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我教青少年汉语学习班的第三年了，经过前两年的
学习，同学们有了相当程度的汉语学习基础，特别是大部分在
家里有讲中文环境的同学，听说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进入
第三年的这学期里，我特别注重加强培养学生的汉字认读和书
写能力。

汉字是用笔画组合的方法在三维空间里造型的文字，与线
性拼音文字相比具有难认、难记、难写的特点。对在荷语文字

环境中长大的、处于青春期 的青少年来说，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有别于少儿
班，或许难度更大。不过，一旦调动发挥了他们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并挖掘他们的
学习潜力, 就能做到事半功倍。

本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结合目前青少年手机不离手，同学们都喜
欢用手机的特点，及有时侯手机已经成了分散课堂注意力的主要祸害的状况，并
且在很多荷兰学校使用ipad作为教学辅助工具的启发下，我决定因势利导，尝试
将手机作为一种教学辅助工具纳入教学内容中，作为多媒体电脑教学的一种形
式，变堵为梳，试图利用手机调动发挥学生们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其内
因发挥作用。于是，这学期的部分课堂书写练习，我让同学们选择用手写或手机
书写完成，同时有意识地让他们练习两种不同的汉字输入方法，拼音输入和手写
汉字输入。结果，我班绝大部分同学都选择用手机完成练习，并且书写热情明显

提高，平时特不愿意写字的同学也能很快完成作业。有的同学还把书写的生词存
在手机里，告诉我有空他可以复习。他们回家做的作业也可以通过邮件发给我检
查。

在课堂手机使用过程中，我还得到了一些意外收获，比如使用拼音输入，
不仅让学生们练习了拼音的拼写，还练习了认读字的能力及同音字、词的辨别能
力。像“练习”和“联系”是同音不同意，很容易被混淆；一个同学写了“我的
盆友”，我在纠正其拼音的同时告诉他，碰巧“盆友”也是一种网络用语，即朋
友。使用手写输入，不仅练习了写字，还要求书写工整，不能写错，否则手机不
认识，同时也要练习认读能力，比如比较复杂的“零”字，有的同学写了好几
遍，就是出不来。手机使用的另一个锻炼是让学生了解和识别了电脑里的不同字
型，这在传统书写中就不会太留意。所以我觉得使用传统的手写和手机键盘输入
的双轨道训练对学生非常有益。

在口语练习中，我也尝试让同学们用手机录下阅读和对话，然后不但可以
自己回放听，而且还可以和同学老师共同点评，共同提高。

对同学们来说，通过用手机学习，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对我来说，因
需施教，达到了加强培养学生的汉字认读和书写能力的目的，同时也让同学们练
习掌握了汉字电脑输入的技巧。这真可谓“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手机的使用只是课堂教学中的一种形式。在课堂活动设计中，我试

图根据每课的主题内容，分别与不同的
语言要素教学重点相结合，覆盖课文中
最重要、最基本的语言项目，同时顾及
青少年的兴趣特点，选择结合实际环境
的汉语交流活动，达到读、写、听、
说、看各个方面的训练。譬如：举办小
演讲活动，让同学们讲参加夏令营的收
获和趣事，让在航空旅游服务专业学习
的同学介绍她的学习，在日本餐馆工作
的同学给我们增加寿司的常识；另外根
据学生的兴趣点，介绍一些与中国历史
文化相关的视频电影，如看电影“末代

皇帝”；展开各种主题讨论，如中国人只生一个孩子、吃狗肉等同学关心的话
题。每节课的开始我们都有8个字的听写活动，同时配相应的图片，让同学们看
图说话，发挥视觉感官的能动性。我也常给同学们介绍一些网络上关于中文学
习的好东西，如TED的一些演讲、facebook中图解汉字的Chineasy等。当然在课堂
中，各种小游戏的穿插也是少不了的。各种教学形式的运用，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让学生们轻松愉快地学习汉语。

