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时看看我能达到什么，
为了闯破我的极限，
不对，不错，谁也控制不了我，
我解放了！
让它走，让它走！
我与天和风是一体，
让它走，让它走！
你不会听到我的哭泣，
在此我站立，
让暴风雪继续。

歌词原文：
It’s time to see what I can do
To test the limits and break through
No right, no wrong, no rules for me
I’m free
Let it go, let it go
I am one with the wind and sky
Let it go, let it go
You’ll never see me cry
Here I stand
And here I’ll stay
Let the storm rage on

高级语文班作文选登

荷兰12月
高级语文班 包亦翔

荷兰12月
高级语文班 柳刘红

竹
高级语文班  金健尧

《Frozen》主题歌片段
高级语文班 吴弘逸等合作翻译

在荷兰，最特别、最热
闹的一个月就是12月份。荷兰
12月，是孩子们最开心、最幸
福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月里，
一共有3个孩子们最喜欢的节
日，这3个节日分别是荷兰儿
童节、圣诞节和新年。荷兰12
月还有孩子们和大人们最喜欢
吃的油球，而且到处都能感觉
到过节的气氛。

荷兰儿童节

荷兰儿童节是在12月5号，也就是12月的开头。
有些人认为荷兰儿童节是不怎么需要准备，如果你也
这么认为，那你就错了。其实在11月中旬，孩子们就
已经开始准备了迎接他们的节日了。那时候，圣尼古
拉老人带着他的黑皮特仆从们一起，从西班牙坐船来
到荷兰。圣尼古拉老人是个很可爱很慷慨的老人，
据说，只要孩子把一只鞋子和一个胡萝卜放在烟囱下
面，第二天就可以拿到圣尼古拉给你的礼物。

在荷兰儿童节里，孩子们是最快乐的，因为只
要你是个好孩子，就能得到圣尼古拉的礼物。在学校
里，老师也会让学生互相给对方买礼物。当然，接受
礼物的那个同学是不可以知道是谁给他/她买的。你
们可能很好奇圣尼古拉怎么给孩子们送礼物？为什么
要把一只鞋子和一个胡萝卜放在烟囱下面？因为圣尼
古拉其实是让黑皮特从烟囱里把礼物送下去的，所以
黑皮特才会那么黑，他还会取走胡萝卜给圣尼古拉骑

的白马吃。你们可能会觉得，这和圣诞节不是一样的
吗？不、不……圣诞节还是有点不同的。

圣诞节

圣诞节跟荷兰儿童节有些地方很相似，不过有些
地方还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儿童节和圣诞节的最
大不同就在于：荷兰儿童节是快乐的，圣诞节是温暖
的。在圣诞节里，你可以和你的家人在一起，不管你
的家人在哪，再远、再近都会聚在一起。大家一起来
吃火鸡，一起聊天，谈一谈自己的烦心事和开心事。
圣诞节是在12月25号和26号，24号是平安夜。圣诞老
人会在12月25号晚上在圣诞树的下面放礼物。所以在
12月26号孩子们都会早早地起来，因为他们都想知道
他们到底得到了什么礼物。

新年

如果说荷兰的儿童节是快乐的，圣诞节是温暖
的，那么新年就是是喜庆的。新年一共只有一夜一
天。在这一夜一天里最喜庆的时候是在除夕晚上的子
时。因为那个时候正是新旧年更替的时候，在中国，
人们会吃饺子守岁，放烟火迎新。在荷兰，人们吃炸
油球守岁，也像中国人一样放烟火迎接新年。午夜
时分，大家都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鞭炮和烟花同时放
上天，烟花种类很多，比如喷花类——燃放的时候会
喷射火苗、火花。那一天的晚上，荷兰的天空是绚烂
的，不过我发现，那天晚上，动物都会躲在桌子底
下，因为动物是怕鞭炮声的。

那天晚上，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份期盼，期盼一
个崭新的、更加美好的新的一年。

