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二） 

初一班中文写作训练心得
初中1班教师  张磊

海外中文学校的学生从小学
班进入初中班后，中文写作训练
便成为他们课上的一项重要内容，
而写作训练对海外中文教师来说，
也是教学中的一道难题。自从两年
前担任初中班教师开始，我就进入
了“引领学生突破写作 瓶颈”的
角色。这个过程也是我自己不断学

习，不断改善，不断提升的过程。受李佩燕校长的鼓励，
我在这里把自己在初中班指导学生进行中文写作训练的一
点心得写出来，同大家一起相互交流探讨。

写作与切身经验相结合

新学期一开始，我们学习了课文《给孩子的一封
信》，文中真实感性的语句深深触动了学生们的心，引发
了他们的强烈共鸣——这些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孩子们有着
感同身受的相似经验。通过学习课文，他们开始理解天下
父母之心、父母之爱。于是，我乘热打铁，提议他们根据
自身体验和感受写一封信给父母，与父母进行沟通交流，
让父母了解自己的想法。在他们给爸爸妈妈的信中，他们
学会了用“分享快乐，分担烦恼，陪伴成长“等词句描述
她（他）们和父母之间的生活经历，并在信中表达了自己
对父母“说不出的感谢”和“无尽的感恩”之情。感动于
孩子的真情，有些父母当即写就了给孩子的回信，浓浓的
母女、父女之情跃然纸上。一封封发自心底、感人至深的
信，让我不禁潸然泪下。这些信件后来登在了丹华专栏《
桃李园》上，正如编辑所言：用心、用真诚写出的东西一
定是好的、感人的。

借鉴荷语写作教学进行训练

新HSK五级的写作部分之一，是要求学生们在规定的
时间内用试卷上提供的几个词语或是一幅图写出一篇短
文。受之前观摩过的荷语老师教学活动的启发，我也采用
过类似方法展开写作训练，即选用课文中的一组词语，叙
述一个小故事或编写一篇小短文。为便于学生们可以自行
操作，给学生提供构思作文和草拟内容的有效途径，我把
这项训练分为四个步骤：

1、根据所给的词语确定主题。
2、 根据自己确定的主题，用每个词语造一个句子。
3、在造出的句子间添加适当的关联词。
4、最后给整个短文进行修饰，润色。

有时我也会选用一幅照片，请学生们做以下几件事：
1、 仔细地观察相片上的画面，看清相片上的事是发

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
2、 记录相片上有哪些人、哪些景和哪些物？注意观

察人的服饰、容貌、年龄、身份、表情、动作。
3、进行合理的、符合逻辑的想象。
4、 编写出经过观察、想象总结出的故事，最后修饰

全文。
起初，我班很多学生在面对写作题目时无从下手，

抑或成文杂乱无章，经过上述训练后， 他们在面对新HSK
写作题目时便有了信心，不再惧怕。

通过词句持续积累改善写作

对于一篇课文的教学，我往往将课文学习理解、作
业练习纠正、测验总结固化三个不同的形式分在三个周末
进行，用以强化新词语、新句型在学生头脑中的印象。在
课堂活动中，通过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丰富多样
的互动、分组比赛，有时两人一组，有时三人一组，有时
四人一组去完成一项写作任务，或完成一项演讲任务。在
这个过程中，我会注意给予学生一定自主和适当自导的空
间，让学生们自发思考，自觉行动，在变化有趣的过程中
自然而然地做完课堂练习，掌握所学过的词语和句型和完
成写作的任务。学生们感到有趣的同时也有了收获。

在中文写作时，这些生长在荷兰的学生们经常会套
用荷语的语序及其语言习惯，因此，用心检查批改每周一
课的测验本和练习册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做老师的不仅
要让学生知道错误所在，还应知道他写错的原因，进而帮
助他尽快掌握正确的中文语法。

借作文大赛强化作文训练

一年一度的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是我们学校初中
班必然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每次大赛前，学校都会动员各
高年级班及中学班学生踊跃参加。对此，我们班的师生也总
是全力以赴，共同讨论。作为老师，我总是不断激励学生们
积极进取的精神，启发学生们中文写作的思维，并联系家长
一起给孩子们出谋献策，鼓劲加油。凭借大赛之力，我们班
每年都催化出一篇篇故事生动有趣、语句琅琅上口的作文，
其中有好几篇还分别获得过二等奖或三等奖。参加过大赛的
学生们之后在写作方面均有长足的进步。