【编者的话】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组织学生参加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已经坚持10

多年了。海外的中文学校要组织参加作文大赛，一是学校需要动员学生参
加；二是需要任课教师督促和初改；三是需要聘请学校个别老师牺牲休息
时间专门辅导和修改。总之，一次参赛，需要学校和老师们劳心又劳力，
其过程尽管繁琐、艰辛，可丹华还是走过了10多年，取得骄人的成绩。丹
华组织学生参赛的目的是：一、希望同学们通过参加比赛更加努力认真地
学习写作，提高学生整体写作水平；二、学生们把生活中最快乐的事情真
实地抒写出来，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交流、阅读和展示潜力、才华的平
台。近年来，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每年都获得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组委会
颁发的组织奖。

今年丹华学生参赛的作文都是他们生活和学习的真实写照，内容也
很丰富。同学们已经发挥了他们自己最好的写作水平了，虽然谈不上构思
精妙，但他们生活的快乐和意义却跃然于纸上。我们特别赞赏的是：虞养
正的“我的考古梦”，戴蓥皓的“我站上了中文讲台”，连紫虹的“慈善
之旅”，还有在家长、老师辅导下周扬庭写的“我的梦想”，李想的“除夕的欢乐”，王昭君的“温馨的圣尼古拉
斯节”……参加比赛的同学们都非常认真，有些同学虽然是第一次参赛，但经过老师和家长辅导后不断修改、补
写、重写，他们的写作能力大有长进，他们写的作文有“吃火锅”、“小学毕业露营周”和“音乐之美”等等。

虞养正同学爱好考古，喜爱历史，自己的作文写得不错，这次修改作文时，学校把胡丽敏同学“参观博物
馆”的作文交给他修改，让虞养正当了一次小老师，没想到，他欣然接受并非常认真地完成了任务，值得表扬。

不管第15届作文大赛丹华学生能否得奖，参赛的学生已经赢得大家的喝彩！ 

丹华坚持10年组织学生参加世界作文大赛

教学形式试探－手机的课堂使用
周小薇

我是丹华成人汉语班的教师，这里根据我们班的特点谈谈
我对海外成人汉语教学的一些体会。

我们班学生的特点是没有中文基础的荷兰成人，他们有自
己的思维判断能力，对中国文化，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并有浓厚
的兴趣，他们往往精通数门外语，对语法的分析比较要求比较
高，理解力强，他们有较强的学习积极性和自觉性。但是他们

的弱点在于，由于他们都有全职工作或有家庭，子女需要照顾，能够用来学习的
时间非常有限，另外成人的记忆力也没有儿童强，孩子们朗诵，背诵等重复式记
忆地学习方法，对成人教学地效果有限。

根据这些特点，我总结了一些成人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下文主要从三方
面简单介绍一下我的一些教学体会。

第一：生活化的教学理念，提高汉语使用频率，让汉语走出课堂，走进荷
兰学生的日常生活

作为生活在海外的外国学生，他们往往不具备中文的语言环境，如何在生
活中提高中文的实用率非常重要。为此我每周布置作业：讲讲上周的事。让学生
们每周自己准备一段小故事，谈谈上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发生的事，要
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等，每次第一节课讲给其他同学听。同学们刚开始的故事
很简单，例如：我早上7点起床，8点上班，晚上回家吃饭，睡觉。几周后，大家
对常用的词汇已经熟悉，开始对自己千篇一律的故事不满足了，同学们的故事也
变的越来越长，词汇也越来越丰富了。现在同学们能绘声绘色地用中文讲发生在
他们身上的故事了：“晚上去看美国电影”，“去比利时工作维护一千台电脑”
，“和朋友一起去奥地利滑雪”，还有“和爱人一起去参加产前课程”等等...

