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丹华丙申猴年新春活动师生节目表演精彩纷呈，

经过激烈竞争，最终评选出3个优秀节目，分别为：
顺序 节目名称 表演班级或人员 负责老师

1 武术表演 丹华武术队
董 仕 铭 、
陈威

2 新年好儿歌 幼儿班一班和二班
张 佳 敏 ，
尹霞

4 情景剧《我们的课堂》 中华字经2班 胡碎娟

5 《十二生肖儿歌操》 中华字经1班 李卫

6 街舞《Miss Elliott》
初二班彭思颖和陶颖
禧

张磊

7 儿歌《泥娃娃》 二年级二班 冯为民

8 绕口令《床和窗》 五年级一班和二班
张玲，
颜凤琳

9 儿歌《上学歌》 一年级二班 邓成

10 朗诵《相亲相爱一家人》
四年级一班 张俊伟 
董子宁 王志博 四年级
二班姚菲比

宋 雅 真 、
徐艺群

11 儿歌《两只老虎》
一年级一班和二年级
一班

余 小 明 ，
李梅

12
热舞《football gang and bad 
girl》

国学班 赵艳

13 二十四式简化太极拳表演 丹华太极班 丹华老师

3月19日荷兰恩多芬中文学校和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即将联合举办听课学习和教学交流活动。校
长李佩燕根据恩多芬中文学校的要求，已经于两周前就制定了19日听课和交流活动的详细计划。我
们预祝两校联合举办的活动成功！

随着海外“中文热”的持续
升高，海外侨胞学习中文、了解
中华文化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我
在荷兰鹿特丹中文学校——丹华
文化教育中心学校教学近10年，
深切感到华文教育的重要性。在
教学中，我一直都不敢懈怠，不
断地吸收新的专业知识和学习他
人的优秀教学技能，不断地总结

自己的教学经验，以期创造更好的课堂教学氛围。借此机
会，我与大家分享一下这学期我在小学高年级致力打造快
乐中文课堂的教学体会。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与联想力

在进行《中文》教材第九册中《皇帝的新装》这篇
课文教学时，我除了课前精心准备好教案，制作幻灯片，
对课文的生字，词语和重点句子进行讲解外，还针对童话
故事的趣味性和寓意深刻的特点，特别增加了一个课堂表
演的环节，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这一课堂活动中来，希望他
们不仅理解课文，还要能说，能交流，能运用。根据我
课前预先设计的一条线索：爱新装——看新装——试新
装——展新装，我将班上24位同学分成了3个小组，每组
同学依据课文内容来扮演不同的角色，如皇帝、大臣甲、
大臣乙、骗子、小孩等等，每组的组长由老师指定，继
而组长负责角色分配，各组先各自准备10-15分钟，然后
3个小组进行表演比赛。由于有了前两节课老师对新课文
的讲解，同时也让学生观看了该篇课文的动画片，学生们

对参加表演同时能够进行小组比赛，均是摩拳擦掌，跃跃
欲试。在表演期间，你会为同学们的妙趣横生的表演捧腹
大笑，他们有的将投影机作为织布机，煞有介事地在那儿
不停地织布，有的将矿泉水瓶作为皇帝出行用的华盖。角
色分配调动了班上所有同学的积极性，就连平时很少开口
说中文的同学，在表演中至少也要说上几句话。学生们要
用课文中的语言描述整个过程，这大大提高了他们学中文
的兴趣和自信。对一些中文程度相对好的同学们来说，能
用自己掌握的语言写出心中的童话故事，那就更有意义。
我在课后布置了一篇短文——续写皇帝回到宫里后发生的
故事。于是学生们纷纷开启他们丰富的想象力。翁珮珮同
学写道：皇帝回到皇宫，然后他坐在椅子上，他想：“人
民应该都发现我很笨，他们现在不要我做皇帝！”他看到
大臣，便道：“大臣，过来！”大臣走近皇上：“皇上，
有何吩咐？”“你想一想，人民还要我做皇帝吗？要说实
话！”“应该要啊！”第二天，皇帝穿着衣服出去宫外走
走。孩子们看见他，指着他说：“昨天他没穿衣服！”。
皇帝听了，感觉很惭愧，回宫之后，他对大臣说：“从现
在起，我不需要每天做新衣服了。有真正合身的衣服穿就
可以了。“徐舒琪同学写道：皇帝回宫殿后问两个骗子他
为何没有穿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教训你了。你不必天
天穿新衣服。世界上有很多小孩子们还没有衣服穿，例如
非洲的孩子们。所有的衣服都可以多穿好几次。刘亦灵同
学写道：皇帝回宫后，撤了那一些说谎话的大臣们，并且
把两个骗子赶出宫。皇帝再也不每天穿新衣服了，并且发
布天下要做诚实的人。

瞧，通过童话故事的学习与写作，同学们既掌握了中
文，又从中明白了生活中的很多道理。

翻转课堂的尝试

《中文》第九册里还有一篇课文是《桂林山水》，“
桂林山水甲天下”，奇妙无比的景色，让人向往。祖国的
大好河山激起了这些海外十几岁学生的强烈兴趣，因此，
我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采取了一种翻转课堂的尝试法，
也就是不仅仅是老师在教，还要让学生们上台讲，让他们
充分地运用课文学到的知识，加强使用中文的表达能力。

