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事们沟通、咨询，以期达到最佳课堂效果。

第一场讲座由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

特级教师郭曼主讲，郭曼老师是诗请语文的倡

导者和实践者，她主讲的内容是《过一种诗情

的语文生活》。讲座伊始，郭曼老师就用自己

的诗作把老师们带入了诗意的生活和诗意的课

堂。通过课堂展示和对话互动，郭老师让老师

们知道原来写诗就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老师

们看到，郭曼老师在语文课堂上，教孩子们写

诗作画就如信手拈来。最关键的是，通过诗意

课堂，郭老师不仅让学生们发现了汉语的美，

生活的美，同时也让自己发现和了解了深藏于

内心的细腻情感和个性。郭老师的课，还教会

了大家一种诗意的生活态度及表达自我的方

式——可以歌，可以咏，不觉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烂漫情怀，迷倒一众老师。课后有老师

感叹说：“我非常喜欢她的讲课，像诗意一样

地工作和生活，是多么美妙啊！”一些老师更

是在听课之后诗兴大发，信手以诗表达自己的

课后感想。

第二讲的主讲人是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的范翠英教授，她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儿童

的学习动机和人格差异》，课堂画风也骤然一

变，由感性转为理性。范教授讲的这个主题，

是应中文教育协会理事的要求专门而做的，因

为海外华文教师很希望专家们能在心理学方面

给他们补上一课。在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里，范

教授给大家分析了儿童乃至青少年的发育特点

和心理特征。通过对这些特征、特点的了解，

老师们可以捕捉孩子生长发育期的一些关键特

点和行为表现，从而去发现并激发孩子的学习

动机，提高和达到教学效果。比如说 6-12 岁

的孩子已经开始有一定的自主能力，这时，老

师就可以加强孩子自我监督行为并给于一定的

指导。讲座中，范教授还加入了一些心理测

试，让老师们体验了一把心理学的奇妙。范教

授的心理学讲座不止让老师们深受启发，同时

也等于给在座的妈妈和准妈妈们传授了育儿

经，这真是母亲节的最好礼物啊！

最后一讲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

副教授余一骄。他曾多次赴美讲学，在计算机

技术辅助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教育教师培训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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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正值荷兰春光明媚、万物蓬勃

生长时节，对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来

说，却好似收获季：经过数月的筹划和努力，

由中文教育协会组办的国侨办“专家巡讲团”

教师培训活动终于圆满结束了！由湖北省外事

侨务办公室调研员周星女士带领的、华中师范

大学及其附属小学三位讲师组成的“专家讲巡

团”在为期十二天时间里，分别在代尔夫特、

海牙、安多芬、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进行

了讲课和校园参访活动，受到了荷兰各地华校

华文教师们的热烈欢迎，前后共有近 200 名荷

兰华文教师参加了培训。

5 月 11 日，周星团长率团抵达荷兰史基

浦机场，荷兰中文教育协会主席陈华钟、理事

张磊到机场迎接了专家巡讲团一行。第二日一

早，尚未倒转时差的巡讲团便开始了紧密而繁

忙的日程，他们在中文教育协会主席和几位理

事的陪同下，前往此行的第一站——代尔夫特

中文学校参访。该校校长王红彦和马华早已等

在了校门口，宾主落座后，王校长向客人们简

单介绍了学校的情况和教学特色。专家们对学

校的管理及教学方式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两位

校长随后带着客人们参观了低、中、高几个班

级，观摩教学活动。参观结束后，巡讲团深表

震动和感动。周星团长认为，只有如此专业的

管理，才能让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承更好地发扬

光大。当得知海外华校的老师们都是放弃周末

休息，在华校兼职并义务教学后，巡讲团的老

师们都非常感动，范翠英教授不禁感慨：在海

外教中文，需要的是一种情怀！

 5 月 13 日，巡讲团的讲师们在海牙的

Mercure 酒店开始了第一场讲座。当日是母亲

节，但是，以女性占压倒性多数的、来自海牙

和代尔夫特及其周边地区的近 80 位华文老师

准时赶来现场听课。三位讲师已为讲课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为了能让自己的课程更接地气，

