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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月，丹华22位教师及38名学生分别参加了由国务院侨办主办、
四川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承办的2015年“华文教育.华文证书”培训班和“中
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来自美国、加拿大、瑞典及法国等世界各地的
300名华文教师和学生参加了此次活动。

教师培训和夏令营开营典礼于7月23日集中举行，四川省人大彭渝副主
任、国侨办汤翠英副司长、四川大学晏世经副校长、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曹
顺庆院长、四川省外侨办薛斌副主任等领导出席了开营典礼。丹华校长李
佩燕代表与会的100名教师发表了讲话。她说，“华文证书”培训班是国侨
办文化司致力于推动海外华文教育标准化、正规化、专业化发展、关注华
文师资质量问题而举办的培训项目，此次培训也是围绕推动华文教育“转
型升级”这一目标进行的。四川大学华文教师证书班的培训将根据国侨办
制定的“培训、考核、认证”三位一体的思路对我们参训老师进行系统培
训，这是我们海外华文教师提高教学水平，成为专业教师的千载难逢的机
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站在海外华文教坛上底气十足、
游刃有余，我们就必须努力学习，认真听课，全力以赴参加各项知识的考
核，争取以最优秀的成绩获得华文教师资格证书，也为了使我们华文教育
示范学校能够真正做到“转型升级”而努力奋斗。她也鼓励参加夏令营的
营员们努力学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希望他们经过夏令营之后，中文水
平都将会有一个质的提升，待长大成人后，都将成为中外友谊之桥的建设
者。开营典礼结束后，老师和营员们分别投入了紧张的学习和活动中。

由四川大学华教基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承办的“华文教育•
华文教师证书班”培训前后历时18天，老师们先后接受了《华文读写教学
法》《华文听说教学法》《汉字知识》《华文语音知识》《华文词汇知
识》、《语言要素教学法》、《华文语法知识》等等专业课程的培训，海
外华文教师们获取了许多关于华文教育专业基础理论、教学教法的知识，
这些课程均对海外华文教学工作具有指导意义，获得了学员们的认可。培
训期间，成都气温炎热，老师们一边战高温一边认真听课，个别老师还带
病上课，大家都全力以赴，为参加各项知识的考核做准备，力争优秀的成
绩。考试分口试和笔试两部分，在考试之前，丹华老师们再次显示出他们
团结互助、精诚合作的集体主义精神：大家聚集在一起，为说课老师提意
见、出主意，并共同复习迎考，学习气氛热烈。在此次培训中，丹华教师
团以其良好的素质、尊师重道的精神，也给川大及各国华教同仁留下了很

好的印象。
8月5日下午，教师培训圆满结束。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川大基

础教学楼C座阶梯教室为学员们举行了证书班结业典礼。四川省外事侨务
办公室副主任薛斌副主任在致辞中表示，此次培训紧贴海外华文教育实际
设计课程，让老师们学习科学教育方法并引发海外华文教育新思路，希望
老师们把学习成果带回去与同仁们分享，共商华文教学大计，提高办学层
次，努力做中外文化交往的推动者，让中华民族文化薪火相传。川大文学
与新闻学院院长曹顺庆做了总结发言，他说，今年是川大首次承办证书班
培训，这是“黄埔第一期”。今后你们都是川大的学生，川大是你们的母
校，欢迎大家今后常回娘家看看。他还说，君子不可以不弘毅，希望大家
今后联合起来，为中华文化传播携手奋进。日本语音汉语学校王宏伟校长
代表学员们发表了感言：这次培训课程很专业，让我们这些海外华教志愿
者看到了自己与专业教师之间的差距，也促使我们努力成为合格的中文老
师，向外国人传达真正的中国。她还代表学员们特别向辛勤为大家服务的
川大志愿者表示感谢。丹华校长李佩燕也代表学员们向培训承办方赠送了
锦旗。最后，每位学员都获颁一本精美的结业证书。

在老师们紧张学习之际，“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也在火热进行中。
在四川省外侨办的精心安排和体贴照顾下，包括丹华38名学生在内的的夏
令营营员们从学习巴蜀文化开始，编制中国结，练习书法，学习茶道，静
心体会中华文化细微之妙；参观蜀锦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领略巴
蜀千年之文化；参加省外侨办的创新活动“走进中国家庭”，亲历巴蜀风
土人情；看变脸，喝盖碗茶，观巴蜀人文之奇；走峨眉山，拜乐山大佛，
游都江堰，住青城山，看巴蜀大好河山；练青城武功，观映秀地震遗址，
拜武侯祠。短短10天里，他们的足迹已踏过巴蜀古今。短短10天的朝夕相
处，也让这群来自不同国家的华裔青少年结下了深厚友谊。从开始的互不
相识到最后的亲密交流，他们很快便找到了他们的共同点——他们共同拥
有的“华夏之根”。在闭幕式上，孩子们自编的文艺汇演将夏令营推向了
高潮，台上和台下共同欢歌跳舞，为这难忘的夏令营画上一个完美的句
号。

