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8日正值金秋时节，北京海外交流协
会第六届理事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世界56个
国家和地区的150人及中国国内理事成员65人参
加了此次大会。作为代表荷兰的第六届理事，
胡志光、潘世锦、张巧忠、叶正银、黄其昌、
张秋月和我也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理事们
也参加了北京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4周年
的一系列活动，我还参加了北京华文教育工作
座谈会。

携手共建团结、和谐、温馨的海外华侨华
人之家

北京海外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大会当天宣
布：北京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牛有成当选北
京海外交流协会新一届会长。国务院侨办副主
任、中国海外交流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谭天星
到会祝贺并讲话。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北京海外交流协会第五
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报告和监事会工作报
告。北京市侨办李印泽主任在第五届理事会工
作报告中全面回顾了过去六年的工作，其中包
括凝聚侨界力量支持北京奥运、引导侨智侨资
服务北京经济社会发展、整合力量切实为侨服
务等方面的内容，他同时感谢了海外华侨华人

为北京各项事业发展所做的有益贡献。
大会还审议通过了北京海外交流协会新

修订章程，选举了新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秘
书长、副会长、常务副会长和会长。副会长谭
天星希望北京海外交流协会新一届理事会与时
俱进，更为广泛地团结和凝聚侨界力量，为“
中国梦”的实现，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为北
京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牛有成会长表示，新一届理事会站在了一个全
新的、更高的起点上，当前，北京正处于重要
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更加需要广大侨胞一如既
往地参与和支持，首都经济社会的发展也为海
外侨胞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广阔发展前景，北京
海外交流协会作为联谊、合作、共赢的重要平
台，应发挥着更为显著的作用。牛有成会长还
在讲话中强调携手共建一个团结、和谐、温馨
的海外华侨华人之家，希望新一届北京海外交
流协会全体理事共勉，一是立足北京、搭建内
外沟通的桥梁；二是抢抓机遇、促进互利共赢
的合作；三是完善机制、确保健康持续的发
展。

北京市长王安顺的报告会

为使海外人才更深入了解首都经济社会发

展，进一步团结广大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侨、
华人，9月29日下午，市委统战部等单位共同举
办北京市长报告会。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
向来京庆贺新中国成立64周年的港澳台同胞、
海外华侨华人代表作了精彩报告。何为精彩？
因为按我以往的想法，北京市长报告会重点应
该是报告北京市取得的巨大成绩，而这次市长
王安顺除了讲述北京市新战略外，却针对大家
关注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非常诚恳地为北京
正遇雾霾天气感到遗憾。他表示，在未来的五
年里，北京市将围绕压减燃煤、控车减油、治
污减排、清洁降尘等四大关键领域，尽最大努
力全面完成大气污染防治目标任务，务求取得
明显实效。市长正视北京市存在的问题，其务
实和诚恳的态度赢得了理事们的赞扬。最后市
长王安顺真诚希望广大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
华人，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首都各项工作，积
极建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建议。理事们衷心
祝愿北京市尽快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绿
色发展的轨道。

当天晚上部分理事参加了全国政协办公
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
澳办和国务院台办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联合举
行国庆招待会。2800余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
欢聚一堂，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4周
年。

华文教育工作者共话华教现状与发展

我是参加会议的荷兰理事中唯一的华教工
作者，参加北京华文教育工作座谈会是我期待
的内容。9月30日下午，北京华文教育工作座谈
会在中国大饭店会议厅举行，北京市政府侨办
副主任高云超、北京市教委港澳台侨办公室主
任邱小平、印度尼西亚知名人士和慈善家白嘉
莉出席了座谈会。

座谈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华北电力大
学、首都体育学院、北京汇文中学、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等北京华文教育项目
承办学校分别采用多媒体陈述，具体而又生动
地介绍了各自的办学优势和特色，承担北京市
华文教育工作项目的经验和体会，以及与海外
中文学校开展交流合作的意向和需求。

接着，来自世界华教第一线的海外华文教
育机构和华文学校代表纷纷发言，他们有马来
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主席叶新田、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华文教育协调机构执行主席蔡昌杰、澳
大利亚中文学校联合会会长林斌、全美中文学
校协会会长帅致若、葡萄牙里斯本中文学校校
长陈晓红、旅蒙华侨友谊学校校长江仙梅、日
本同源中国语学校理事长杨林、巴西袁爱平中
巴文化中心主席袁爱平等。我代表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提出当前华文教育遇到的租借学校租金
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重视这个瓶颈问题，另
外还就海外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学生夏令营
等工作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与会代表表示，北
京教育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是海外华裔
青少年到中国参加学历教育、短期汉语培训、
夏（冬）令营的首选城市，希望与北京市大中
小学开展多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共同促进华文
教育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北京市教委主任邱小平在讲话中表示，北
京市教委非常重视海外华文教育工作，将继续
通过加大投入，选派更多优秀师资赴外任教、
邀请海外师生来京培训、协调北京高校对在校
侨胞学生提供各方面帮助等各种形式，支持海
外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最后北京市侨办副主
任高云超在讲话中对海外中文学校和北京各项
目承办校表示衷心感谢，他以为，海外华文教
育是国家的一项长期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要
工作，也是切实服务广大海外侨胞的一项具体
工作，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海外华文教育
工作需要爱心、奉献、责任心，海外中文学校
和北京各项目承办校应该密切配合，加强联
系，资源共享，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共同
推动了北京华文教育的深入开展。

