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拜访台湾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

5月5日下午，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李佩燕校
长和徐苏老师在度假期间专程拜访了台湾世界华
语文教育学会。2008年丹华20多位教师一行曾在
学会董鹏程秘书长亲自安排下，不仅参观了台湾
大、中、小学校，并且在学会协助下，组织了环
岛旅行，丹华老师们都称台湾行终身受益。

当天，秘书长董鹏程先生对丹华李校长的再
次到访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除了向校长和徐老
师介绍了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近期成功举办的上
海春令营，还特别提到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与中
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就数位科技方面的合作，
并热情地将中国文化大学的廖田田教授介绍给李
校长，希望今后加强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与世界华
语文教育学会以及中国文化大学之间的多方位合
作交流。

随后，李校长和廖教授互相介绍了各自学校
的情况。李校长对中国文化大学的数位科技表示
了浓厚的兴趣，廖教授随即邀请李校长有机会参
观中国文化大学的移动数位校园。双方表示要保
持联系，互通信息，加强交流。

临别，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向李校长赠送了
学会最近出版的《两岸常用词典》。最后，李校
长祝愿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并祝福董秘书长身体康健！

（二）参观厦门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和华文教育

研究院

5月9日，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校长李佩燕和徐苏
老师参观了华侨大学华文学院和华文教育研究院。

当日上午，李校长首先和陈旋波院长以及李
善邦副院长进行了座谈，随后分别听了刘美艳老
师和李善邦副院长的授课。刘美艳老师的授课对
象是印尼政府官员，零基础，学习汉语近一年。
李善邦副院长的授课内容则是商务汉语，对象是
外籍研究生。课后，李校长高度赞赏了刘老师和
李副院长的授课热情，认为他们讲课生动活泼有
感染力，深入浅出有启发性，学生互动多，课堂
气氛活跃，并衷心希望丹华老师们也能保持这份
教学热情！

下午李校长和徐老师在胡建刚副院长的带
领下参观了华侨大学新校区，随后和胡培安副院
长，胡建刚副院长以及华文教育研究院的其他老
师们就海外华文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接
受了研究院老师们的专访！

晚上，华侨大学贾益民校长接见了李校长，
感谢丹华在华文教育研究院普查工作过程中给予
的帮助，希望双方今后继续加强合作与交流！

五月假期刚一结束，丹华就迎来了一位神
秘嘉宾：大连市久杰易经研究会会长王久杰。此
次王久杰会长是应鹿特丹原区议员王盟中邀请来
荷，特意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考察并讲学。

正值学校上课之时，李佩燕校长带领王久杰
会长到幼儿班、《中华字经》班、初中各班和国
学班参观听课。当看到在远离祖籍国千万里外的
荷兰，有这样一群不计报酬而致力于弘扬中华传
统文化的教师和五百多名热爱中文、努力学习中
文的学生时，王会长深受感动，当即表示愿意每
年赞助丹华中文学校一千欧元用于奖励学校的20
名优秀学生。李佩燕校长欣然同意，双方随即草
拟了合作协议，明确了奖励学生的具体条件。

放学后，王久杰会长为丹华教师、学生及
部分家长做了有关《易经》和风水学的讲座。讲
座深入浅出，通俗实用，听众踊跃提问，兴致盎
然。利用讲座的间歇，王久杰会长与李佩燕校
长一起正式签署了双方合作协议。王久杰会长表
示：大连久杰易经研究会是一个致力于传播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社会组织，这与丹华文化教育中
心的教学宗旨一脉相承，他祝愿丹华中文学校借
中国快速发展之天时欣欣向荣，蓬勃发展。李佩
燕校长代表学校向大连久杰易经研究会赠送了锦
旗，并衷心感谢研究会对丹华传播中华文化的支
持，欢迎王会长经常来校讲学。

我从2012年金秋开
始接任《中华字经》班
教学之日起，转眼已经
四年了。这四年，我前
后带过两个班，每一个
班都是由入学时的懵懂
之童带到两年后成为热
爱中文并与同学相互友
爱的快乐集体。作为任

课教师，我欣慰地看到通过自己的努力，孩子们
不仅识字量大大提高，并且能够以中文为媒介获
取大量的中文知识。孩子们的成长以及我们之间
建立的默契和感情常常使我感动。