时光如梭，教师培训和夏令营转眼已成美好回忆，丹华的老师和学生
们也陆续回到了荷兰，准备迎接新学期的开始。但暑期的这场经历不仅仅
是美好回忆，它让我们收获了知识，开拓了眼界，同时也让我们收获了布

及世界各地的情谊，在今后极大地促进我们的工作和学习。它，将成为我
们终生拥有的财富。（赵艳 文）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在第十六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中获得了两名一等
奖，三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的傲人成绩。丹华师生受邀参加了于7月18日
在北京举办的第十六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杨立红老师代表获
奖教师在颁奖典礼上做了以下发言：

尊敬的大赛主办方各级领导、亲爱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辅导老师和参赛选
手：

我是来自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的杨立红。今天，我非常荣幸地代表丹
华文化教育中心，以辅导老师的身份来谈一谈参加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的
感受。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六年，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也坚持组织学生参赛十多年了。在座的各位来自海外的辅导老师一定都深有
体会，海外中文学校要组织学生参加作文大赛确实不容易：首先，学校需要
动员学生积极写作投稿；然后，任课教师要精心选拔；最后，学校还需要聘
请个别老师牺牲休息时间统一辅导和修改。总之，每一次参赛，老师们劳心
又劳力，其过程非常繁琐、艰辛。尽管艰难，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还是把参加
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作为一个契机，鼓励学生写作，把自己的亲身感受用
中文真实地抒写下来，这不仅锻炼了学生的写作能力，还为丹华的学生提供
了一个交流、阅读，以及发掘潜力和展示才华的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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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也在大

赛中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在过去的两年，我作为学校的辅导老师，直接参与了学校参加大赛的

组织和最后辅导修改工作。丹华学生参赛的作文都是他们生活和思想的真实
写照，他们的中文水平虽然参差不齐，但是内容都非常丰富。从辅导他们作
文，我了解到他们多彩而快乐的生活和真实的思想。在第十五届大赛参赛作
文里，李想的作文《除夕的欢乐》获得大赛的最高奖励----特等奖，戴蓥皓的
作文《我站上了中文讲台》讲述了他受邀在学校教授中文的有趣经历；连紫
虹的作文《慈善之旅》,讲述了她参加学校的慈善扶贫项目，到罗马尼亚帮助
建立新学校的壮举；还有周乐毅的作文《音乐之美》，用优美的中文向我们
娓娓道来他从音乐中体会到的美妙，以及从音乐的角度看到的生活和世界。
这三篇作文都获得了二等奖。在第十六届大赛参赛作文中，王志业的《母爱
如灯》细腻地描绘出了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想要突破母爱的束缚却又时刻
感受到母爱温暖的真实画面；金健尧的《没有网络和电子的世界》从一个城
市少年的角度，体会没有被现代科技占领的乡村生活。这两篇作文都获得了
一等奖。作为辅导老师，我由衷地为他们感到骄傲！

临来之时，我受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李佩燕校长委托，向世界华人学
生作文大赛主办方的各级领导多年以来对海外华文教育、特别是对丹华的支
持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希望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越办越好！

谢谢大家！

火热的夏天，丹华老师参加的由国务院侨办文化司主办、四川大学
华文教育基地承办的“华文教师证书班”培训也在火热进行中。7月29
日，丹华老师们的紧张学习生活中发生了一个意外惊喜：在丹华老师们下
榻的城市音乐酒店，突然来了一位贵客，他就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副
会长兼秘书长、吉林长春大学金海峰教授。金教授是乘去绵阳讲学之便，
专程绕道成都探望老师们，并给丹华学校送来学习资料。是晚，丹华老师
们集中在酒店大堂，热烈欢迎金教授的到来。

金教授和丹华老师们结缘于今年5月，当时金教授随国侨办“名师巡
讲团”到荷兰培训华文教师并参观了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丹华齐整的师资
力量及管理上的正规有序给金教授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金教授博学风趣的
国学讲座也深深吸引了全体参加培训的丹华老师们。不久，金教授便提出
建议，由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与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共建中荷文化书
院，在丹华学校开设国学课堂，通过互联网推动国学课程走进荷兰，让荷
兰的华裔学生们也能学到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丹华校长李佩燕欣然接受
了金教授的提议，并决定以丹华高级语文班为试点，开设中荷文化书院在
荷兰的第一个国学讲堂。

