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级语文班欢迎你！
高级语文班教师  赵艳

丹华学生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人作文大赛 （四）

温馨的圣尼古拉斯节 
王昭君 16岁

参观博物馆 
胡丽敏 14岁

小学毕业露营周 
胡丽秋 12岁

慈善之旅 
连紫虹 17岁

“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诗句出自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宿新市徐公店》。这首描写童趣的古
诗，常常勾起我对儿时天真烂漫的回忆。中国的孩子可能
会立即想到六一儿童节，而我，从小在荷兰长大的华裔，
却会想起荷兰的圣尼古拉斯节。

圣尼古拉斯节在我的童年回忆中留下了温馨而深刻
的印记。每逢节日临近，荷兰各个商店的货架上都摆满了
节日商品，许多适合送给孩子的礼品或者圣尼古拉斯节日
的食品琳琅满目。假如我喝着浓浓的香咖啡，细细品尝着

有巧克力的茴香饼干，或走在张灯结彩的大街上，看着大人们微笑地捧着给孩
子们买的礼物从商店里出来。这肯定就是圣尼古拉斯节前的景象。孩子们的这
些礼物都将会以圣尼古拉斯和他的随从——彼得的名义赠送给孩子们。

记得小时候，在圣尼古拉斯节来临的前几个晚上，我每天晚上都会把一双
鞋中的一只鞋放在房间门口，领着弟弟妹妹高唱各种圣尼古拉斯歌曲。据说圣
尼古拉斯的随从----彼得如果听到孩子们唱歌，就会在夜晚时从烟囱钻进房间里
来，将礼物放在孩子们的鞋子中，所以每家每户的孩子都会在晚上大声歌唱。
当我逐渐长大后，知道了真正的圣尼古拉斯早在1700年前逝世了，不过我一直
不能忘却这个美好的节日。

今年的圣尼古拉斯节我跟家人和朋友们精心制造了各种手工艺品，把小礼
物放进这些工艺品当中。看，我用不同大小的鞋盒为同学制作了一匹马；我和
妹妹合力制作了一个大足球。最有趣的就是制作过程，我们先将气球吹起，然
后用浆糊把之前剪好的报纸条一层一层的粘在了气球上，最后再用染料把足球
的模式画了上去。吹气球的过程可不容易，我和妹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
吹起来的。看到妹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小巧的鼻子下那张樱桃小嘴。才8岁
的她，要抢先吹气球，不停地嚷嚷道：“姐姐，姐姐，让我吹，让我吹嘛！”
尽管她的小脸憋地通红通红，还是没能把气球吹起来，不过她的倔强和可爱让
我哭笑不得。在制作这些工艺品的过程当中，也时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弟弟就
经常手忙脚乱的瞎忙，不过这正是圣尼古拉斯节的乐趣所在。我和弟妹们都乐
不可言。因为有这个节日，无论是小学生、中学生还是大学生，大家脸上都挂
满笑容，都在课堂上分享前一晚上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及我们收到鞋中精美礼物
时的喜悦。

从荷兰人过圣尼古拉斯节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受到幸福与快乐。其实幸福
和快乐很简单，人们经常苦苦追求着，却不知幸福早已洒落在某个角落。幸福
在于心境，在于发现，因为它无处不在。“淡中知真味，常里识英奇”我能感
受圣尼古拉斯节的温馨和快乐，就很幸福了。

上月中旬学校组织我们班
去代尔夫特（Delft）参观博物
馆。早上8点钟，我们全班同学
从学校出发。同学们很好奇，兴
奋的心情都写在了脸上。在巴士
上，同学们一直在猜想博物馆到
底什么样子的呢？有的说这博物
馆肯定金碧辉煌，有的说肯定非
常古老，而我在想，这个博物馆

设在修道院里，估计气氛庄严肃穆。
没过多久，车子就到达了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位

于代尔夫特市中心，馆名叫Prinsenhof。这是一家有关
荷兰历史的博物馆，馆内展出各种与荷兰-西班牙战争
（八十年战争）有关的展品。一进大门，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许多八十年战争关键人物的肖像，如奥兰治-拿
骚亲王威廉的（Willem van Oranje）肖像，菲利普二世
（Fillips de II）的肖像等等。由于我们参观的的时间
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讲解员着重讲解奥兰治-拿骚亲王
威廉的情况。同学们一个个都非常认真的听着讲解员
讲解，从而得知奥兰治亲王威廉是荷兰最重要的贵族
之一，是荷兰当时国会的议员，还是当时的荷兰省和
乌得勒支省的省督，是他拉开了当时反西班牙战争的
序幕。奥兰治-拿骚亲王威廉对荷兰的历史影响十分
深远，现在的荷兰国歌《威廉颂》歌颂的就是他的伟
绩。虽然我曾经看过奥兰治-拿骚亲王威廉的电影和绘
画，老师在课堂上也讲解过，但是有些内容我原来并
不了解。例如在参观中我还得知，原来是奥兰治-拿骚
亲王威廉就是在这个博物馆被谋杀的，现在博物馆的
墙壁上还原样保留着弹孔，见证着当年发生在这里的
那桩血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里还陈列着
最有名的代尔夫特人约翰尼斯•维米尔的艺术杰作，
看后让我大开眼界。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今天参观过博物馆活动，让
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使我更了解荷兰的历史和文化。
活动很有趣，更是非常有意义，真是不枉此行！

