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飞机缓缓地降落在跑道上，我看见北京城了，心里特别高
兴。当我迫不及待地走出机舱，冷不防一股热浪从通道里迎面扑
来，啊！北京的夏天给了我们热情的拥抱！我马上就要参加全球
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亲情中华”夏令营了。

我拉着行李住进侨联安排的酒店，这是一间不是很奢华却
是极其温馨的酒店，房间整洁而又宽敞。当我领到夏令营统一的
营服时，心里感到又欣喜又异样，欣喜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五十
多名师生，将在十天时间里共同生活在一起，感到异样的是不明
白为什么要发统一的服装呢？

第二天早晨，我们穿着营服乘坐大巴前往居庸关长城游
览，我们一路欢笑一路歌，来到了长城脚下。我远远望去，在起
伏的山岭中，长城绵延伸向远方，多么雄伟壮观！这时我们队伍
中突然一阵惊呼，原来大家与我一样的兴奋。开始爬长城了，这

时我才真正明白我们祖先的伟大！我们弓着腰，扶着栏杆，在烈
日炎炎下，汗流夹背一级一级台阶地往烽火台爬行，最后当我站
在烽火台上时，我已经不顾自己成了一个＂水＂人，尽情放眼望
去：伟大的长城就像巨龙般蜿蜒起伏，盘旋在崇山峻岭之中，中
华祖先们用智慧和勤劳创造出如此宏伟的奇观！我回头一望，在
陡峭的台阶上还有穿着粉色T恤的年轻人正在努力攀登，虽然彼
此不太熟悉，但色彩鲜艳的营服告诉我，那是我的队友！噢！我
恍然大悟，统一营服就能一眼认出自己的队友。

接下来的活动，我们游览了北京的许多名胜古迹，有颐和
园、圆明园、钟鼓楼、人民大会堂、科技馆、鸟巢、胡同……

来到圆明园，站在那些残垣断壁前，听着导游老师的讲
解，我的心难过极了！眼泪几乎要流出来。圆明园，是清代极具
诗画意境的大型皇家园林，她规模宏伟，融会了各式园林风格，

运用了各种造园技巧，被当作是中国古典园林的典范，是＂万园
之园”。然而，1860年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抢劫一空，还放火烧毁
了这座艺术宫殿，大火烧了整整三天三夜。现在我们站在这些废
墟上，她告诉我们：一个国家落后就必定受欺凌，必定挨打，更
别谈保护自己民族的文化瑰宝！

后来我还参加了作文大赛颁奖典礼，拿到一等奖的证书，
丹华学校又一次获得作文大赛组织奖。这个北京的夏天很迷人，
虽然炎热，人流如潮，但带给我太多的快乐和友情，让我更加了
解了中国的文化和历史。短短的夏令营在欢乐中结束，伙伴们要
各自踏上回程，我们互相拥抱，互致问候，我们将会把2013年这
个精彩的北京“亲情中华”夏令营永远留在心里！

HSK二级： 王昭嘉

HSK三级： 林秀程、关祈南

HSK四级： 曾泳达、王昭弘、威妮、李晓雯、曹佩欣、蔡瑞利、郭安丽、陈立豪、周嘉豪、
潘雪怡、胡丽秋、林靖轩、吴艾琳、陆俊杰、胡家嘉、林雅怡、陈杰伦

HSK五级： 陈雪蓉、骆雯晴、冯永祥、李贡羽、吴霭兰、胡慧敏、周嘉望、金家俊、庄晶
敏、陈挺、任思秦

HSK六级： 王晶晶、裴钰、吴思康、叶硕、刘柳红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获得 2013 年 HSK 考试证书名单