当金教授听说丹华老师暑假在成都培训的消息之后，马上决定绕道
前来探访，同时也和李校长及相关老师再次商讨丹华国学讲堂教学事宜。
在谈话中，金教授阐述了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向海外推广“国学课

堂”的宗旨、目的和意义。他说，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国
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也成为我们刻不容缓
的任务。我们不仅要在国内复兴和弘扬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也要让海外
的华人华侨子弟也能学习、发现并理解我们传统文化的优良和渊博，从
而让他们修身立德，为自己的祖籍国感到骄傲，成为今后沟通中西文化的
桥梁。在国学课程的教材、教学内容及方法上，金教授也一一予以指导。
他指出，诗书礼乐是孔子发现的最适合培养青少年的教学方法，它是动态
的、活泼的、内容极其广泛的，老师可以根据学习对象的不同而选择教学
内容，具有很大的机动性和自由度。不过在传统文化传授过程中，一定要
注意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脱离当今生活实际。在金教授的指点下，接
受国学课堂授课仼务的赵艳老师顿觉理清了思路，增强了信心。金教授还
鼓励说，在海外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条漫长的路，我们现在在做的是播
种工作，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传统文化也将会在海外华人
中复兴并发扬光大。

短暂的会晤很快结束了，金教授又乘着夜色赶往绵阳，准备第二天
的讲学。望着金教授行色匆匆的背影，我们既感动又感慨，金教授以他的
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绝好的、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统中国文人
的榜样：士不可以不弘毅，仼重而道远。在海外中文文化传播上，丹华人
也定将以此自勉。

丹华师生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华
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

杨立红

丹华国学课堂开讲在即
国学教授金海峰成都赠书

赵  艳

成都教师培训、夏令营圆满结束  丹华师生满载而归

丹华新学年9月5日开学

丹华学生2015年 
HSK考试获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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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牙盛夏的烟花已飘落，参加四川大学教师培训的丹华教师队伍也
已陆续回荷。经过了三周紧张的培训，教师们感觉收获很大，都信心满满
地期待新的学年。丹华新学年将于9月5日开学啦！

在开学之前，让我们以回顾丹华过去的一年作为新学年的开始吧。

2014年9月6日

丹华2014-2015新学年开始了！全体丹华师生辞别了欢乐的暑
期，开始了新学年的新征途。开学第一课，带给丹华学校新的目
标，新的希望。

2014年10月25日

国务院侨办“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
专题片”摄制组拍摄“丹华的一天”，作为中
国“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专题片”。国务
院侨办“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专题片”摄
制组给与丹华很高的评价：1、坚持。2、有方
法。3、有活力。4、感动。丹华井然有序的管
理、活泼高效率的课堂，丹华的老师们用《游
子吟》表达着对祖国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给
摄制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4年11月1日

法国里昂中法家庭联合会小熊猫中文学校一行6人到丹华学校听
课学习，交流了华文教育成功经验，互相学习，活动十分成功。法
国老师们说：

通过这次观摩学习，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提升了素
养，也找出了差距，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2014年11月8日

丹华大家庭80多人欢聚一堂，同贺
秋收，共享“百家宴”。几乎所有丹华
教师的家属和孩子们都出席了晚上的活
动。被老师们誉为“满汉全席”的各式
菜肴琳琅满目，晚会的传统游戏高潮不
断迭起，欢声笑语连连。

2014年12月6日

丹华校长李佩燕赴北京参加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会后书
写了《发展华文教育，振兴华文学校》的报道和体会。

2014年12月13日晚

丹华学校一年一度圣诞晚会在鹿特丹嘉顿餐馆举办，学校领导
邀请了MARNIX学校负责人跟丹华老师们一起欢度了节日。当晚，
丹华校长李佩燕刚从北京开会回来，晚会上她预祝大家圣诞新年快
乐！同时报告了第三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成功召开和主要的会议精
神。MARNIX学校校长Yolande  De  Beer代表MARNIX学校的领导祝各位
老师节日愉快！并衷心祝愿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越办越好！

