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获得HSK考试优秀组织单位奖
【丹华讯】

3月1日，丹华李佩燕校长和数位教师应莱顿孔子学院邀

请，参加了在AVANS大学召开的孔子学院2013新年酒会暨HSK考

试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张晋雄

先生、教育参赞方庆朝先生，荷兰 Avans 大学校长 Pau l Rüpp 

先生、国际事务负责人 Astrid Damen 女士、国际学院院长 Nies 

Rijnders 先生，荷兰教育部“汉语课程发展研究”项目组负责人 

Daniela Fasoglio 女士，荷兰中文教育协会主席陈华钟先生，以及

几十名来自荷兰各地的汉语教师、校长等。

会议先由 Avans 大学校长 Paul Rüpp 先生和莱顿大学孔子学

院院长司马翎先生致辞，中国驻荷兰使馆张晋雄代办作了热情洋

溢地讲话，他充分肯定了莱顿大学孔子学院的工作。接着各方领

导分别介绍了汉语课程以及教研的情况。领导们都强调：在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经济和汉语的地位不容忽视，中国商务以及汉语

课程都已被纳入各院校的课程体系中。

此次会议上，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乌特勒支中文学校和另

外两所荷兰中学获得了莱顿孔子学院颁发的HSK考试优秀组织单

位奖。丹华校长李佩燕在会议上利用PPT演示了“丹华教学与HSK

接轨，通过HSK考试提高了丹华学生的汉语水平”的9年历程与经

验体会。丹华文化教育中心非常重视HSK考试，她是全荷兰中文

学校中最早参加在莱顿大学举办的HSK考试的学校。从2005年开

始至今，丹华有超过700学生参加HSK各级考试，从最初的“基

础、初、中级、高级”到新的“一级至六级”的HSK考试，9年来

丹华已经有689名学生分别获取HSK考试的各级证书，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获得优秀组织单位奖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会议最后，莱顿大学孔子学院杨兆乐老师和荷兰通网站策

划总监李璟女士分别针对即将举行的HSK网络考试新特点和网络

考试专用报名网站的开发、使用流程等进行了详尽介绍，周家娟

院长逐一解答了在场来宾提出的有关HSK网络考试的诸多问题。

今后，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将继续努力，坚持把中文教学与

HSK考试接轨，通过HSK考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丹华领导和

教师们一如既往统一思想，步调一致；丹华也将坚持独特的“快

速识字，提前阅读”的新理念教学，这是丹华学生们HSK考试成

绩优秀的保证（王子旭 8岁多考试获得6级证书）；丹华还将坚

持每年一次的HSK考前培训，使学生们在短时间内汉语水平有一

次重要的飞跃，增强应试能力。HSK考试已经步入全新的网考时

代，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教师将尽快指导丹华学生适应HSK网考的

特点，迎接今年6月份的考试。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获得HSK考试优秀组织单位奖

