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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华讯】

3月19日，丹华学校全体教职员工召开了重要的安全
会议。Albeda Zuster Hennekeplein分校校工负责人Fakhir女
士专程前来与丹华校方共同筹划下周26号的安全演习。会
议由Fakhir女士向大家介绍了模拟紧急事件发生进行安全
疏散演习的整个流程。双方做了具体分工，细致地安排了
疏散撤离计划。针对中文学校有许多年龄偏小的学生的客
观实际，重点安排引导人员。事先设计好不同教学区内人
员紧急情况下各自的撤离路线，强调在紧急情况下勇于承
担责任、互助合作的重要性。

俗语说：意外事故隐藏于每一个角落，任何料想不
到的意外都可能会在转瞬间发生。做好安全准备，尽量避
免事故的发生，是事半功倍的智举。

丹华学校是一个拥有数百名师生员工的大型公共机
构，加上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家长，校区内常常会有七、八
百人之多。“快快乐乐上学、平平安安回家”是丹华竭诚
追求的宗旨。除了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之外，学校历来十
分重视校内的安全工作。每周六开课前有专人身着醒目的
安全服疏导来校的车辆交通；每逢课前、课间及课后，丹
华都会投入8位义工、再加上按预先制定的排班表轮值的
老师总共近二十人，分别在学校建筑的出入口、过道、楼
梯、餐厅、洗手间及各楼层反复巡视，及时发现与消除各
种事故隐患发生的可能性，十几年来，有效地保证了课堂
之外学生们以及公共设施的安全。

丹华学校多年来还与所租赁校舍的荷兰Albeda学院校
方密切合作，互相交流有关安全管理方面的各个事项，
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从2009年开始，双方更是共

同探讨培训丹华教师成为有资格的安全急救人员的可行
性。经过刻苦学习，丹华10位教师已于2010年9月27日，
获得了由Albeda学院颁发的BHV（Bedrijfshulpverlener，即
EHBO）证书，使学校在安全管理方面更上了一个台阶。

兵器需要磨砺才会锋韧。目前，丹华学校已经印刷
了《预防意外事故安全守则》并分发给全校师生。2011
年3月26日，丹华学校将与鹿特丹Albeda学院合作进行针
对发生紧急意外事故安全疏散撤离的大型演习。作为第一
所采取此行动的中文学校，届时除了丹华本校的近600名
师生以外，还会有Albeda学院鹿特丹地区总部的安全负责
人、Albeda学院物业经理、Albeda 学院Zuster Hennekeplein
分校校工负责人等参加。丹华并计划今后每一年都将举行
类似的演练。

着手于点滴之事，防患于未然，安全演习将保证朝
气蓬勃的丹华更负责任地在教学之外也能应对突发事件，
在异乡的土地上开创华文教育的新天地。

从2010年9月起，我开始任教于丹华文
化教育中心的学前大班。这是我第一次正
式登上讲台，而且还是教5、6岁孩子的中
文。虽然在正式授课前，我从李校长和一些
经验丰富的老师那里了解并学习了“新理
念”教学的意义、方法以及授课技巧等等，
可是，第一次上讲台时，我心里还是有点打
鼓，因为老师，尤其是幼儿教师，不同于其
他工作，教不好，除了会耽误家长和孩子们
的时间和精力，还可能影响孩子学中文的兴
趣。

怎样让孩子们爱学中文、学习中文
呢？我觉得家长的力量至关重要。孩子在课
堂上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回到家以后是否
认真复习巩固也同样重要。孩子们每周在
中文学校的时间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大部分
中文学习的时间还是在家里，所以家长的
辅导和帮助对提高孩子们的中文水平影响很
大。有的家长可能认为教孩子学中文是老师
的责任，或者因为工作忙没时间辅导孩子，
其实，父母才是孩子最重要的老师。基于这
一理念，我在了解了班上同学们的情况后，
就马上给学生家长写了一篇《给家长的一封
信》，信中阐述了“新理念”教学概念及我
的教学方法，并强调了家长配合的重要性，
同时也希望家长能给我更多的反馈、意见和
建议。