10月1日早上八点钟，爸爸开
车把我的自行车和行李箱送到了学
校，即将开始的是我们小学毕业露
营周。露营时间总共是5天，目的地
是在荷兰 Oosterhout 郊外。当天学
校先把我们的自行车和行李箱由大
货车运到了露营地去，然后老师带
领我们乘坐大巴。在巴士上，同学
们心情很好，有的在开玩笑，有的

在聊天，有的在唱歌，非常热闹。因为兴奋，跟同学们有
说有笑的，原来会晕车的我感到特别的精神。这次参加露
营的有很多位老师，还有两个班的同学，人数真不少。到
达 Oosterhout 露营地，我找到自己的行李箱和自行车。我
们露营的房子叫AHOY。

从露营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我们都得自己做面包，这
是我们的早餐和午餐，晚餐是老师们做的。白天，我们骑
着自行车去不同的地方，参加各种丰富的运动项目，比如
游泳、踢足球、还有打排球和打羽毛球，或者玩寻宝游戏
和比赛爬树，各种各样的运动和游戏令大家非常开心。我
们的营地附近有一片森林和一个足球场，还有一个迪斯科
舞厅。晚上，我们吃过晚饭， 有时同学去踢足球，不时还
进行比赛呢。每天到了晚上7点钟，老师才允许同学们可以
给家人打电话。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妈妈，告诉妈妈我在这
里一切都很好，请妈妈放心。每个人打电话时间限制在10
分钟内，电话打完之后，营地的电话机又交给老师保管。
虽然只有10分钟，但足以让家人放心了。露营生活最高兴
的是晚上大家约好到迪斯科舞厅跳舞，劲歌和劲舞，场面
好酷啊。跳完舞回来，我们往往一觉就睡到天亮。

露营周的时间过得特别快，一转眼一周就过去了，我
们不得不收拾起回家的行装。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我和
同学们的关系更融洽了，还学会了生活自理，这次露营我
的收获可真大！当我们乘坐巴士回来学校时，看到妈妈正
好来接我。我飞快地扑向妈妈的怀里，真想把这一周露营
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告诉她。最后我只说了一句话：小学毕
业露营周真是十分开心和难忘！

暑假里，我拉着装满旧衣服的行李箱，飞往了罗马尼亚。这次旅行是由
学校提供的社会培训活动，也是我第一次到国外参加慈善活动，活动的目的
比旅游观光更有意义。

一年以来的筹款则是活动的前奏。我和同学们多次提着捐款盒按了无数
的门铃，请求捐款。我们还举行了小聚餐捐款，洗汽车，做小买卖等筹款活
动，把赚到的每一分钱积累起来。通过大家同心协力，共同努力，我们一共
收集了好几千欧元的善款，准备捐给罗马尼亚T乡村用作装修一家残疾孤儿
院。

在罗马尼亚T乡村的两个星期里，我们装修了孤儿院的十间卧室，还改
造了仓库、花园和游乐场。简陋的孤儿院卧室，早就需要整理改造了。开始我们先好好大清洁了一
场，接着是搬运家具，那天天刚亮，气温已达到27 度, 我和同学们有说有笑一起搬啊，抬啊。有时
我们需要在烈日之下干活儿，个个汗流满面的；有时同学不小心把油漆滚筒撞到别人的头或身上，
弄得浑身脏兮兮的，难怪老师让我们带上旧衣服呢。不管工作有多累有多脏，同学们个个干得很欢
畅。

白天，孤儿院的孩子大多数会呆在院子里。几位同学会跟舞蹈老师一起教他们跳舞、唱歌，用
各种方式哄孩子开心。孤儿院也有勤快的小孩，十分认真地帮我们干活儿。有一个智力低能儿跟我
一起拆床架时，不停地使劲转着螺丝刀，手受伤了也不顾，依然全神贯注。他拆完床架后高兴地跟
我击掌庆贺时，露出了纯真的可爱的笑容。其实孤儿的笑容背后都隐藏着悲惨的故事。我最喜欢的
一位跟我同龄的女孩阿丽娜，是孤儿院的开心果。她每天都四处喊我名字，找我跟她玩。没多久，
我们俩即使不能用言语沟通，却还是心相通，彼此了解的。后来我才知道：她居然亲眼目睹了母亲
谋杀父亲的那一幕。显然，过去的暴力让她养成强势，男子般的性格，她除了短发和穿男装外，也
很有个性，常常跟男生打打闹闹。当然院里的粗活儿也少不了这位假小子，我喜欢她的开心和干活
的劲头。