《中华字经》是丹华中文学校为适应海外中
文教学而特别选用的教材。《中华字经》不仅识
字量大，而且内容涉及广泛，从天文到地理，从
人伦到政治，从历史到科技，汉字与知识相辅相
成，密切联系。我一直在揣摩如何运用合理的教
学模式，找出更适合孩子们学习的教学方法，以
实现快速识字的目的。通过这几年的教学实践，
我发现《中华字经》的教学不能仅限于固定的教
学模式，还应该结合其他教材、生活实践和儿童
的心理认知特点以及教材的语言特点而灵活施
教。我小结了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师生以及同学之间的默契关系

一：开学之初养成良好的课堂习惯
《中华字经》班新入学的孩子一般年龄在

4—8岁之间，这个阶段的儿童心理特点有两个极
端，第一种是特别安静，不愿和人说话；第二种
是不守规矩，调皮捣蛋。首先，老师如果想要好
好上课，就得让孩子们先好好地听课。因此，从

开学之初我就设计了教学口令：老师说：“老师
上课。”孩子们回答：“我坐好。”这样通过对
答的方式使孩子们自然地进入上课状态，而不是
不停地向孩子们发出“我要开始上课了！”这样
的指令。这个阶段的儿童常常会有逆反心理，老
师越是用命令的口吻和孩子们说话，他们越是不
能很好地进入课堂状态。而通过对答的方式自
然地引领孩子以实现课堂要求，这样的方式在实
践中非常有效。因此，在上课过程中我也设立了
类似的教学指令和孩子们形成各种互动模式，例
如：“小小手——放放好，小眼睛——看前面，
小嘴巴——不说话，小耳朵——听老师讲话！”
等等。孩子们通过回应老师的问题，自然地调整
进入学习状态。

二：老师成为孩子的朋友
“教育爱”分为爱心和童心。老师的角色

不仅仅是“我是老师”，同时要和孩子建立“朋
友”的关系。老师要时刻明白：教授孩子们知识
并不仅是单向的，你也可以从孩子们那里获得力
量。在《中华字经》的教学中，为了让孩子们能
将目光集中到多媒体智能板上，我会问“谁来
帮我？”孩子们一听，马上个个回答“我来帮
你！”因为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够帮助老师是件
快乐而光荣的事。然后，我就让孩子们高高举起
手，帮老师指着多媒体智能板上的汉字，跟着老
师读。在《中华字经》的识字教学中，我还会利
用各种小动物的声音，肢体形态和孩子们进行互
动，让孩子们感受到老师可以和他们一起玩一起
学。从一开始，我就和孩子们约定，上课的时候
只能与老师和小朋友们说中文。有一次，有个
小朋友表现得好，我就说：“老师奖励你一个
sticker。”没想到张凯小朋友马上站起来说：“老
师，你不可以说sticker，你要说贴纸，你说过，要
讲中文！”我顿时欣喜万分，原来孩子们已经懂
得自律并监督老师了。

三：让孩子们相互成为朋友
最初来到我们丹华《中华字经》班的孩子，

他们之间都互相不认识。那如何让他们在中文
学校能够交到朋友，能够让这短短的几个小时
快乐的度过呢？首先，我每次在上课前都会问
大家：“大家互相看看还有哪个小朋友没有来
啊？”能回答出老师谁没来的小朋友，我就会表
扬他：“你真棒！你已经记住了我们班的***小

朋友，他一定能成为你的好朋友的！”等这位小
朋友来的时候，我会让这个孩子去和回答出来的
那个孩子握个手，成为好朋友。慢慢的孩子们就
明白，认识班里更多的小朋友就可以得到老师的
表扬，同时也交到了好朋友。另外，在《中华字
经》的教学中，我会让孩子们采用互帮互助的交
流方式。我班的汪俊仪是从别的班级转过来的，
这个孩子的知识面很广，但是也是一个自尊心很
强的孩子。在一次“认字卡，读一读”的练习
中，张恺小朋友拿着“枫棵紫檀”的字卡不会
读，这时我就请汪俊仪小朋友帮助他，让他用自
己的方式帮助他读出第一个字。汪俊仪向张凯做
了这样的解释：“这个字和树有关，所以它是‘
木’字旁，右边是一个‘风’字，读音一样。”
张恺一听，马上读出“枫棵紫檀”。那天放学回
家后，张凯就告诉妈妈，他交了一个新的朋友叫
汪俊仪。孩子们在互相帮助的同时，不仅很好地
分析的汉字结构，加深了记忆，还懂得如何用自
己的魅力交到新的朋友。