2月23日下午，荷兰著名华裔作家王露禄在丹华成功

举办了一场文学讲座，在讲座中，她向在座的丹华师生及

家长们讲述了她侨居荷兰26年来所体会到的中西文化差

异，以及她是如何理解、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并向荷兰

社会展示自身及东方文化魅力的。同时，她也向大家介绍

了她的新作——《荷兰，我爱你！》。在讲座之前，王露

禄还参观了丹华学校，并在丹华《中华字经》班和高级语

文班逗留听课。荷兰华人歌唱家籍晓岚以及和一些校外文

学爱好者也出席了讲座，籍晓兰还特别高歌一曲，为讲座

热身。

北大英语系硕士毕业的王露禄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

感和讲究，面对以华裔学生居多的听众，她细心地运用了

通俗易懂的中文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在谈及自身移民经

历时，王露禄借用象棋打了一个比方，她说自己如果不到

荷兰而是留在北大教书，那么在人才辈出的北大校园里，

她可能只是棋盘上一只普通的卒，所有的优势、劣势都明

摆在那儿。可是，平凡的卒子一旦过了河，它就会变成一

只勇往直前的“车”，而且是一只让人摸不透底细的车，

而这，正是过河之卒的最大优势。王露禄表示，她到荷兰

之后，就一直在寻找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优势，在学习荷

兰文的过程中，她逐渐发现了荷兰语的简洁之美，并因受

到荷兰著名女作家 Annie M.G. Schmidt（《Jip en Janneke》

作者）作品的吸引，萌生了成为作家的念头。1997年，她

以荷文处女作《荷花剧场》在荷兰文坛一炮打响，从此走

上专业作家道路。迄今她已出版了10本中长篇小说，并在

2012年推出了新颖的文学手机软件版中篇小说《荷兰,我

爱你！》。

王露禄说，不管是在融入社会还是在创作过程中，

她一直在努力发现荷兰人的优点和长处，同时也学会扬长

避短，寻找自身的与众不同之处并将之发挥出来。就拿以

语言为例，她发现荷兰文有简洁明了之美，而中文则有形

象立体之丰富，于是她便利用中文的丰富，在荷兰文中加

注了中国元素，而又由于学习了荷兰人的简单直接，所以

叙述越来越简练，故而从出道至今，她的作品厚度也在一

本一本地削减——像最新作品《荷兰,我爱你！》就只是

薄薄的一小册。说到她的新作，王露禄不无自豪地表示，

这本新书就是她一直以来求新求变的最好证明，因为像这

样的文学手机软件版小说，无论在荷兰还是在全世界，都

属于创新。王露禄自认，追求新颖、独特、唯一，敢想、

敢试、敢做，是她做人做事的风格。

自《荷兰,我爱你！》起，王露禄在作家之外又添了

一个新身份——出版商。王露禄采用了App形式来出版《

荷兰，我爱你》，由于找不到出版社愿意尝试做App书，

她于是第一次做起了自己的出版商，不仅自己花钱开发

App，还自己营销推广自己的图书，在进入和开拓新兴科

技出版业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王露禄深知，作为华裔

作家，在荷兰这块异国土地上走这样的一步险棋，谈何容

易。但她认为，多数常见的渠道并非是外籍人士能进入或

发挥特长之地，只有创新才是外侨在此生根发芽的重要途

径之一。

在与听众互动的时候，王露禄的“过河之卒”的比

方显然给一位家长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提问说，我们是过

河的卒子，但我们的孩子在荷兰不是客人而是主人，我们

做家长的又该怎样去教育、培养他们做好一个荷兰中国人

呢？对此王露禄回答说，重要的是鼓励孩子要有自信，让

他们发现自己的优势，而他们最大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是中

国人，只要学好中文，他们就拥有了一个别人没有的优

势。此外，还要鼓励孩子们学习中国文化，为自己是个中

国人而感到骄傲。

讲座之后是签名售书活动，丹华主任黄音老先生率

先登台购买，李佩燕校长和众多老师、学生们也纷纷跟随

其后。笔者乘机跟一些听众聊了聊，他们都表示，听完讲

座很受启发，荷兰中国人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寻发展，王

露禄这种发掘自身优势获取成功的方式很值得借鉴和学

习。一位家长称，第一次听王露禄的讲座，觉得她是一个

个性鲜明的人。刚来荷兰不久的虞养正同学说，他到荷兰

后很不自信，现在他明白了：他一定要自信，要去寻找自

己的优点。

讲座之后，笔者也联络了王露禄，请她谈谈对此次

丹华之行的感受。王露禄表示，虽然此行走马观花，谈不

上深入了解，但她非常高兴能看到荷兰中文学校对荷兰多

元文化作出的补充，以及对本民族文化的保留和弘扬，它

缩短了中荷之间漫长的距离。王露禄还说，讲座之前她很

有顾虑，担心学生们是否能听得懂，讲座之后她还特意询

问了一些学生。直觉上，她认为学生们至少听懂了七成内

容，这些在荷兰生长的孩子能有这样的中文水平，挺令她

震惊。此外，她也非常感谢丹华校领导对此次活动的重视

与关心，她认为此次活动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她还觉

得，丹华的人心挺齐，老师们很有责任心，对学校有一种

自豪感。“当老师们能为学校感到自豪，这个学校就成功

了。”曾经做过老师的王露禄如是认为。

王露禄“过河之卒”的比方，显然也令丹华校长李

佩燕印象深刻，讲座过后，她向丹华老师们表示：在荷

兰，我本人是个永远过不了河的“卒”，只是20年来执着

