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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机会在“天灯”的故乡台北县平溪乡独自放一
次“天灯”，是我人生一大惊喜。这个难得的机会缘于本
人接受了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董鹏程秘书长的邀请，于1月
12日至1月17日赴台湾参加了第四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生
论坛。

重要的学术交流平台
 
“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生论坛”缘起于2007年6月世

界华语文教育学会在台北举办“跨疆越域的追寻：世界
华文文学与华语文教育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由大
陆、台湾、新加坡的教授、学者倡议举办“世界华语文教
学研究生论坛”，希望籍此建立一个以华语文教育学系博
士、硕士为主体的学术研讨及交流平台，倡议得到众多华
语文教育界的热烈支持。第一届论坛（简称）于2008年1月
由暨南大学主办，紧接着第二届论坛于2008年10月由高雄
师范大学主办，第三届论坛于2009年11月由上海师范大学
主办，本届论坛由台湾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与世界华
语文教育学会共同主办。

第四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生论坛有来自大陆、台
湾、香港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荷兰等地的32所大
学华语系、所的160多位博、硕士研究生，还有各地大学校
长、专家学者共213位。大家齐聚一堂，展开了华语文教学
理论与实践的交流与探讨。

论坛开幕式由中原大学校长程万里主持，北京语言
大学校长崔希亮、北京华文学院院长周峰、台湾海华文教
基金会董事长孙国华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笔者被邀请代
表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也在开幕式上讲话，本人用了“
感谢”、“介绍”、“探讨”和“欢迎”四个词讲了四段
话，自己命名为“5分钟讲话”（见文稿之后），因为与会
者对汉字教学颇为关注，笔者又被邀请在闭幕式上，简介
了丹华学校在“加快识字，提前阅读”新理念指导下如何
教学《中华字经》和《等级汉字》。另外，贾益民等多位
教授在开幕式和闭幕式上都作了专题演讲，受到与会者的
欢迎和称赞。

论坛会议期间分为6个小组，每一个小组都由博士、
硕士研究生宣读论文，专家、教授分别讲评论文。论坛评
选出的15篇优秀论文内容大致为：汉字教学引导，致使动
词对应律初探，道歉语言研究，差比句教学运用，汉语声
调习得研究等等。台湾范开泰教授在总结时提到，这次论

坛的新气象、新特点是：不仅参加人数是最多的一届，参
加评选论文也是最多的一届；华语文教学研究的队伍更加
成熟了，新生代朝气蓬勃，锐意进取，在学科各个领域的
探讨中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

会议期间，笔者见到了北京华文学院的李嘉郁教授、
张树权处长和康晓娟处长，新朋老友聚会，甚为欣喜。当
笔者看到来自海峡两岸的学者们侃侃而谈，亲密无间时，
我深为两岸学术交流的紧密程度感到欢欣鼓舞。现在全世
界的华文学习方兴未艾，而来自全球各地，作为未来华文
教学师资主要储备人才的博士、硕士生们能坐在一起切磋
探讨，进行多层次的互动合作，我想，这个重要的学术交
流平台将会推动世界华语文教学在理论与实践上走向更加
深入的探究，从而促进世界华语文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

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

画家陈丹青曾描述过台湾人的温良恭俭让，2009年丹
华教师访问团在台湾一行中已经略有感受，这次会议期间
我又接触了不少台湾人，我还是觉得“温和”、“善良”
、“恭敬”和“谦让”是解读他们的最好词语。

