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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校宗旨

家长的明智选择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办校的宗旨：提高海外华文教学质量，致力于创新教学。
随着时代的进步、中国国力的增强，中文运用已经越来越广泛。丹华办校
的目的就是要让海外的孩子们通过周六的中文学习，在愉快、活泼的学习气氛中
尽快认读汉字，尽早进入汉语阅读和写作阶段，以达到较高的中文水平。事实证
明：丹华近年来通过教学《中华字经》、《等级汉字》和《中文》教材，由于教
师们在教学方法上不断改进创新，丹华学生的中文学习进步很快，越来越多的学
生已获得中国汉语水平考试（HSK）各个等级证书，参加荷兰和国际性的各种比
赛也取得了优秀的成绩。

凡替入学新生报名的家长们需要根据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报读《中
华字经》班或者《等级汉字》班。凡家长能抽出适当时间辅导孩子的，可以
报读《中华字经》班（该班采用新理念教学，教学进度较快）；而工作忙，
较少时间辅导孩子的家长可以报读《等级汉字》班（该班同样采用新理念教
学，教学进度适中）
请各位家长在报名前先考虑好，有问题者可以在开放日当天向校长咨
询。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2012-2013招生简章

教学安排  

招生计划

每 周 六 低 年 级 《 中 华 字 经 》 和 《 等 级 汉 字 》 教 学 只 占 1 - 2节 课时 间， 其
它时间将安排《幼儿汉语》、《汉语拼音》、《中文》课本教学以及穿插写
字、游戏、图画、唱歌等教学。《中华字经》和《等级汉字》的识字教学需
要两年时间完成，教材一次性购买。
小学部三年级以上班级，全部教学国侨办《中文》课本；中学部将全部
采用国侨办新编的中学课本，另外，还要学习中国历史、中国地理和中华文
化知识等课程。高级语文班采用中国职业高中课本。

2012-2013新学年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招生计划如下：
新招生班级如下：
•
•
•
•
•
•
•

幼儿班2个班（招收满4岁儿童）
一年级《中华字经》1个班（招收满4、5岁以上儿童，家长可以辅导者）
一年级《等级汉字》2个班（5岁、6岁儿童）
高级语文班招收各校初三毕业生和有同等学历的新生共30名（年龄不限）
汉语成人初级班招收新学生25名，中级班只招收插班生。
小学二年级以上各班招收个别插班生。
中学初中部招收个别插班生。

丹华汉语成人班招生   
丹华汉语成人班设有初级和中级班，新学年将招收初级班新生，中级班
只招收插班生。欢迎已满18岁的华裔青年来校学习普通话，也欢迎荷兰人来
我校学习汉语。
新学年普通话初级班将学习日常汉语会话，内容包括礼仪、交往、家
庭、学校和工作等，中级班将继续学习中国文化风俗、礼节、旅游和贸易会
话等方面的内容。

开放日时间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2012-2013新学年开放日定于6月23日和6月30日两天。
所有已经报名的新生和家长可以在这两个周六到学前班、一年级和高级语文班
听课。当天学校大厅将设收费处，已经报名的家长可直接在收费处交费并领取下学
年的校历。
一年级师生

幼儿班师生

《中华字经》班师生

“桥班”师生

高级语文班师生

汉语成人初级班

汉语成人班部分学生和教师

中文教学的体验与交流
李
在我们的中文教学中，教师
对学生的爱心是必不可少的。每周
当我看着丹华学校校园内进进出出
的各个年龄段的学生们，还有送孩
子们上学的殷殷家长们，心中充满
了喜悦！中文学习是培养孩子们对
中文的热爱，也是华人家长们希望
自己的后代能记住中华民族的根，
可以说，这是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
学习的更高层次的追求。
在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教学的这些年里, 我深深理解丹华
一直在追求海外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快速识字，提前阅
读”的先进理念紧紧地吸引了我，也挑战了我，我从2007年
赴北京培训学习开始，就一直认真学习新理念，也付诸于教
学实践中。我经常与丹华同事们交流教学方法，互相取长补
短，慢慢地也形成了自己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一、教师要耐心和鼓励孩子们。
学中文，特别是学习《等级汉字》，黄金教学时间应该
是 4-6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记忆力很强，掌握得
很快。只要教师耐心指引，不断积极鼓励，孩子们在中文学
习中会取得长足的进步。我接手的班级是我同事从学前班就
开始教学《等级汉字》的，孩子们有着良好的学习习惯和中
文基础。我接手后综合了这个年龄段孩子们的特征：好动、
好奇、喜欢游戏。因此，在我的课堂学习上，教学常常伴有
游戏，有诵读，有书写练习，还有各种有趣的比赛，而在比
赛中我往往会设奖励，用以鼓励同学们。另外，在课堂教学
中，我还有笔记的训练，有翻译练习，在所有的教学活动中