我给学生们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可以一个人独立完
成，也可以两个人合作完成。我将每个人或每两个人需要
在班上演示的时间，事前订了时间表，请大家制作一个幻
灯片文档，介绍父母任何一方的出生地。在布置作业的时
候，我将所需要的重点内容，例如：介绍的地方，地名，
地理位置，人口，旅游饮食以及文化等方面列出，请学生
们依此要点，通过中文查资料，询问父母，再制作图文并
茂的文档，每个人有5分钟的时间进行介绍。

这种由学生在讲台上讲，老师及其他同学们在台下
听，并且与之互动的方式，得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个准
备在课堂上演示的是王嘉熹同学和翁珮珮同学。她们俩合
作默契，分别给全班同学介绍了浙江青田和广东广州这两
个城市，她们分别从地理位置、人口、面积、历史、气
候、饮食等几方面进行了介绍，同时还放映了一个小短片
给大家看。演示结束，同学们踊跃地向她们提出了一些问
题。陈雨馨同学的幻灯片文档准备得很充分，不仅内容丰
富，语言也很通顺，将浙江温州市非常清晰地展现给大
家，她的演示获得了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还有一些同学在
演示时说出了家乡话与普通话的区别，让全班学生觉得很
有意思，也跟着学了一两句的方言。王郑兴同学的年龄较

小，平常都不太敢大胆地说中文，但只要他开些许的口，
我都会给予特别的鼓励。这次的文档是他第一次做，他不
懂怎么做，也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但我一再给他
鼓励，家长也予以协助，终于在林珊妮同学的帮助下，做
出了自己的文档。当他站上讲台时，笑脸面向全班，终于
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演示。那一刻，老师和同学们都真心为
他感到高兴。这次反转课堂演练，学生们的表现虽略显生

疏，却充满活力，让我看到了今后的发展潜力。
通过激发学生的课堂参与热情和联想力，我觉得在教

学中取得了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但激发起了班上所有学生
的学习兴趣，对学习程度不同的学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
的尝试。希望通过今后不断的尝试，学生们的中文水平会
有一个更大的提高。

激发学生对课堂的参与感
六年级1班    郑淑萍

幸福的一天
何振旭

前天，我在乒乓球俱乐部组织的锦标赛中得了第三名。
我兴致勃勃地跑回家，迫不及待地把奖牌拿给爸爸妈妈看。
爸爸妈妈给我一个幸福地、大大地拥抱。爸爸问我想要什么
奖励？我说：“我想要你们带我去欢乐谷动物园玩。”爸爸
妈妈欣然地答应了。

想起第二天就要去欢乐谷了，我兴奋的一个晚上都没有
睡好。第二天一大早，我第一个起床，叫醒了爸爸和妈妈。
妈妈做早餐，我收拾今天要带的吃的食品和饮料。吃完早
饭，爸爸妈妈带着我骑自行车来到了我向往已久的欢乐谷动

物园。妈妈去买门票，我跟爸爸一边聊天一边排队。从门口我们就可以看见许许多多
的火烈鸟。

一进动物园，我们先去了蝴蝶屋。看见五颜六色的蝴蝶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我
也开心得要飞起来了。接着穿过木桥就可以清楚地看见斑马、长颈鹿、袋鼠，还有
鳄鱼等动物。再往前走，就到了亚洲式建筑的休息处，我们坐下来休息并拍照留念。

海洋世界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大玻璃看见各种各样的
鱼，比如高眼鲽、各种贝类、海星还有小鲨鱼等。不同种类和不同颜色的鱼在水里游
来游去，它们既悠闲又炫目。看着、看着，我觉得自己也变成了一条鱼，和它们一起
自由地游弋在水中。

动物园的尽头就是很多妈妈喜欢的企鹅的住所。企鹅喜欢群居。它们都大都围
在一起。有一只企鹅跳进水里游到我们这里，又爬到水泥地上，在那里悠哉悠哉地散
步呢，它非常可爱，时不时地还往我们这边瞧瞧。“快看！企鹅在跳舞了！它为我们
表演节目呢！”我兴奋地对妈妈说。

天色渐渐暗下来了，到了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我脑子里还想着蝴蝶，想着小
鱼，想着企鹅，它们会孤单吗？它们会想念我吗？爸爸妈妈拉着我的手，不知不觉我
们就到了放自行车的地方了。我们各自骑上自行车，恋恋不舍地回家了。回家的路
上，我已经在期待着下次再来欢乐谷。

我学会了骑自行车
莫云芝

平时一看见别人会骑自行车，心里
总是特别羡慕，头脑里就冒出“明天去学
骑自行车”的想法。可当我再一转念，想
到摔跤、伤口和疼痛时，就吓得打退堂鼓
了。一直到今年暑假，我终于下定决心：
一定要学会骑自行车，证明“我能行”！

