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曾有“莺啼燕语报新年”之佳句，而燕子衔泥筑巢
也往往被喻为喜迁新居。从2012年3月开始，丹华将像燕子一
样迁入新巢了。虽然迁校是迫于无奈，不过，丹华学校非常
庆幸在龙年之初找到了新的校址，而且还受到鹿特丹Marnix 
Gymnaslum学校真挚的欢迎和照顾，感到十分欣慰。丹华文化
教育中心今后将会继续努力，谱写华文教育新篇章。

迁校缘由

丹华学校和荷兰其它中文学校一样，都是周末学校，以
往都是租借荷兰正规学校的校舍作为周末教学的校址。2011年
丹华租借的学校虽然曾多次提示要加租金，不过，令丹华校方
万万没有预料到的是，租金竟然会在一夜之间涨至10倍以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以及租金的“天文数字”令学校负责人措手
不及，因为原来租借的学校领导与丹华学校一直保持着友好的
关系，如今却因为欧洲经济的不景气，一下子不顾情面地以商
业性质的租金收费标准对付义务性质教育的中文学校。一刹
那间，我们真正深刻地体会到：校舍问题就是制约华文教育的“
瓶颈”，丹华将何去何从？解决校舍问题成了丹华的当务之急。

丹 华 学 校 自 2 0 0 7 年 开 始 新 理 念 教 学 后 ， 发 展 得 很
快，2011年已经是一所具有26个班级约600学生规模的学校，
原来租借方的教室几乎全都租借给我们了。去年9月份开学
时，租借方突然通知丹华校方：只有24个教室出租。这令校

方只好临时决定采取合班的办法，另外普通话成人班也不得不
在校外租借学生住宅的客厅用以继续教学。丹华负责人开始并
没有重视以上不够友好的信号，以为只是一时误解而已，直至
对方郑重其事地搬出律师代表向我们宣布租金的“天文数字”
后，大家才如梦初醒！ 

不过，尽管如此，丹华学校还是感谢租借方早年对丹华
的照顾和体谅。既然这种友好已经不复存在，而丹华中文学校
既不可能因为“天文数字”的租金而一下子变成商业性质的学
校，提升学费应付高租金，更不可能束手待毙或关门大吉。面
对困境，校方认识到，搬迁学校已经是丹华不可回避的事实
了，与其花费很多的精力、时间与租借方理论，还不如积极想
办法，争取鹿特丹其它学校的支持，寻求新的校址。

寻找新校址

中文学校的校址，很大程度影响着学校的生源和学生的
数量。为了方便家长们送孩子上学，也为了方便鹿特丹市以外
居住的家长们和学生们上学方便，丹华校方以鹿特丹火车站为
中心画了一个大圈，接着就在这个圈的范围内马不停蹄四处打
听、寻找，不停地拜访火车站附近的好几所荷兰学校，也反复
阅看资料和有关的网页，但是好些日子过去了，很多鹿特丹市
的学校不是因为校舍太小婉拒了我们，就是对方租金也高居不
下，或是远离市中心，交通不够方便等等因素，总是令我们不
能如愿以偿。

一天，新上任的丹华外事助理郑楠老师试试给Marnix 
Gymnaslum学校发去邮件并打去电话，庆幸得到了回复。丹华
校方立即与他们约会见面，详细了解了 Marnix Gymnaslum 学
校。这所学校离火车站不远，可以走路去也可以乘搭38路公
交车，只有一个站的距离。而令丹华校方喜出望外的是，该校
领导层不仅对中国人非常友好，而且对中华文化充满兴致和热
情，他们的校长曾经随访问团到过北京，现在他们正期待与中
国的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并展开文化教育交流。双方负责人一见
如故、一拍即合，就租借学校、文化交流、汉语学习以及中荷
学校友好交流等问题畅所欲言，谈得非常顺利。丹华学校不久
前在律师顾问的帮助下，与 Marnix Gymnaslum 学校正式签订
了租借合约，并将在今年9月开始与 Marnix Gymnaslum 学校合
作，为该校开办汉语课程，举办中国文化活动，并将协助他们
与中国学校进行联系与交流，促进中荷友好关系。今年正值中
荷建交40周年，双方最后能签订下这样“互助、双赢”的租借