这封信发给家长后，取得了不错的反
响。有的家长会特意早早送孩子来学校，这

样就有时间和我讨论孩子在课堂上的表现，
并向我反映他们在家里的学习情况，而我就
会针对这些情况作出调整。比如有的孩子
更喜欢认读单个汉字，而不是按照《等级汉
字》的顺序背。我在课上提问时，就会指出
某个字提问这个学生，不要求她非要按照书
上的顺序做练习。也有的家长告诉我，希望
在每次上课前将这次课的主要内容和作业写
在一张纸上，贴到教室门口，这样家长就能
知道现在的教学进度，方便在家安排辅导，
也能知道这次课的作业，可以监督孩子完成
作业。还有的家长会和我分享幼儿汉语学习
的方法。

我们班上有个男同学成绩很好，但他
的爸爸是荷兰人，妈妈的粤语比普通话要流
利很多，原则上家里的中文环境不是很好，
我很好奇为什么他的中文学得这么好，他的
妈妈主动和我分享了她的办法，原来，除了
尽量抽时间辅导孩子学汉语外，她在孩子吃
饭和玩游戏的时候会不断播放《等级汉字》
的CD。表面上，孩子并没有专心学习，其
实他已经处于中文的环境当中了，很多《等
级汉字》的课文会潜移默化地被他记住，尽
管他并没有刻意去记。这个方法和我查到的
一个北美幼儿语言专家讲的方法不谋而合，
小孩子对于不断学习平时不太能用到的第二
语言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但这种方式会让他
们在不知不觉间就有了一定的积累，当他们
发现这些不经意间记住的字、词、句，正是

老师上课的内容时，他们的积极性就会有极
大的提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没费多大劲儿
就学会了。即使学到的东西不一定与课堂的
内容有关系，但这样的日积月累对孩子日后
学习语言也是很有帮助的，并最终能体现出
来。这种方法还有个好处，就是适用于工作
很忙的家长，因为它不需要家长花多少时间
来专门陪孩子学中文。我很高兴地把这个方
法介绍给其他家长，有的家长表示也要回家
试试。我觉得这种交流，对家长有帮助，也
在不断丰富着我的教学知识，完善我的教学
方法。

和家长反映孩子们在课上的表现也很
重要。在家长来接送孩子的时间里，我尽量
找时间和家长交流，很多时候，家长的几句
话比老师的不断重复还要管用。因为时间有
限，不能兼顾到所有的家长，但通过一段时
间的观察，我发现交流最多的家长，他们孩
子的成绩或是很好或是进步很大。因此，我
想，这些孩子取得的成绩和进步进一步证明
了老师和家长沟通的必要性。但是这条路上
还有很多困难，我也在逐步探索中。

现在，我的教学计划正在顺利地进
行，我对中文教学也越来越有信心，孩子们
的中文水平也在逐步提高。在这里，我想感
谢各位学生家长，正是因为有了他们课后的
配合和努力，才能让孩子们在学中文的路上
不断迈进！

亲爱的奶奶，
您好！首先祝您春节快乐！
从上次放假回中国见到您以后，我已经很久没见到您了，我们全

家人都很想您。你好吗？我们大家都很好，请您放心。
上次回中国我玩得真开心，买了很多我喜欢的东西。我喜欢在中

国购物，因为中国的货物齐全，品种多样。衣服设计得又新颖又漂
亮。

我们刚刚过了快乐的新年，我收到了很多红包。如果您能在这里
和我们一起过新年该有多好啊！

我不了解中国人怎样过春节，很想以后有机会在中国过一次春
节，但是恐怕现在还不行。因为我们春节期间要上学。荷兰的学校中
国春节是不放假的，但是中文学校有新春联欢会，我们将会看到舞
狮，武术表演，还会看到老师们《好运来》秧歌舞。

