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出到北京学习培训这个决定不算突兀，因为在此之前我在
丹华做过代课老师。平时当助教，坐在下面听课时觉得上课也不算
很难。但是当我真正的接到代课任务开始备课时，我才发现原来教
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更何况，我所教的都是幼儿班的小朋
友，如何通俗易懂的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如何让他们能在丹华度过
一个愉快的周六，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记得代课结束之
后，我就下定决心，要好好地听一听丹华资深老师们的课，再好好
地补一补自己的汉语知识和教学技巧。

今年2月初，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知北京语言大学正在招
对外汉语教师培训课程的学员，刚刚结束了一个阶段的学习的我毫
不犹豫地报了名，就这样踏上了去北京的求学之路。为时两周的教
学培训其实并没有那么简单轻松，课程安排得很紧凑，从早上8点

半上课到下午5点半结束，每两个小时为一节课的大课，周一到周
五的早上是理论教学，下午是实践教学，实践教学即是所有的学员
都要站上讲台，正儿八经的上10分钟的课。周六和周日就是试讲和
考试测评。整个培训阶段，培训速度十分紧凑，教学内容丰富，理
论带实践，这样的课程安排让我更加深刻理解对外汉语教学，也越
来越有信心站在讲台前。回想起来，我真的特别感谢北语的对外汉
语教学培训，北语的教授们把他们多年来对外汉语教学技巧和经验
传授给我们，同时也更新了我对汉语的语音，语法的知识。让我
们从更系统更专业的角度认识汉语的拼音和语法，只有自己透彻地
理解了汉语拼音和语法，才能在教课时准确无误地教给孩子们，在
日常生活中不断培养自己说标准汉语的良好的习惯，才能在教学中
不断加强孩子们的汉语语感。

这次的教学培训我不仅仅是学习到了丰富的知识，也结识了来
自五湖四海各地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中国人，大家都抱着一个梦想就
是：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对外汉语教师，把中国文化传播到全球各
地，展现中文魅力，让更多的华人有机会贴近中文，贴近祖国。

在培训结束前，我有幸通过的试讲测评，拿到了《北京语言
大学国际汉语教师教学能力证书》。证书虽然在手，但是一个成熟
的课堂不仅仅只有理论知识就足够的，最近通过丹华的代课，听课
的活动，让我感受到真实课堂的教学的氛围。我惊喜地发现：学习
归来的每一次代课，自己的教学方法也越来越娴熟和进步了，和孩
子们的互动也更好了。我感谢北语的对外汉语教学培训，感谢丹华
给予新老师的信任，感谢丹华老师们给我提出的教学建议，我将会
继续努力学习，当一名合格的华文教师和对外汉语教师。

幼儿（1）班李冰映

胡碎娟老师真是给我上了深刻而难
忘的一课。反复朗诵本是枯燥而单调的，
但胡老师利用小朋友爱动的特点，让他们
一边有节奏地拍桌子，一边有韵律地朗
诵，他们不停地换动作，一会儿“学小猫
咪认字”，一会儿“打蚊子认字”，不停
地朗诵，教室气氛热烈活跃。对我来说，
这是一种全新的教学方法，通过这种方
法，孩子们在短暂且欢快的气氛中学习并
记住那么多的生字，不禁令人油然而生钦
佩之情。

一年级（2）班邓成

有幸去听同年级同事余小明老师的
课，感触最大的是她把课文的新词语写在
黑板上让每个孩子用词造句，课堂气氛顿
时就活跃起来，孩子们抢着举手回答，渐
渐地大家就掌握了新词。余老师的另外一
个闪光教学特点是不停地重复阅读朗诵，
让孩子们在朗朗书声中掌握中文的语感。
丹华老师之间的听课学习活动让我明白，
真是要活到老学到老，每个老师身上都有
闪光的地方。感谢校方为我们提供这样
的机会，让我深刻意识到要挑战自己的教
学，不断要求进步！

一年级(3)班龚旋旋

非常感谢学校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互
相学习的机会，让大家可以互相取长补
短，让丹华的整体教学水平获得提升。新
老师李冰映的多媒体教学运用得很好，把
抽象的东西用ppt表现出来，让孩子们一
目了然，非常值得我学习，我决定今后在
多媒体课件制作方面要好好地向有经验的
老师请教。

中华字经（1）班李卫

两年前听过胡碎娟老师的《中华字
经》课，感觉与林静老师的风格颇像同
门。此番再听胡老师的课，却又觉耳目一
新。首先是PPT的整体布局设计得非常好：
图文并茂、字体清晰而又疏密有致。其次
是字经的律动诵读进行得非常流畅自如，
尤其是花样接龙以及节奏顿音的掌握。再
者胡老师的教态也非常亲切怡人，师生互
动相当密切！众所周知，《中华字经》以
诵读为主，字体繁多，若教学方式不多样
翻新，学生很容易感到枯燥疲倦，这就对
老师的教学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胡碎
娟老师的课证明了她完全能够经受得住这
些挑战。