将教材与生活实践相结合

一：《中华字经》结合《中文》，扩展课外
阅读

《中华字经》的教学并不是独立存在的。
在《中华字经》教学初期，有不少的家长有这样
的疑问，通过《字经》快速认识的汉字，孩子们
将如何在平时阅读中得到运用呢？《中华字经》
的教学理念就是“快速识字，提前阅读”，识字
是阅读的基础。对《中华字经》和《中文》课本
的教材分析和教学实践中，我发现两者之间的教
学是存在互相迁移整合的关系。在教完《中华字
经》的“名人”一课后，紧接着我教的就是《中
文》第三册第2课“去书店”，当孩子们读到里面
的一句“我拿了一本安徒生童话故事看了起来”
。立刻有很多孩子举手说：“老师我们在《中华
字经》里学了‘格林童话’，‘童话’两个字
我已经认识了。”在教《中文》第9课“蔡伦造
纸”时，在老师范读了一遍课文后，孩子们马上
可以简单的复述出文章的内容，并说出造纸术是
蔡伦发明的，印刷术是毕升发明的。因为“蔡伦
毕升”四个字在《中华字经》的“文化”一课已
经学过，而且当时我已经通过多媒体图片简单的
给孩子们讲述了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过程。另
外，在教完《中华字经》的“山水”一课后，让
孩子们分析了字形结构，孩子们发现很多的字都

有山字旁和三点水的，借此，正好的春天这个美
好的季节，利用“山”和“水”，让孩子们学习
了儿歌“山青青”，巧妙地将《中华字经》里的
内容通过课外儿歌阅读的方式来感受和加深。

二：《中华字经》运用于生活实践
《中华字经》包含的汉字很多，知识领域

很广，因而从对汉字的“认识”，“会话”，“
阅读”到“运用”，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
既然《中华字经》的内容涉及的知识领域如此之
广，也就意味着它的应用无处不在。经过两年的
学习，孩子们已经学会了对爸爸妈妈说“夫妻相
敬”，对爷爷奶奶说“寿如松柏”。他们知道
去法国要游“凡尔赛宫”，去美国要看“自由女
神”，去中国要爬“长城伟墙”。他们更加知道
做人要“纯朴宽厚”，懂得了“遇事谦谅”，学
会了“尊朋礼友”。

我希望我现在任教的这班孩子，当他们两年
后升到四年级，在课间的时候也能够像现在正在
四年级学习的董子宁一样跑下来告诉我：“胡老
师，我考试考了100分”；或者像张俊伟一样告诉
我 ： “ 胡 老
师，我要参加
讲故事比赛”
；或者像邱韵
衡一样，在中
秋节为我送上
一首她亲手写
的卡片：“海
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

今年十一月中旬，荷兰第一届青少儿钢琴家竞赛在首都阿
姆斯特丹的五个火车站拉开了序幕。这项别开生面的大赛是伴随
今年青少儿钢琴家音乐节的一项新的活动：钢琴爱好者们可以自
选其中之一的场地，并且可以弹奏自选曲目，然后由在场的职业
钢琴家评委评定是否进入星期六的半决赛，22号在阿姆斯特丹的
音乐大厅举行最后的决赛。青少儿钢琴家基金会组织这项活动的
目的是让许多虽不知名但却同样热爱音乐的年轻的钢琴家们自由
地、无拘无束地向大众展现他们的演奏风采，让钢琴成为普天同
庆的“乐器”。为了长久之计，他们还与这五个火车站签署了30
年放置钢琴的协议。

妈妈得知这个从天而降的喜讯，就鼓励我和妹妹都去参加，怀着去磨练磨练的心情，
我们姐妹俩都跃跃欲试。11月14号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参加了Amsterdam火车站的钢琴弹奏选
拔赛。经过紧张而又激烈的淘汰赛后，我和妹妹以及其他11位选手进入了21号下午的半决
赛。为了能在半决赛中脱颖而出，我把我弹得比较拿手的门德儿松的曲子作为参赛曲目。由
于最近一段时间没有弹练这首曲子，我的感觉有些生疏，连续练了好几天后，我才找回了当
初的感觉。我同时还准备了一首斯卡拉蒂的曲子。为了把这首曲子练得熟熟的，我每天自觉
地坐在钢琴前不停地练琴两个小时，每次练琴时我都努力地回想着钢琴课上老师对我的嘱
咐：两手交叉弹时，要快要准，弹奏出斯卡拉蒂奏鸣曲的作曲风格和重点。