幼儿1班： 周瑜燎，朱凯德，莫玥妍，胡迪伦，苏加，张倩怡，刘露澐，林城威

幼儿2班： 万之曦，叶可颖，陈欣，胡悅欣，陈帆，胡永喆，林心妍，周佩佩，
邓嘉昊，胡莹莹，陈嘉敏，胡佳明，Noah

一年级1班： 林曹靖，郭美玲，陈祈，池鹏亮，叶晓桐，彭祖男，李王靖，陈凯钧，
林轩儿，陈雨欣，林希

一年级2班： 莫希雪，陈詹缘，黄宝瑶，郑雯慧，蒋澌琦，吴莹莹，刘琦，朱鑫淼

一年级3班： 胡嘉莹，胡嘉文，蒋强盛，姜良伟，王俊翔，姚非比，周苏非，周狄娜，
郭丽娜，郭丽霞，蒙蒙，文浩容，Jason

中华字经1班： 张俊伟，徐阳升，徐晓阳，董子宁，将家兴，邱韵衡，林于涵，卓承美，
陈立德，嘉翔，嘉圣，爱雅娜，张宝怡，Liana

中华字经2班： 黄正贤，周明宇，周晗暄，周皓璟，周皓瑜，王凯莉，邓仁飞，安琪，
鹤正，金健翔，周哲轩，Silvie Baudoin，Timmy

二年级1班： 汪梦雨，郭菊玲，韩美琦，林珊妮，郭欣灵，林青盈，张睿文，徐舒琪，
陈彤彤，刘亦灵，Selina

二年级2班： 严潇宇，刘欣，刘怡，叶舒晴，赵嘉丽，理查德，邹浏瑜，张佳月，
包妃暄，朱倩，陈世祺

二年级3班： 金丽莉，潘雅迪，薛雅霖，鲍卓能，胡迪毅，津波，孙友远

三年级1班： 陈德咪，赵方宇，历嘉强，张信源，邵文晔，曹婉琪，陈心怡，郑睿思，
钱沁荷

三年级2班： 胡永誉，陈雨馨，翁珮珮，文森特，卓金洋，江勇，蔡嘉俊，陈海杰，
陈茹慧，胡译丹，陈彦祖，陈俊豪

三年级3班： 池鹏辉，姜敏敏，胡永安，蒋卓轩，刘允心，王昭嘉，庄莉莉，
郑博裕，Jessica夏

四年级1班： 董晓菲，林雨欣，张振珊，陈孝康，吴弘旭，彭思颖，陶颖禧，叶璟，
刘锦俊，韩雪婷，Elena

四年级2班： 姚初红，姜婷婷，陈治聪，张芊睿，郑婷婷，蒋孟灵，胡炜，胡慧娜，
张格罗，林望杰

四年级3班： 林秀成，陈杰伦，关祈南，陈丽莎，叶嘉乐，冯美美，尹雅怡，池国睿，
陈智聪，严文姬

五年级1班： 吴艾琳，陈秀荣，胡丽秋，林靖轩，张裕昌，陆俊杰

六年级1班： 杨颖怡，陈雪婷，李贡羽，陈雪容，潘雪怡，黄颖昕，胡勇杰，周嘉豪，
张楚怡，陈立豪，曾泳达

六年级2班： 曹绮珊，陈欣迪，潘李勇，任义进，威妮，郭安丽，曹佩欣，木乾雷，
叶慧伟，王昭弘，冯永祥，李晓雯，林志明

初一班： 胡慧敏，裴玉，黄彬彬，吴思康，吴霭兰，骆雯晴，杨嘉慧，魏振兴

初二班： 陆星怡，侯嘉敏，候嘉欣，连永瑞，刘柳红，周乐毅，王晶晶，陈颖颖，
颜昊昱，叶硕，胡睿勋，吴弘逸，庄晶敏，陈智敏，刘慧敏，周嘉望

高级语文班： 虞养正，戴蓥皓，金健尧，连紫虹，林珊，王昭君，徐锐达，赵向

桥班： 林玉莹，李亚兰，刘瀚文，杨志辉，冯家骏，王雅莉

普通话班： Yi iong Jin 金亿勇，Junwei Zhu 朱军伟，Suzanne Liu 廖凯婷，
Jouliang Sun 孙友良，Jouyi Sun 孙友谊，Jia-jun Yeh 叶家君，
Jim Verheijde，Julie Verheijde，Mary Coenradi

候嘉敏 候嘉欣 陆星怡 连永瑞 颜昊昱 周乐毅

王晶晶 陈颖颖 叶 硕 刘柳红 虞养正 戴蓥皓

金健尧 林珊 周娇桢 蒋泽钜 白嘉豪 周秀娟

王若萌 安晟 王昭君 连紫虹 赵 向 陈逸翔

徐锐达 周嘉望 庄晶敏 任思秦 陈 挺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初中部
2012 - 2013 学年优秀毕业生名单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2012—2013学年优秀学生名单

各位老师：

大家下午好！
承蒙李校长盛情相邀，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老师们就海外华文

教育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和交流。结合这几年在欧美各国华校的所见所
闻，我想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谈谈自己的一些看法和感受。

第一是关于“文字与文化”的思考。我们教给学生的是仅仅是中国
文字，还是包含其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关于这个话题我首先谈一点自己
的经历。

我第一次到欧洲是在1986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荷兰人还不了解
中国，当时，阿姆斯特丹大学想与中国的一所大学建立校际合作交流关
系。但中国那么大，找哪个学校呢？正巧，阿姆斯特丹大学有一位教授是
印尼华裔吴银泉先生，校方找到他说想找一所中国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关
系，请他提建议。吴先生首先就想到了厦门，想到了厦门大学。因为许多
印尼华裔祖籍地是福建，他们的祖父辈是从厦门港出发下南洋的。他还想
到了陈嘉庚先生，大家都知道，陈嘉庚先生创办了厦门大学，对中国做了