如何辅导孩子们学中文
学生家长

梅

我都根据不同的学生，分别给予不同的鼓励。现在这个教学
班的孩子们已经熟悉了我的教学方法。我以为每个孩子都是
独特的, 每个孩子都需要我们老师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导，需要
我们的耐心和鼓励。
二、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
每一位丹华教师都积累了不少教学经验，特别是如何调
动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方面，我从不同的渠道向他们学习了
许多经验，获益匪浅。 例如: 语言教学的各种方式：有整体
认读，句型学习和个体字的认读；还有不同形式的快读、大
声读、朗读；齐读、小组读和个人读，形式的多样化会刺激
孩子们的感官器官，往往就在轻松、愉快中进行学习。我曾
说过，丹华的孩子们光是语言学习过程，就要牵动全身，身
体语言让孩子们仿佛进行了一场有意义的体育运动。
另外，我在教学中对每个孩子都“区别”对待：书写有
难度的同学，我及时给予提示和引导；对学习习惯未形成的
同学，给予耐心的教导和启示。我尽量把学习的主动权交给
学生们，例如，通过同学们在黑板上书写演示，能激励同学
们积极参与认读生字和学习词语的习惯，能加快学生们的记
忆。造句练习过程中，由于营造了轻松愉快的学习气氛，有
的同学积极性很高，主动造了十多个句子，我把好的句子都
写在黑板上，让所有的同学分享和学习，互相启发。学习气
氛形成后，班上的同学们互动性加强了，积极参与各项比赛
活动，看到孩子们一个个抢答题目，积极参与练习，我特感
欣慰。因为我一直追求让孩子们有互动、平等、自由的学习
空间。值得一提的是最近进行的多媒体教学，丹华迁校址后
我们有了智能板的教学，班上增加了一节的多媒体练习和训
练课，同学们在字、词、句的训练中可以进行反复操练，加

汉语成人班部分学生

深了记忆，所以孩子们特别喜爱生动活泼的多媒体教学。
总之，学生们学习中文的兴趣除了家长们的教育引导
外，我们教师完全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把学生们积极引导至
中华文化知识学习的殿堂里去。我们班的孩子们在节假日都
会进行剪纸活动和画画活动，并把他们的作品送给父母，尊
老爱幼等优秀品质也应该可以在中文教学中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们。以上是我的一些教学经验, 我祝丹华的教学继续与时
俱进，不断开创教学的新局面。

辅导孩子学中文是一件长期的工作,
需要的是耐心和持之以恒。如何辅导孩子
们学习往往成了许多父母的一块儿心病，
这里我想把自己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所取
得的一些心得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能起
到一点参考的作用。
在辅导孩子做中文作业时，家长们
往往希望速战速决——就是孩子们一提出
问题我们就给答案，但是我觉得这往往会
导致“欲速则不达”的后果。随着孩子们
年龄的增长, 课本教材难度的提高, 在如何
辅导孩子完成他(她)们作业的问题上, 我
们也将不断遇到新的挑战! 是有问必答让
其及时完成作业？还是以有目的性的引导
来促成他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我个人