在21号的半决赛中我顺利地弹完了整首曲子，观众们都为我的演奏而喝彩。当天晚
上，妈妈收到比赛主办方的短信说妹妹进入了决赛。接着妹妹在第二天的决赛中赢得了冠
军，我心里真替妹妹高兴，但同时又为自己没有进入决赛感到失落。评委在颁奖时提到了我
的演奏也很有实力，只是可惜两姐妹不可以同时进入决赛。就这样我遗憾地与奖杯擦肩而
过。

我从5岁起就开始学钢琴，它给我的生活增添了愉悦的情趣。尽管在学习钢琴的过程
中，我有喜有忧，碰到过很多困难，但都被我一一克服了。弹奏钢琴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虽然这次我未能如愿捧到奖杯，但比赛的过程带给我的收获是非常宝贵的。

我的名字叫威妮，今年十四岁，从四岁开始
我就在丹华中文学校学习中文。今年九月，我也开
始在丹华的国学班学习。我觉得这个班的课特别有
意义，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比如《大学》和《三字
经》。国学班每一课都有新的内容，让我们从很多
古老的故事中学到了做人的道理。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故事是“孟母三迁”。《
三字经》中说：“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
杼。”说的是孟子小时候非常调皮，他的妈妈为了
让他学习好的习惯、受好的教育花了很多心血，一

共搬了三次家，直到搬到了学校附近，孟子才开始喜欢读书，变得守秩序、懂
礼貌。

我想也许所有的中国妈妈们都从这个古老的故事里汲取了教育孩子的道
理，从而养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重视教育、严格教育孩子的传统。我的妈妈就是
一个例子。像孟子的妈妈一样，我的妈妈常常要我们做人不要偷懒，教我不要
浪费时间，要努力学习和做一个成功的人。她也给了我最好的成长环境，送我
去最好的中文学校学习。每个周六，不管自己累不累，总是把我从海牙送到鹿
特丹去学习中文。

记得小时候我也跟孟子一样不认真学习，我的妈妈就告诉我：“如果你
继续这样下去，不好好学习，很多梦想只能是希望，你不能做你自己生活的主
人。可是如果你努力学习，如果你有一个目的的话，你就会做你想做的、要你
想要的生活。这世间没有人能为你安排生活，你也可以天天玩，也可以不好好
学习，可是你这么下去，会怎么样呢？……”现在，我特别骄傲我是我妈妈的
孩子，如果没有她告诉我这些重要的话，我就不会努力，我就不是现在的我。
我想我之所以能在荷兰学校表现不错，成绩优秀，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中国的
妈妈，并且她接受过很多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她就是我的“孟母”。

我对红牛萨尔茨堡足球队球衣梦寐以求已有好几年了。每次在妈妈面前一提起球衣，她
就一脸的鄙视，还甩下一句：“幼稚，追球星追到买球衣！”代沟，代沟真可怕啊！对儿子的
爱好全然不理解。我16岁了，已到荷兰政府允许打小时工的年龄了。我决定自己赚钱买衣服。
机会终于来了，我从同学口中得知有一家西餐馆要招周末学生工，我欣然去应聘。妈妈嘲笑
我：“这活你干不了一天就会被炒鱿鱼的。”

工作第一天我就傻眼了，我跟老板娘的妈妈耶莉娜负责吧台工作，同时还要做好迎宾工
作。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除了给自己洗下袜子内衣之外，什么活也没干过。耶莉娜就让我从洗杯
子开始。这些大肚细腰的高脚杯好像跟我有仇似的，不一会儿杯子就被我摔坏了好几个。擦杯
子的活更折磨人，我实在不知道左手该握哪里合适，擦好的每个杯子都留有我的指印，最后耶
莉娜告诉我要拿住杯底，才不会留指印，谁知当我尝试着用这种方式擦拭时，由于用力过猛，

杯子又活生生的被我“五马分尸”了好几个。搞得耶莉娜一脸乌云密布。谁知噩梦才刚刚开始，用餐的高峰期一到，面
对从门口涌进来的这些像饿了好几天没吃饭似的客人时，我得放下手里的活去迎宾，等安排好客人的座位时，吧台那的
杯子已堆得像小山似的了。我真有点后悔接了这份工作。面对着这一拨拨的客人，我真的巴不得客人跑到隔壁的日本餐
餐厅去用餐。