董鹏程先生是世界华语文教育学会的秘书长，他儒
雅睿智、和善可亲，虽然满头银发，已至耄耋之年，但还
一直劳碌在华语文教育研究的前线。他和同事们创办的《
华语文教学研究》实现了他推动华语文教学的心愿，而《
华文世界》季刊，一直是华语文师生的教、学经验交流
平台，在近百期不间断的《华文世界》里，有超过一千
位作者和近两千篇论文。近年来，两岸的合作领域不断扩
大，2009年董先生率团参加中国大陆第一届世界华文教育
大会，促进了海峡两岸以及海内外华文教育工作者的携手
合作。董先生在这次会议期间已经够忙碌了，但他还频频
向教育界的专家、校长们介绍我这位来自欧洲荷兰的普通
教育工作者，并关心我的时差反应、饮食习惯、住宿环境
等等，着实令我感动。16日早晨，董先生亲自陪同北京语
言大学校长崔希亮教授、广州大学副校长屈哨兵教授和我
参观台湾大学，董先生在台大工作多年，当我们一起漫步
在美丽的台大校园，听着董先生娓娓动听的介绍时，真是
一番难得的享受。

陈韵如老师和新认识的李耘墨老师是世界华语文教
育学会的年轻人，他们陪同我们参观了台湾国际花卉博览
会，后来陈韵如老师还陪我参观了莺歌陶瓷老街和天灯的

故乡平溪及九份镇，两位年轻人工作认真，尽职尽责，恭
敬有礼，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参观莺歌陶瓷老街让我遇见一位台湾茶友，我们一见
如故。他是东霖茶业的谢胜腾先生。在他优雅的茶馆里，
主人热情地招呼我们，请我们品上等的高山茶，不用三言
两语，谢先生已经了解我是品茶的高人，我们一起交流了
品茶的心得和体会。茶谚道：“高山出好茶”，谢先生介
绍说，生长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茶园所产制的茶叶为高山
茶，而台湾以海拔2600公尺为上限，因为山高云雾大，茶
树从不用农药。我品着谢先生的高山茶，果真品出了高山
的气味，因为谢先生泡的是高品质的茶叶，货真价实。谢
先生当时还没有吃午饭，待客却还那样的温和、友善，我
一边品茶，一边想起了宋代蔡襄的茶诗：“鲜香箸下云，
甘滑杯中露。当能变俗骨，岂特湔尘虑”。谢先生的茶是
那样的鲜香，水是那样的甘滑，饮下后，能消除庸俗，洗
去尘虑。我不禁感叹：台湾茶友谢胜腾真是一位高尚的煮
茶品茗之人啊。

另外，还有中原大学赖明德教授、何淑贞教授和台
中教育大学的刘莹教授都是和蔼可掬的台湾人，都令我敬
仰。

祈福放天灯

上海世博会的台湾馆“山水心灯”，就是以天灯造
型，愈夜愈美丽，可是我到了世博，却只能望人海而兴
叹，未能成为进入台湾馆的70万人之一。不过这次参加台
湾会议，却意外成全了我的愿望，到“天灯”故乡——平
溪放天灯。

17日早上，陈韵如老师只说今天去九份，“九份”
？这名字怪怪的。我因为怕晕车，没有阅看韵如给我的九
份旅游介绍，只是认真地听着司机的介绍。“台湾司机人
好”，这是丹华老师对曾一路关照我们的旅游巴士司机小
白的赞美，而这次我遇到的士司机同样人好。

九份位于台北西北部，临基隆港。九份之所以叫九
份，是因为当年山上只有九户人家，无论是谁下山，每次
买东西都要告诉店家：九份。一人下山，都要买九份东西
带回来，可见关系之亲密，九份由此得名。本来以为就去
九份了，谁知道司机为了让我顺路去平溪放天灯，没有直
接开车到九份，而是先到了平溪。

平溪乡里在元宵节这一天燃放天灯以祈福。天灯俗

称为“孔明灯”，相传是三国时代孔明为互通军情所发明
的，而平溪放天灯风俗始于元宵时节防盗互助之用，也有
异曲同工之妙，不过演化至今，放天灯的目的己成为延续
传统的单纯民俗活动了。