通过培养使用汉语习惯的训练，同学们不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并开始试
着用中文聊天了。在课外常常想到中文，每做一件事，想到我用中文该怎么说，
遇到不会的词，马上查一下手机里的字典，每天用零星的时间用中文想几句自己
的故事。这样，中文从课堂里走出去，慢慢地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第二：情境化的教学模式，加强学生间的互动，把生活拉进课堂

成人的语言学习一定要丰富生动，学生们的口语练习至关重要。由于学生
们的语法掌握非常快，自己造句能力很强，所以每次课我都会安排一节课的时间
让学生们根据课文内容进行情境表演，自己根据实际自己情况编情景对话，极大
地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例如在学习“第十一课 买衣服”时，学生们两人一
组，一个演营业员，另一学生扮演顾客，用自己的外衣，毛衣，围巾等演示去商
店购物的过程，讨论个人喜好，品牌，颜色，尺寸，和学着用中文讨价还价。之
后大家还开心地分享各自在中国购物和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节中文课就这样在欢
声笑语中度过了。

由于每一节课都创造“情境化”的教学模式，把他们的生活拉进课文，在
课堂上用汉语演绎他们的生活，学生们就能快速而有效地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
句，并能学以致用，举一反三。

第三：汉字的魅力－汉字教学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

由于中文不是字母文字，很多荷兰人在没有学习汉语之前，对汉字都有种
即向往又恐惧的纠结心态。不少学员问我，可不可以只学发音，不学汉字。其实
汉字与汉语是密不可分的，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如果要真正学
好汉语, 就必须得学习汉字。由于绝大部分的汉字都是形音义具备的，很多汉字

本身就代表了我们现在语法学术语中的
词，或充当构成双音节词的语素。汉字
的这一特点决定了汉字教学在汉语教学
以及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性和不可回
避性。

抓住汉字本身的魅力教汉字，面
对不同的汉字，我采取不同的方式给学
生演绎该汉字的形音义，但最重要的一
点是抓住汉字本身的魅力教汉字，只有
这样才能使学生正确地了解汉字的字形
特点和性质，从而为以后进一步了解汉
民族语言和思维文化打下基础。例如利

用多媒体教学，课上我给同学们放汉字演变的动画片，比如“好”字，由“女”
字和“子”组成，在上古时代，有女携子代表“好”。再如“家”字，由”宀”
和”豕”这两个部件认识”家”的结构，“宀”这个部件一般跟房子有关，"豕"
本来是个象形字，就是猪的形象，所以"家"的字形是房子（"宀"）的屋顶下有一头
猪（"豕"）的样子。上古时代，人们常以家中圈养的猪的数量来衡量家境是否殷
实，所以"家"字的本义是家室、家庭，又指家族，引申指住所。通过这些生动有
趣的汉字故事，学生们既了解了汉字的构词方式，记住了汉字，又了解了中国的
文化演变。

海外成人教学，除了总结一些的教学方法之外，我觉得最值得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创造一个生动，风趣，轻松，和谐的学习氛围。我们班学生不但是一起学中文
的同学，更是一群分享共同爱好的好朋友。看到同学们来到学校，开开心心地享受
学习中文的乐趣，彼此分享学习和生活中的各种体会，一起听自己爱听的中文歌，
一起看中国动画片，畅所欲言地交流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各种见解，作为
老师，我很为他们感到自豪，也因为他们，让我更喜爱我的教学工作。

谈成人汉语教学的体会
郑  楠

春 姑 娘 摇 着 绿 色 的 铃
声，敲响了我们丹化文化教育
中心的大门，和煦的阳光照进
了我班的课堂。

“ 孩 子 们 ， 你 们 谁 能
告诉老师，春天是什么颜色
的？”

“老师，春天是绿色的，因为我看见了路
边的草儿变绿了！”

坐在最前排的邱韵衡小朋友说：“老师，
我觉得春天是红色的，因为我看见我家的花儿
对我笑了！”