祝您健康长寿！

您的孙女，
蔼兰
2011年1月22日

亲爱的奶奶，
您好吗？
广州现在是不是很冷啊？ 您要多多保重身体。
您回中国已经有一年了，我好想念您啊。想起您煮的色香味都好的饭菜，想起我们每天晚

上一起在河边小路散步，您给我讲您小时候的艰辛而有趣的故事，我内心充满着对您的敬仰，
您的故事让我懂得我今天是多么的幸福。现在我的脑海里经常出现您欣赏大自然时欢喜的样
子：你指着小河里的鱼说它们很自在地游来游去，你看到小河边美丽的大水鸟时欢快地逗着它
们们玩。你爱大自然使我明白了：噢，原来开心是那么的简单，美丽的事情就在我们身边，他
们等待着我们去发现，去欣赏。

记得我帮助您设计发型时，您总是告诉我，长大以后你一定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发型师。每
次听到您的赞扬，我心里高兴极了。

奶奶，我们一家人都很想念您。我们准备今年暑假回广州探望您。我期待这一天快点儿到来。
奶奶，记住啊！ 每天都要带我送给您的幸运手链。因为它会给您带来好运的。
最后我代表爸爸，妈妈 祝您春节快乐！
祝您健康长寿，幸福！

您的孙女，
晴晴
2010年1月22日

增强安全意识  保障师生生命安全
──   丹华召开安全会议并即将举行安全演习

周宏旭 导 语

意外事故会发生在每一个角落。作为本
校的在校人员，时刻准备着，防患于未然，事
关重大。在这份传单中说明了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你应该怎样行事。

此外在本校，我们拥有受过训练的安全救
护人员(BHV)。大家共同合作，将会使我们把意
外事故所引起的损失减到最小。

丹 华 学 校 安 全 守 则

救生路线

手动火灾报警器

灭火设备

包扎材料

紧急出口

集合地点

本校内的安全标志

报告爆炸物
 

通过电话报告:

•保持平静，不要惊慌失措。

•如果可能的话，将通话录在声音媒体上。

•将有关报告爆炸物的信息尽可能多地记录下来。

• 立即拨打学校报警电话 010 - 4330100 (内线 

6105)，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 留在自己的工作地点。学校安全人员将会尽

快给你打回电话，以做进一步的指示。

• 避免惊慌失措。不要将报告爆炸物之事传递

给他人。

进行书面报告:

• 立即拨打学校报警电话 010 - 433 0100 (内线 

6105)，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

• 留在自己的工作地点。学校安全人员将会尽

快给你打回电话，以做进一步的指示。

• 避免惊慌失措。不要将报告爆炸物之事传递

给他人。

意外事故
 

• 接近受害者，使其尽量保持平静。

•  让另外一个人拨打学校报警电话 

  010 - 4330100 ，或内线6105 。传递有关事故

的尽可能多的信息，诸如发生事故的地点、

受伤的情况等。

• 自己留在受害者处，直至安全人员到达。

• 按照安全人员的指示行事。

•  在需要救护车时，可通过内线报警电话6105 

进行申请。

•  也可直接拨打报警电话112 ，同时知会内部报

警电话，以使得随救护车而来的救护人员能

直接到达正确的事发地点。

火灾
 

•  拨打学校报警电话 010 - 4330100 或拨内线 

6105.