不管你是一个事业有成的人还是阳光快乐的孩
子，你都会感受到12月带来的温暖和感动，因为那
个月份里有最令人快乐的荷兰儿童节、充满温馨气
氛的圣诞节和热热闹闹的新年。

荷兰儿童节

每年12月5号荷兰都过圣尼古拉儿童节，那一
天应该是孩子们最快乐和幸福的一天。也许你认为
孩子是最容易满足的，不需要为之做太多的准备，
但是你错了……其实荷兰人非常重视这个节日，大

人们在十一月份就开始准备礼物和糖果之类的东西。在十一月底，一艘蒸汽
船就已经到达了荷兰，那里面乘坐者孩子们的朋友— —黑皮特和圣尼古拉
老人。街上到处可以看见黑皮特在发饼干和糖，学校的气氛在那时也会变的
热热闹闹的。

在12月5号，小孩子们都会收到圣尼古拉的礼物，他们相信那是黑皮特
透过烟囱给他们送来的，大一点的孩子则会聚在一起互相买礼物。

圣诞节

12月25号和26号都是圣诞节，在那一天大家会给亲戚、朋友、父母、
或者爱人买最合适他们的礼物，然后放在圣诞树旁边。我觉得买礼物的过程
是最特别、最温暖的，光是想想收到你礼物的人拆开后那惊喜和兴高采烈的
表情，我就充满了满足感。圣诞节我们最期待的还是能过一个白色圣诞，可
惜因为天气变暖，荷兰的圣诞节不常是白色的了。

新年

说到新年我第一刻想到的就是五颜六色的烟花、香喷喷的油炸球和热
热闹闹的大街。除夕夜我们会聚在家里吃团圆饭，有中国菜但是也有油炸
球。油炸球在圣诞节之前就已经开始卖了，但是到31号卖油炸球的摊子还
是会很忙。除夕夜00:00时刻，我们会放烟花。应该说比较小的孩子会放鞭
炮，大一点的就放烟花，而且每家一定会放万头炮。午夜12点整时，整个天
空变得梦幻似的，向我们宣告一个美好的新年正式到来。

竹（英文bamboo），是中国一
种常见的热带植物品种。在中国的浙
江、江西、福建、湖南、云南和四川
等地区生有约1450种不同的竹子。虽
然在自然界它生长在热带地区，但竹
子可以在许多不同的海拔或温度下成
长，而且培养竹子的工作比较简洁，
所以竹子可以算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植
物之一。

竹子的生长过程有几部分。在
春天，地底下的竹鞭会开始发新根和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

的竹笋会就地枯萎，不再长大。竹笋在这几个月的过程中会拼
命地成长，3个月内达到最高高度。从这过程往后，竹子会停
止成长，生存约10年，但竹子开花的可能性非常小。

保持空气的清洁有竹子的功劳。跟普通的植物来对比，
竹子会多余散发出30%的氧气，并且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来
保持空气的清洁。当然，除了当成植物以外，竹子的用处也有
很多：它的空心说明这种植物的耐水性很强，适合用来做划艇
等漂浮在水面上的运输工具；它坚硬的外皮适合用来做建筑
物，或者拥有自然感的家具。竹笋也可以在医学或美食中派上
用处。

可以说，竹的一身都是宝。

董美冰  中华字经2班 郑翡虎  中华字经2班 郭丽霞  三年级 陈芷芹  中华字经2班

我担任丹华学校幼儿班老师已经近一年了，这一年看着孩子们
不仅渐渐地长大了，还能用越来越多的中文词汇跟我交流，真的感
到很欣慰。同时，我也明白自己肩上挑的担子是沉甸甸的。

我教的幼儿班是一个有20多个学生的班级，学生的年龄最小的
刚4岁，最大的6岁，他们大都是在荷兰出生并成长的华裔儿童，还
有几个是地地道道的荷兰儿童。

如何给幼儿教学中文？我注重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设计出一
个只属于他们的课堂教学，为的是让他们牢牢掌握汉语基础知识，
能在今后学习中文的道路上，插上学习的翅膀。