目前，对外汉语教学在针对听力、口语、阅读教学法
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而写作教学法的研究则还处于未
成熟境地。幸运的是:我们有李校长的不断鞭策，有《桃李
园》栏目为学生们初试拳脚提供平台，我们还可以通过因特
网了解华文教学的发展现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华文教育的
先辈们和同仁们学习、取经。丹华学校、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以及孔子学院也为我们提供了各种进修和培训的机会，这都
令我十分珍惜，每每似海绵般地吸收各种知识。孔子在《礼
记·学记》中曰：“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学无止境，教无止
境，我深知，我前面的路还很长。

亲爱的晴晴：你好！
好开心和你写信聊天，虽然我们每天都有面对面交心聊天的习惯。
爸爸妈妈很感谢你一直带给我们的欢乐和笑声。从有了你的那一刻起，我们

就很陶醉于和你在一起的每分每秒。
你是爸爸妈妈的骄傲，更是我们的宝贝。从小你就很懂事，很有爱心和善解

人意，你甚少给我们麻烦。从18个月开始上幼儿园，到你六岁随我们来到荷兰，
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环境下，你都是很主动地上学和学习，甚少要爸爸妈妈操
心。爸爸妈妈一直都很疼你宠你，但不会纵容你，这一点你很清楚。我们一直引
导你学会独立，学会自己处理日常遇到的问题。有时候你会撒娇向我们投诉：“
为什么人家可以我就不行呢？”看你撒娇可爱的样子，我们都忍不住笑，但是我
们知道你是理解爸爸妈妈的苦心的。

时间过得真快，明天你就12岁了。看着你健康快乐地成长，爸爸妈妈真的很
欣慰。我们真希望能一直分享你的喜和忧，你会一直保持和爸爸妈妈聊心事的习
惯吧？！

爸妈在此祝愿你生日快乐！健康成长！开心幸福！

深爱你的爸爸妈妈
骆敏灼、林慕洁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
我是你们的宝贝女儿——晴晴。
今天是我12岁的生日，明天是你们结婚13年的纪念

日。我很高兴我每次生日你们都为我举办一个形式不同但
同样愉快的生日party。我这12年来成长在一个温馨和睦的
家庭环境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我很高兴能成为你
们的女儿。

你们还记得吗? 有一次我和表哥出去踩单车，当时我
们已经要开始吃饭了，但是我还是坚持出去了。没多久，你们就看到我用双手按
住血流不断的嘴巴哭着跑回来。当时我恐惧和害怕极了，一是因为不知自己伤得
怎么样，二是因为没听你们的劝告，害怕你们责骂我。但那时你们只是紧紧地抱
着我，心疼地看着我，轻声地对我说：“没事，没事，只是一点小伤。”我听了
以后，恐惧的心情马上平静了下来。呵呵，过了一个星期我才能正常吃东西啊！

我还记得，我们刚来荷兰的时候，我一句荷兰文也不会说，可我还是那么喜
欢去上学。没多久，我们学校举行圣诞晚餐，老师告诉我们明天要自己带餐具和
一个大的袋子。我却没听懂，就对爸爸说：“老师说要我换一个大书包。”爸爸
说：“不会吧？碧桂园这个书包已经够大的了。”

第二天早上，我到了教室，看见每个小朋友的桌上都放着刀叉、碟子，还
点上了蜡烛，而我的桌上什么都没有，于是我哭着跑出了课室。这时我看到了爸
爸，他没有像往常一样放下我就离开，还在外面等着我。于是爸爸问我发生了什
么，我哭着说：“我们什么都不懂，过来这里干什么？你知不知道羞耻？”爸爸
却对我说：“有什么好羞耻的？！我们不偷又不抢，不懂就学好了。”爸爸说
完，拉着我的手就大步往教室里走去。中午放学时，爸爸已经早早地在外等着我
了。

这些生活中遇到的点点滴滴，因为有你们的关怀和鼓励，使我变得更加坚强
并能勇敢面对。爸爸妈妈，你们放心，我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报答你们对我的期
望！

祝你们身体健康，白头到老!