……
邱韵衡小朋友还说：“老师，我想到了一

首小诗。”
“什么小诗，快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分享

吧！”
韵衡随即念到：“夏天到，太阳照。秋

天到，树叶掉。冬天到，雪花飘。春天到，花
儿笑”。她稚嫩的声音感染了我，听完，惊呆
了，一个6岁的孩子，能在短短几分钟写出这么
美的小诗，顿时教室里也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我把邱韵衡小朋友写的这首小诗称之为“
春之韵”，这是孩子们心灵的声音，他们如夏
天阳光般炙热，如秋天落叶般洒脱，如冬天白
雪般纯洁，如春天花儿般美好。

春之韵
胡碎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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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2岁生日特别高兴。
一早起来就开始对着镜子打扮自己，不过还没来得及打

扮好，我的好朋友们已经来到我家了。今天我们约好了要去
看电影的，后来朋友们和我一起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才出发，
妈妈和妹妹也跟我们一起出发去电影院。

我们进电影院时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因此排队也排了
很长时间。我们看的是一部名叫Turbo的电影，这是一部3D的

电影，所以每个人都要戴上眼镜。电影就要开场了，大家陆续入场，每个人
开始找自己的座位，我们的位置还算好在前几排，但我妹妹却喊着：“我看
不到，我看不到！”我后来去搬了一张垫高椅，妹妹笑着说：“姐姐，谢谢
你！”我能让妹妹在我的生日这天看到一场精彩电影，怎能不高兴呢？电影院
内一片肃静，大家都期待这部3D电影的到来：忽然我听到很多汽车的噪音，
其实是一只蜗牛在做梦，梦见自己在跟世界赛车冠军比赛！他的邻居把他吵醒
了，他很生气！小蜗牛从小就有当赛车手的梦想，可是他的邻居们都觉得的蜗
牛怎么可能跑得比赛车还快呢？小蜗牛要证明：“只要努力，梦想就可以实
现！”到后来，通过他的努力，他真的成功了。这部3D电影原以为是给年龄
小的孩子看的，但是看完了以后，我反倒觉得很适合我们看。我对这部电影最
深刻的印象是：只要努力，梦想就一定可以实现。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读
书，学好荷兰文和中文。

生日当天下着很大的雨，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身上都被淋湿了。不过，
尽管衣服被淋湿有点不舒服，但是我们大家照样说说笑笑，非常开心。后来我
们还去吃了麦当劳！我们边吃边开心地讲述电影的情节和意义，我们都觉得意
义深刻，很值得学习！12岁生日过去一段时间了，我却久久地难以忘怀啊。

每个星期六下午中文学校一结束，我都会赶去参加VIOTTA少年交响乐团的演奏。乐团
选择了海牙一所中学的演奏厅，这里的音响效果很好。我每次都很享受演奏练习的整个过
程，这不仅仅是能享受音乐的优雅、轻悠、欢快和美妙，而且我还能常常见到有许多共同志
趣的朋友。我的朋友很多：有荷兰学校的朋友，有中文学校的朋友，还有乐团里的朋友。不
同的朋友交往时都有不同的语言和话题，我学会了用不同的语言和方式与朋友们沟通。乐团
的演奏不仅让我找到知音人，还让我在与知音人交往中享受了音乐独特的沟通之美。

最近我们少年乐团在海牙音乐学院演出，这次表演的形式很独特，是由一位著名的话剧
演员与我们合作表演。我们的旋律丰富了他的故事，他的表演又演绎了我们的音乐；我们把他的语言变成了音
符，他踏着音符带领着听众走进了他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在18世纪的俄国，一位德国伯爵独自对抗土耳其敌人
的历险记。惊险的历险记中还不时穿插了一些有趣的民间故事。话剧演员声情并茂演出，我们则以雄壮、悠然
而美妙的音乐讲述着故事。其中一个场景是风雪交加的夜晚，我们就以“加勒比海盗”的乐曲为背景音乐，使
伯爵深夜在风雪中艰难行走的场境更加逼真，如身临其境。虽然这样的演出对于我们少年交响乐团来说有一定
难度，不过我们的演出效果非常好，获得了成功。