我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是

一、营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支持、鼓励和吸引孩子们用中文交谈，体验
汉语交流的乐趣。

我根据学生的年龄和特征，在备课时特别注重课堂动静结合，不仅要认真学习课本
知识，还要让学生在一个愉快的氛围里学习中文，我把孩子们喜爱的游戏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例如：我班孩子很喜欢角色扮演的游戏，有灰太狼也有小兔子，一边演，一边就
把中文句子读出来了。另外，在游戏过程中，多提出一些简单的问题，鼓励孩子们动脑
筋回答问题，这样，孩子们的学习便会慢慢地从被动转变为主动，语言表达能力也能得
到逐步提高。还有，我认为在教学中运用表扬和鼓励对孩子们是特别重要的。没有哪个
孩子是不喜欢鼓励和表扬的，当孩子们学习上有了一点进步后我都会毫不吝啬地表扬他
们，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鼓励，从而对中文学习产生强烈的兴趣并积极参与到课
堂活动中。我一直希望孩子们能在不枯燥的状态下学习中文，并且能在中文学校愉快地
度过一个周六。

二、注重听说读写训练。因为之前我得益于北语教授语音课程的培训指导，我深知
正确的发音对正在打基础的学生们有多重要，学生不仅要听到正确的发音，还要准确地
说出来。由于孩子们在荷兰长大的原因，很多汉字的发音对他们而言，是很困难的。而4
、5岁的孩子正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不厌其烦地反复操练，不断纠正，而且还
采用适当的教学技巧纠正他们的发音直到正确为止。再有，我比较重视听力，刚开学，
我除了用中荷语言相结合的教学指令外，也会在学习新内容时放相应的录音，让学生认
真从录音中理解怎么读，并配合听力的小游戏进行训练，以提高学生的听力能力。听力
提升了，说话就流利起来了。当然，郭教授的《等级汉字》在幼儿班的使用，也起到了
快速识字，提前阅读的作用，这是不能忽略的。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学相长也”。这一年来的幼儿教学，学生们的课
堂反馈让我的教学思路更加清晰，更好地掌握教学方法。华文教师，对我来说这是一份
美好的职业。孩子们都是小天使，他们的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是我前进的动力和对我最好
的肯定！同时也要感谢天使们的家长，没有他们对中文的热爱和对我的信任，孩子们也
不会在一年后开始流利地说中文，写汉字，能多一种语言来表达他们的想法。现在还记
得刚开学时他们害羞不敢说中文的模样，到现在每次课前课后都主动和我打招呼，并与
我分享他们生活中的快乐。以前一个汉字也不会写的他们，现在能骄傲的把自己写的汉
字迫不及待地拿给爸妈看。以前不懂中文的他们，现在能用中文和家人对话，还可以用
中文举一反三地造句，玩游戏。我好爱孩子们啊！也越来越热爱华文教师这个职业。虽
然，在华文教学的路上我还是一个刚起步的老师，但我愿意也有信心跟丹华的老师一起
走下去。

【编后语】
张佳敏老师是丹华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她好学聪明。为了实现自己做老师的愿望，

提高自身教学水平，专门自费到北京语言大学进修，写下了“北京语言大学对外汉语培
训的感想”。从丹华学校幼儿班的担子交给她开始，她面对20多个幼儿，充满爱心。不
管是教学《等级汉字》《幼儿汉语》，还是教学中文的听说读写，她以激励为先，抓住
点滴，耐心培养这些海外的幼儿，让他们增长知识、扩大眼界、丰富幼儿的中文语言。
我们祝贺张佳敏老师一年来取得的成绩！望她今后在华文教学的道路上再接再厉，取得
更优秀的成绩！