在出发前，他们还不断地跟中文教育协会的理

面，具有较为丰富的教学经验。余教授的课直

接明了，通过对大量课件制作案例的分析，让

老师们直观了解到了课件制作上易犯的错误，

明白了什么是课件制作过程中的认真态度。他

还与大家慷慨分享了自己发现的工具网站以及

一些巧妙的课件制作方法。本来在接连两场讲

座之后，老师们都有些疲惫。但余教授风趣幽

默、单刀直入的课堂打开方式，紧紧地抓住了

老师们的注意力，再度激发了他们的学 习热

情。课堂上，老师们纷纷跟余教授提问互动，

场面非常热闹。

有了第一场成功经验后，讲师们在之后的

几场讲座中越来越挥发自如，并根据老师们的

要求不断调整上课内容。12日，巡讲团马不停

蹄地来到荷兰南部的安多芬，在吴炎威先生的

厨艺工坊清风茶馆进行了培训。当天参加培训

的老师以安多芬中文学校老师为主，一共有来

自南部七所中文学校的三十多位老师参加，培

训结束后，也是好评如潮。

在接下来的阿姆斯特丹场培训中，一些老

师突出奇招，挑了她们所用教材中的一篇文章

请郭老师试讲，郭老师讲完之后，老师们都表

示叹服。汉道中文学校的苑晓欣校长表示，选

文章让老师现讲不是想要挑战讲课老师，而是

希望通过这边使用的教材，更好更直接地学习

到郭老师的教学方法。

华仁中文学校的秦倩老师认为：“范翠

英教授是一位很严谨的老师，对教育和青少年

心理学很有研究，而且本次授课内容对我们很

有实用和引导性。从心里学的角度剖析了解学

生，如何因材施教。”

杨玲玲老师感慨道：“郭曼老师的诗意教

学令人印象深刻。尤其是她引用的那句：“诗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深深打动了我。将一

个人由孩童时代开始就植入“生活里不止是

目前的生活，还有诗和远方”的概念，对一个

孩子来说是一生受益的。听完范翠英老师的讲

座觉悟到，每个孩子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每

个孩子都有他自己的气质特征。而争对每个气

质特征有不同的对待方案，了解孩子的身体、

精神在每个发育期的变化，我们可以认识到有

时候学生某种反应是因为他“做不到”而不是

“不想做”。对孩子有正确的认识是教育上一

把能打开孩子“学习锁”的钥匙。

游菁菁老师感言道：郭曼老师一开始就独

具匠心地使用了现代诗歌导入，让我们深深地

陶醉在诗歌的韵律美、画面美和意境美中。这

种以诗歌的形式引领学生们进入课文的学习，

让学生们不仅在学习课文的同时还兼顾学习了

如何写诗，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教学方式，让我

今后对华文教育又开启了一种新的构思，相信

对海外华文老师们都有很大的触动。

范翠英教授主要着重于了解儿童和青少年

的学习动机和人格差异，从儿童和青少年的心

理和性格特征来分析不同的年龄阶段，老师应

该用不同的教学办法。通过分析不同性格特质

的孩子，老师们也可以选用不同的处理方式，

整个课程简洁明了，让我更进一步的了解了针

对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格特征可以运用相对

应的教学办法，相信对我今后的华文教学中会

有很大的帮助。余一骄副教授讲授了如何高效

的设计汉语教学课件，其中有非常多实用的教

学方法和案例分析，更贴心的是还给老师们提

供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汉语教学网站和汉语游

戏 APP，这些经验和网址会对我今后的教学中

提供莫大的帮助。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

流平台，也能提高海外华文老师的综合师资水

平。希望今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培训课程。 

四场培训下来，老师们心得多多，收获满

满！满满收获的不单单是荷兰的华文老师们，

还有巡讲团的讲师们。余一骄老师在培训工作

后说：“这次荷兰之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且收获极大。能有幸认识一大批长期坚持从事

中文教育，积极传播中华文化，事业有成的海

外同仁，真是三生有幸！”范翠英老师也感慨

万千，她说：“十二天的所见所闻，让我们领

略了荷兰华文教育的勃勃生机，感受了各位老

师的拳拳之心。正是因为你们孜孜不倦的努

力，中华文化才得以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周星团长代表巡讲团向中文教育协会表示了感

谢，她说，因为协会的周到安排和理事们之间

的团结合作，巡讲团在荷期间，完全没有身处

异乡的感觉，因为他们所到之处，一直有华人

兄弟姐妹们围绕，这感觉实在是太亲切、太温

暖了！

21日，我们和国侨办“名师巡讲团”依依

告别。这是中文教育协会和“名师巡讲团”的

又一段美丽相遇，而每一次的相遇，都留下过

实实在在的足迹。每次国侨办“名师巡讲团”

