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12日，中荷展望基金会在鹿特丹举办了市议会选举咨询日活动，
旨在鼓励华人多关心时政，诉说心声，提高对荷兰政治形态的认识。丹华文化教
育中心也积极鼓励本校的教职员工参与了此次活动。

教师们在聆听了各政党致力发展教育方面的主张和对青少年进行多方培训再
就业的倡议后，提出了一个问题：鹿特丹既是一个多种族文化发展的城市，那华
人后裔新一代除了积极融入主流社会外，也应学习中文和了解自己的背景文化。

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华语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这些掌握双语的荷籍华人在
以后的发展中将更具有工作潜力和竞争实力。遗憾的是，能提供这些语言及文化
培训的大部分华校却未因此而受益，反之都面临着诸如资金缺乏、无固定校舍等
种种困难。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些华校的实际困难呢？问题的提出引来了各政
党的积极回应。社会党（SP）的 Sun Yoon 女士怀着极大的兴趣，接受了黄音主任
的邀请前往丹华中文学校参观。

3月15日星期六，在丹华李佩燕校长、黄音主任和老师们热情接待下，Sun 
Yoon Van Dijk 夫妇不仅聆听了中文学校的发展史，还参观了丹华全校。Sp党的
客人们不仅惊讶于丹华学校的规模如此之大，更被孩子们热气腾腾学习中文的热
情所感染！特别是对《等级汉字》、《中华字经》的快速识字教学理念发生了
浓厚的兴趣。当他们来到五年级二班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景发生了－－该班
11岁的黄琛琪高高举手发问：“SP党最重要的观点是什么？”Van Dijk 夫妇回答
说：“建立人人机会均等的社会。”另一边，一脸稚气和锐气的11岁学生吴芷彤
提问：“SP党与VVD党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VVD党要求在鹿特丹的居民都要讲
荷兰语？”Van Dijk夫妇说：“荷兰语有助于互相交流，但少数族裔应保留自己的
语言。”还有更多的学生们纷纷举手要求发言。这些孩子们以如此幼小的年龄，
就开始拥有民主议政的意识，能够提出犀利尖锐的问题并切中要害，令客人们惊
叹，也令老师们赞叹不已。

华人参政、议政，让社会听到自己的声音，追求华人社群的利益，是我们每
个华人的愿望。虽然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前路漫漫，任重而道远，但丹华师生们
能大声表达自己的意见，让那些宣称执政为民的政客们听到了我们的诉求，也听
到了莘莘学子们发出的声音。我们期待着，荷兰政坛能给华文教育事业吹来一股
春风。（周宏旭 李卫 文）

丹华师生关心荷兰市政议会选举
丹华美术班的孩子们每一次上课的进步让我感

到特别的开心。这段时间孩子学习的是简笔画，简
笔画特点是图形简单、生动活泼、形象鲜明，深受
孩子们喜爱。在简笔画教学中我主要以启发教育为
主、以挖掘孩子的天赋潜能为出发点，加以绘画技
巧为辅助，来提高他们的绘画能力。

首先，动机和兴趣是画画的根基。我以学习动
物简笔画入手，他们的兴趣都很高，充分地利用了课堂上的50分钟。
上课前10分钟是孩子自由绘画时间，他们可以到黑板前自由地画他们
所想要画的画，我针对他们的画给予鼓励和引导，进一步提高了孩子
绘画的兴趣。其中周路易小朋友学以致用，把在丹华美术班所学到的
用到荷兰学校的课堂上，他画的画受到了老师的好评，而且还被带到
各个班级展示。

其次，我用实物观察来启发学生感知自然。教学方法是由老师
示范、学生仿画。有的孩子不勤于观察，效果不太理想，例如孩子们
画的小草, 往往是草尖笨拙，笔划单调，缺乏生命力的美感。于是我
给每个孩子发一、两根实物小草，指导他们边观察边用笔将小草描绘
出来。在这个宽松自由的环境中通过指导学生对实体物的观察体验，
不但增强了学生的观察和表现能力，而且在学习的过程中提高了学生
的审美能力，激发了孩子们的创作激情。