我走在平溪老街的石板路上，突然如穿越时光隧道，
像是走在童年时代家乡揭阳石鼓里的石板街上一样，只
可惜如今，童年的石板路已经荡然无存了。来到美云阿
姨的布艺工作室，只见墙上挂着醒目的字幅：“天灯亮
了，幸福来了”，架子上摆满了五彩的天灯。美云阿姨
让我把祝愿、祈福的句子写在五彩的天灯纸上，韵如和司
机不约而同地嘱咐我多写，多写便能多福，我被他们的
善意感动了，于是祝福之语洋溢而出：“祝丹华文化教育
中心进步！”“祝丹华人健康、快乐！”“2011年合家安
康！”“祝亲朋好友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写满祝
福的天灯徐徐上升，越升越高，整个平溪乡里都能看到这
盏天灯，都能听到天灯携带的鞭炮声震响。此时，我虽然
没有双手合十祈愿，但我心底里真的在祈愿，希望天灯寓
意高升，所有愿望都能实现。

后来我们来到临山靠海的九份，九份镇是当今的旅
游景点，因为电影《悲情世界》一片于此取景，吸引了海
内外游客的关注。我和韵如在一起感受九份独特的、带着
浓浓怀旧气息的旧式建筑的同时，也尝到了九份承袭的芋
圆、芋粿、草仔粿、黑糖麻粿、肉丸等美食，并饱览了九
份美丽的海景。

5天的台湾论坛和本地文化考察结束了，“天灯亮
了，幸福来了”，会议带给我的收获，台湾当地的文明、
礼仪以及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文化优势犹如一盏盏天灯
亮起，海峡两岸和世界华语文美好幸福的明天来了。

附：五分钟发言

一、感谢——今天能跨疆越域在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
生论坛上与新朋旧友见面，感到特别的高兴。首先要代表
代表丹华学校的黄音主任和全体老师对世界华语文教育学
会、董鹏程秘书长和中原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老师们、赖
明德教授给予亲切的问候。2009年丹华老师们的台湾之行
给丹华人留下了一生难忘而美好的印象（参观复兴中小学
的教学设施和教学理念以及中原大学的很独特的校规和热
情友好的中原大学教师们经常会出现在老师们美好的梦乡
中）。在此再次表示感谢。

二、介绍——本人从事语文教学、对外汉语教学和海
外华文教育40多年。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就在欧洲最大港口
鹿特丹市中心，丹华学校有近600学生，是荷兰最大的中文
学校。用鹿特丹市长感谢丹华的话说：我们丹华给予荷兰
华裔学生10年高水平的教育。其实，何止10年，丹华的前
身——鹿特丹青年语言文化学校和丹华中学，一直给予华
裔学生与荷兰人的汉语学习以高水平的教育，已经接近20
年了。丹华在华文教学中敢于创新、不断取得进步，而乐
意奉献、团结、友爱，像一个大家庭的教师团队被称为“
欧洲最快乐的一群中国人”。

三、探讨——从2007年开始，丹华学校的中文教学，
特别是汉字教学的改革，在经历过是非舆论和重重阻力
后，我们已经完成了教学改革的探究阶段，《中华字经》
和《等级汉字》成了丹华学生必读的教材，“快加识字，
提前阅读”的新理念深入人心，而一整套的教学方略也越
来越成熟了。事实证明我们是正确的，是成功的！我很想
告诉大家：汉字的形声字既然占了百分之80左右，对孩子
就不要先教汉语拼音，应该在孩子们认识1000汉字以上再
教拼音，这样，孩子们就不会依赖拼音而读不出汉字，而
是像我们祖先一样，只看汉字，就记住了汉字的形和声，
这在海外尤为重要。举例：1、一个4岁的孩子在我们幼儿
班学习6周的《等级汉字》，每周只有40分钟认字。一边
玩，一边学。6周后的一天，女孩回家跟母亲抢中文报纸
看，而令其母亲瞠目的是，孩子居然流利地读出了报纸上
好几十个常用汉字，这个意外惊喜就是加速认字的成果。2
、丹华的王子旭学生学习《中华字经》，5岁已经认识4000
汉字，经验已经登人民日报海外版。7岁的他现在已经读初
中二年级，令众多的国内海外教学观摩者慨叹！3、丹华学
生的HSK汉语水平考试总体成绩总是遥遥领先，这也是因
为有学生们已经加快了识字，提前了阅读作铺垫的。今天
我们在论坛上探讨华语文教学，探讨，这是我们华语文教
育工作者的职责；探讨，也是时代对我们的要求。用我自
己激励自己的话：唯有耕耘，才有收获；唯有不满，才有
创新。丹华学校还有很多不满之处，还需要我们去创新、
去探讨。