2013年9月28日下午，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应邀参加了 Marnix Gymnasium 建校110周年庆典晚餐。
丹华李佩燕校长因远赴中国参加北京海外交流协会会议而未能参加此次庆祝活动。校长助理郑楠女
士，年级组长郑淑萍女士代表丹华的领导到会，对Marnix Gymnasium校庆表示了衷心的祝贺。 

Marnix Gymnasium 是鹿特丹两间独立的 Gymnasium 中的一间，有着悠久的历史，代表着中学教
育的最高水平，他们在追求最高教学质量的同时，非常注重学生个体的发展，经过多年的努力，今
年被授予“荷兰最佳中学”的的称号。

Marnix的校长表示Marnix能取得这个荣誉丹华也有贡献，自从我们帮Marnix开设了中文
课，Marnix在教学方面更加全面和国际化。为此，Marnix的领导也向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表示了真挚的
感谢。双方代表都相信，Marnix学校和丹华学校将会在今后有更好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大 多 华 裔 家 长
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
够使用自己祖籍国的
语言——中文。中文
及中国文化在世界上
的影响越来越大，预
测不远的将来，汉语
将成为第二大国际语
言，仅次于英文，所

以学好中文，不仅能提升生活质量，更有利于
增强职场竞争能力，这一直是我鼓励儿子学中
文的两个重要理由。

儿子思秦小学时曾在Delft中文学校学中
文。他小时候学中文很努力，可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学中文的兴趣却越来越小。小学毕业
后，他的中文学习也停止了。上中学第一年，
我们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同时给他不停地讲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也试着
和他一起看“快乐大本营”和“快乐男声”之
类的中文选秀节目，以调动起他学习中文的极
积性，于是到中学第二年，他就开始在丹华学
校学习中文了。

青春期的孩子普遍讨厌学中文。我儿子也
一样。尽管他背负着我们的期望去学中文，但
我们可以感觉的到他并没有内在的学习动力。
我们曾担心他上了高中会由于课业负担变重，
加上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加强，中文学习会坚持
不下去。但这几年在丹华，他不仅坚持了下
来，还考过了HSK5级，所以我们要感谢丹华的
老师们，是她们的鼓励与引导，让我儿子真正

懂得了学习中文的重要。
丹华的老师们常常鼓励他，他的作业批注

中常有鼓励他努力学中文的话语。这几年来，
他的每位老师都积极主动地与我们联系，除了
经常发电子邮件和短信外，还打电话给我们，
与我们分享我儿子在中文学校的学习情况，并
给我们做家长的提供一些督促孩子学习中文的
小技巧。几年下来，我发现儿子又慢慢喜欢上
了中文学习。学校每年的HSK培训和考试，也给
我儿子很大动力。他慢慢领悟到学习好中文对
他未来的重要性。今年的HSK考试与他的法语
和剑桥英语证书考试时间都聚集在五月底到六
月中，除了在丹华的学习，他在家基本没空学
中文，但庆幸的是他竟然考过了HSK5级。这对
他又是非常好的激励。虽然由于中学最后一年
学业繁忙，加之要选择大学及学习方向,他不得
不暂时中断了在丹华的中文学习，但他自己表
示，上大学后会继续学习中文。

中文教学最重要的是提升孩子们的学习兴
趣。在荷兰学中文是在一个真空环境下学习，
他们对语言背后的文化不了解，很容易失去兴
趣。丹华每年的夏令营活动则为孩子们提供了
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平台。我儿子虽没能参加
夏令营，但每年至少回中国一次，让他接触中
国文化和习俗， 也是提升孩子学习兴趣的一种
途径。

再次感谢任教丹华的老师们，也非常感谢
热衷于中文教育事业的李校长，我衷心祝愿丹
华越办越好！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在这里我想要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对我和弟弟的爱护和养育。你们培养我从小学钢

琴，学中文，说真的我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对我的疼爱。现在我已经13岁，上了初中，我想
自己已经长大了，不会再让爸妈生气和为我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和弟弟，我愿意为爸妈
分担一些，让爸妈少些烦恼，多点开心。我会好好学习，会更加倍努力学好中文。

爸爸妈妈，我再次感谢你们，你们每天都辛辛苦苦的上班下班，为了我们幸福快乐的
家，为了我和弟弟更好地生活，爸爸妈妈默默地付出。我们的快乐成长是爸妈辛苦耕耘的
成果，愿我们的家更幸福更美满！爸爸妈妈，女儿很爱你们。