你们的女儿
骆雯晴
2012年9月30日

亲爱的妈妈，
我很想念你。从我离开家随学校到英国的这个星期里，我有很多

的感受，因为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这是我第一次离开你。
现在没有你在我身边照顾我，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自己学。
在家里的时候每天都是你帮我准备好早餐、中餐和晚餐，帮我准

备好衣服，特别是我在家里最喜欢东西到处放，需要用的时候就找不
到，每次我都叫你帮我找。天冷了，你就会吩咐我多穿一点衣服；下雨
了，你就吩咐我去学校要带雨伞。在家里的时候我不喜欢听你这些唠唠

叨叨的话，但是现在我知道，有你在我身边唠唠叨叨有多好啊!
妈妈，你是我的好妈妈，也是一个勤劳的妈妈。你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做家务活儿，还要

照顾我们。现在我才知道做妈妈是多么辛苦啊! 妈妈我以后不让你再这么辛苦，这么操心。我
要自己学会照顾自己，还要学会做家务，这样才能减轻你的负担。

我爱你，我的妈妈!

女儿庄霭弘

亲爱的妈妈：你好！
人们都说：”母爱是最伟大的。”
当我看到您整天忙碌的身影，我的心里就情不自禁地想对您说：

妈妈，您太辛苦了！您每天不但要照顾我，还要忙家务。曾经的我太不
懂事了，每次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发脾气，平时生活中不如意的事情，总
会冲你大喊大叫。您对我不时地叮嘱关怀，而我却觉得你太唠叨，嫌您
烦，这可能是我这种年龄的叛逆吧。在此，我真的想真心真意地对你说
一句：“妈妈，对不起！我太不了解妈妈的心了。”我从小在一个单亲

家庭长大，是妈妈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是妈妈的乳汁哺育了我，是妈妈的谆谆教诲让我明白
了许多人生道理，是妈妈温暖的双手牵引着我成长，是妈妈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无忧无虑地成
长。在此，我要对妈妈说：“妈妈，你是我伟大的母亲。人们常常用“伟大”来形容母爱，是
的，母爱太伟大了！妈妈，谢谢你！”

妈妈，今后女儿愿意和你分享快乐，分担烦恼。
最后祝妈妈身体健康、永远年轻！

深爱你的女儿
裴钰
2012年9月29日

亲爱的爸爸妈妈：
时间过得真快，今年我已经十三岁了。我很感谢爸爸和妈妈抚养

了我这么多年，我也感谢你们在这十三年里对我的照顾和疼爱。以前我
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回报你们，但是现在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我要好
好学习，长大后我要好好地孝敬你们，这就是我回报你们的方法。

亲爱的爸爸妈妈，记得有一次我跟你们吵架了，我也不清楚我们
那次在吵什么，可是我知道我当时就后悔了，因为我知道你们是为我
好才骂我的，我也知道你们都是爱我的。在你们心目中，我跟妹妹都是

最重要的，你们是最在乎我们的人。从那一刻起，我就决定不要再跟你们吵架，要尊从你们的
话。你们为我们做了那么多事情，每天都辛辛苦苦地工作、赚钱，这让我很感动。我知道现在
还有很多国家很穷，很多人都很可怜，吃不饱穿不暖的，可这十三年里你们都让我们穿得暖吃
得饱，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希望我长大后也像你们一样，做一个好母亲。

祝你们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孝顺你们的女儿
吴蔼兰
2012年9月30日

丹华访问团成员感言 （二）

访问团团长：李佩燕

平生第一次走进沙漠，
平生第一次骑上骆驼。

当我走进响沙湾，眼前
的一切恍若梦境：80多米高的
黄金响沙湾在阳光的映照下，
闪耀着令人心醉的金色光芒。
金黄色的沙坡，掩映在蓝天白
云下，远看似一条金色的卧

龙，近看那骆驼群、马群在沙海中游荡又像一幅金碧辉煌
的油画。就在这片金色的沙海中，我们丹华人尽情享受了
极具沙漠特色的各项旅游项目。

在茫茫的沙海中，忽然引起我注意的是：有几棵悄
悄在这里生活着的无名小草。它们太弱小了，铺天盖地的
金黄色几乎要掩盖它们毫不起眼的几丝绿意，不过，绿色
毕竟还是真实地存在着。我心想：小草的名字应该叫“坚
韧”。