丹华幼儿班从教周年谈
张佳敏

Ik ben een docent Natuurkunde en Wiskunde op een school in Rotterdam. 
Toen mijn 1e kind geboren was wilde ik hem op de Chinese school zetten als hij 
schoolgaande leeftijd had bereikt. Ik heb aan mijn Chinese leerlingen op mijn school 
gevraagd waar een Chinese school was. Ze vonden het raar dat ik mijn Turkse 
kinderen naar de Chinese school zou sturen. Ik vind Chinees belangrijker dan 
Nederlands omdat dat door 1,5 miljard mensen gesproken wordt. Als mijn kinderen 
ooit naar China gaan kunnen ze met de mensen daar makkelijk communiceren. In 
het Turks is een gezegde: Als je een taal spreekt ben je 1 mens. Als je twee talen 
spreekt ben je 2 mensen. Het is in ieder geval nooit slecht om meer talen te spreken. 
Vorig jaar heb ik via mijn leerlingen Dan Hua op internet gevonden en e-mail gestuurd 
of ik mijn kinderen kon inschrijven. Ik was te laat met inschrijven. De medewerkers 
waren zo aardig dat ik mijn kinderen alsnog kon inschrijven. Mijn kinderen, een zoon 
(6 jaar) en een dochter (4 jaar) vinden het ontzettend leuk om naar de Chinese school 
te gaan. Ze worden heel goed begeleid door hun docente Jiamin Zhang. Dan Hua is 
ook veilig omdat het in een normale schoolgebouw is gevestigd. Ik raad iedereen aan 
om naar deze school te komen. Ik hoop voor de directeur van Dan Hua dat ze ooit een 
eigen gebouw kunnen kopen en daar les kunnen geven.

我是一名教物理和数学的老师。当我的第一个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时，我
就产生让他学习中文的想法。我向我的中国学生们打听哪儿有中文学校，他们都
觉得我很奇怪，居然把自己的土耳其裔孩子送去中文学校。我认为中文比荷兰文
还要重要，因为那是个有15亿人口在使用的语言，如果我的孩子以后能够去中
国，就可以很轻松地和当地人交流。在土耳其有句俗话：如果你会说一种语言你
就是1个人，如果你会说两种语言你就是两个人。不管怎样，掌握多种语言绝对
不是件坏事。去年我通过我的学生在网上找到了丹华信息，并通过电邮向该校询
问我是否可以帮我的孩子报名。虽然我报名晚了，可是丹华的工作人员都如此和
善，仍然让我的孩子报了名。我的两个孩子（一个6岁的儿子和一个4岁的女儿）
觉得上中文学校非常有趣，他们得到了张佳敏老师很好的教导。此外丹华的校舍
环境也很安全，因为学校就设在正规学校里。我建议每个人都来这所学校学习中
文，我也希望丹华校长以后可以购买自己的校舍，让孩子们在那儿上课。（翻
译：张佳敏）

家长心声
感谢丹华，给在荷兰的中国孩子一个学习语言、了解文化、建立友谊的平

台。这是在海外中国孩子寻求并保留自己根的一个家园。

我们家实行双语制度-  英语及荷兰语，因此中文是孩子要学的第三种语言
了。要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学习任何语言是很困难的。当初帮女儿报名上丹华学校
时，担心她会很排斥上课也担心她跟不上其他小朋友。问她喜欢上课吗，她总是
说不喜欢。可是后来我才发现，她虽然口头上说不爱学汉语但是上课时却有专心
听张老师讲课。她会认字、写字甚至在自己的荷兰学校献唱中文的儿歌。平时带
去学校的香蕉也会写上自己的名字。她开心，当妈的也开心。能帮孩子在学习中
文方面打好基础，我对丹华真的是感激不尽。

学生作业
选登

家长：毛玉屏

家长：碧莹

Ahmet Bozdag

编者的话：
在过去几个月里，高级语文班的学生一直在尝试以不同的方法练笔，其中包括运用小标题写

作、写说明文、根据原文翻译等。这里刊登一些学生习作，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尝试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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