最后祝爸爸妈妈永远健康，永远幸福！

你们的宝贝女儿：郭安丽
2013年9月8号

亲爱的爸爸妈妈：

您们近来身体好吗？爸爸工作那么辛苦，一定要好
好保重身体。

我现在11岁了，我已经是一个中学生了，我已经长大
了。我会帮您们做事情，我也会好好学习，请您们放心。

时间过得真快，我记得6年前，爸爸妈妈带我们姐弟
三个去中国旅游，中国是那么美丽。爸爸妈妈曾经对我
说：“中国是我们的祖国，我们一定要爱自己的祖国，所
以我们要好好学习中文，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想以
后放假的时候回中国去旅游，看看亲爱的爷爷奶奶和外公
外婆，还看看您们小时候生活过的故乡。

爸爸妈妈，我爱您们！
祝您们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爱着您们的小女儿: 李晓雯
2013年9月19日

亲爱的Brandon：

你好！
爸爸妈妈说过在你成年后去中国定居，这只是一个

计划，但还不一定实现，这还要等将来看各个方面的发展
情况，所以你不用担心。再说你将来会有很多朋友，也许
会离开我们自己生活，所以想法又不一样了。总之，我们
会把你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妈妈年龄大了，如果再生个孩子，爸爸妈妈很担
心，不知孩子的身体是否会像你一样结实？会像你一样的
好带？所以就不准备再生了。因为孩子的健康是最重要
的，是不是？我们也爱你！

祝你永远健康快乐！

爱你的爸爸妈妈2013年9月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这十二年来，你们辛苦了！从我第一天来到这个世界上， 你们就开始辛苦了。
为了养育我，你们每天都很辛苦地做工，辛苦地照顾我。有时候你们会因为我做得不

好而生我的气，但是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才生气的。
爸爸妈妈，在我小的时候，你们陪我一起踢足球，陪我一起玩儿，陪我一起看电视，

陪我一起看书，还煮可口的饭给我吃，这一切我都很感谢。我知道你们工作很忙，没有很
多时间陪我，但是，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为了我，你们每天都很辛苦地工作，为了让我
吃饱吃好，给我买漂亮的衣服，让我好好儿地读书。

爸爸妈妈，我一定会努力学习，不会让你们失望。你们给我的爱和照顾我永远不会忘
记的 ！

你们的儿子：周嘉豪
2013年9月

亲爱的爸爸妈妈：

你们好！
我很爱你们！请你们在我18岁的时候不要去中国，

因为我会想你们。我一个人怎么办呢？如果你们给我生一
个弟弟就好了，那样我就有玩伴儿了，那样妈妈就不能上
班，可以陪我了。

我觉得中国很好玩，不过，我还是觉得荷兰更好。
我在荷兰有朋友，学习没有压力，所以你们还是住在荷
兰，虽然我觉得中国的东西比荷兰好吃。

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

你们的儿子Brandon
2013年9月

丹华学生家长  王红光

李佩燕

兴趣是支持孩子
学中文的动力

写给爸爸妈妈的一封信

北京海外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大会成功召开

郑楠

【丹华报道】
10月13日星期日下午，丹华学校在鹿特丹Katendrecht的一个社区

活动中心举办了首届金秋农家乐大聚餐，丹华老师、工作人员及教师
家属共50人参加了这次活动。

顾名思义，“农家乐”该是与农事相关的，这跟丹华老师们又
怎么相干呢？原来，丹华校长李佩燕除了为学校耕耘《桃李园》专栏
外，在现实生活中，也有一块自种十多年的菜地“桃李园”。在她的
带动下，很多老师也开始纷纷租地耕作，努力争取校内校外双丰收。
金秋是农家收获的好时节，也到了耕作已久的老师们希望与大家分享
菜地成果的时候。

为了筹备这次大聚餐，老师们献计献策，邮件如雪片飞舞，热
闹非常。聚餐主食是由李校长、余小明老师和张磊老师提供的香菜、
芹菜和韭菜所包的饺子。此外，老师和助教们还“八仙过海，各显神
通”，各自带来了自己的看家好菜：排骨炖玉米、口水鸡、凉粉、红
豆粥、色拉菜、越南凉菜、海鲜豆腐煲、自制点心、素什锦、麻辣酱
牛肉……我们的餐桌上30道菜可谓五彩纷呈、中西合璧，真是十八般
才艺显神通。丹华的老老少少、大大小小欢聚一堂，既饱了口福，又
联络了感情，度过了一个不是节日、胜似节日的愉快星期日。大家表
示，“农家乐”是丹华人自己庆收的节日，希望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以
后年年都要办一次。

这里，有照片如实呈现了我们“农家乐”的丰盛，而邓成老师的
一首即兴打油诗，也朴素而真实地描述出活动的热闹和大家的欢喜心
情。

丹华金秋农家乐大聚餐 丹华对外交流合作活动

(初一班写作练习  指导老师：张磊)

《金秋农家乐》
邓成

春天播，秋天割

丹华老师成果多

包饺子，吃果梨

大家齐心乐呵呵

你带菜，我拿锅

自种蔬菜营养多

侨异地，没有阔，

他乡快乐像祖国

早起忙，晚收获

丹华中文学习热

老也乐，小也乐

丹华金秋农家乐！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主编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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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danhua.nl

网址 

本期: 10月17日
下期: 11月7日

出版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