…………
恋上了响沙湾，我有充足的理由！心底里藏着一句

话：我爱您，祖国壮丽的山河。

丹华教师：郑楠

2012年7月17日，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会见了联合国大会候任主
席、塞尔维亚外长耶雷米奇，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
会见了拉美议会议长皮扎罗。

同在这一天，作为一名
普通的中文教师，我第一次走

上了人民大会堂的红地毯。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祖国对
我们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关怀和重视，体会到了人大、国
务院侨办和侨联对丹华教师的爱护和尊重。感激和感慨之
余我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作为一名
中国人，一名华文教师，一定要更加努力地为世界了解中
国而努力。

丹华教师：赵艳

初看到侨联安排的行程
中有游长城一项，心中很不以
为意。

以前有过几次爬长城的
经验：都是在夏日烈火骄阳
下，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
摩肩接踵、挥汗如雨地登上一
座烽火台，心中不但没有好汉

的豪情，反而产生逃跑的冲动。没想到，这一次的长城之
行却给了我们意外之喜，也成了我们访华行程中的最大亮
点之一，因为侨联安排我们参观的不是为游客们所熟知的
八达岭长城，而是八达岭古长城，一字之差，竟是另一番
天地。

与备受垂青的八达岭长城相比，这里的长城堪称门
可罗雀。它默默蜿蜒在崇山峻岭之间，肃穆沉静，破败而
绝不颓唐，像一个没落的英雄，却掩不住逼人的英雄气
概。在这里，你可以幽思怀古，听风急雨啸；也可以闲庭
信步，看云卷云舒。

这里的长城静悄悄，在这悄悄的长城上，我终于悄
悄静下心来，与它真正结识。

丹华教师：周宏旭

今年暑假受中国侨联邀
请回国，再访北京、内蒙等
地，再次感受到祖国发展变化
的日新月异与欣欣向荣。

在大连停留的时间虽然
短暂，但是大连焕然一新的城
市风貌、开阔壮观的星海广
场，特别是旅顺口优美的山海

风光，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与此同时，在旅顺参观的“日俄监狱旧址”，那里展

示的当年日寇侵华时犯下的滔天恶行，丝毫也不逊色于纳
粹德国在波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给
我们带来强大的冲击。这样的恶行一定不能再令其重演。

丹华教师：郑淑萍

平生第一次踏上内蒙古
希拉穆仁大草原，圣洁的蒙古
包张开她草原一样的胸怀，迎
接我们海外游子的到来。

白天我们骑马驰骋在辽
阔的草原，晚上不仅品尝了美
味的全羊餐，还享受了蒙古人
载歌载舞的豪情盛意，夜晚我

们欣赏蒙古包内摇曳的烛光。次日清晨，我们醒个大早，
观看草原日出。这一幕幕情景在我脑海里烙下了永不磨去
的印记。

感谢中国侨联给我们提供了欣赏祖国美丽大草原的
机会！

丹华教师：林静

伴 着 仲 夏 傍 晚 的 一 场
雨，丹华人在草原载歌载舞的
烤全羊仪式结束了。

雨后之清新，将蒙古包
中的我们引出草原。漫步夜幕
降临的草原，携带着一种微妙
中的神奇。隐约间，我猛一抬
头，那满天星星啊！令我兴奋

不已。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星星。草原之星星，它晶莹
剔透，若即若离，玲珑神秘地穿梭于清晰与朦胧间。它璀
璨，似钻石；它神秘，似精灵。都说古人能观星测事，你
若目睹这般夜景的玄妙与绮丽，那一定深信不疑。再望星
星，它已钻入了我梦里。

非常庆幸！庆幸能有这次访问学习的好机会，庆幸
一路能欣赏到如此怡人别致的好风景；非常感激！感激祖
国对海外华文教育的关怀与支持。我们将再接再励，迎接
海外华文教育更璨烂的明天！

丹华教师：张磊

今年夏天我有幸再度随李校长率领的丹华访问团回
国访问。其间，无论是在内蒙辽阔宽广的草原上策马扬

鞭，还是在浩瀚无垠的沙漠中
于驼背上摇曳，还是在大连烟
波浩淼的大海边漫步远眺，我
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祖国的
疆域广大，幅员辽阔。从大昭
寺，到八达岭古长城，再到旅
顺的日俄监狱，旅程中所见所
闻都不断震撼着我们的视觉和

