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华教师积极参加教案比赛

为鼓励广大海外华文教师的教学热情,中
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联合
举办第二屈“华文教育·教案比赛”，此次“
华文教育·教案比赛”活动是由湖南师范大学
承办的。

教案，是教师经过备课，以课时为单位设
计的具体教学方案。教案是上课的重要依据，
通常包括教学对象、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
点、教学方法、教学用具、时间分配、教学过
程和教学后记等。

教案，每位老师都会在备课时准备，不过
真正要参赛，就必须拿出最优秀的教案参赛，
就得用心，花时间，花精力写作。参加第二届
教案比赛的丹华教师有：郑淑萍、赵艳、宋雅
真、李卫、张磊和李佩燕。她们虽然工作很
忙，但是还都抽空在晚上积极准备。赵艳老师

除了国学班、校外汉语班的教学外，还负责 
《桃李园》编辑工作，但一样为完成教案连夜
奋战。李卫老师的孩子还小，她作为低年级教
学班负责人，《中华字经》任课教师，平时工
作已经很忙碌了，不过她克服困难，积极思
考、写作至深夜。当校长与她通电话商议教案
时，电话里传来的不只是李卫老师谈教案的意
见，还有她小女儿啼哭的声音，此时校长心里
只有感动，丹华的老师是多么敬业啊！参加比
赛的这几位老师的教案都是修改了一遍又一
遍，既认真又细致，有的老师晚上书写至凌晨
还没有休息。

在比赛截止日期11月20日前，丹华6位教师
的教案全部完成，由学校集体寄往组委会，组
委会及时回复：感谢丹华学校对教案比赛的持
续关注和大力支持。

客人到访丹华学校

21号周六，厦门航空公司阿姆斯特丹办事
处总经理岳英来到丹华，她一直都有着浓厚的
中华文化情结。她从中文报纸上看到有关丹华
中文学校的报道，特别想登门拜访丹华中文学
校和丹华的老师们。

岳英经理的到来受到李佩燕校长和黄音
主任的热情接待。他们谈了丹华学校的发展过
程，也谈了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以及海外中
文教育的重要意义。岳英经理还到《中华字
经》班和国学班听课，感受丹华的中文教育理
念。课间时段，李校长与参加教案比赛的美女
老师合影也给岳经理留下深刻印象。岳经理用
三个感动来总结她对丹华的印象：一是感动于
李校长最初的心愿竟然结出了今天令人称赞的
累累硕果；二是感动丹华在海外办中文学校虽
然遇到种种困难，但丹华团队齐心协力、无私
奉献、心愿坚定地传播中华文化；三是感动并

赞叹丹华人一心做好中文学校，致力于中华文
化的普及，利益社会，公益的初心始终不变。
岳经理希望丹华目前遇到的种种困难可以得到
社会各界更多的爱心支持，让中华文化在海外
发扬光大。

下午，荷兰东道公司总经理李春在原丹
华老师李冰映引领下，也来到丹华学校商议荷
兰青少年足球教育事宜。荷兰橙色先锋国际足
球学校，是由荷兰东道公司创立的，专为海外
华人子弟创办的足球学校，全部课程由资深荷
兰教练授课，教练们全部拥有荷兰皇家足协颁
发的职业级及青训ABC级证书。学校的宗旨首
先是为了让华人子女在荷兰这个足球王国更好
地融入社会，其次也是帮助中国足球的振兴出
力。宾主谈到：中国十三亿人口出不了11个
人，而仅一千六百万人的小国荷兰却是足球的
无冕之王。中国缺乏的是足球氛围以及由于体
制、教育制度、计划生育等政策所造成的后天
不足。大家感受到生活在荷兰的华人孩子们是
幸福的，希望他们能以生长在荷兰的地利优
势，学习足球并与祖国分享他们的经验。

在商谈中，宾客与主人都希望荷兰橙色
先锋国际足球学校能出现华人足球明星，形成
中国国家队的海外梯队，也希望再过十几年荷
兰橙色先锋国际足球学校能帮助中国冲进世界
杯！荷兰橙色先锋国际足球学校课程分普及班
和精英班。普及班专为没有足球基础的孩子开
设，而精英班则是为己参加过各荷兰业余俱乐
部的华人球员而设，配之以俱乐部所设有的个
人技巧训练。宾主都希望橙色先锋足球学校与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形成合作伙伴，让喜欢足球
的孩子们有着美好的未来。