晓

彬

主张后者，其原因是“有问必答”在某些
时候会阻碍孩子们独立思考的积极性, 从
而产生更多的对父母的依赖性。而对父母
来说, 这离他们希望孩子早日脱离父母帮
助的计划也就更远了一步。
在辅导孩子的过程中，家长们要充
分发挥自己的参与性。我认为家长了解孩
子们的学习内容对于如何辅导孩子非常有
利，因为只有这样，当家长的才能在孩子
们需要帮助的时候, 知道如何适当地提点
他们, 以便达到画龙点睛的效果。剖析孩
子回答问题错误的原因, 让孩子自己找出
错误的原因也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办法，
用这个方法你不仅可以让孩子体会到他们
自己做作业时的粗心大意, 更能及时地发
现孩子对课本的了解程度以及在哪些方面
他们仍需要你的帮助。对我的孩子, 我现
在的要求就是: 在老师把批改后的作业交
回他们手上的第一时间里, 在时间和环境
允许的情况下, 他们必须马上检查并修改
出现错误的地方。而我只在他们实在没有
头绪的情况下, 才会给予他们帮助。
最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家长要帮
助孩子合理分配中文学习时间，并注意劳
逸结合。如果你能帮助和引导孩子分配好
每周做家庭作业的时间,以便他们在做作
业之余，还能参加课外活动并与小朋友玩
儿，这一定能减少他们对做作业所产生的
逆反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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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小竹筒

编者的话：
由中国侨联主办的“世
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是丹华
学生每年必定参加的活动，这
项活动已举办到第十三届，今
年丹华也又有12名学生参加
了本届比赛。因为大赛主题宽
泛，给学生提供了很大的联想
和发挥空间，所以参赛作文的
内容也每每“百花齐放”。现
在《桃李园》将分批把这些参
赛文章刊出，有些文章在桃李
园《学生作文》已经登载的，
就不重复了。虽然参赛的作文
或许还很稚嫩，但贵在质朴、
清新，自有其引人之处。

周乐毅

参赛的全体同学

辅导参赛的全体老师

11岁

一年前，妈妈带我去参加了一个“慈善岁末祝
福会”，我们从那里带回来了一个小竹筒。妈妈告诉
我这个小竹筒的来历：40多年前，台湾有一位证严法
师引导三十位家庭主妇，每天省下买菜的五毛钱存进
竹筒里，积少成多，用来救人。这就是最初的慈济志
业，现在慈济基金会已经成立四十五年了。
今年1月8日,我们全家又去参加了荷兰慈济的岁
末祝福会，今年的岁末祝福是在鹿特丹的一个中学里
举办的。我们一到那里，看到大家都在为这个活动忙
前忙后，就马上也加入进去。客人们纷纷来了，我和
在慈济做义工的姐姐哥哥们一起唱起了慈济欢迎歌，
迎接客人们的到来。接着有一位慈济阿姨宣布祝福会
开始，我们看了几部很感人的录像，片子回顾了2011
年慈济都为世人奉献了什么。
接着就是这次活动的重头戏——竹筒回娘家
了。礼堂的台前放着一个很大的竹筒，好多叔叔阿
姨、哥哥姐姐都手拿小竹筒，排着队，一个一个地把
自己手中竹筒里存着的爱心善款全部倒入大竹筒中。
今天我也带来了我的小竹筒。小竹筒里的钱大都是我
从每周的零用钱里省出来的。为了能多存点钱，去年
4月30日女王节，我还上街拉过小提琴，有很多路人
将他们手中的零钱投入我的小提琴盒子内。我把这些
钱都放进了竹筒，看到小竹筒渐渐变满，我很开心，
我想，我也能为慈善事业出点力了。妈妈告诉我说，
我们做慈善并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有钱、有善心，这个
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得不到温饱，有很多孩子很想上
学，但是他们没有条件，我们所要做的，只是默默地

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所以，我要把我的幸福通过
这个小竹筒分一些给他们，让他们尽可能地感受到更
多的幸福。
我跟随着队伍来到大竹筒前，把小竹筒里的钱
倾倒进大竹筒。当我看到手中小竹筒里的钱哗啦啦地
流进大竹筒的时候，心里顿时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
喜悦和幸福。小竹筒回娘家了，我终于为慈善事业做
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这也许是我一年来所做的最有
意义的事，也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