总之，“艺”无止境，我的美术课教学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成
熟起来，同时我也希望孩子们得到更快的进步！

谈丹华美术班的教学

三年级(1)班刘芳蓉：

郑淑萍老师的课堂教学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课堂
教学和课外实践紧密结合。让每一位学生把自己的亲身经
历和课文内容相关的图片在课堂上和大家分享，从实际的
经历中来培养提高学生的中文能力。她还在多媒体教学中
融入了自制的地理、文化知识图片，图文并茂，使中文课
文教学内容更加丰富、通俗易懂。同学们不仅学了中文，
还拓宽了地理文化知识，一举两得。另外，用图片做辅助
学习抽象词组直观易懂，先给出常用例句的前半部分，再
让同学补充完成造句也是一个很好的教学方法。

三年级(2)班张玲：

首先听了颜老师的课，她在教新课文时穿插拼音，
予以巩固，于是我也在自己的课上试用，效果很好。听课
的老师表扬我班同学拼音学得好，还要归功于听了颜老师
的课。其次，在被听课后，听课老师对我让学生听完网上
的课文范读后再自已默读，在不懂的地方划线这一点提出
意见，认为这样耽误时间，效果不大。她们建议让学生听
范读时就划线，或者让学生自己逐个阅读，其余听的学生
在不懂的地方划线，这样做节省时间，也让学生们会更专
心地阅读。这叫“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如果没有听课和被听课的经历，我不会看到别人的长处，
也不会领悟到自己在教学业务上的缺陷。无论是听课还是
被听课，都让我收益非浅，所以我希望这样的交流活动继
续办下去。

三年级(3)班颜风琳：

难得的听课学习机会使我对海外中文教学又有了更
进一步的发现和领悟。老师们的中文课堂生动有趣、互动
频繁，多媒体教学发挥着事半功倍的积极作用。在今后的
教学中我要加倍努力，虚心学习老师们的优点，取长补
短，争取不断发展和提高自己！

四年级(1)班荣思佳：

丹华学生在学习《中华字经》、《等级汉字》两年
后，各班开始学习汉语拼音。打好拼音基础对学生们以后

学习中文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从听张玲老师的课
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学生们在学习每个生字前，都能正确
地把拼音写在黑板上并读出来，有了准确的发音，在读的
基础上老师加以讲解并从生活中举例帮助理解，字词的
听、说、读、写就自然而然地被学生们牢牢记住了。

四年级(2)班徐艺群：

“三人行，必有我师。”这次我校在各年级间开
展的听课活动，让我受益匪浅。我班因为男生比较多，
课堂气氛比较活跃，纪律也比较难管理，当然也可能是
由于我安排的课堂流程不够恰当，但我一直没能找出原
因。上星期听了荣思佳老师的课后收获不少，荣老师给
学生布置问题，让他们细心地听多媒体上的课文读音，
仔细地看课文，一下子就引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接着
通过学生跟读，教导学生正确发音，认识课文生字，
又用图文并茂的多媒体课件加上学生日常生活的知识，
让学生更加了解，认识课文，然后再让学生复述原文，
培养他们中文的正常语感……整节课安排紧凑、活跃生
动，让我记忆犹新。

四年级(3)班张娜：

徐艺群老师课堂组织有序，由课文到生字到词语和
句子逐步讲解。在读课文之前先提出问题，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读，学生读起来会更有针对性。她鼓励学生在课堂上
使用字典，提高了学生们学习的主动性，很值得我们学
习。

五年级(1)班张惠宁：

近期学校组织的教研活动让我紧张而又兴奋：作为
被听课者总想努力让自己的课生动有趣；作为听课者又能
在其他老师的课堂里受到启发，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听
课和被听课令我受益匪浅，今后我将努力追求教学形式的
多样性和趣味性，在教研活动中和同事们互相学习，共同
成长。