中华字经（2）班胡碎娟

我担任《中华字经》班的教学快两年
了，这次的听课教研活动给我提供了一个
更好探索《中华字经》教学方法的机会。
《中华字经》是一套奇妙的汉字教材，
它需要教师通过特殊的教学法在很短的时
间内让儿童突破汉字的诵读关、单句关和
单字关。上周《中华字经》1班的李卫老
师利用四个不同的天线宝宝设计的教学课
堂，很好地抓住了儿童的认知心理特点。
她利用天线宝宝的不同声音，配合字经朗
读，增强了孩子对汉字的韵语记忆，利用
天线宝宝的不同颜色，配合单字认读，促
进孩子对汉字的区别记忆。本周我在《山
水》一课的设计中，也吸收了李卫老师的
方法，利用图片来激发孩子的图像记忆，
突破了单句关；同时又利用不同动物特点
的读法，加强孩子的节奏记忆，突破了诵
读关；利用游戏“小猫，小狗，小刺猬，
请你猜猜我是谁？”，带动孩子的联想
记忆，突破了单字关。课堂教学整体感觉
还不错。今后我将继续探索，让《中华字
经》识字教学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从小时候起，许多人就问过我:“你的梦想是什么?”那时候我并不了解梦想的真
正意思，也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经过妈妈的启发, 老师的解释, 电视节目里的演示, 同
学们相互的讨论……慢慢地我知道了! 梦想就是一个人将来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做怎样
的事和实现怎样的目标。我曾经天真地想过要当超人或者蜘蛛侠, 后来发现那都是编造
出来；也想过要当魔术师, 以为魔术师想要什么就可以变出什么，后来发现那只是表演
而不是真的。我的梦想随着年龄的增长，在不断地变化着。我现在的梦想还是不只一
个：

首先我梦想着有一天拿到荷兰空手道冠军——记得刚上荷兰小学的时候, 我又瘦
又小, 加上长了一张亚洲脸孔, 常有同学欺负我。有一次，我看了成龙叔叔的一部电

影——《功夫梦》。电影里的小男孩是个美国黑人, 他的妈妈热爱中国文化，并特地从美国移民到中国。初到
中国，凡事都不顺利。骨瘦如柴的他，加上黑皮肤的外表,也常受欺负。成龙叔叔扮演公寓里的水电工。有一
次小男孩又被坏孩子们追打。在逃走的过程中, 成龙叔叔救了他。男孩没想到这位不起眼的水电工居然是个功
夫高手。在小男孩的几番恳求下, 成龙叔叔答应教他功夫。为了学好功夫，小男孩吃了不少苦头, 但他仍然坚
持下去。最后，他赢得了空手道比赛的冠军，也赢得了大家的尊敬。我看了这部电影后很受鼓舞，立刻向妈
妈提出并参加了空手道学习班，每周练习三次。经过两年的坚持和努力, 现在我已经获得橘黄色带资格了，身
体也因此壮硕了不少, 同学也不再欺负我, 最重要的是我变得更有自信也不再害怕面对困难。所以我梦想着有
一天拿到荷兰空手道冠军。 

还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做一位唱“中文歌”的演唱家。我的爸爸来自武汉, 他个性严谨, 做事一板一眼；
而我的妈妈来自台湾, 个性开朗, 喜欢尝试各种新鲜事物。妈妈很爱唱歌，喜欢在家时哼哼唱唱。有时候用美
声唱法唱“大江东去”、美国歌  舞剧“落日大道”或者西班牙歌剧“卡门”，有时候她也唱中文流行歌曲, 例
如”老鼠爱大米”、“童话”等等。最好玩的是她用乡土的方式来唱台语歌, 听得我都快笑翻了。我爱唱歌就
是受妈妈影响的。我发现许多在全世界流行的歌曲是英文歌，所以我想要成为一位唱“中文歌”的演唱家, 把
中文歌带给全世界，让他们知道中文歌的美妙。于是，我向爸妈提出要去音乐学校学唱歌。起初, 爸爸并不赞
成。他认为唱歌没有学业重要, 也不能强身健体，在家洗澡的时候唱唱也就罢了，但若想成为演唱家，做前途
不明的艺术工作, 那是万万不可。妈妈却是举双手赞成, 虽然她比较希望我学钢琴或小提琴, 但她觉得人生要勇
于尝试各种不同的事物。在两票对一票的情形下, 我迈出了实现“演唱家”梦想的第一步——参加了唱歌训练
班。我的唱歌老师是一位年近五十的荷兰人。她训练我发音、咬字和用腹部呼吸等各种唱歌技巧, 教我唱不同
国家、不同节奏，以及不同格调的歌曲，还有绕口令训练等。每次上课都充满新奇和欢乐。