无人驾驶的汽车
徐锐达

10岁

我坐过很多类型的车子，像轿车、公共汽车、
卡车、有轨电车等等，可最吸引我的，也让我觉得最
有趣、最奇特的，是我到荷兰以后坐过的无人驾驶公
交车。
有一天晚上，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坐公交车，
我以为是去坐巴士，可是没想到看到的却是一辆很奇
怪的车子，它的车身像长条面包形状，颜色是绿色
的，大约有6米长，里面有11个座位。我们在车站按
下按钮，不一会儿，小车就很优雅地驶过来，自动打
开门，我们上车坐下，我发现车上竟然没有驾驶员。
我想，驾驶员是不是藏起来了？正找呢，爸爸笑着告
诉我，这是无人驾驶的汽车，车子是由电脑控制的，
车子的轨道都埋在地下。我伸头往外看，果然没有看
到轨道。
车子就在无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直奔下一
站。我透过车窗，欣赏着外面的小河，高架桥下面的

车流，觉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每当车子经过一个
路口，如果路口的安全杆没有及时放下，小汽车就会
停下来鸣笛，等杆子放下后，它才驶过。真是太神
了！到达终点站，它又会自动转圈掉头往回开。原
来，这部公交车开得不远，只穿过我们居住的小区，
连接着办公区和地铁站，来来回回地开。
坐过无人驾驶汽车后，我一直问爸爸很多问
题：这车子到底是怎么开的？怎么停的？怎么鸣笛
的？……爸爸说，等我长大了就会明白。我于是盼望
着快点长大，因为我很想解开所有的谜。还有我要告
诉你一个小小的秘密：我长大后也要造出一种新奇的
车子，让别人也去猜想，去提问题。

读书
王子旭

8岁

走进我的房间，一眼就能看见“读书”二字，它
们在精美的相框映衬下特别引人注目。这是我最珍贵
的礼物之一，是中国侨联林军主席亲自为我书写的。
每当我看着它时，眼前就浮现出那一幕幕读书的情景。
我喜欢汉字。从4岁开始学习4千汉字的《中华字
经》，5岁就全部学完，之后我开始阅读各类书籍。因
为掌握了4千汉字，我5岁就上了丹华小学的四年级，
一下子成了我们学校的“小名人”。平时我很喜欢阅
读，中国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名人故事等等，我
都很有兴趣。现在，中国从古至今的所有朝代、各个
省市的分布，以及许多名人事迹等等，我都熟记在心
上。去年年底我和初中班的同学一起，参加了中国国
侨办举办的中华文化知识竞赛，我得了优秀奖。我还

喜欢认识世界各国，做各国的海报是我的爱好之一。
在荷兰学校我的各种海报，无论在绘图、上色、书写
方面都得到老师和同学的一致好评，每一次的海报都
贴在教室里供同学们学习和参考。
我先后参加过几次学校组织的识字表演，认识
了好几位国内外有名的嘉宾，其中包括《中华字经》
的主编郭保华教授，中国侨联的主席林军，中国驻荷
兰大使张军。他们不但表扬我好学，同时也鼓励我不
骄不躁，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去年7月份我参加了在荷兰乌特勒支举办的华文
教育研讨会。我作为代表之一，跟穿着正装的国内外
嘉宾们一起，围坐在会议桌前，我当时还真有些紧
张。可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林军主席在看了我的识字
表演后，立即挥起毛笔写下了“读书”二字送给我，
并且与我合影留念。在合影的时候，他还微笑着对我
说：“以后你只要拿着它，就可以来北京找我。”他
那亲切的话语，和蔼的笑容让我的心顿感温暖。林主
席那鲜活的字体，精湛的书法也让我佩服不已。妈妈
对我说，要想写得一手好字需要扎实和深厚的功底，
读书也一样，你可不要辜负大家对你的期望啊！回到
家里，我和妈妈一起把“读书”二字裱起来，挂在我
的床头，我用它激励自己今后还要扎扎实实读书，掌
握更丰富的知识回报我的祖国。
读书带给了我快乐的经历，我经常对自己说：
读好书，实现自己的理想。我心中的理想就是长大以
后当个出色的宇航员，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在
妈妈向我解释“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的含义后，我觉得它最适合作为我的座右铭。读书像
攀登一座座的宝山，也像游弋在知识的大海中。我相
信，凭着对知识的渴求，加上勤奋和努力，我一定能
实现自己的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