五年级(2)班刘梅岭：

听了张惠宁老师的课，受到了很多启发，其中在如
何调动学生的积极因素、活跃课堂气氛方面，很值得向张
老师学习。另外我在被听课之后, 在校长和老师们的指导
下，感觉到怎样合理使用并充分开发现代化教具是值得进
一步研究的问题。希望今后有机会多听老师们的课，学到
更多。

六年级(1)班郑淑萍：

借助很好的导入方式，我一开始就抓住了学生们的
注意力，由画面巧妙地导入到课文《桂林山水》。在短短
的一堂课里，我重点采用了多媒体文档，有图文，有拼
音，有解释，有练习，并结合传统的板书方式，既给学生
们很充实的课文内容讲解及字词解释，又让学生们个个都
得到了开口说话的机会。参与听课的新老教师和校长给予
了很好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不足的地方。通过互相观摩
听课，不管是对于授课还是听课老师，都很有益处。我想

这也是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能不断完善教学体制、提高教师
教学水平的一个可取之处。

初中(1)班张磊：

有幸聆听了陈傲雪老师讲课，我更加体会到：课堂
提问是教师引导学生理解课文内容，学习课文语言的有效
手段，也是教师开启学生思维的钥匙和调节课堂气氛的杠
杆。抓住课文内容的关节点，及语文知识的难点设置疑
问，灵活多变地切入，巧妙艺术地提问，会积极调动学生
们的情绪，从而使中文课堂教学充满情趣和艺术魅力。

初中(2)班陈傲雪:

有幸听了初中1班张磊老师的课，感觉受益匪浅。张
老师的词语教学注重对知识的梳理，做到了有扶有放，由
课内练习拓展到课外练习，这样的教学有助于学生掌握词
汇。张老师的课堂有梳理，有新知，既再现知识体系，又
提升学习能力。

高级语文班赵艳：

我听的是初中2班陈傲雪老师的课。陈老师给我留下
的最大印象，除了流畅、一气呵成的课堂教学外，还有她
的亲和力。在课堂上，陈老师一直面带微笑在讲课，给人
温和亲切、如沐春风的感觉。我认为，一个能让人产生亲
切感的老师，更容易抓住课堂，抓住学生的心。

三言两语话听课
—  — 丹华教研活动老师们的体会

【编者的话】
课堂教学的质量决定了学生的学习质量。追

求高效的课堂教学以及创造和谐的课堂教学一直是
优秀教师追求的目标。在新的一年教学巡视中丹华
老师们不仅就海外中文教学发表了许多好文章，而
且还在最近的听课教研活动中，把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课堂教学出现新气象，老师们创造了许多课堂
教学的好方法，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丹华老师们课堂教学的新气象、新方法概括
为：注重生动的，新意的课堂教学导入；重视词语
教学，帮助学生积累大量词语，培养学生阅读能力
和阅读技巧；教师不仅善于讲解，还善于倾听，鼓
励学生，让他们积极参与学习活动，力争让更多学
生有发言机会；汉语拼音教学非常成功，学生的普
通话很标准；运用新华字典作为教学工具，培养学
生自学的好习惯；分析、讲解课文能循序渐进，注
意从学习中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多媒体运用生动
形象，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提高了课堂
教学的效率，抽象的词语用图像表达，起到事半功
倍的作用……。

当然个别教师的教学也还有不足之处，如：缺
少关键词语和重点词语的板书；多媒体字体过小；
个别句型教学语法有错误；教师的标点符号运用不
够准确；重视口语的词语扩展，没有板书；一种教
学方式使用时间过长；书写汉字笔画不够准确……
这些都还有待日后改进和提高。