这时，杯子还没洗完，耶莉娜忙不过来，让我帮忙倒酒水了。这倒酒水看似简单，但不同种类的红酒倒不同的酒杯
也有讲究，对此我真的一窍不通。于是她就让我打啤酒，谁知我这菜鸟打的啤酒总是泡沫多于酒水。耶莉娜急得像热锅
上的蚂蚁，恶狠狠的盯着我看。对她的坏脾气我早有耳闻，可能是我第一天工作的缘故，没有对我使用河东狮吼功。酒
水活最难的是冲咖啡和沏茶。这咖啡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冒着蒸汽的魔鬼，我从小怕烫。我看着它吱吱地冒热气心里就
发怵。面对这咖啡机上那一排排的按钮就犯晕。好几次客人点咖啡时我就找借口上厕所。我好不容易熬到夜里12点半下
班。我巴不得老板今天炒我鱿鱼。谁知老板居然通知我让我下周末继续工作。

我到家后打起了退堂鼓。虽然第一天就赚了24欧元，可这活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累太难了。白天8小时上学，晚上还
要陀螺似的转6个多小时。虽说一周才两个晚上，但6小时只站不坐我的髋部痛得都蹲不下来，回家连洗澡的力气都没
了。可是我转念一想，要是现在辞工，除了球衣没着落，还会应了妈妈的那句笑话。咬咬牙再干几周吧。谁知随着一周
周过去，我这菜鸟越来越上手，我逐渐学会了打啤酒、打冰激凌、倒酒水等活。不知不觉三个月过去了，到了考试周，
我结束了这份难忘的工作。我赚到了几百欧元，买到了我心爱的球衣。

这份工作让我赚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桶金”，我实现了我的球衣梦，但我的收获远远不止于此……

五月假有意义的华教日
徐 苏

合作协议签订
杨立红

《中华字经》班教学心得
丹华教师：胡碎娟

作为在海外的中国人，孩子的中文教育永远都是一个难题，而中文的听说读写，
特别是读和写仿佛是一个无法解决的困扰。我儿子今年5岁，在中文学校已经上了半
年时间的课。我们的本意是希望孩子从小能多接触中文，多培养他的语感和表达能
力，而对中文的识字和写作并没有报太大的期望。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儿子看见我
在看中文的报纸，小脑袋也凑过来，没曾想居然一口就把报纸的名字“华侨新天地”
念出来了，这真算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看着儿子得意洋洋的表情，我又找了另外一篇
学龄前的文章给他看，居然一小半的字也认识。稍微解释一下，更可以自己把整个故
事复述出来。真觉得是不可思议。迫不及待地等上学的时候问老师，知道原来儿子学
的是一本叫《中华字经》的课本。作为家长，看到孩子有这样出乎意料的表现真的实
属难得，不过更难能可贵的收获是：孩子不仅仅能够识字认字，还可以从小培养他的
阅读习惯，从而也促进和提高学习中文的兴趣。我还有一个女儿，今年13岁。为了中 
文的学习还特意绞尽脑汁地送她回国学了一年中文。现在虽说认字没有问题，不过并
没有养成一个良好的阅读习惯，写作更是力不从心。究其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上还是
由于之前没有一个好的方法来记忆和掌握汉字，因而从小有一个学习的畏难情绪。不
过俗话说得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中华字经》这本课本，配合好的学习
方法，我相信孩子的中文学习能事半功倍，也能更快乐的学习中文。

我儿子是一个混血宝宝，在正式来中文学校之前，我带着儿子来听了胡老师的一
节课，我儿子马上被胡老师生动活泼的上课形式所吸引了。乘着儿子的这份热情，我
马上报名让他九月份正式来上课。但是我担心的是，儿子才4岁，将如何能听、读、
并背诵《中华字经》呢？而且那时候他还不会握笔，更不要说写字了。通过与胡老师
交流，我慢慢有了信心，明白了要首先给孩子创造一个语言环境。从那以后，我自己
坚持只和儿子讲中文。没过多久，儿子不再用荷兰文回答我的问题，孩子似乎突然明
白去了中文学校的学习意义，也很愿意去中文学校上学。另外我每天接送孩子的时候
都会在车里播放《中华字经》的CD录音，给儿子创造一个随时随地听中文的环境。慢
慢的，儿子一听到这个声音就会不由自主的跟着读了起来，开始从听到读，最后甚至
会背了，这让我很欣慰。两年的中文学习过去了，儿子不仅从中文的听、说和读上有
很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已经会写不少汉字了，每天中文学校放学回家，我听到最高兴
的一句话是：“妈妈，我要写字！”

丹华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作文选登
一场别开生面的钢琴竞赛

刘亦菲 10岁

我的“孟母”
威妮 14岁

菜鸟打工记
虞养正 16岁

《中华字经》的识字为阅读
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李源的爸爸李宽

创造良好的中文学习语境
张凯的妈妈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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