此外，我还梦想着当“律师”。我喜欢思考和分析事物，也常常听到爸妈在谈论他们工作上遇到的各种
法律条文和税务条文, 觉得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处处都会用到法律知识。律师的工作需要聪敏机智，博学雄
辩，是令人尊重并能帮助别人的职业。

……
梦想需要行动去实现, 而我也正在往梦想的方向奔去。好几次, 我的梦想都已经在梦里实现了：我拿到了

空手道冠军, 还站在了国际舞台上唱中文歌，并成为了在法庭上雄辩的律师。尽管现在这些都只能在梦里实
现，但我相信只要努力不懈, 我的梦想一定会成真!

我在荷兰第一次站上了中文讲台。
那是去年的一天，我们中学的校长突然来到教室，对我说：“

学校准备开设中文兴趣班，如果刚进校的初一学生有兴趣的话可以
选择学一些中文。听说你的中文不错，你愿意教中文吗？” 我当时
第一反应是：当然愿意啊！但是后来仔细一想，还是有点犹豫。首
先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教好，毕竟我自己也还在学中文；另外，如果
我准备教课的话，我必须要尽最大努力教好，那是需要花很多时间
的，我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功课。回家后我征求了父母的意见，父母
都特别鼓励我接受这份光荣的任务，如果能用我有限的中文知识去

帮助初一的同学了解中文，热爱中文，那是非常有意义的。只要我能合理安排时间，应该
不会影响自己的功课。想通后我愉快地接受了。

不久，校长告诉我一共有13名学生选择了中文兴趣班，远远地超出了我的预期！校
长考虑得真是周到，为了帮助我管理好课间秩序，他还委派了一位老师指导我。这位老师
自己就特别喜欢中国和中文，前后已经去过八次中国，所以她特别乐意帮助我。我们提前
商量了教学计划及任务分工。兴趣班只设10个课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想要让零基础的学
生达到一定的中文水平，几乎是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决定课程重点放在培养并提高学生学
习中文的兴趣上。她负责帮我复印课件，我负责备课及讲课。

虽然我准备得非常充分，但当我第一次真正站到了讲台上的时候，还是蛮紧张的。所
幸的是，所有学生对中文都很感兴趣，甚至有一位学生说他以后上大学准备学中文专业！
课堂上学生们也很积极配合，第一次课结束后，我已经喜欢上在讲台讲中文课的感觉。

我的中文课并没有完全按照固定的课本教学，为了提高同学们对汉字的兴趣，我先
从日常用语入手，如学习：你好，谢谢，再见等词语和短句。汉字教学则从非常生动而吸
引人的象形字入手，比如：中、串、木、林、森、人、呆等汉字。在教会汉语数字以后，
我们在班上一起做了一次“宾果”游戏，锻炼他们对汉语数字的识别能力。优胜者还能获
得奖品。这种轻松愉快的教学方式，不仅一下子提高了学生们对汉语数字的识别能力，而
且还活跃了课堂气氛。

我觉得，要培养学生们对学习中文的持久兴趣，必须让他们首先了解中国，喜欢中
国，逐渐产生学习中文的兴趣。所以，我经常在课堂里介绍一些简单的中国文化历史和地
理知识，如中国有多大？中文有多少汉字？长城有多长？还有中国菜肴、中国丝绸、中国
茶叶等等。春节后的第一节课，我还讲了关于中国春节的故事，给他们发了红包，另外我
还给同学们介绍一些中国的传统节日，如端午节、中秋节等。

十节汉语课很快就结束了，我惊讶地发现学生们不仅能够用汉语进行非常简单的对
话和自我介绍，而且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最后一节课，我们进行了一个小测验，大家的
成绩都不错，有两位学生还得了满分！接着，我收到了校长的表扬邮件，他告诉我：同学
们都非常喜欢我以及我的中文课，希望我明年能够继续教授中文。我看到邮件，为自己能
在荷兰中学讲授中文，传播中华优秀文化而感到十分开心和自豪，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我从咿呀学语开始就喜欢地球仪，四岁的时候，能在地球仪上指出每个
国家的准确位置。那时候我所认识的有限的几个汉字，都是从地球仪上学到
的。那时候我最喜欢听爸爸讲故事。爸爸给我讲了很多历史故事，从女娲补
天到大禹治水，又从诛智伯三国分晋到孟尝君赡养门客，从赵匡胤黄袍加身
到宋辽订立檀渊之盟。听着听着，我的思绪就穿越了时空，随着历史长河的
波涛奔腾起伏。跟别的小朋友一样，那时我也很喜欢看电视动画片。直到有
一天，我在幼儿园里看到电视里中央台的《探索和发现栏目》，里面的考古
节目让我入了迷。我终于发现考古节目的诱惑力远大于动画片。于是我便经
常观看考古节目，我梦想着，自己长大后当一个考古学家，运用自己掌握的