教师培训的成功，都离不开各方面的支持教师，

在此，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特别感谢国侨办对荷

兰华文教育的重视和支持！感谢名师巡讲团不

远万里、不辞辛劳的倾囊相授！感谢各大荷兰

华校及华文老师们的积极参与与配合！现在，

让我们一起翘首期待下一轮培训的精彩吧！

19 日，讲学团再次赶到安多芬，参加了

安多芬中文学校 40周年庆典。

20 日，又赶往鹿特丹做最后一场培训，

以鹿特丹华文化教育中心老师为主的约 50 名

教师参加了这场培训。这里我们来看看鹿特丹

场一些老师们的心声吧：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杨立红老师说：“郭

曼老师带给我们一堂充满诗意的教学，示范了

如何帮助学生一步一步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出诗

情画意，写出美妙诗句；余一骄副教授从教学

一线的需要出发，不仅提供全方位的多媒体解

决方案，而且还带来了非常实用的电子教学资

料。”

2018国侨办“名师巡讲团”教师培训圆满结束

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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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华仁中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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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深深地陶醉在诗歌的韵律美、画面美和意境美中。她

真的把生活也过成了诗，上她的课是一种享受。让我们今后

对华文教育又开启了一种新的构思，相信对海外华文老师们

都有很大的触动。

范翠英老师：一位很严谨的老师，授课内容对我们很有

实用和引导性。范老师讲解的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让我们了

解到这个年龄段孩子的身心发育和学习方面的关 。对孩子

有正确的认识是教育上一把能打开孩子“学习锁”的钥匙，

相信对我们今后的华文教学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杨立红老师：

郭曼老师带给我们一堂充满诗意的教学，示范了如何帮助学生一步一步在

日常生活中体会出诗情画意，写出美妙诗句；余一骄副教授从教学一线的需要

出发，不仅提供全方位的多媒体解决方案，而且还带来了非常实用的电子教学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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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鹿特丹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郑淑萍 温馨中文学校 任素梅
5 月 20 日 在 鹿 特 丹