看着爸爸为我买的自行车，心里既
激动又紧张。激动的是自己终于有辆自行
车了，紧张的是怎样才能快点学会呢？“

加油努力吧！”在一旁的爸爸为我打气。
爸爸帮着我坐上自行车，我双手紧握扶手，两脚踩着踏板

上，他则全力地扶着自行车，不让它倾斜。我的右脚一蹬，自行
车的轮子转动起来。我感觉原来的路变短了，自己就像一只飞
起来的小鸟。正兴奋时，一不留神，前面的树眼见着向我撞了过
来，我吓得大叫起来。好在爸爸从后面及时拉住了我。好险啊，
惊得我一身冷汗！骑了几趟后，爸爸趁我不注意时悄悄地把手放
开，让我独立向前骑。就这样，我渐渐学会了“坐着会骑”。

相比骑，刹车和上车是我觉得比较难的部分，需要多多练
习。而在这个过程中，我摔了好几跤。接连几天，我都顾不上腿
上青一块紫一块的，照样坚持练习。眼看着一天比一天熟练了，
爸爸就带了我去骑上坡和下坡，并告诉我要领。经过了5天的坚
持，第六天我就跟在爸爸后面骑车上路了。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我心里乐开了花。

现在我每天自己骑车上学放学，不用再去羡慕别人会骑自行
车了。通过学习骑自行车这件事我明白了：光羡慕不努力，是没
用的。只要肯下工夫、不怕困难，最终就会成功！

丹华参加第十七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作文选登
梦游太空

林希

今晚我戴着新买的手表
睡着了。

我看见我的手表发光，
在我面前呈现一圈又一圈的光
环，像动画片《叮当》里一
样。我瞬间被带到了太空，我
左顾右盼地想看清楚这儿到底
是什么地方？周围怎么一个人
也没有。哇！我整个人飞起

来了，连着转了好几圈，实在太酷了！虽然是晚上，
天上漆黑一片，但挂满了闪闪发光的小星星，还有一
个个又大又亮的星球。平时我们看到的星星是金黄色
的，但这里有红色、紫色、蓝色等等，这里的星星是
五颜六色的，跟彩虹一样，太漂亮了！而且发现每颗
星星都有自己的名字，我这时候想起妈妈曾经说过的
话。她说天上的每一颗星星就代表着每个小朋友，哪
个小朋友乖，哪颗星星就亮，原来是真的！我以后真
要表现得更好，代表我的那颗星星就会更亮了！

我再往前飞，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球体，它是深
蓝色的，我仔细看，原来这就是地球。平时我只是住
在地球上，但现在我却清清楚楚看到了整个地球，太
不可思议了。我正想去摸摸它，想去抱抱它，这时手
表再次发光了，面前又出现了一圈又一圈的光环。这
时我猛地睁开了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熟悉的房间。

啊！我有机会真想再次到太空遨游……。

记一次学生会选举
董子宁

  
我叫董子宁，今年8岁。不久前参加了一次很有意义的

学生会选举活动。
一个星期三的早上，Hani老师对班里的同学们说：“明

天学校学生会选举。从每个班选出一到两名同学当学生代
表，再由学生代表组成学生会，学生会的代表将为学校的建
设、学习活动提出好建议。谁想参加呢?”话音刚落，班上
就沸腾了起来，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讨论起来。

我呢，安静而又认真地思考了一番，高高地举起了
手。Hani老师看到班里一共有十多位同学们积极参与，非常

高兴地预祝我们成功。
这可是个表达自己想法的好机会，我一定要珍惜。在放学的路上，我一边骑

车，一边自言自语。一回到家，我就开始在镜子面前练习，心情也随着紧张起来。
爸爸、妈妈知道后都鼓励我，让我不要紧张，只要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说清楚就行
了。第二天一早，我精神抖擞地骑着自行车，信心满满地来到学校。很快，学生会
选举开始了。打头阵的是我的同桌Mellina同学，她显得胆怯而且小声。我想，轮到
我时可要大声点哦，让在场的每一位都听得清我讲的话。接着到了Laura同学，她发
音清晰、声音响亮。我觉得她表现得很不错，但我可不比你差哟。终于轮到我了，
虽然有点紧张，但脑子里想的都是演讲以及父母对我的鼓励，心情随着平静了许
多。站在教室前面，我感觉浑身充满了勇气，我的演讲就这样开始了。我的提议主
要是希望同学们充分利用课间时间多做有益健康的锻炼，而学校应该配有这些锻炼
的器材；我还提议每个班每个月可以展览出同学们的手工展品和书写的作文，供大
家欣赏和学习。

当同学们开始纷纷议论着要给谁投票时，我的心里像跑进了一只小鹿，扑通扑
通地跳着。而当我听到票数最多的是董子宁和Julian时，兴奋地不由得跳了起来！

经过这次有意义的选举活动，我学会了大方地表现自己，并暗暗告诉自己：今
后更要好好学习，为做一个优秀的学生代表而努力！

丹华丙申猴年新春活动评选优秀节目
丹华春节联欢会节目表

丹华教师二十四式简化
太极拳表演

国学班热舞
《Football gang and bad girl》

《中华字经》2班情景剧

《我们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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