地培养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尽快过河，我的很多学生现在已

经是成功的“车”了。10多年来，我们丹华教师也一起努

力让学生们掌握丰富的中华文化知识，丹华学生将是过了

河的“卒”，像“车”一样势不可挡！

对王露禄“过河之卒”的比方，笔者也印象至深。笔

者以为，这“过河之卒”的比喻不仅适用于人，推而广之，

海外华文教育其实也是一只过了河的“卒”，它也需要经历

不断地求变与创新，才能在异国的土地上发扬光大。

一只过河的卒
— —记王露禄丹华文学讲座

赵  艳

领养小狗
林珊 14岁

小 的 时 候 ， 我 就 已 经 喜 欢

狗。我很想自己养一只狗，但是妈

妈不让，她说我还没有长大，不知

道怎么养狗。我知道妈妈说的话是

有道理的，但是我还是有点失望，

没有放弃。为了学到养狗的知识，

我看了很多关于如何照顾狗的书，

也帮邻居和朋友遛狗、陪狗玩。经

过这几年，我学到了很多经验。有一天，我再问妈妈能不

能养狗，这一次，妈妈同意了。

没过几天，我跟我最好的朋友去逛街。我们路过一

个宠物店，就进去看了看。这家店很大，里面食物和玩具

被整整齐齐地排在架子上，每一种宠物的用品都不同。我

们在店里转了几圈，才找到专门给狗的用品。架子上狗的

用品各种各样的，有反光的金属碗、高级的狗链、雪白的

玩具骨头和许多别的用品。我们逛了一会儿，最后给狗买

了一大堆玩具和食品。

到了周末，妈妈带我去了动物收容所。收容所不太

大，看起来有点旧：地上有灰色的地板，墙上贴了橙色的

墙纸，但被太阳照成浅黄色了，天花板上还挂着几个电风

扇。靠着每一面墙有两排笼子，里面全是动物，大部分是

狗。虽然它们被关在笼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位新

主人来领养他们，但这些狗还是不停的摇尾巴，对着我们

汪汪叫，似乎想吸引注意力一样。我东张西望，突然在角

落里看到了一条小狗。这只小狗的毛雪白雪白的，它的短

尾巴在摇来摇去。我走过去，把手伸进它的笼子里，拍了

拍它。哇！她的毛真厚，摸起来好软啊！小狗看着我，眼

睛睁得特别大，好像想说：“快领养我吧！”那一刻，我

就知道我想领养它。妈妈帮我填了表，付了钱，就把小狗

带回了家。

一到家，我马上就给小狗取了一个可爱的名字，喂

了它一点儿糖，还跟它一起玩球。当我看到小狗在家里玩

得十分兴奋时，我心里不止高兴，还有点得意忘形，因为

我终于领养了一条小狗！

我的未来我做主
王昭君 15岁

我们生活在一个“焦郁碌”时

代，指的是：焦急，郁闷，忙碌。

每一天我们身边都充满着为工作奔

波、为生活操劳的人们。时间匆匆

而过，转眼间我也到了该选择我未

来方向的年龄。在我的成长过程

中，我也渐渐地树立起了我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基于这些观

点和我周围的生活形态，我常常不由自主地问自己：为什

么我们要为生活奔波忙碌却忘了它真正的意义？为什么我

们不能过着无忧无虑，轻松快乐的生活？我不希望我们的

未来就是日夜被繁琐的事情牵扯着。我认为生活应该更有

它的价值，所以我的未来要由我来做主，而我，要我的未

来生活充满阳光和快乐。

我们现在在学校的努力学习就是为了我们伟大的未

来。我们生活在数亿人当中，这些人就像天空中的星星，

数也数不完，看也看不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和自己

远大的理想，然而遗憾的是，并不是每颗星星都能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但我真心希望我能成为一颗耀眼的星星。我

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维持正义将会是我的使

命。我从小就乐于帮助别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可

以用来描写我的性格。记得两年前，我在放学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群大孩子跟一个小孩子抢糖吃，这个可怜的小孩眼

眶充满泪水，把糖紧紧地揣在怀里，被人殴打也不肯放

手。当时我想也没想就冲过去帮助那孩子。虽然这件事可

能会被人视为一件小事，不过它却是现在社会上“强者欺

负弱者”现象的一种真实反映。从那时开始，我就立志要

成为一名好律师。

我明白，成为一名律师，忙碌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我不希望自己因为忙碌而忘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人生苦

短，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所能享受每一寸阳光：及时行

乐，活在当下。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吃喝玩乐过完一生，

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向西方人学习。我们中国人

确实能吃苦耐劳，不过有时会忘记其实休息也很重要。而

荷兰人就不一样，他们很懂得享受人生。他们把生活和工

作分得很清楚，周末休息就是休息，他们不会为别的琐事

而操劳。因为我生活在荷兰，有了中西背景，深有体会，

所以我决定，我一定要当我生活的主导者，就像美国诗人

惠特曼曾经说过的那样：“我要当我生命的主宰，而不是

它的奴隶。”

