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9日，正值丹华学校放秋假，但部分丹华老师
却没有歇着，她们在李佩燕校长的带领下，专程驱车三百
公里前往德国波恩，向波恩华侨中文学校的同仁们取经，
切磋教学经验。

波恩华侨中文学校是一所资格较老的海外华文学
校，至今已走过了28个春秋。除了较长的历史之外，该校
还拥有一支高学历、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他们不仅一直保
持沉稳、低调、谦逊，且不断追求创新。2008年，该校听
闻丹华引进了新教学法《中华字经》，校方几位负责人立
刻赶到丹华观摩教学，听课后如获至宝，马上拍板决定在
学校推行《字经》教学。经过几年不断努力摸索，该校的
《字经》教学已颇见成效。在此期间，波恩华侨中文学校
也曾多次派老师上丹华听课取经，并在课堂拍摄录像，带
回去细细揣摩研究。同时校方也一再向丹华发出邀请，希
望丹华老师去波恩交流访问，尤其希望邀请丹华《字经》
课教得非常出色的林静老师去给他们的学生、家长和老师
们上一堂演示课。于是，就在这雨后初情、阳光普照的秋
日，丹华8位老师踏上了波恩教学交流之旅。

丹华老师们甫抵波恩华侨中文学校，就受到了校方
领导、老师和家长会的热情接待，在校内吃过简便午餐
后，随即分批去各班听课。8位老师先后共听了袁素明、
李玮、曹晓燕、朱宏四位老师的课，而林静老师的演示课
也是老师们不愿错过的。听课完毕，两校老师就所听的
课及教学问题，尤其是《中华字经》的教学经验进行了交
流。双方老师都认为，这样的校际交流活动非常有意义，
对提高老师们的教学技能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

在此，我撷取片段听课内容，汇总和整理8位老师的
听课感想，向同仁们汇报与分享波恩之行的心得体会，希
望能给老师们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

轻松热烈的示范课

作为丹华学校教学《中华字经》的优秀教师，林静
老师在此次交流活动中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给波恩华
侨中文学校《字经》班的小学生们上一堂教学《中华字
经》的示范课。海外中文学校之间的教学交流活动常有，
但像林静老师老师这样到外校给初次见面的孩子们上示范
课，应该说非常少见。所以这堂示范课不仅吸引了华侨中
文学校的老师们，连我们丹华同事也认为机会难得，大家
一起倾听了林静老师的《中华字经》示范课。

当天林静老师的授课内容为《中华字经》里的16字
认读：荆浩匡庐，董源潇湘，米芾写意，悲鸿骏昂。在短
短45分钟内，林静老师的教学目标是不仅要让孩子们认识
这16个汉字，还要让他们能根据图片讲出句子的意义。一
位陌生的老师面对一群陌生的学生，这是极具压力和挑战
的课堂，也是最能显示一位老师教学经验和驾驭学生能力
的时刻。在开始的短短几分钟内，教学经验丰富的林老师
就用极富童趣和天真的教学语言，牢牢锁住了孩子们的注
意力。她很好地把握聆听规律，根据孩子们的学习情绪，
及时调节教学语言，在前十分钟让孩子们成功掌握读音，
建立了音序。此后，在节奏、语调、表情不断变化的接龙
模仿游戏中，林老师又成功地让孩子们从师读三字、生
读一字，逐步过渡到生读三字，师读一字，到最后完全
由孩子们自己流利读出课文句子。在从“诵”到“背”
的教学过程中，孩子们在林老师的引导下，始终保持着
兴奋状态和朗读、背诵的积极性。林静老师设计的教学环
节——从“着重字头教学”到“闭眼冥想背诵句子”到“
激烈抢答比赛”再到最后的“快速认字”——循序渐进，
环环相扣；课堂教学节奏一张一弛，动静互补，变化有

序。学生们在不断变化的唱歌、画画、表演、游戏和比赛
中快乐地学习着，愉快迅速地完成了份量相当重的学习任
务。整堂课气氛热烈，不仅是孩子们，就连听课的家长和
老师们都被深深吸引，没有一丝走神的机会。

在之后的教师座谈会上，波恩友校教授《字经》老
师们都对林静老师的示范课赞叹不已，这种营造轻松和谐
的教学气氛，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极大地提高了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学习效率。校长卢康乐博士在座谈会上一
再谦虚表示：丹华是我们《字经》教学的引路人，林静老
师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潜移默化的袁老师课堂