晚饭后，所有的孩子会到游乐场玩耍。我们重新铺平的路，使轮椅的推动方便许多。刚维修好
的秋千和跷跷板仿佛让孩子乐以忘忧，当然我们也自得其乐。据孤儿院领导所说，原来院里的生活
很平淡，无聊，因为我们的到来，这里充满了生气。孤儿们希望我们今后每年都能来，此时，我觉
得他们就像荷兰小孩渴望传统的圣尼古拉儿童节一样，经常盼着我们的到来。

即将离别的前一个晚上，好多孩子在告别的派对上掉下了眼泪。就连阿丽娜也热泪盈眶，担任
翻译的学生解释说，她怕我们以后不会再来了。即使这个活动在我们学校已经连续了十个年头，但
是孩子依然会担心被抛弃。我很理解他们：因为曾经失去过，而更懂得了感谢和珍惜。当我们感受
到他们的情感时，大家也哭成了一团。

在这次慈善之旅中，我懂得了不少道理。我们一直在父母的关爱下成长，从不缺少任何东西，
本来就应该满足了。可是我往往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幸运，当我看到孤儿院里的孩子们是那么艰难，
但还是勇敢、乐观地面对生活，我还有什么资格抱怨，还有什么资格感到不知足啊。我应该懂得感
恩和珍惜，感恩父母，珍惜现在的生活。

丹华欢迎你！
— —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2014-2015年度招生简章

丹华办校宗旨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办校的宗旨：致力于创新教学，努
力提高华文教学质量，培养掌握高水平汉语的华裔学生。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国力的增强，中文运用已经越
来越广泛。丹华办校的目的就是要让海外的孩子们通过周六
的中文学习，在愉快、活泼的学习气氛中尽快认读汉字，尽
早进入汉语阅读和写作阶段，以达到较高的中文水平。事实
证明：丹华近年来通过教学《中华字经》、《等级汉字》和
《中文》教材，由于教师们在教学方法上不断改进创新，丹
华学生的中文学习进步很快，越来越多的学生已获得中国汉
语水平考试（HSK）各个等级证书，参加荷兰和国际性的各
种比赛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招生计划

2014-2015新学年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招生计划如下：
新招生班级如下：

幼儿小班2个班（招收满4岁儿童40名）

一年级《中华字经》1个班（招收满4、5岁以上儿
童，家长可以辅导者25名），

一年级《等级汉字》2个班（5岁、6岁儿童40名）

高级语文班招收各华校初三毕业生和有同等学历的
新生20名（年龄不限）

成人汉语初级班招收新学生20名，中级班只招收插班生。

小学二年级以上各班招收个别插班生。

中学初中部初一、初二、初三年级招收个别插班生。

开放日时间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2014-2015新学年开放日定于6月21
日和6月28日周六。所有已经报名和新报名的新生和家长可
以在这两个周六到幼儿班、一年级和高级语文班听课。当天
学校办公室将设收费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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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的明智选择

凡替入学新生报名的家长们需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
况，选择报读《中华字经》班或者《等级汉字》班。凡家长
能抽出适当时间辅导孩子的，可以报读《中华字经》班（该
班采用新理念教学，教学进度较快）；而工作忙，较少时间
辅导孩子的家长可以报读《等级汉字》班（该班同样采用新
理念教学，教学进度适中）请各位家长在报名前先考虑好，
有问题者可以在开放日当天向校长咨询。

丹华学校教学安排

每周六低年级《中华字经》和《等级汉字》教学只占
1-2节课时间，其它时间将安排《幼儿汉语》、《汉语拼
音》、《中文》课本教学以及穿插写字、游戏、图画、唱歌
等教学。《中华字经》和《等级汉字》的识字教学需要两年
时间完成，教材一次性购买。丹华实行新理念教学，先让孩
子们识字，不依赖汉语拼音。二年级后再教学汉语拼音。

小学部三年级以上班级，全部教学国侨办《中文》课
本；中学部将全部采用国侨办新编的中学课本，另外，还要
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中华文化知识等课程。高级语文
班采用中国职业高中课本和补充教材。