四、欢迎——欢迎在座的教授、同学们有机会来荷
兰，既可观看绚丽无比的郁金香，又可以来丹华学校指导
工作。欢迎大家前来，欢迎！

天灯亮了，幸福来了
—  — 参加台湾第四届世界华语文教学研究生论坛有感

李佩燕

骆雯晴  10 岁

圣诞节假期开始了，转眼就到了大年三十，这是个辞旧迎新的好日子。在这一天里，到处都洋溢着热
热闹闹的节日气氛。下午，我和爸爸、妈妈还有表哥一起去买烟花，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

傍晚六点，我们全家一起去太湖居吃年夜饭。我们点了很多好吃的：有红烧乳鸽、炒大虾、蒸生蚝、
乳猪和新鲜蔬菜等。我们都吃得很高兴，晚饭后我们回到家里，等待新年的到来。

好不容易等到了新年的钟声敲响，新的一年开始了。爸爸、妈妈、姑妈都给了我压岁钱，我们互相祝
贺大家新年好，大家还祝我在新的一年里学习更上一层楼，紧接着是新年的最后一个节目——放烟花。

我们拿着下午买的烟花冲出门外，哇！好漂亮啊！只见一朵朵绚丽的烟花已经开放在夜空中，真是美
极了。我们迫不及待地点燃了我们的烟花，它们象火箭一样腾空而起，在天空中呼啸着展现出美丽的图案，
五颜六色，绚丽多彩。

新年终于在我们的欢呼声中到来了，我们都会在新的一年里更努力，并希望一年更比一年好。

周嘉望  11 岁

要过新年了，2010年很快就要结束了。
一大早爸爸就开车出去买了很多菜回来，为我们准备丰盛的年夜饭：有新鲜的蔬菜，鱼，虾…...那几天

下了很大的雪,，本来是个打雪仗、堆雪人的玩雪好机会，但是很可惜，因为我有点儿不舒服，所以不能出去
玩。到了晚上，家里来了很多客人，有大人，也有小孩子们，爸爸摆上了满满的一大桌菜，大人们吃火锅，
孩子们吃小型烧烤COURMET-----让我们自己学做菜吃。我们吃得很开心，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的，饭后我们又
一起去朋友家玩。

新年的钟声终于敲响了，我们大家一起放烟花和鞭炮，抬头仰望，只见 漂亮的烟花把天空照得五颜六
色。我们玩得很高兴，之后孩子们还收到了大人给的红包。我把压岁钱都存起来了，等以后需要时用。

新的一年到来了，我们希望新的一年里大家过得更愉快，更幸福。

胡慧敏

今天是2010年的最后一天，很多人都在放鞭炮，要过新年了。
上午我和妈妈一起去鹿特丹（ROTTERDAM）买了很多食品，因为我们晚上的年夜饭要吃火锅。一到家

妈妈就在厨房里准备年夜饭，忙个不停，妈妈烧了很多菜、肉，还特别烧了一条鱼，她对我们说，年夜饭要
吃鱼，年年有鱼（余）。到了晚上，我们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围坐在一起吃火锅，有青菜、牛肉、年糕、芋
头、海鲜…饭后我和妈妈一起洗了餐具，然后我们一起边看电视边等待新年的到来。新年的钟声敲响了，天
空布满了绚丽多彩的烟花，新的一年——2011年开始了，大家互相祝贺新年快乐，祝贺新的一年健康、幸
福！