合同，意义异乎寻常。 
新校址终于找到了。有人说，这是“得道多助”；有人

说，这是龙年好运；还有人说，这是丹华的缘分。笔者觉得他
们都说得对，然而，如果没有祖国富强，没有汉语热不断升
温，没有丹华人为华文教育的不懈努力，也就得不到这龙年的
好运啊！ 

圆满搬迁

2月18日，丹华校方举行了两场学生家长会议，为家长们
讲述迁校的原因，介绍了新校址的位置以及学校的各种设备，
同时也重申了丹华学生必须遵守的各项纪律和注意事项。丹华
的进步和发展一直得到家长们关爱和支持，会上，校方特别向
他们表达了谢意和敬意。

在学校搬迁过程中，因为老师们要照常上课，所以搬
迁工作主要落在了丹华全体义工和热情的志愿者身上，像以
往一样，一些丹华教师家属和学生家长又向我们伸出了热情
的手，像金志刚、刘世酌、周仰效、马岭梅、马绍、郑飞鸿
（Christiaan Bruens）等都义务参加了丹华的搬迁工作，为搬运
学校大量的教材和教具出力流汗，付出辛劳，令丹华人感动不已。

2月18号下午，丹华教师也在 Marnix Gymnaslum 学校的帮
助下，接受了一场多媒体智能板教学的培训。Marnix的保罗老
师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学校的电脑系统，传授了多媒体智能板
使用的方法。丹华教师们在培训中深受震撼和感动：一是因为
MARNIX学校先进的多媒体智能板教学；二是因为他们对丹华
教师们的信任与真诚。教师们在为教室设备健全感到庆幸的
同时，也深为丹华学生是否能保护好MARNIX学校的各种先进
设备而感到担心。笔者虽也有同感，不过我认为，对丹华人来
说，不管是新的教学环境还是先进的电化教学都是新的挑战，
丹华人必须勇敢地接受挑战！

3月10日，丹华人将走进 Marnix Gymnaslum 学校，开始新
的华文教学，继续谱写华文教育的新篇章。不过，丹华人只是
刚刚从校舍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今后华文教育之路还很漫长，
我们仍将继续求索，继续开创。我们也期待着，如果有一天能
彻底消除制约华文教育的“瓶颈”，那么，华文教育必将迎来
更美好的明天！

（晓园）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在搬迁新校址期间得到许多企业单位与热心人士的帮助和支持，丹华学校特此鸣谢：

• 中国海运（荷兰）代理有限公司

丹华教师参加全荷留学生
新春联欢会照片

      丹华学校3月喜迁新校址

丹燕入新巢  华厦谱佳篇

Marnix 副校长 Vincent Haringa

对该校的介绍：

Het Marnix Gymnasium is in 1903 opgericht en kent een lange 
traditie van goed onderwijs. Dat betekent dat er tijdens de lessen 
meer wordt aangeboden dan de voorgeschreven lesstof. Leerlingen 
worden intellectueel uitgedaagd en aangezet tot logisch denken en het 
leggen van verbanden; en naast contextrijke kennis, worden ook voor 
onderzoek vereiste studievaardigheden aangeleerd. 
 
De school is in de afgelopen jaren gegroeid en telt een kleine 600 
leerlingen en 60 medewerkers. 
Elk schooljaar zijn er naast het lesprogramma veel verschillende 
activiteiten op het gebied van muziek, cultuur, wetenschap en sport. 
Daar kunnen leerlingen uit alle jaren aan meedoen en dat zorgt weer 
voor veel gezelligheid. 
 
Het Marnix is een brede School. Dat betekent dat we een uitgebreid 
extra aanbod keuzemodules hebben tijdens en na schooltijd. In dit kader 
komt de samenwerking met de Chinese School Dan Hua als geroepen. 
 