听觉。我们又一次领略到华夏文明历史的无比厚重。在整
个访问过程中，我感到惊喜连连，收获满满。这一切都要
感谢中国侨联的精心安排。

五年之后再见到郭敏燕部长，她一见如故像老朋友
般亲切地同我们叙旧，让我们确实有一种回娘家的温馨感
觉。通过这次访问，我们又一次充满了电，上紧了发条，
铆足了劲，我将继续为海外华文教学不懈努力；感恩祖
国，感恩中国侨联。

丹华教师：宋雅真

“黄沙吹老了岁月，也
吹不老我的记忆”！这是今年
7月中旬丹华沙漠之旅的真实
写照。

丹华人在黄沙万里长的
沙丘上行走，一晃真不知东南
西北，乡关在何方？大家顶着
烈日，戴着“沙帽”，围上“

沙巾”，踩着沙鞋，漫步在沙漠之中，别样的风景，别有
的风趣！何处传来驼铃声? 还是丹华人，个个英姿煞爽，
集体骑上骆驼，大部队浩浩荡荡地在大沙漠中前行。此
时，驼铃声，欢笑声飘荡在沙漠的上空。

丹华人乘坐的沙车，堪称沙漠中之“奔驰”。它载
着我们在沙丘时上时下地驰骋，犹如过山车般惊心动魄，
欢叫的声浪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一切将成为我沉淀的记忆，永远令我回味！

丹华教师：胡碎娟

我喜欢由蓝天，白云，
牛羊和绿草组成的美丽风景，
我喜欢由阳光，健康，知足和
感恩组成的美丽心情。今年夏
天，受中国侨联的邀请，我们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在回国访问
期间去了希拉穆仁大草原，感
受祖国的秀丽风光。那天阳光

是那么的明媚，我的心情是那么的舒畅，丹华人在草原上
骑马驰骋，尽情享受了这一份特有的舒畅和逍遥。

祖国的大好河山，让我光彩照人；丹华大家庭的温
暖和团结，让我知足、感恩。

丹华教师：汪辉

这次再回北京，再到侨
联，看见大家熟悉的侨联领
导：林佑辉部长、郭敏燕副巡
视员，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听到他们的殷殷关切，
心中那股身为华文教育工作者

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并甚为骄傲。像我们这样身在海外从
事中文传播工作的游子们，其实也是有家的，而且是一个
温暖的大家庭。在这次活动中，最深切的感受就是温暖，
始终有一种家的感觉，亲情、友情萦绕着我们每一个丹华
人。

丹华教师：周小薇

难 忘 大 连 的 天 美 ， 景
美，人更美。

在大连辽师大一周的学
习参观使我仿佛回到了大学时
代，作为非中文专业毕业的我
从一系列的培训课程中受益匪
浅。特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讲
课和观摩课都给了我很大的帮

助和启发，使我更有信心上好现在成人班的课程，同时，
我也正在教学中逐步摸索、融会、贯通从各位教授那里学
到的知识。珍惜培训机遇，希望以后还能参加更多的这样
的培训！

丹华教师：冯为民

丹华访问祖国正值中荷
建交40周年，受侨联和国侨办
的盛情邀请，丹华全体教师来
到内蒙、北京、大连访问，还
参加座谈和教师培训。

期间我们跨马奔驰在广
袤的内蒙古大草原，在昭君墓
和成吉思汗陵前追古思今。最

让我激动的是登八达岭古长城。古长城像一条巨龙蜿蜒在
丛山峻岭中，我第一次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是龙的传人，为
有这样繁荣昌盛的祖国而骄傲！10天的行程给我留下了终
生难忘的印象。

丹华教师：颜风琳

今年夏天我参加丹华的
中国访问活动十分难忘。

访问期间我感受到回娘
家般的温暖，最令我难忘的是
侨联海外联谊部林佑辉部长，
侨办文化司雷振刚司长，以及
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喻林
祥的讲话。他们对华文教育

的希望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代表祖国给予我们的
关爱，寄予的我们的厚望。祖国的日益强大掀起了世界范
围的华文热，我们海外华文教师一定要肩负起这个历史责
任，为传承中华文化，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架起一座坚实
的桥梁。

参加在大连的培训，又一次为我的教学工作充足了
电，获得了新的前进动力，我不能辜负祖国的厚望，要努
力做好海外华文教师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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