中心的 尔 格酒店会

， 行了 2018 年国侨办名

师巡讲团海外华文教师培训

荷兰站的最后一场讲座。 荷

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共有 30

名华文教师参加此次培训。

上 10：30 培训准时开

始。首先由华中师范大学附

属小学特级语文教师郭曼，

带给老师们一场极富有意境

的讲座《过一种诗意的语文

生活》。郭曼老师的讲座通过三个部分：

语文的诗意；生活的诗意；童年的诗意

来表 。开场便是郭曼老师自己的诗作

“ 念日” 满深情的 ，一下就抓

住了听课老师们的注意力。她常年通过

亲近文 的方式， 出生活的 态。

她喜欢做一个语文老师， 觉得语文课

是个能让人 然心动的地方，是个有节

的课堂，有着完整的 美的场所。老

师要做到让课堂有意境，教学有神韵，

学生有妙悟。

接下来，郭老师通过一首王 的告

别诗《 二使安 》，细细地分析了

诗中的种种要点，还请了丹华的两位老

师现场 王 和 二，表达他们对这

首诗的感悟。她的 深入引导和解析，

让我们学到了在课堂上应很好地倾听学

生们的 和提问， 并要通过自己的语

言提 出来， 到主线上来。

对于文本的解 ，郭老师 用了一

篇童话《去年的 》，教我们要 得

设文境， 进文本，做语言文 的训 。

郭老师通过《 诗歌的大门》教

学设计，给我们展示出一堂如何引导学

生们观 生活中的事物，先用语言

出来，接着用文 写出，再 色出一首

首美丽的诗作。当 12岁的小学生们的一

首首小诗出现在 文 中， 我们不

禁发出了 叹声，同时也深感作为一位

华文教师的 远大。

郭老师的讲座十分实用，语言生动，

美丽，像写诗一样地教 ，我们就好像

在春风里。她的讲座对我们今后在

华文课堂上的教学十分有益处。

中 事休息后，接着就由华中师范

大学心理学院 士生导师，范翠英教授带

给大家一场《儿童的学习动机和人格差

异》的讲座。

范教授从非常专业的心理知识方面，

让老师们了解到如何发 学生的需要，

对学中文也会有帮助。从亲子关系、同

关系发展 分析了 儿，少儿，

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的一 特点。青少年

的生理与心理发育 进入到第二个加

期。范教授用一 告 了人们身体发

育的原理，神经系 是最 先发育的。

低年级的儿童形象思 强，就要充分

到他们的认知意识， 相对的教学

方法。

学习动机与学习效果的关系， 现

的是倒 线，当动机的强 水平

中，此时的学习效果最好。当然要视

务的 易程度做调整。教授用一种心理

测试题，对关乎职业生 的一种选 ，

调动了老师们的参与程度，引起了大家

的极大兴趣。通过对 线的讲析，教师

期待效应，对学生 有期待。要 用已

有的动机和兴趣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强课外活动，多表扬，重视学生的各

发展。

三 度 因 因 式，对事

物的成 进行了 细的解析，让我们了

解到如何正确地 因，积极地 因。

通过这堂讲座，我们 步了解到作

为一名华文教师，要多方面 不同的

知识，对学生的心理要有足 的了解，

在教学中要施加 的 激，使学生对

学习更加有兴趣。

下 课间的 休息后，最后由华

中师范大学语言学系余一骄副教授，带

给老师们一场特别实用的《高效的汉语

教学设计》讲座。余副教授曾在美国

斯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 访问学

者，对 方的语言教学有着丰富的经验。

此次讲座他带给了老师们很多 ，有

非常实用的网站 接，制作教案设计的

件，互动有趣的汉 游戏，制作

文 的 作技巧和语言学方面要求的

制作方法等等。

他首先展示出的是，根据教学的需

要来制作课件，A ，代表着 6 个因

的首位 母，华文教师也应有一定的

信息技术 质。不同的老师，针对不同

的教学对象，一定要 心认真制作教学

课件。课件的制作，细节的差异，都对

教学实践有着很大的 。 通过余副教

授的讲座，我们很清 地了解到制作课

件的实用及 的方法，对我们原来在

课件制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正确 不完美

的地方， 通过他的讲座，让我们 到

了非常受益的方法。同时余副教授为此

次巡讲所做的准备工作也让我们非常地

感动。通过这场讲座，我们相信对自己

今后的华文教学课件制作是如 ，

上 。

2018 年 5 月中 ，国侨办 国内名

师巡讲团来到荷兰培训讲座。我有幸参

加了 5月 14 日在安多芬 办的第二场讲

座。我们上课的教室由安多芬中文学校

提供， 然安排在 色的吴炎威先

生的清风茶馆， 境 ，十分 合上

诗情画意的课程。

第一堂课由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的郭曼老师上《诗情语文》，郭老师是

国内首位诗情语文的倡导者，她一直力

行着像写诗一样教 ，让课堂有“意

境”，让教 有“神韵”，让学生有“妙

悟”。和郭曼老师的互动，激发了我内

心想写诗的 动，我把我 好的

一首简 的诗，和郭曼老师和在座的老

师们共 。

美丽的相遇
五月的郁金香国，

微风徐徐，细雨蒙蒙，
你轻轻走来 ,

我们相遇在安多芬的清风茶馆 .
你像是一棵挺拔的绿树，
随着微风摇曳，

向我们讲述着唐诗的豪放，
宋词的婉约。
我们静静听着，

像是朵朵饥渴的花儿，
随着你的抑扬顿挫，
享受着诗词细雨的滋润，
陶醉在首首诗情的意境里，
若能像写诗一样教书，
该有多么地美妙啊！

离别在即，我们都不难过，
因为我们的相遇虽然是短暂的，
可是留在心里的记忆却是永恒的。

感恩这次美丽的相遇，
期待下次更好的重逢。

第二堂课由华中师范大学心里学院

范翠英老师的《儿童的学习动机和人格

差异》。通过范老师的讲解，我们了解

了青少年儿童的气质 性格 分四大

， 多 质， 质， 质和

质，这些气质 的 点、 点和教育

方法上的 ，以及他们 合从事的职

业。我们同时知道了气质没有好 之分，

不能决定人的 会 值和成就高低。应

根据学生的气质 ，因材施教。比如，

有的学生特别安 ，课间休息， 然

在原位，看手机，不去跟其他的学生交

流，但是特别有礼 ，作业 时完成。