Het Marnix Gymnasium is een overeenkomst aangegaan met Dan 
Hua op het gebied van huisvesting en Chinese les. Zo verzorgt Dan 
Hua haar lessen vanaf 10 maart elke zaterdag in het gebouw van het 
Marnix en starten vanaf volgend schooljaar de Chinese lessen voor de 
leerlingen van het Marnix. De leerlingen van klas 1 krijgen 6 weken lang 
een kennismaking met de Chinese taal en cultuur en vanaf klas 2 en 
hoger wordt gedurende het hele schooljaar 1 uur Chinees aangeboden 
voor leerlingen die dit graag willen volgen. Het streven is om dit na 
het eerste jaar verder uit te breiden en daarom hoopt het Marnix 
Gymnasium op een vruchtbare samenwerking met Dan Hua.

译文；
Marnix Gymnasium建立于1903年，具有悠久良好的教育传统，这意味

着我们在课上为学生提供了比规定课程更多的教学内容，鼓励学生接受
智力挑战并进行逻辑思维，而且在学习丰富知识之余，掌握为研究所需
的学习技能。

随着过往岁月里的发展，本校现已拥有600名学生和60位员工。在每
一学年中，除了课程外，学校还安排了很多涉及音乐、文化、科学和体
育等不同领域的活动，让所有年级的学生都可以参加，这些活动给学生们
带来了很多乐趣。 
 
     Marnix是一所比较全面的学校，这就是说，我们在课内和课外都为学
生提供了广泛的、额外的学习选择模块。在这种情况下，与丹华中文学校
的合作就非常及时。本校已与丹华就搬迁和中文课程事宜达成协议：从3
月10日起，丹华每周六将在Marnix校舍里上课，并从下学年开始为Marnix
学生开办中文课程。本校一年级学生将得到6周时间去初步认识中国的语
言和文化，而二年级以上的学生在整整1个学年的时间里，如有兴趣可每
周上1小时的中文课。本校的目标是在1年之后进一步扩大中文教学，所
以我们希望Marnix和丹华的合作卓有成效。

Marnix学校校长签约 丹华学校校长签约 两校负责人合影 丹华家长大会 丹华教师在Marnix学校培训

鸣  谢

学 生 作 文 选 登

游长城
威妮  10岁

荷兰有很多人想去中国， 因为他们想去北京看著
名的长城。我很骄傲，我去过很多次长城。不过我最喜
欢也最难忘的一次，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我们一家去攀
登慕田峪长城。

慕田峪长城没有八达岭长城那么出名，但是比八
达岭长城更高，也更为壮观。

那天早上我们几个人在东直门火车站，乘坐汽车
前往京郊怀柔，慕田峪长城就在怀柔山区。当天的天气
特别热，沿途我们看到了很多不同的风景：从高楼大厦
到高速公路，从乡村田野到层层叠叠的高山。远远地我
终于看到了长城，蜿蜒的长城就像一条巨龙在群山中俯
卧。

我们来到了山脚下，开始从东边爬长城。这前面
的一小段长城很高，有八米高，七点五米宽 。听说可
以五马并行 。妈妈还给我讲了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

我爬得很高了，好不容易爬到第一个烽火台，脚
已经累得发软了，身上汗水淋漓，可是目的地——长城
顶峰还远着呢！我坐在台阶上，双手不停地抹着头上的
汗水，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好像从来没有这么累、这
么热过。休息了一会儿，我站了起来，站在第一个烽火
台上放眼瞭望，周围都是看不到边的绿绿的山峦，长
城像一个卫士静静地守卫着这无边无际的深山绿树。
看着这壮观的景色，望着这气势恢宏的长城，我大声
地喊：“妈妈，快！给我照 一张相吧！我太喜欢长城
了！以后我会常常来这儿！”