丹华汉语成人班招生

丹华汉语成人班设有初级和中级班，新学年将招收初
级班新生，中级班只招收插班生。欢迎已满18岁的华裔青年
来校学习普通话，也欢迎荷兰人来我校学习汉语。

新学年普通话初级班将学习日常汉语会话，内容包括
礼仪、交往、家庭、学校和工作等，中级班将继续学习中国
文化风俗、礼节、旅游和贸易会话等方面的内容。

丹华武术班和美术班招生

丹华武术班由丹华名誉主席莫松旺亲自执教，课程设
在中文课教学之前：早上9:50—10:50，一年来武术班很受学
生和家长们的青睐。为增强学生体质，学习中华武术，欢迎
新同学报名！

丹华美术班由王庆红老师执教，她善于挖掘孩子的天
赋潜能，通过绘画指导，增强学生的观察能力和表现能力，
激发孩子们的创作热情，提高孩子们的绘画能力。授课时间
与武术班相同，欢迎新同学报名！

丹华高级语文班是应众多丹华初中毕业生、学生家长和希望进一步
提高中文水平的校外学员的要求而创办的，目的是为众多海外华裔中文
学习者提供一个再学习、再进修的机会，另外也希望能通过更深层次的
语文学习，培养一批优秀学生或文学爱好者，提高海外华裔学生的中文
水平和文化修养，进而吸引他们今后加入到海外华文教师的队伍里来。

丹华高级语文班开办于2011年9月，如今一晃已走过了三个年头。
回首来路，我作为这个班的执教老师，只有一个词来形容：满意。

首先满意的是充分灵活的教学空间。与丹华小学、初中部不同的
是，高级语文班的教材比较“另类”且自由，它每年都要根据班上学生
的中文水平而进行调整，像在第一年开办时采用了大陆人教版最新的《
高中语文》课本，这套新教材有丰富的人文内涵，通过对古今中外名著
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和空间。通过名篇导读，
培养了学生对文章的阅读、思考和理解能力，同时也提升了他们的审美
和写作能力。不过，对海外周末学校的学生来说，学习国内高中语文教
材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尤其是古文，有鉴于此，第二年教材立刻作了相
应调整，采用了国内职高语文教材。

除了固定教材外，我还给学生们添加了很多课外教材，如成语、古诗
词及古文，像第一批高级语文班的学生就背诵了很多诗词名篇及《论语》，
今年我给他们添加的课外材料是《菜根谭》。特色教材和连贯的课外材料
学习丰富了课堂，不但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也加大了教师的教学兴

致。这也得感谢校方在教学上给了教师一个充分自由发挥的空间。
另一个满意点是可爱又优秀的学生们。进入丹华高级语文班的学

生，都是具有良好中文基础，又有一定中文学习主动性的学生。他们既
不满足于自己目前的中文水平，就有相对较高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如
前文所述，第一年高级语文班在啃过难度较高的高中语文之后改换职高
语文教材，学生们顿时觉得压力轻了，但很多学生却觉得不过瘾，认为
还是高中语文更有嚼头。面对这样好学的学生们，做老师的还有什么不
满意的呢？

每年侨联主办的“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高级语文班都是学
校里参赛人数最多的一个班，几年来，像戴蓥皓、王昭君、连紫虹、金
健尧、安晟等一批学生一直坚持参赛，而且次次都有人获奖，最重要的
是，他们的写作水平每一年都在见长。面对这样优秀的学生们，做老师
的能不满意吗？ 

在高级语文班的课堂上，有很多让学生走上讲台的机会，他们在同
学面前做起了小老师，讲解一些词语、诗词和难题，也讲述一些小故事
或个人喜好。面对这一挑战，学生们虽然有时底气不足，但还是勇敢地
站了出来。前面说过，高级语文班的目标之一是吸引华裔学生加入华文
教师队伍，现在这个目标还真实现了：高级语文班学生中已出现了一个
小老师——戴蓥皓同学被自己所在的荷兰中学校长发现，目前已走上讲
台，在该校做了近两年的中文老师。面对这样勇敢而努力的学生们，做

老师的又如何能不满意呢？
令人满意的还有高级语文班的学习气氛。因为教室小，学生们往往

团团围坐在一起，这恰恰凝聚了一个圆融和谐的气场，在这种气场下，
老师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没有距离，大家相处得和谐愉快。每年都
有一批学生离开高级语文班，同时也有一批学生进入高级语文班，但班
上那种和谐、友好、欢快的气氛却一直都在。

如果你有良好的中文基础，想在一个良好的氛围里进一步学习中文
和中国文化，那么，欢迎你加入丹华高级语文班！

丹华高级语文班招生事项
招生对象：本校和外校初中毕业生或已获得汉语水平考试

（HSK）五、六级证书者，年龄不限。
报名方法：从见报当日起，请寄邮件至：
li_pei_yan@hotmail.com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主编 187
期

校长: 06-28 253 409
秘书: 06-24 729 965
助理: 06-25 015 405

联系电话

Essenburgsingel 58
3022 EA Rotterdam

校址 

www.danhua.nl

网址 

本期: 5月15日
下期: 6月12日

出版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