波恩友校的资深教师袁素明是丹华的老朋友了，她
曾多次到丹华听课取经，也是该校《字经》教学的一位重
要领路人。此次，丹华高年级教师终于有幸能走进袁老师
课堂，聆听袁老师讲课了。

袁老师班上的学生大多是该校第一批《中华字经》
教学的受益者，他们的年龄在10到13岁之间，大多在三
年多时间里学完了《中华字经》，基本上已有学了5年中
文的基础。袁老师当天一、二节教授的是人教版小学《语
文》第三册第七课《一个小村庄的故事》。这是一堂新课
教学，袁老师运用多媒体课件，首先以一张群山围绕中的
小村庄图片导入新课，引发悬念——这个小村庄会发生怎
样的故事呢？随后通过让学生默读课文引出生字、词组教
学。在生字、词组教学过程中，袁老师运用带读、指读、
扩展、比较形近字、书空等多种方式让学生加深印象，随
后进入课文整合和精读阶段。在精读课文时，袁老师又收
集出课文中作为形容词使用的固定词组进行重点讲解，让
学生们体会和发现汉语的美。在学生理解课文之后，袁老
师又通过课堂讨论、对比和课外思考题，让孩子们认识到
环境污染的严重性，最后得出“保护环境就是保护人类自
己”的结论。

在第三节课上，袁老师给学生们讲授的是《弟子
规》的最后一个章节“余力学文”。从学生们的表现上可
以看出，学生们在经过对《弟子规》前文的学习之后，已
对这篇古韵文内涵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把握，因而在老师尚
未讲解新篇中的疑难词句时，他们就能猜出大概意思。

袁老师上课，操着一口标准、优美的普通话，课堂
用语言简意赅，指令明确，课堂重点、难点把握清晰明
了，课堂秩序井然有序，动静适宜。她设计的教学步骤如
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让学生在从学习生字、词组到理解
课文的过程中，循序渐进，毫不吃力，打下扎实的基础，
也让我们这些听课老师看到了一位资深教师的从容淡定、
游刃有余。

课后袁老师告诉我们，在学完《中华字经》之后，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再满足于学习《中文》教材，
经过一番寻寻觅觅，最终找到了人教版的小学语文，从
识字教学转向语文教学，这才解决了他们的教学饥渴。而
《弟子规》的补充教学，其实是一种文化上的补充与潜移
默化。对此，丹华几位听课老师都深感认同，《弟子规》
不但对海外青少年儿童的识字、教育能起到一定的启蒙和
规范作用，而且也能为学生理解古文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
础。作为高年级教师，我们都越来越体会到，华文教育从
起初的识字教学开始，必然要转化到语文教学和文化教
学，才能保持其持续性和生命力，而作为海外华文教育工
作者，不断完善自身、吸收并传播中华文化精髓，是我们
义不容辞的责任。

土生土长的“学生”老师

此次听课活动中，波恩友校一位年轻的老师特别引
人注目，她就是波恩华侨中文学校自己培养出来学生李
玮。李玮从中文学校毕业后就读波恩大学中文系，大学毕
业后，她不忘母校，又回来做了一名中文老师。

因为和学生们有相同的成长背景，李玮老师特别容
易与她那正处青春期的学生们打成一片，因而在课堂上
将“教”与“学”完全融于一体。李老师当天教授的是《
中文》教材中的一篇记叙文“月亮上有什么”，她首先

让学生通过默读，在文章中找出所有描写日期的句子，再
一一将日期列出，由学生自己引出日期内所发生的事件和
地点。这样，记叙文的基本要素“时间、人物、地点、事
件”便被清楚地勾画出来。除了教学步骤清晰外，李玮老
师设计的课堂游戏也很好地帮助学生复习并巩固了所学内
容。比如，她为每位学生准备了不同动物造型的小黑板及
粉笔，所有学生围成一个半圆形面对黑板，老师用投影仪
打出当天所学生字并遮住生字的部首，让学生最快写出并
抢答，老师在课后根据累计分数再给予不同的奖励。游戏
既让学生们体会到了乐趣，又加强了他们对生字的记忆。
再比如，在课堂最后一个环节，她利用多媒体给出词语或
图片，让两个学生看着词语、图片做动作，让其他学生猜
出该词语。她把课文中一些重要的词语如“飞船、宇航
员、月球、宇宙”等，巧妙地运用到游戏中，老师只扮演
主持人角色积极配合学生“玩”，让学生之间形成互动，
在“玩”中实现掌握词语的目的。李玮老师在课堂上，把
主动权全部交给了学生，真正实现了“学生才是课堂主
角”的教学理念。作为土生土长的华裔教师，李玮老师还
能更好地理解、贴近学生，发现、融合中西文化的异同，
并将之准确地传达给学生。