2015年1月26日

当天一早，丹华十多位老师冒着严寒和小雨从各地赶到鹿特丹港口，
跟几百名华侨华人、留学生一起热情欢迎首次访问荷兰的中国海军第十八
批护航编队军舰。老师们拉起欢迎横幅，挥动五星红旗，热情洋溢而又兴
奋激动。1月30日上午，丹华校长、主任和部分老师又前往为海军舰队送
行，祝贺他们访荷成功。海军军舰到访鹿特丹的这几天是丹华教师们永远
难忘的日子，而鹿特丹港口则成为了中国华人的欢乐激动的场地。

2015年2月21日

2015年的新春迎来了“羊”年，大年初三
周六，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与碧荷基金会又一次
联合举办了庆新春活动，中国传统的发红包、
剪纸、绘彩画、描灯笼、传统小美食......，学
校各班师生欢聚一堂，共庆佳节，师生们通过
各种活动，传递着新春佳节的喜庆气氛。

2015年6月13日

当天是周日，丹华50名考生赴鹿特丹依拉斯姆斯中学参加今年
莱顿孔子学院举办的HSK汉语各级考试。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是全荷兰
中文学校中最早参加在莱顿大学举办的HSK考试的学校。从2005年
开始至今，丹华有超过900名学生参加过HSK各级考试并获得各级证
书。

2015年6月27日

6月20日和6月27日接连两个周六都是丹华学校开放日。由于
丹华《桃李园》、丹华微信平台及时宣传报道，今年丹华学校的招
生工作大有进步。两个周六上课时间里，很多家长和学生都慕“丹
华”之名而来，一方面咨询报名，一方面到适合自己程度的各班听
课，各年级还迎来不少插班生。目前，还来不及报名的学生准备9月
5日再报名入学。

2015年7月19日

丹华师生受邀参加第十六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颁奖典礼。
丹华在这届作文比赛中获得两名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
的傲人成绩。丹华还连续多年获得大赛“组织奖”的荣誉证书。

2015年7月20-8月6日

丹华22位教师及38名学生分别参加了由国务院侨办主办、四川
省外事侨务办公室承办的2015年“华文教育.华文证书”培训班和“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活动。培训活动和夏令营活动让丹华师生收
获了知识，开拓了眼界，同时也让我们收获了布及世界各地的情
谊。暑期活动，将极大地促进我们今后的工作和学习。

2015年7月29日

丹华国学课堂开讲在即，国学教授金海峰成都赠书。中国文化
网络传播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吉林长春大学金海峰教授当天给
在成都培训学习的丹华师生送来了国学的学习资料。丹华9月份开学
后高级语文班将作为试点，开设中荷文化书院在荷兰的第一个国学
讲堂。

2015年3月7日

丹华学校重视训练学生的演讲能力，于3月7日周六放学后举办
了校际的普通话演讲选拔赛，选出了8位同学作为参加五月荷兰中
文教育协会举办的荷兰普通话朗诵演讲比赛暨欧洲邀请赛的参赛选
手。

当天丹华的女老师们收到了一份惊喜：校方为庆祝“三八妇女
节”，专门给每位女老师买了一支漂亮的玫瑰花以示庆贺。

2015年3月29日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迎来建校15周年，《桃李园》教育专栏出版
200期，国务院侨办、中国侨联、人民日版海外版、中国新闻社以
及丹华老朋友李明欢教授特致函祝贺。国侨办希望丹华秉承《桃李
园》专栏宗旨，传播先进教学理念，团结和带领荷兰中文学校积极
传承和弘扬优秀中华文化，为促进荷兰华文教育发展和中荷文化教
育交流多作贡献。祝《桃李园》教育专栏越办越好！

2015年5月5日

《中华字经》作者郭保华教授因肺癌扩散于5月5日晚辞世。噩
耗传来，丹华老师们都深感悲痛。校长李佩燕撰文表达对郭教授的
怀念，她表示：郭保华教授为识字革命奉献了他全部的精力，为海
外华文教学的进步作了不懈的努力！郭教授美名传百世，英灵垂千
秋！

2015年5月16日

5月16日周六上午，国侨办“华文教育.名师巡讲团”由国侨办
文化司谢国桥领队，吉林省侨办张野处长、长春大学人文学院金海
峰教授、延边大学人文学院孙惠欣教授、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
校小学丛琳丽高级教师在荷兰中文教育协会陈华钟主席的陪同下，
前来丹华学校参观并指导华文教学工作。当天瑞典斯德哥尔摩瑞青
中文学校校长和教师代表也参观了学校并听课学习。

2015年6月5日

丹华微信平台开通。本着“促进荷兰华文教育发展和中荷文化
交流”的原则，我们开通了“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微信平台，
这是丹华人与时俱进的表现。

(李佩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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