爷爷站在固定的位置上，年兽追着小兔跑。小兔要尽快地跑到爷爷处。如果跑得太慢，就会被年兽吃掉；如果跑到兔爷爷处，它就得救了。当兔爷爷举起鞭
炮时，大家要一起拍桌子，噼里啪啦地学鞭炮响；举起红福字时，大家要一起说“福到”；举起红灯笼时，大家要说“新年快乐”！你们可以做到吗？“可以，老
师”！回答的声音响亮无比。现在谁来演年兽、小兔子和兔爷爷呢？当我拿起事先准备好的面具，抬眼望去，满目尽是迫不及待的小手，耳边响起的是充满期待的
声音：老师，我来……。那一节课，我和孩子们玩得快活极了！借着大家的余兴。我还给大家讲了压岁钱保平安的故事，最后又教孩子们用红信封做了“风水鱼”
，里面写上对父母祝福的话，把它们送给爸爸妈妈做礼物。当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艾丽莎跑过来拥抱我说：老师，过年真好玩！我们能不能天天过年呢？我微笑
地望着她那兴奋而涨得通红的小脸说：可以，艾丽莎，只要你每天都能保持像过年般的好心情。

此后每年的春节，当窗外漫天飞雪；窗内我和我的学生们却在绞着漂亮的窗花、折着精美的灯笼、绘着神秘的龙面具，做着七彩的春节梦。在没有“中国
味”的荷兰过着一个个充满“中国味”的新年。

写于2013年春节前    鹿特丹

在荷兰过一个充满“中国味”的新年
丹华教师    李  卫

【丹华讯】
1月19日周六丹华学校分别召开了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家长会议。在低年级的家长会议上，胡碎娟老师的《中华字

经》1班和邓成老师的《等级汉字》幼儿班分别作了10分钟的教学演示，家长们看到9月份入学的孩子们在识字方面的
进步，都感到意外的惊喜。丹华校长李佩燕在两个家长会议上，向全体家长汇报了丹华搬校以来各方面工作的进展情
况，感谢丹华家长们对学校工作的大力支持。高年级的家长会议还着重介绍了今年丹华江西夏令营的计划和行程，大
家都期待着今年暑期丰富多彩的学生夏令营活动能让孩子们受益多多，目前丹华高年级学生们报名十分踊跃。

丹华新开办的武术班和合唱团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武术班教练莫松旺还准备在丹华开办家长健身气功班。合唱
团负责人，著名女高音歌唱家籍晓岚在家长会议上即兴为大家演唱了《呼伦贝尔大草原》，她深情的歌唱，美妙的歌
声受到家长们的热烈称赞。现在报名参加合唱团的学生倍增。

新的2013年已经开启，中国蛇年将至。蛇，在中国古代被视为丰收的象征物，我们也期待丹华学校将在蛇年收获
更多喜悦，取得更大的进步。

新年家长会议

薛芷晴

放圣诞新年假，大家很开心，我可以不用这么早起床了。记得圣诞节那天，我们去了小姨家玩了几天。我们一起
渡过了一个温馨的圣诞节。我和我的两个妹妹都收到圣诞礼物。大家非常高兴。过了几天，又到了新年。今年我们家
和大姨一起过年，到了晚上，我看见爸爸，妈妈，大姨在厨房里忙着，然后他们一盘一盘菜放上桌，我们闻着那香喷
喷的菜真想先偷吃一口，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进晚餐，非常快乐。在新年到来的那一刻，我们一起放了许多鞭炮，迎
接2013年，祝大家新年健康快乐！

曹绮珊

一年过得真快，又到了2012年最后的一天。妈妈准备好做饺子的材料，就叫我一起包饺子。我把妈妈切成粒状
的面团用擀面棍擀成薄薄的一片片，可我怎么擀都擀不出圆形来。哎！该怎么办呢？在旁边的妈妈似乎看懂了我的心
思，就对我说：“先用擀面棍在边上慢慢地滚和压，然后再往当中擀，边皮要比中间薄，这样圆圆的饺子皮就出来
了。”我听后似乎有点懂，点了点头。重复练习了很多次，终于擀出了像样的饺子皮。妈妈都称赞我有进步，原来做
什么事情只要学习，坚持到底，就会有收获。吃着自己包的香喷喷的饺子，我觉得特别香特别好味道。快到零时，我
们赶紧跑出去放鞭炮，放烟花。一朵朵的烟花从地上升起，像五颜六色的花朵，好美呀！我相信，在新的一年里，我
们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和收获。

王昭宏

今天是大年初一，是2013年的第一天，我已经十一岁了。
早上，我们一家人都穿上了新衣服，因为妈妈说，新年新气象。我的姑姑在大门口放了一串长长的红鞭炮，“噼

噼啪啪”鞭炮声，好像在告诉我们：新年已经来到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也来到了。大街上，每个人只要一见面，就
要互相道一声“新年快乐！”。爷爷还给我一个大大的红包，希望我在新的一年里学习进步，更加懂事。啊！过新年
真好！

郭安丽

今天是12月25日圣诞节，大家的圣诞节都过的很开心吧？
很多人都知道，每到圣诞节来临，荷兰的大街小巷，挂满了彩灯，美丽高大的圣诞树引人注目，还有戴着白帽

子，身穿红衣服的圣诞老人。孩子们非常的开心，他们期盼着精美的圣诞礼物。
我和妈妈还有几位朋友，一起高高兴兴的来到教堂，大家一起唱圣诞歌，颂经文，一起祷告，欢乐的圣诞就在欢

乐的气氛中不知不觉地度过了。我衷心祝愿同学们圣诞快乐！

我们快乐过圣诞和新年
—  — 六年级2班小作文

荷兰著名作家王露禄将于2月23日下午14:40为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师生举办文学讲座。这
将是王露禄首次来到海外中文学校为师生作文学讲座，届时她将观摩丹华学校高级语文班和
低年级《中华字经》教学。在讲座中，她将介绍她新出版的《荷兰，我爱你！》，也将讲述
了她在荷兰侨居26年所经历的中西文化差异，她又是如何理解和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从各
个不同方面向荷兰社会与民众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以及自己融入荷兰社会的信心与勇气。

王露禄生于1960年，1986年研究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英语系。同年来到荷兰一大学任
教，1997年她发表了荷文处女作《荷花戏台》,此书以数十种文字在世界28个国家出版，成为
世界畅销书。她得了荷兰“金书页”文学奖，以及著名的国际“Nonino”文学奖。从此开始
了她的创作生涯。至今她共出版了10本中长篇小说，2012年她出版了世界首屈一指的文学手
机软件版中篇小说《荷兰,我爱你》(《Nederland，wo ai ni》 网址：www.luluwang.nl )。她努力
使用新媒体技术为读者提供多媒体的阅读享受。同年12月小说的纸质版出版。 

欢迎丹华家长和文学爱好者参加！

新年王露禄文学讲座预告

新  春  祝  福
丹 华 文 化 教 育 中 心 全 体 师 生

丹 华 文 化 教 育 中 心 全 体 名 誉 主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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