“唯有不满，才有创新”。丹华老师们将继续
努力学习，继续创新教学方法，追求更高效率的课
堂教学。

美术老师  王庆红

我是荷兰小学7年级的学生。这个学期10月的一天，学校宣布要举
办一次朗读比赛的活动。由各个班选拔出最优秀的选手来参加学校的
决赛，学校将给最终获胜同学颁发奖品和证书。

我们班里很多同学都积极响应，一共有13位同学参加了班级的预
选赛。因为参加学校决赛的名额只有一个，所以班级预选赛的竞争非
常激烈。我的表现还不错，但是想要拿到那唯一的一张“入场券”，
心里可是一点把握都没有。到了老师宣读代表我们班级参加学校决赛

的名单的时候了。“Josje Zhang”，听到我的荷兰名字的时候，我真是即高兴又激动。
老师告诉我决赛的日期是2013年11月1号。这个日子对我来说太特别了——这将是我11
周岁的生日。我必须要赢，我一定会赢！我将为自己赢得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与爸
爸、妈妈和姐姐分享我的快乐！

练习、练习再练习，我拼命地练习！我知道每一个对手都在拼命的练习，因此不能
有丝毫的放松。11月1日，这个充满期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到了学
校。

比赛开始了，排在我前面的选手一个又一个上台朗读，又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忽
然，老师点到了我的名。“Josje!”“Josje!”同学们都欢呼起来给我打气。我整整衣
服，走到了比赛台上，坐在朗读的椅子上，深吸一口气，开始朗读。刚开始的时候我太
紧张了，心跳得特别厉害，但很快我就平静下来了，平时无数次的练习起了作用。我用
心认真地朗读完，鞠了一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比赛结束了，老师开始宣布结果。老师按照倒数的顺序来宣布名字，所以每听到一
个不是自己的名字，就说明我离胜利就更近了一点，我悬着的心就放松了一点，同时又
多了一点期待。终于，老师点到了我的名——“第三名！”朋友们推着我，尖叫着并欢
呼着！我开心地快步走到主席台上，领取了奖品和证书。

这一次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名，但我积累了经验，我相信明年的比赛我会读的更好，
取得更好的成绩！

火锅是我最喜欢的中国美食，可惜我们家每年只有在冬天才吃火锅。 
这不，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都没吃火锅了。随着天气渐渐变冷，我和弟弟
天天盼着吃火锅。

今天的天气特别冷。妈妈一早就告诉我们晚上吃火锅，我和弟弟高兴
极了。爸爸从下午就开始准备，他先去超市买了下火锅的牛肉、豆腐、青
菜和鱼丸，接又自己亲手做了鸡肉丸和猪肉丸。到了晚上，所有准备好的
材料摆上桌，全家人围着桌子坐下，火锅盛宴开始啦！

妈妈先将一些洗干净的青菜和豆腐倒入烧开的锅里，过了一会儿，青菜和豆腐就熟
了。弟弟赶忙拿起筷子，夹起一块热豆腐放进嘴里。只听“哇！”的一声，弟弟烫得大哭起
来。弟弟太小，还不知道火锅里刚烫好的食物要凉一下再吃，他的舌头被烫着了。妈妈连忙
倒了冷水让弟弟含在嘴里。但还是不管用，舌头还是火辣辣的痛。妈妈又用纸巾包了冰块放
在弟弟的舌头上。看来这个办法管用，弟弟止住了哭泣。我奇怪为什么不把冰块直接放在舌
头上？妈妈告诉我如果把冰块直接放在舌头上，冰块会粘在舌头上拿不下来了，还有可能把
舌头上的皮肤冻坏。接着妈妈又教我一句俗语：“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它说的就是刚出锅
的热豆腐如果你急于去吃会烫伤嘴巴，要等温度合适了才能去吃。这句话比喻做事情不能着
急，应该按照程序、步骤去做，着急反而会无法成功。这可真是即形象又有道理的一句俗
语！