很多贡献，在东南亚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吴先生因此立刻想到建议阿姆
斯特丹大学与厦门大学建立校际友好关系，并担任了启动与联络工作。说
来有意思，多年以后，阿姆斯特丹大学外办主任一次在和我聊天时曾说，
他们选择与厦门大学建立第一个校际友好关系其实不合适，因为阿姆斯特
丹大学是首都的大学，应该和北京大学建立友好关系才对，怎么会是厦门
大学呢？起因就在这位印尼华侨，他从印尼来到荷兰，在荷兰上大学，一
直读到博士，并执教阿姆斯特丹大学。虽然出生海外，远离中国，也不会
说中文，但是，中国一直在他心中，一直是他无法忘却的记忆。

在和厦大建立友好关系之后，因为吴先生是学历史的，所以提议第
一个交流名额要给学历史的学生，而我正好是学历史的，当时刚刚硕士毕
业，所以很幸运地得到这个名额，来到荷兰。

那么，我为什么会研究海外华人，尤其是研究欧洲华人呢？这里又
和我的一段亲身经历和文化体验相关。1986年我来到荷兰，口袋里装着50 
美元。大家知道，当时中国大学老师每月的工资只有四五十元人民币，50
美元几乎相当于我们半年的工资，对我们来说算得上是“巨资”。我到了
荷兰之后，发现没有人来接我，于是打电话给使馆，使馆却说没有收到我
的材料，需要再和国内联系。使馆教育处领导和国内联系后确认，我的材
料在邮寄过程中丢失了，补寄材料要一个星期后才能到。那时我在荷兰举
目无亲，而我口袋里的50美元连我在荷兰一天的旅馆食宿费都不够，这一
个星期的生计怎么办？使馆教育处也束手无策。万幸的是，当时荷兰方面
主管中荷文化交流的莱顿大学的梁兆兵先生，韩云虹先生和韩太太等人对
我的特殊困难十分重视，他们商量后联系了当时在莱顿大学就读的一位华
裔学生胡梅花。胡梅花的父亲胡克梨老先生祖籍温州文成，是一位上世纪
30年代就来到荷兰的老华侨，十分热心助人。他一听女儿介绍了我的困
境，立刻接我到他家中，并告诉我尽管放心在他家住，在他家吃，住多少
天都没问题。这是我第一次在海外接触到海外华人。我在他家住了一周，
老先生天天做中餐给我吃。他还对我说，你刚出国，一定非常想家，我带
你到处走走吧。说到做到，老先生开着车几乎带我转遍了荷兰。这是我第
一次亲身感受到海外华人华侨的那种亲情，他们在这里生存不易，但他们
对自己的祖籍国非常热爱，对从自己祖籍国来的人，也非常乐意帮助。

正是从吴银泉、胡克梨这些普普通通的老华侨身上，我看到中华文
化传统在海外代代延伸，个人深受其惠，没齿难忘，这也成为我后来二三
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海外华人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动力，这里面有一种
报恩，一种深情。

我和你们的李校长经常探讨，在海外做华文教育，教得好不好，教

学技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种情感，一种对海外华文教育、对海外
华人子女的感情，也就是你心中有没有爱。我做海外华人研究在国内外有
一定影响，我总认为，这并不是我特别聪明，或许也算不上特别努力，最
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还在于我对此投入了全部情感，融入了全部的感恩、
报恩之情。

我们的教学也一样，教学技术固然需要，但更重要的在于我们对这
份事业有没有情感，有没有爱心。所以我一直很敬佩李校长和黄音先生，
他们把自己全部的身心投入到华文教育事业中，华文教育已成为他们生命
的一部分。我听过好多老师的课，但凡讲得好的老师，都对这份事业，对
这群可爱的孩子们，存有一份深情，有这种情感在，说明你教的不只是文
字，更是一种文化。在荷兰，中文学习占用的是课外业余时间，我们要投
入情感吸引孩子们来学习中文，所以说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更重要的是
你对这份事业的爱心，对孩子的爱心。

第二方面我想讲的是“今天和明天”。作为海外华文教育工作者，
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认知：就是工作在今天，成效在明天。我们现在的工
作是为了孩子们的明天。