长城在我心中留下了永恒而美好的印象。

出海
陈欣迪  9岁 

在西班牙度假的最后一天，我们一家坐游轮出海
啦！

我们坐在船头的甲板上，悠闲地晒着太阳，仰望
着蓝天。游轮缓缓地驶离岸边,大海辽阔宽广，海水碧

蓝，海上风平浪静。偶而会有几只海鸥飞过，水中还有
跳跃的鱼儿。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我们的游轮在大海中停了下
来。我们开始进行自选的海上游乐项目。我和爸爸离开
了船，坐上了海上摩托艇。我们在海上飞速前行，海面
掀起了朵朵浪花。之后我又和哥哥去坐海上降落伞，我
们升到了100米的高空，看到了一望无际的大海，心旷
神怡。然后我们又去乘坐了香蕉船，一个浪花打来，
我“扑通”掉进了海里，连续喝了几口咸咸涩涩的海
水，海水冰冷刺骨，我咬咬牙，干脆游起泳来了。

从海水中重新回到船上，躺在甲板上，温暖的阳
光照在我身上，十分惬意。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海上航
行，我们返回岸边。我们今天玩得非常尽兴。

Efteling 一日游
朱钰麒  10岁

我的好朋友马克的妈妈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妈妈，
问可不可以星期天让我跟马克结伴去Efteling 玩，我在
一旁听到后就开心地直对着妈妈说：“可以！可以！”

星期天上午十点整，他们就开车来接我了。1个多
小时后，我们抵达了位于荷兰南部北布拉班特省的荷
兰大型主题公园Efteling的正门。我们迫不及待地跳下
车，就去游玩了当天的第一个项目，名称叫“joris en de 
draken”，它是指含有水和火的两种过山车，我们选了
其中一个叫火的过山车，它开得飞快，比叫水的过山车
快多了，最终我们搭乘的火的过山车车队赢了。

    接下来，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叫“de piton” 的
过山车边等待，De piton 是一条蛇的名字。队伍很长，
我们等了很久才可以坐上去，玩得很尽兴。接着又去玩
了一个头朝下的过山车，我玩得很开心，一点也没有想
停下来的感觉。稍微休息一下，吃了一点东西以后，我
们又去了另一个要排很长队的地方，我们终于坐在飞快
的轨道车上了，两边是密密麻麻的彩色小灯，一闪一亮
很漂亮。

最后，马克的妈妈还给我和马克每人买了一个玩
具，我们非常开心，就这样愉快的一天结束了。

鬼是不是真的？
李碧霞 17岁

我和我的朋友很喜欢看恐怖电影，我们最爱看的
是鬼片，因为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有没有
鬼。

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些人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
有一些人不相信这个世界上会有鬼。当我们看到一些我
们不了解的东西和事物时，我们会感到害怕，我们从没
有看过这些东西，没有心理准备。如果你看不到这个东
西，而且其他人又对你说，这个世界里有鬼，还发生了
很多事情，你会不会自己也在想，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
有鬼呢？

所以我们很喜欢看鬼片，看片子时会让你心惊胆
战，但是同时你又知道影片是假的。看了鬼片和恐怖
片，至少会让我们忘记不开心的事情。

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呢？

开心的一天
曹绮珊  9岁

1月4号，妈妈带我和弟弟一起去一间日本餐馆吃
东西，在餐馆附近有个冰雕展，于是我们第一次看到了
冰雕，感觉非常兴奋和好奇。

刚一进门口，就觉得里面非常冷，人来人往，十
分热闹。冰雕形式各种各样，有的像海豚，雪熊，大公
鸡，小猪，有的像美人鱼，帆船，海盗等等，它们都很
逼真，很漂亮。我们再往里走，看见很多小朋友从冰雕
滑梯上面滑下来，好好玩。我也小心地爬上滑梯， “
忽”的一下，滑了下来。哗，我的屁股都冻红了，很刺
激，很冷。但我还是重复玩了好几次。接着，我们走向
另一边，看见有个溜冰场，我赶紧租了一对溜冰鞋，开
始我不怎么会溜冰，怕摔倒，但后来我细心地观察其他
人怎么溜冰，也尝试像他们那样，很快就可以溜冰了。
当我玩到最兴奋的时候，妈妈说天黑了，我们该回家
了，我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这一天，我过得真开心啊！

• 鹿特丹长城餐馆
• 名誉主席廖黎卓金女士  金志刚先生 刘世酌先生 周仰效先生 
 马岭梅女士 马绍先生 郑飞鸿（Christiaan Bruens）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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