学了八年的小提琴，我越来越喜欢小提琴演奏和音乐了。不管是独奏还是六十多人合奏，都有独特的音
乐之美。交响乐团由很多乐器组成，在我们的乐团里，小提琴手就有10个人。当大家一起拉，这十把小提琴的
声音汇聚成一把时，可真是有一种说不出的美妙的感觉！ 这么多人要奏出和谐优美的和音，绝对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情，要经过无数次反复的练习才能实现。实际上，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努力才会成功。我时常想：世界
上的各个国家之间如果都像各个乐手之间不断努力调和，最终实现和谐，那么我们的世界就会变得和平多了。

尼采说：“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个错误”。音乐就像是一种每个人都能听得懂的语言，把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拉近了。音乐的语言又是那么动听，那么美妙，我将会一直好好地热爱它，永远享受音乐独特的沟通
之美。

在我的生活中曾经有过许许多多让我开心的事情，例如我老爸带我去游乐场玩；
我考上了喜欢的中学；收到特别喜爱的礼物等等。时移境迁，很多事情渐渐在我的记忆
中变得模糊了，然而有一件事却让我铭记在心中，因为有它，我的生活一直充满着欢
乐，我还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欢笑起来。

这件开心的事就是我有了一个弟弟。记得当我听到了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开心得
跳了起来！以前每当我看到朋友们在跟弟弟妹妹玩耍、聊天，甚至打架的时候，我又是
嫉妒又是羡慕。现在我自己有了一个弟弟，我也可以像朋友们一样玩耍了。我觉得有了

弟弟后生活真是幸福而有趣。一次，我跟妈妈、爸爸带着弟弟去了宜家居，在那儿吃冰淇淋的时候，弟
弟把冰淇淋拿过去假装在吃，原来他把冰激凌粘到下巴上，整个冰激凌涂满了嘴，活像个小圣诞老人，
真是可爱极了！还有一次，我在车上教他算术，告诉他1+1等于2，他两下子就会了，到第二天我问他一
加一等于多少时，他却假装不知道了。我一本正经地提示他，他却调皮的眨眨眼睛，说“姐姐，姐姐，
我知道了，1+1等于"11"，我笑翻了。我疼爱弟弟，可以跟弟弟玩一整天的游戏，甚至到吃饭时间都不想
离开他。有一次我带弟弟去幼儿班，路上碰到一条大狗，看见弟弟害怕得直打哆嗦，我赶紧抱起他，立
刻躲开了。

喜事往往成双。两年后让我更高兴的是我又添了一个小妹妹。这个小妹妹从小就淘气，鬼主意多
多。有时候她做错了事，我假装要打她，手刚伸出，她就诈哭，结果奶奶还误以为是我打了她。不过，
她每次吃晚饭的时候，她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不断地从她的小孩专用椅里站起来，吸引我的注意，有
时还逗我开心，让我跟她玩耍。别人如果开玩笑说她的不是，她立即又开始诈哭。可当她看见刚端上桌
的红烧大虾，马上指着大虾嚷着要吃，嘴里还喊着“虾，虾，虾”，脸上的泪水还未干，笑容夹着鼻
涕，让我哭笑不得。

小弟小妹的到来使我家的生活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温馨，他们俩是我们家的开心果。有了弟弟妹
妹，我们的生活更充实更愉快了，我也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女孩渐渐成长成为一个懂得承担责任的大姐
姐。再有几天，就是弟弟的生日了，我正筹划着如何让弟弟过一个热闹而又难忘的生日呢。

家有小弟小妹
周 怡  13岁

音乐之美
周乐毅  13岁

我的生日
吴艾琳  1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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