新的一年充满着新的机会，新的挑战。
新的一年我们会学会更多新的知识。

扬欣怡  9岁

新年快要到了，人们都很高兴，大家都买好了过年的年货。
年三十一晚上，妈妈早早就准备好了吃火锅的材料，有鱼，有肉，还有青菜。我们很高兴，因为爸爸很

早就下班回来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我们全家围坐在火锅旁，有说有笑，一边吃一边聊天，大家都很开心，
一直吃到12点，然后我们就出去放了很多烟花。烟花太漂亮了，太美丽了！

我们还和邻居互祝新年好，爸爸妈妈也给了我一个大红包。
过年真高兴！

金家俊  10岁

盼望已久的新年终于到了，到处都是节日的气氛，大家都很开心，爷爷、奶奶、舅舅、舅妈、爸爸、
妈妈和我一起过新年。

我们在家里大吃了一顿。妈妈为我们准备了颜色美、味道香的新年大餐，有烧鸭、鸡肉、羊肉、牛
肉，还有青菜。我们一边吃，一边喝，又说又笑，吃得非常高兴。

饭后，我们一起去放烟火。舅舅带来了很多烟火，这些烟火被点着以后，立即飞上天空，紧接着变成
了很多五颜六色的星星，星星们的颜色都不同，有红色的，有绿色的，有黄色的，还有蓝色的，真是太漂亮
了。大家因为高兴，都放了一回烟火。

过新年是一年里最快乐的时候。

魏振兴  10岁

树叶掉光了，天气越来越冷了。一年很快就要过去，新年又来了。
我们全家这次都去我阿姨家的餐馆过新年。外面下了大雪，地上、树上、房子上都被雪盖着，到处都

是白色的，漂亮极了。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在外面玩雪，我和表哥打雪仗，我们把雪球扔来扔去，雪球在
地上、在我们身上开了花。弟弟在一边忙着放烟花。后来我们还和表哥去UTRECHT看了电影，打了保铃球，
在一家餐馆吃了饭。晚上我们回到阿姨家放烟花。

我们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新年。

吴蔼兰  11 岁

时间过得真快，一年又过去了，新年到了，到处都是喜气洋洋的。
吃过早饭，我和妹妹穿上我们新买的最漂亮、最喜欢的衣服，漂漂亮亮地去姑姑家，妈妈和奶奶都夸

我们漂亮、美丽，我和妹妹高兴极了。
我们一进姑姑家门，姑姑就说：“你们今天真美啊。”见到两个表妹，我们都很开心，我们几个孩子

在一起有说有笑，大人们在一起说家常话。姑姑为我和妹妹准备了红包，还为我们全家准备了丰富的晚餐，
有肉，有鱼，还有青菜。饭后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这个新年过得真高兴。

参加论坛的代表们合照

与董鹏程秘书长和赖明德教授合影 研究生宣读论文 颁发优秀论文奖 与研究生们合照 与北京华文学院老师合照

漫步台湾大学校园 东霖茶业谢胜腾先生 与布艺工作室美云合影 准备放天灯 九份老街美食

春节活动
特别通知

陈华钟 冯寿如 区邦兴

东方行 黄成福 李满全

杨  鸿 张秋月 林锦恩

杨华根 萧润国 邓燊全

林清池 莫松旺 黄兴华

姜振木 陶枝祥 廖黎卓金

胡振款 苏曼娟

丹华名誉主席和全体家长参加联欢
活动，丹华名誉主席芳名如下：

丹华学校将于2月5日周六下午1:45分举办
新春联欢会活动。地点：学校体育馆。

节目内容：

荷兰侠拳武术学院表演舞狮、
武术等节目

丹华教师表演新春秧歌舞
《好运来》

家长、学生、教师团拜庆新春

诚 邀

丹 华 五 年 级 一 班 寒 假 作 业 选 登

过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