• 告知确切火灾地点，以及何物在燃烧。

•  本校安全救援组织将启动应急计划，根据具

体情况必要时会组织所有人员撤离学校建筑

物。

• 注意你自身的安全。

•  关闭尽可能多的门窗，以避免火灾进一步扩

散。

• 警告在火灾现场附近的其他人员。

• 尽快离开火灾发生地。

• 一定不要使用电梯！

• 按照本校安全救援组织的指示行事。

安全疏散
 

•  当安全疏散信号装置发声工作时，你有义务

听从教师和学校安全人员的指示。

• 引导到访客人前往紧急通道和出口。

•  平静而有秩序地通过紧急出口撤离学校建筑

物。在楼梯上时要始终停留在楼梯的右侧，

以留出左侧的空间供学校安全人员使用。

• 切记不要使用电梯！

•  到了学校建筑物外的集合地点要进行报到。

班主任手中应该有本班学生的名单。

•  集合地点是:

 学校正门入口对面的广场

当发生火灾进行安全疏散时，不得携带包袋、

外衣，以确保更为快速地撤离。若发现有爆炸

物时，则恰恰相反，所有的外衣、包袋都必须

被带走。

LOCATIE ZHP
Zuster Hennekeplein 80
3033 BW Rotterdam

SCHOOL ALARMNUMMER
010 - 4330100
Intern 6105

周宏旭 (BHV召集人)

龚旋旋
刘梅岭
李 梅
李 卫

刘芳蓉
张 磊
郑淑萍
熊 颖
张 娜

本校的安全救护人员

与家长一起努力
丹华教师   王 媛

对于在国外长大的华人孩子来说，中文
是一门外语，由于中西生活习惯、国家教育
制度和家庭管教方式的不同，这些孩子对学
中文通常都会有一种抵触心理，这对老师教
课、家长辅导和孩子们自身的学习过程都会
产生一定的压力。在这里，我很高兴能有这
个机会，与大家一起分享我在家辅导孩子们
中文的一些方法。

对年龄小的孩子来说，父母的参与是必
不可少的。通过这种方式，一来我们可以了
解学校大概的教学流程，进而可以更好地配
合老师、帮助孩子。二来，孩子们的可塑性
与他(她)们的年龄正好成反比，年纪越小，
他们对大人“言听计从”的机会也越大，所
以我们要充分把握这个机会，用自己的方法
帮他们建立起良好的学习习惯，并培养他们
学中文的兴趣。比如在中文书写方面，除了
字体外，我很注重小孩子书写的先后顺序，
如果从一开始就给他们养成良好的书写习
惯，那么在学习《中文》这套教材时(也就是
在读完学前班以后)，小孩子会遇到很多有关
笔画先后次序的练习, 这时您和孩子就能深切
体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在中文学习过程中，说、看、听是非常
重要的元素，家长在与孩子说话时，尽量使
用正确的读音和规范化的句子结构，会让孩
子们在以后的交谈中以及学习句子的组成方

式时，减少很多障碍。除了教材CD之外，我
感觉到孩子们也非常需要我们的帮助，让孩
子在家多说一些中文，并多看带中文字幕的
有趣儿童节目，对提高小孩子的中文学习兴
趣，锻炼听力和增加词汇积累都有很大的帮
助。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持之以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得到好的
结果，我们就一定要让孩子们看到我们的坚
持心。就我本人而言，开始的时候，我总是
在周末搞一到两次的突击辅导，结果是我自
己丧失了耐心，儿子又泪流满面，现在我们
每天坚持学习一刻钟，结果不但皆大欢喜，
而且孩子的成绩也明显提高了。当然，在每
天繁忙过后还要辅导孩子，对我们做家长的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有目的性的辅
导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把您觉得比较费时
的那一部分放在周末教，平常在小孩子做作
业时，就让他坐在您视线可以“跟踪”到的
地方，以便您随时可以纠正其错误。

以上是我在两年半时间里在家辅导我
的两个儿子时的一部分体会，希望能与大家
一起分享，当然，教育的方式是要因人而异
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在这里，我衷心祝愿
每位父母都能很快找到一套适用于自己孩子
的辅导方式。

中文辅导随笔
学前大班家长   晓 彬

写给奶奶的信
骆雯晴 10岁 五年级一班

写给奶奶的信
吴蔼兰 11岁 五年级一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