种南瓜
陈欣迪 10岁

八月中的一天，我和妈妈去参

观荷兰的一个自然博物馆，在老师

的指导下我们废物利用，用旧报纸

做了几个比茶杯还小的花盆，先在

花盆里面放了一点土，接着放了两

粒南瓜籽，然后再撒上一点土，浇

上了水后就把它捧回了家。

因为家里温度比较高，我就先

把种子放在家里育苗。过了几天，小苗就发芽、破土而

出了。我告诉妈妈要把它移到菜地里去，可是阿姨们都

说：“已经过了播种的季节，天气慢慢冷了，种不出瓜来

了。”但我还是想试试 ，妈妈说：“那就把它种在菜地

的玻璃房里吧！”

每天放学后，我都急切地去看南瓜，不停地给它浇

水、施肥、抓虫、松土、拔草。南瓜秧一天天长大，开始

牵藤，绿油油的八角大叶长满了毛，当你用手触摸时，你

会感受到手痒痒的。藤一天比一天长，粗壮的主茎上又分

出许多侧茎，我便用竹杆插在它旁边，让它自然向上爬。

又过了一两个星期，开始开黄花了，大大的喇叭花可漂亮

了。这时阿姨们说要授粉了，可是因为是在玻璃房里，没

有蜜蜂，就要进行人工授粉，于是我就把一个花蕾的公花

塞进多个花蕾的母花中。

在我的精心培育下，到了十月份，南瓜终于在母花

的尾部出现。这时黄花完全谢了，每隔几片叶子就长出一

个南瓜，它们大小不一，长得圆溜溜黄澄澄的，真惹人喜

爱！我摸着它光滑的外皮，心里想：南瓜南瓜快点长吧！

不久，甜甜的南瓜饼，香香的南瓜汤就放在我的眼

前了，赶快吃吧！这可是我自己的劳动果实呢！

借住陌生人家
连紫虹 15岁

在荷兰中学读书，经常有因

为学校活动而在外住宿的机会，有

时我们住在各个国家的旅馆里，有

时因为交换学生活动而住到外国人

家里去。去年，我上的双语学校又

举办了到爱尔兰一个星期的郊游活

动，再一次让我体验了到陌生人家

里住宿的滋味，而且这次是我独自

一人去投宿。 

坐在巴士里，即将到达都柏林附近的一个村子时，

我紧张的心情都挂在了脸上。坐在我旁边的同学边笑边安

慰我说：“学校选的人家肯定很亲切，根本不用担心会有

尴尬之类的事。”我的心刚刚稍微有点平静下来，却突然

又被自己的手机铃声吓了一跳——原来是朋友发来短信，

询问我是否已跟住家主人见面，感觉如何等。这令我重新

紧张起来。我赶紧回复信息后，巴士也到达了目的地。 

老师拿着表格，把每个学生分配给各户人家。轮到

我时，只见一位六十多岁的白发男士走到了我面前，微笑

着跟我打招呼，顿时我的心情平静了许多。他把我的行李

箱接了过去，带着我往他的车那边走，我匆匆跟同学们告

别，跟上了他。这位先生很亲切，在车上跟我聊了一会儿

天，并给我介绍周围的景物。车停到他家门口时，他的夫

人立刻来开了门，她热情地迎接我，还很客气地拿出吃的

喝的来招待我。当晚我躺在床上时，才觉得之前的猜测和

慌张根本就是多余的。主人家的英语没有我听不懂的口

音，更没有冷漠待我，为什么我自己会把事情想得这么糟

呢？先生和夫人每天给我提供丰盛的饮食，他们亲切的关

怀问候以及无数次的帮助让我感到受之有愧，但同时也感

到特别温暖。

爱尔兰都柏林美丽的风景加上别致的商店，真让我

们享受不尽。虽然住在别人家里得随时注意自己的言行，

尽量不要打扰或麻烦人家，但这也未免不是件好事，因为

我因此而发现了自己在家里的一些邋遢行为。出门在外一

切要靠自己，这当然会有一些压力，但这也让我学会了怎

样独自面对事情，独立解决问题。比如说迷路时，要学会

边看地图边问路，找回正确方向；又如因为跟不熟悉的人

交往，必须学会沟通和交流，避免造成误会和麻烦。

虽然自己的家是最可靠、最安全的地方，但我还是

很高兴能有到国外闯闯的机会，多学习独立面对不同世

面，同时还能学习和运用英语。这次借宿爱尔兰都柏林的

独特经历常常让我回味，它将是一个值得我珍惜的回忆。

丹华学生参加第十四届世界华人作文大赛（三）

作家王露禄和歌唱家籍晓岚在丹华听课

跟《中华字经》班师生合影 丹华演讲会会场

作家王露禄在高级语文班

丹华师生争先购书

接受丹华师生、家长的鲜花

作家王露禄认真为大家签名

作家王露禄生动演讲

歌唱家籍晓岚高歌一曲

与高级语文班师生合影

一只过河的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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