橙色先锋国际足球学校学费：初学班毎月
100元，精英班每月60元，初学班三个月后每

月60元，有困难者而又有天斌者可申请免费，
由东道公司赞助。训练时间每周日下午2时，精
英班每周将加开个人班一次。地点：Sportring 
2, 2616LK Delft (上海酒店后面）联系电话：070 
311 5080 (reception)  070 311 5088 (direct)

11月14日傍晚，鹿特丹Katendrecht社区活
动中心里彩带飞舞，笑语满堂，原来一年一度
的丹华美食节— —2015年“秋之聚餐”活动正
在举行。尽管此时窗外秋风萧瑟，细雨绵绵，
可聚会大堂里却是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当晚
参加聚餐人数达80多人，丹华人自豪地庆祝着
自己的节日。

由于2013年丹华农家乐活动和2014年丹
华百家宴活动的成功，让丹华人对今年的美食
节一直翘首以待，节日未到，大家纷纷互相询
问着参加活动的菜式。而在丹华的手机微信群
里，对这次聚会的讨论也早已是热火朝天了。
大家常常在热烈的讨论着前两次活动的经验与
不足，同时也纷纷献计献策，群策群力，决心
把这次活动办得更好。在校长李佩燕和黄音主
任的关心和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切筹备活动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等着，盼着，丹华人的节日终于来到了。
晚上6时左右，老师们带着家属陆陆续续来

到活动中心。当我们走进活动中心大门，一种
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跃然眼前：代表荷兰国旗
的红白蓝三色大彩带横挂在大堂中央让这场聚
会充满了异国风情；大堂里老师们有的在忙碌
地布置着场地，有的正在装饰着自己带来的菜
式以保证它的色香味；厨房里传来一阵陈忙碌
的声音，原来老师们和校长李佩燕正在准备热
气腾腾的菜式，李校长的芹菜馄饨，取材于她
自家的菜园。在联合国卫生组织宣布健康食物
品之后，它绝对称得上绿色生态蔬菜。每次聚
会李老师的生态馄饨是最受欢迎的菜式之一，
正所谓“馄饨一出，谁与争锋！”。

不一会儿，所有宾客全部到齐。大堂的两
张大桌子上摆满琳琅满目、五花八门的菜式：

烧烤类：烤鸡翅，烤鸭，炸鸡翅，炸薯
条，炸鱼....

点心和小吃类：芹菜馄饨，卤味拼盘，卤
鸭膀，咸牛肉鸡，豆腐衣包荠菜肉米，饺子，
南瓜饼，馅饼，椰子布丁，枸杞果冻，寿司，

八宝饭，糯米糍，凉粉.....
热菜类：糖醋排骨，茄子煲，梅菜扣肉，

马来西亚古茶焖肉，贵州辣子鸡，红烧肉，鱼
香茄子，梅菜烧肉，干豆角烧肉，越南鱼露猪
肉.....

美食面前，丹华教师队伍的手机控，拍照
控，图片控们自然不会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大
堂里都是“咔咔咔”的拍照声。微信群里，朋
友圈中，大家都在向全世界进行着各式各样的
现场直播。在校长李佩燕的提议下，所有宾客
围桌排好，留下了珍贵的聚会集体照。

聚餐开始了，果然识“食物”者为俊杰
啊，大家“奋不顾身”，一盘又一盘，充分发
扬了“吃的更多，吃的更饱，吃的更好”的吃
货匹克精神。这一刻似乎每个人都成为了一个
敢于挑战隆起的小腹，敢于面对胖起来危险的
真正吃货。能吃是福，多多益善啊！ 

8时左右，大家都已经吃饱喝足了，本次
活动的娱乐环节也开始了。首先抽出了4位特等
奖，奖品是每人一张价值25欧的中国超市购物
卷。接下来就是小朋友们和老师们最喜欢的游
戏互动环节。学校的两位秘书精心的设计了许
多老少咸宜的游戏：抢椅子；心有灵犀；一反
常态。主持人们配合默契，选手们互不相让，
围观者们摇旗呐喊。欢笑声，尖叫声和助威声
把整个活动推向了高潮。

微信群里，大家一点也没闲着：各种刷
屏，各种秀图，各种点赞纷纷呈现：“杨立红
老师的馅饼现做现卖，非常鲜美”；“要夸的
人和菜太多了，大家都很棒，丹华的秋之聚餐
真是越办越好”；“美食尽兴，欢乐多多！肚
溜滚圆，礼品满载”；“很多丰富的菜式现在
才看到哦”；“太丰盛了，可以说今晚是荷兰
最丰盛的中餐”；“今天晚上几位主持人超级
棒的！特别有奉献精神和耐心！真心为她们点
赞！”......