弟弟的舌头好多了，一段插曲过去，我们又开始享受美食。我往锅里下了许多好吃的
菜，当然还有我最爱的薄薄的肥牛片。这时，火锅里变得五彩斑斓。我和弟弟把喜欢吃的菜
先夹到碗里凉一下，然后再慢慢地享用。很快，我和弟弟的肚子都吃得饱饱的，像两个圆圆
的大皮球，可我们还想继续吃。妈妈笑着说:“火锅虽然好吃，但也不能吃得过量，吃太多
了有害健康，等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吃火锅。”

好在冬天已经到了，我们吃火锅的机会还多着呢。我期待着下一次吃火锅，弟弟可不
会再“心急”哟！

在我三岁那一年，爸爸妈妈带我来到了荷兰。虽然来到了美丽的荷兰，但是我每每不能忘
记遥远的中国，尤其是除夕。至今我还觉得没有一天能像除夕那样让我倍感家人的爱、温暖和快
乐，而这种感受是源于遥远中国的传统习俗。

09年的除夕，是我格外深刻的一个除夕。因为这一天是周末，我记得早上一醒来，就听到从
厨房里传出来的各种声音：炒菜锅滋滋啦啦的声音，刀板上切菜当当当的声音和水龙头哗哗的流
水声。我闻到了卤牛肉的香味，一大早在床上已经让我垂涎欲滴。一走进厨房，我就看到桌子和
高台上都放满了盘碗，装满了各式各样的菜肴：有新鲜的海鱼、鸡、鸭，嫩嫩的豆腐、翠绿的青

菜、红红的辣椒等等。爸爸妈妈已经在准备除夕晚餐了。虽然在荷兰，可我们也能像中国的传统节日那样过一个热
闹的除夕夜。按照习俗，我们家也包饺子，因为饺子象征团聚、喜庆；饺子形似“元宝”，象征招财进宝。为了长
大后可以自己包饺子，我每次都会在妈妈身边仔细观察、学习，从和面、拌馅、擀皮、包、捏，我都很认真地学，
最佩服的是妈妈调出来的那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佐料，还有美味的肉馅。记得我最爱帮她品尝肉馅，妈妈总会先给我
煮熟一点馅，让我品尝，是咸？是淡？都得问我，呵呵，那时的我真的感觉自己很权威。

今年的除夕夜，我们下午就跟祖国亲人同步观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节目。节目里播放着中国的歌曲，舞
蹈和小品。看着这些节目，让我特别想念中国的亲人们。在同一时刻里，虽然我们远隔万水千山，但是我和他们却
能一起分享同一首歌，同一支舞和同一个小品，我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受节日的欢乐气氛。这时，我仿佛跨越空
间，跟亲人们坐在一起，那种幸福的感受，有时真不能言传。等到我们这里下午快5点的时候，就到了中国的新年
了，这是打电话拜年的最佳时间。电话里传来阵阵的鞭炮声，奶奶，大伯，大姑还有外公，外婆，大姨，他们每年
都会祝我们新年快乐、还会问我们孩子们有没有拿到压岁钱。虽然每年的寒暄问候的话语都是相似的，但是我却时
时倍感温暖。

荷兰的除夕黄昏来临了，在荷兰读书的表姐、表哥也来家里过节了，我们大家一起包饺子、看春晚、聊天。
就在晚饭之前，妹妹和我一起踩气球了。因为中国除夕夜荷兰不允许放鞭炮和烟花，外婆就教了我们这个办法，就
是让气球的声音替代鞭炮声，而且还可以让妹妹快乐地玩耍一下。

有时爱和快乐是源于遥远的地方，只要有爱和快乐存在，距离并不重要。除夕，不仅给我带来深深的温暖和
欢乐，而且带来非常丰厚、美好的回忆。这一天让我们一家人能在世界的异地一起感受到家庭的团结和温馨，而忘
记了相隔万水千山的距离。

除夕的欢乐
李想  16岁

吃火锅
曹绮珊  13岁

参加荷兰学校朗读比赛
张裕昌  11 岁

丹华学生参加第十五届世界华人作文大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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