李玮老师的教学如一股清风吸引了我们。还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波恩学校除了有像李玮这样的“学生”老师
之外，还有一批像吴智江、李朝刚这样的“学生”家长。
他们早年当过中文学校的学生，现在又把自己的孩子送进
中文学校，而且并不止步于家长身份。他们自发组成了“
家长会”，为学校跑前跑后做义工，处理繁杂、琐事的事

务，像我们此次波恩之行的接待工作，“家长会”就做了
很多协助工作。从李玮到吴智江、李朝刚，从“学生”老
师到“学生”家长，我们看到了海外华文教育的延承，看
到了它的未来和希望。

因篇幅所限，这里不能将波恩所见所闻一一细说，
比如创新的曹晓燕老师、儒雅的朱宏老师课堂。但我们一
定要说的是：波恩华侨中文学校给我们的最大感动，是老
师们认真严谨、努力专研的学者精神。该校资深教师，《
中华字经》教学开路人之一黄小桦老师告诉我们，自展开
《字经》教学后，她们遇到了“接地气”这个大问题，就
是如何把《字经》所学的字与日常生活、阅读相结合。黄
小桦、袁素明和王映红三位《字经》老师迎难而上，决定
自己编写《中华字经》的《亲子练习》和《启蒙阅读》
教材。经过几年努力，《中华字经》配套的练习和阅读材
料，以大量的有趣练习以及儿歌、小故事等让字经教学起
到了反刍、迁移、整合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座
谈会上，波恩学校还慷慨地把他们的心血之作赠送给了丹
华。

丹华与波恩学校的校际交流活动圆满结束了，参加
此次活动的老师们一致认为，这次的学习和交流对我们今
后的教学工作有很大的益处，希望以后能多举办这样的活
动，让老师们获得博采众长的学习机会，不断积淀自己的
教学素养，提高教学水平，从而更好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
们。正如卢康乐校长所说的那样：只要我们能一直这样传
授下去，中国的文字、文化就一定会源远流长！

小老师课堂
高级语文班  赵艳

新学期伊始，我们高级语
文班新增了一个教学环节：小
老师课堂。设立该教学环节的
原因有三：一是因为班上学生
中文水平参差不齐；二是学生
口语能力仍较弱；三是希望能
借此调节课堂气氛。

目前开课的“小老师”都
是去年高级语文班留下的老学
生，他们的中文基础较好，阅读

能力也很强，不过在口语表达上仍不够条理清晰。我希望通过“小
老师课堂”给这些老生一些挑战，通过指定任务，让他们自主收集
并消化资料，然后在限定的时间内将之传递给他们的同学，从而锻
炼他们的阅读、理解和口语能力。目前，班上几个老生如戴蓥皓、
王昭君、连紫虹等都已登台试讲，可以看出，他们都认真做了准
备：像王昭君在介绍《泰山》时，找到了很有趣的“盘古开天辟地
故事”的视频，很好地补充了课文内容，吸引了同学们的目光；戴
蓥皓在讲解杜甫诗《望岳》时，用浅显直白的语言道出了他对此诗
的理解，让同学们很快明白了此诗的内容和深意。

“小老师”们讲课也许还很青涩，可同学们却听得很认真，每
次小老师讲完，大家都会自发报以掌声鼓励。期待今后在高级语文
班上，会有更多的小老师更自信地走上讲堂。

因“材”施教
初一班  张磊

初一班新学期学的第一课
是“给孩子的一封信”，我们班的
学生们和信中的孩子年龄相近，和
爸爸妈妈的关系也有着类似的感
受。当我读这封信时，孩子们鸦雀
无声地聆听着。信中爸爸妈妈发自
肺腑的关爱和谆谆话语触动了每一
个孩子的心。我今年又抓住这个良
机，提议孩子们给爸爸妈妈写信，

一方面唤起孩子们理解父母，感恩父母的情感；另一方面希望通过
写信激发他们认真学习中文的热情。孩子们的信虽然显得稚嫩，但
他们的真心袒露令人动容。学生们写给爸爸妈妈的信有几封已登载
在《桃李园》上。