在法国，我曾遇到这样一位事业有成的老华侨，他今年特意把自己
的两个孙子送到新加坡学习，他说，必须着眼于2050年的发展。他认为，
过去30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地位空前提高。到21世纪
中期，如果不懂得中文，就不可能做好生意。他把在法国出生的孙辈送到
新加坡的法语学校，因为那里同时教授法、英、华三种语言，而学校之外
的新加坡社会又有比较浓郁的中华文化氛围。他认为，一定要让孙辈掌握
中文，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亚洲，才能在21世纪中叶建功立业。

由此我想到，各位现在教导的学生，到2050年将成为社会的中坚，
现在对他们的培养和教育，可望让他们到本世纪中叶为社会做出贡献。中
文教育承载着一种特殊的价值，我们期待现在教导的学生，明天都能成为
推动中荷关系的友好使者。相信各位今天教给他们的，到时候都会在他们
的潜意识中发挥作用。

这些年我走访了很多海外中文学校，各有不同的教学模式、不同的
办学理念和教师队伍。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欧洲最大的中文学校在法国巴
黎，他们有1300多学生，意大利普拉托的一所中文学校也有近千名学生，
而且从托儿所一直办到中学。有的中文学校正在争取成为全日制学校，并
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同步于中国国内的教育，以方便学生们日后回到
中国继续升学。在马来西亚，有华人的小学，华文的独立中学，一直到
华文学院。

虽然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办学模式、不同的办学规模，但大家都面临
着如何把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融入华文教育这一课题。欧洲的华文教育大
部分是周末学校，华文教师也是兼职，对此我们应该总结我们在海外华文
教育的经验，研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让孩子学到文字，学到文化，学
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在变，世界在变，海外华文教育如何才能符合当
地华裔青少年的要求？海外成长的学生不受中国传统教育的束缚，低年级
教学采用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还可以维持教学秩序，对中、高年级的学生
则较难，所以如何适应中、高年级的教育，是更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如
何与当地的教育理念结合，如何适应当地的教育秩序，使华文教育长期延
续，提高成效和影响力，这对于我们是一个挑战。

对于丹华学校，因李校长的缘故，我可以说比较熟悉。跟其他学校
相比，我觉得丹华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教学管理规范；二是具有高
水平的教学质量。

李校长为丹华的建设发展，可谓殚精竭虑。李校长做了很多努力，
以建设一支出类拔萃的丹华教师队伍。校方对老师们很用心，大的方面如
教师培训，组织去中国访问、考察，小的方面如为老师们送上端午的粽
子、中秋的月饼，以至开会时为老师们准备小点心等，都可以看到校方对
老师们的关怀与呵护。正是这些良苦用心凝聚了这个群体，让大家共同心
聚丹华，把这个学校办好，把丹华办成真正的海外华文示范学校。

我相信，有丹华人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丹华一定能够成为海外华文
示范学校中的示范学校，拿出自己的教学和管理经验，率先垂范。丹华的
老师们承载着家长的希望，承载着家长们对老师的信任。我是一路看着丹
华成长的，我相信丹华的明天会更加美好。（丹华秘书张娜整理）

编后语：
9月14日，厦门大学教授、海外华人研究专家李明欢再度到丹华访

问，并应丹华校长李佩燕之请，在教师会议上作了即兴讲话。之后，李教
授还和老师们互动，就欧洲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现状及面临的问题进行
了交流。李教授结合自身经历总结出的“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最重要的
不是教学技术，而是对这份事业的感情”这一观点，给了老师们很大的启
发，而“工作在今天，收获在明天”则给了老师们一个更开阔的视野，认
识到海外华文教育所包含的深远意义。此外，李教授对丹华的期望——把
丹华办成海外华文示范学校中的示范学校，也让丹华人找到了新的目标
和动力。我们一定要不负期望，投入更多的感情，让丹华越走越稳，步
步向上。

【李明欢教授简介】
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博士，厦门

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博士
生导师，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专
家，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专家咨询委员，
厦门市侨联副主席，厦门市政协委员，
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海外华人社会及中国侨
乡研究。曾在国内闽、浙、粤侨乡及五

大洲近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华侨华人历史与现状的实地调查。
曾先后应邀前往哈佛、牛津等十多所国际著名学府参加国际学术
会议或讲学。出版《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欧洲华侨华人
史》、《国际移民政策研究》、《福建侨乡调查》等中英文专著
七部，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中、英文论文上百篇。

—— 李明欢教授在丹华的讲话

播爱今日 收获明天

参加北京“亲情中华”夏令营
丹华学生：徐锐达 / 家长：王红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主编 176
期

校长: 06-28 253 409
秘书: 06-24 729 965
助理: 06-25 015 405

联系电话

Essenburgsingel 58
3022 EA Rotterdam

校址 丹华名誉主席冯寿如先生
赠送丹华教师中秋月饼40盒，
特此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