地理历史知识，通过发掘、综合、分析去破解一个又一个千古之谜。
好多叔叔阿姨知道我想当考古学家，夸我有志气。可是他们又劝我说考古是脏活、累活，当考

古学家太辛苦，是不是换个文学家、科学家、企业家什么的当当。可我就是要当考古学家，决不改
口。爸妈看我如此迷恋考古，于是每年的暑假和寒假都带着我去祖国各地名胜古迹去旅游。八岁那
年的西安行更激发了我对考古的的兴趣。西安的兵马俑博物馆里那整齐地排列着上千个像真人大小
的武士，一个个威武雄壮，真是气象森严，令人望而生畏，还有如真马大小的陶马拖着木质战车。
那时的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将来也要去发掘大型的历史文物，让我们中华文化宝藏再现辉煌。后
来我知道了当考古学家要具有渊博的学识，极宽的知识面，要学好各门学科，尤其要精通地理、历
史，而我目前掌握的地理历史知识只是小儿科。于是在认真学好学校的课程，做好功课的同时，我
还让爸爸妈妈给我买来了少儿百科、少儿版的《十万个为什么》以及少儿版历史、地理类的书籍，
利用课外时间阅读。我最喜欢看的是历史故事书，少儿版的《资治通鉴》、《史记》、《二十五
史》我都看了好几遍，很多故事情节都烂熟于心。小学五年级我就开始阅读原著《三国演义》和《
水浒传》。

小学五年级我们家移民到了荷兰，这时我又狂热的爱上的欧洲的历史和地理，对于荷兰有了
进一步的了解。荷兰版图虽小，但它从罗马的统治到自由斗士，从黄金时代再到共和国的衰败，经
历了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它的历史虽然不像中国那样波澜壮阔，但它拥有很多全世界的第一，最
著名的要数第一个共和国和第一首国歌。一个月前，学校组织去Delft参观博物馆，我能准确地回答
博物馆解说员的很多提问。当解说员讲到荷兰国歌的时候，突然提问：“谁知道荷兰国歌演绎的故
事？”我应声回答：“它其实还是一首藏头诗，15节歌词每节第一个字母连起来是威廉亲王的名
字，因为当时他领导全荷兰人民抵抗西班牙的统治。当时这首国歌是禁止的，如果西班牙的统治者
知道了这秘密，国歌的创作者要砍头的，所以到目前还不能准确的肯定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参观
结束后我还得到了奖品。解说员跟我开玩笑，说：“你一个中国人怎么比荷兰人还了解荷兰历史？
干脆你大学毕业后要到这个博物馆工作吧。”我也笑着说：“不，大学毕业后我回中国去！”

现在我的历史和地理的成绩在班里是名列前茅，我的目标是努力学好文化，争取考上莱顿大学
的考古系。我想中国是一个拥有上下五千年历史的大国，我希望有朝一日我学业有成，回国去做一
名考古学家，发掘和保护祖国瑰丽的文物，宣传和发扬祖国深厚的文化，继承和传播悠久的华夏文
明。中国，那里是我的梦想，我的根！

丹华学生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人作文大赛 （三）

【编者的话】

长久以来，华文教师数量不足、专业素质不高、流动性较大等问题一直是束缚华文
教育发展的“瓶颈”。虽然近几年中国国务院侨办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专门制定了
培训方案，通过“请进来”、“走出去”方式大力开展面向在职华文教师的系统培训。不
过，因为种种原因，收效仍然不大。

丹华学校的老师无论是教师的素质，还是教学能力也存在着差距，虽然每年丹华对新

教师的培训也下足了功夫，但从目前小学低年级的教学状况看，仍然不敢乐观。最近学校
组织教师听课学习，也基于这个原因。作为教师本人，应该看到当前华文教学发展很快，
对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应该常常发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才有进步。如胡碎娟老
师，她是丹华继林静老师后一位对《中华字经》新理念教学理解越来越深刻，在教学实践
不断钻研，创新的教师，值得老师们学习。

助教张佳敏老师最近参加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教师培训，并获得教学能力证书。
这是张佳敏老师好学，进取的表现，《桃李园》特登载她的学习感想，用以鼓励老师们勤
奋学习，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提高华文教学水平。

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培训的感想
丹华助教  张佳敏

丹华美术班作业选登

三言两语话听课
— — 丹华教硏活动老师们的体会（2）

我的梦想 
周扬庭  9岁

我站上了中文讲台 
戴蓥皓  16岁

我的考古梦 
虞养正  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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