第3课《住的梦》讲述了杭州的春天、青城山的夏天、北京的秋
天和成都昆明的冬天。结合这篇课文的学习，我把班里的学生分成
了六个讲演小组，每个小组自选中国的一个地方（不限大小），按
历史、地理、文化等几方面内容分头准备好，然后向全班同学作介
绍。学生们讨论时情绪高涨，兴趣也很大，因为他们可以用PPT，像
老师一样向大家讲解内容，分享知识。通过这样的活动，学生们的
中文运用能力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认知。

由于不少学生从六年级跳到初二班去学习了，因而今年初一班
的学生们年龄偏小，中文程度有欠缺，班上大部分学生还没有考过
HSK四级，这就需要我根据学生情况耐心地采用多种形式教学，补充
讲解更多的中文内容，弥补学生们知识方面的不足。今后我将根据
教材及学生们的实际情况采用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并及时总结、反
思，使中文教学更加有效，学生们进步更快。

新学期作文教学体会
初二班  陈傲雪

这学期本人接任初二
中文教学任务，感到难度较
大。海外学生中文最薄弱的
环节是写作，在往年的汉语
HSK六级考试辅导中，只要一
提到写作文，他们就叫苦连
天。因为初二学生能独立完
成400字的作文几乎没几个，
所以在写作指导方面我颇伤

脑筋。
我想，针对海外学生的特点，关键在于先让学生有兴趣写，让

他觉得有内容可写。所以在这个学期，我尝试着暂且抛开写作技巧
辅导和写作方法的指导，而从培养学生写作兴趣入手进行指导。于
是在教完《人虎情》这一课后，我让学生续写这篇文章的结局，即
老虎花花回归大自然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结果出乎意料，20分钟
的写作练习有10几位学生当堂完成。有写花花被猎人捕杀的，有写
花花成为林中之王的，有写花花找到伴侣生下小老虎的。海外学生
的想象力之丰富真的令人称奇！我当堂讲评了其中5位同学的习作。
当堂没有完成的同学在课后也都完成了写作。有了这次写作辅导的
经验，我在教完《散步》这篇课文后，布置学生仿写爸爸的心理活
动描写，同样收到很好的效果。我还打算在完成下一课《永远的记
忆》这篇课文教学任务后，让学生自由发挥想象，以女主人公的身
份给作者写封信。

我认为教无定法，尤其在写作上，因材施教才能达到教学目
的。

— — 记丹华与波恩中文学校校际交流访问
赵艳

寓教于乐
六年级  郑淑萍

开学初，李明欢教授给丹华
老师们做文化讲座，其中谈到一
句“播爱今日，收获明天”给了我
很大启发。我们不仅要热爱华文教
育事业，还要关爱海外的孩子们。

今年我校六年级的学生，大
多是从小就在丹华学校学习，按年
级顺利升班上来的，也有部分学
生是从其他中文学校新转过来的。

针对刚从外校新转来的学生，我希望他们能尽快消除陌生感，于是
在头两周的教学中，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让同学们作自我介
绍，互相了解，课堂上我还采用灵活方式，将学生分配成不同的小
组，制作一些默契伙伴游戏，让全班学生共同参与。很快，新来的
学生就融入到班级这个大集体了。

在最近的一次古诗教学中，我除了给同学们讲解有关古诗的背
景、内容，还选取了很好的网上视频资料，放给学生们看。在学生
对这首古诗有了大致理解的基础上，我将古诗的句子，词语拆开，
板书出重点，同时采取了中华字经的诵读方式和冥想方式，很快一
节课的时间学生就将古诗记住。有同学说，以前很不爱学习古诗，
不理解什么意思，可是这次听完老师的课，觉得古诗很简单，也很
好记。到第二周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对课文的两首古诗都已经能朗
朗上口，并且默写出来。

寓教于乐。对于高年级的中文教学，我们同样可以采用形式多
样的教学方式，提高他们对教材的理解能力，让学生们对中文学习
保持浓厚的兴趣。

【编者的话】
新学年伊始，丹华老师们又扬起风帆，投入到“播爱”的工作中

去了。老师们都认识到：不断探索华文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是我们教师
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不断探索华文教学的规律和方法，才能更好地
完成传承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任务。本期《桃李园》开始，将陆续登载
丹华各班级教师对教学工作探讨的新经验和新体会。

丹华新学年教学巡视

戴蓥皓在讲解唐诗《望岳》

丹华波恩一经牵 教学相长两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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