聚餐的热烈气氛也激发起了几位老师赋诗
的雅兴：

“如梦令•秋宴”
李卫

昨夜风啸雨冽,
催开丹华盛宴,
蹬靴挽罗裙,
滑入酒香深处。
沉睡, 沉睡,
未饮眉梢先醉。
欢声笑语暖阁,
满台珍馐美味,
纤手玉臂扬,
落入盘中无数。
欢醒, 欢醒,
酒浓未觉寒凛!

“秋宴小吟”
宋雅真

赶赴宴风雨无阻，来聚餐灯火笑迎；
瞧窗外风雨交加，看室内热火朝天。
品美味举杯换盏，做游戏谈笑风生；
惜时光飞逝翩翩，忆今朝情趣连连。

“欢乐宴”
邓成

难忘乡情的味道
记不清故乡在远方
初冬的季节
聚在一起
品尝家乡的佳肴
......

活动结束后，许多老师齐心协力清洁活动
场地。恢复原样，打扫得干干净净，厨房里个
别老师一直在勤快洗涮锅盘碗筷。当宾客们陆
陆续续地离开，原本热闹非凡的活动中心也渐
渐的安静下来。一个多么热闹的夜晚，一段多
么难忘的时光，一种多么真诚的友谊，一个多
么和睦的家庭，这就是丹华。

丹华美食节活动刚刚结束，然而手机微
信群里的视频报道，互相赞美的微信才刚刚开
始……

丹华美食节
— —记2015年丹华学校教师“秋之聚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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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华简讯

丹华6位参加教案比赛的老师

大家相互帮助和支持

谈论华文教育

岳英总经理和丹华负责人

宾主合影

商谈足球教育

商谈合作项目到国学班听课留念

在11月7日到21日这四个星期里，丹华学校在包括
国学班、初三、初二、初一、六年级在内的6个高年级
课堂开了4次写字课，这也是学校计划内的、专门为国
学班学生安排的国学教育内容和国学文化活动之一。

丹华国学班是由中国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与丹华文
化教育中心联合举办的荷兰第一个国学课堂，国学课堂
采用的是文化网络传播研究会秘书长、吉林长春大学金
海峰教授国学团队在长期国学传播过程中研发出的“诗
书礼乐”、“四菜一汤”的国学教学体系,让学生们深
入浅出地学习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其中的“
书”除了指“经典书籍”和“习作”外，还有“书法”
之意。从国学班开设之初，学校就很重视国学班的书法
课安排问题，最后决定专门从校外聘请精于书法的顾正
老师来给国学班学生上课，同时也给丹华初中部和小学
高年级学生轮流开课。鉴于这是丹华学生首次正式接触
书法，初步学习汉字书写规律，校方认为“书法课”过

于“高大上”，因此命名为“写字课”。这不仅是丹华
国学班首次的书法入门课，也是丹华自建校以来第一次
举办的较大规模的正式的写字课。

写字课采用的教材是由金海峰教授发明编写并亲自
赠送给丹华国学班的《金蛋格规范书写手册》。所谓“
金蛋格”，就是指在传统田字格内嵌入横竖两个按照黄
金分割比设计成的虚线椭圆，因为椭圆状如蛋形，故名
之为“金蛋格”。金蛋格的主要作用是解决汉字笔画和
结构训练当中的两大难题，为书写定位。在四周的写字
课上，学生们使用金蛋格练习册，首先学习了怎样书
写“横、竖、点、撇”等基本笔画的书写要点，如“横
略斜“、“竖露锋”等，同时也学习了汉字部件组合规
律，如“上紧下松”、“左缩右放”等等。课堂上，学
生们认真地跟着老师描摹着、练习着，一笔一划、一板
一眼。“金蛋格”简单易行，国学班上有几位学生悟性
颇高，很快就把字写得有模有样，获得了老师的赞赏。

在练习过程中，老师还纠正了学生们的握笔和坐姿，强
调“人正字正”这一自古不易的练字规则。海外学生大
多从小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写字时形态各异，突然
让他们纠正，还真不习惯，写字课至少让他们已经认识
了自己的不良写字习惯。书法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是审
美与实用的结合体，练字其实也是一个练人的过程。对
国学班来说，四周的写字课只是一个开端，今后国学班
谨遵“诗书礼乐”的国学教学体系，还会把写字、练字
继续下去。

对汉字，余光中先生曾用诗一般的语言如此描
绘：“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只要仓颉的灵感不
老，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那磁石一般的向心力，当
必然长存。”希望丹华国学班及高年级学生在初探汉字
书写之美后，能跨进中国书法天地，发现中国书法长存
的魅力。

一字一天地
— —丹华高年级学生初探汉字书写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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