这应该像是 质，他们细心，谨 ，

让和温和，但是 ， ，多 和

不自信，我们就应该多 ，多表扬，

切 公开批评和指 。现在我们面 的

最大的问题是有的学生原来特别听老师

的话， 学习汉语， 时完成家 作业，

可是就在 10岁 的年龄，上课开始

不安，不停地说话，不停地 动，没

法安 下来， 着班上其他的同学，

让我们十分 。他们的青春 期已

经开始了，这应该像是多 质，活 ，

机 ，但是 ，注意力不 中。我们

就应该用心备课，准备一些生动活 的

课件， 引他们的 ，让学生跟老师

互动、学生和学生之间互动，转 他们

的注意力，培 他们 实和专一的精神。

第三堂课由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余

一骄老师讲《汉语教学课件设计》，特

别受欢迎。特别地接地气。比如，

调的 入， 体的大小，排 的整 ，

色的处理， 点 的 询，如

何下 u u e 视 和 等等。他说没

有备课件的老师不是合格的老师，这一

点我有同感，相信也说到了不少汉语教

师的心里。我们是 认真备课、用心教

课 是 问心 样做一名合格的

教师 而不是 着“学校才给我多少

贴，我为什么要那么 ”这样的心

态。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安排组 荷兰各

地的中文学校和机构老师们来参加教师

培训，讲师们都是有着教学经验丰富，

获有教研成果的教授们，我们十分有幸

得到这样的培训机会，由 地感谢讲师

们的精彩讲座，感谢中文教育协会的陈

华钟主席和各位理事，感谢给我们提供

讲课场地、茶水和 的安多芬中文学

校的校 和理事们，感谢你们的辛

出和 ，有你们真好！

余一骄老师

范翠英老师

余一骄老师：幽默风趣，教学风格也很 引人。对教学

直接提供了很多资料和信息，这对我们华文老师备课可

中 。更贴心的是还给老师们提供了很多非常实用的汉语

教学网站和汉语游戏 APP，这些经验和网址会对我今后的教

学中提供莫大的帮助。

一天的培训下来，教授们提供了很多相关的教学经验和

不同的教学方式，我们有幸在荷兰面对面听老师们授课，真

的很感激！希望能有更多机会在荷兰领略国内名师们的风

！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平台，也能提高海外华文老师

的综合师资水平。希望今后还能有更多这样的培训课程。 郭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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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种诗意的语言生活，“把日子过成诗”原来真的可以有』

培训课一开始，来自华中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特级教师郭曼老师先和我们分享了

她自己创作的两首诗，描述的是她自己日常生活的点滴。她自己笑言：她的学生最开

始知道她会经常写诗时都表示很惊讶，没想到“大妈”老师还能有这般诗情画意。

培训当天，郭老师身着一袭墨绿色的旗袍，衬得她高挑的身材更加亭亭玉立。而

在前一天，名师巡讲团来到我们代尔夫特中文学校参观时，我就已经留意到了这位身

着旗袍、面带微笑的美女老师，她身上散发出来一种恬静的古典美，让我印象深刻。

果然，“腹有诗书气自华”，当她在授课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引用到许多名家绝句时，

我再次对这句话深以为然。

郭老师的培训主题是“过一种诗意的语言生活”。通过介绍得知，她是国内“诗

情语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一直秉承的教学理念是“如琢玉一般育人，像写诗一样

教书”。一个半小时的培训时间里，她并没有跟我们讲述太多她的教学经验，而是将

更多的时间用来分享她的学生们的诗作，以及指导孩子们创作过程中的点点滴滴。看

得出来，这些孩子和孩子们的作品是郭老师的骄傲。

而当我读到孩子们那些笔触尚显稚嫩却丝毫不影响它们的美好的诗篇时，我不禁

在想：这么美好的文字，处在应试教育下尚能生根发芽；我们生活在海外，海阔天空，

不是更应该可以为它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土壤吗？海外的孩子也许识字不多、中文水平

略为逊色，但这些发自内心的呼唤、对美好的向往，完全可以不受文字的限制啊！

对此，培训后就这个问题我跟郭老师提出了探讨，得到了她肯定的答复。这也让

我看到了在海外实施特色中文教学的可能性和希望。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能和我的

学生们一起来探索、实践。

『探索儿童行为背后的真实原因，我们和孩子共同学习成长』

如果说郭曼老师如诗如画般的讲述让我仿佛又穿越回了吟诗作对的青春年少，那

么接下来范翠英教授关于儿童心理学的讲授则让我们立马又回归到为人师、为人母的

现实。

范教授来自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当天培训的主题是《儿童的学习动机和人格

差异》，讲授内容包括：小学生和青少年不同的心理发展的特点、中小学生的学习动

机以及人格差异。听上去是不是就觉得很专业？不明觉厉？事实上就是很高大上啊！

为什么有的孩子（小学生）即便是成绩好可仍然不愿意挑战高难度的知识？为什

么明明很乖巧的孩子日常生活却依然需要家长的督促和管理？为什么海外的孩子有的

就是不愿意学习中文？为什么孩子到了 12岁左右就会开始变得叛逆？为什么女孩儿比

男孩儿早熟？你的孩子到底属于什么气质类型？将来更适合从事什么职业？ ...... 范

教授的讲述娓娓道来、有的放矢，台下的“老师”学生们听得聚精会神、感同身受。

其实在成为中文教师之前，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我在面对孩子的教育问题时，

最大的困惑以及不自信就是来自于对孩子心理的不了解；而我又深知，了解孩子行为

背后的心理原因是所有恰当的施教行为的基础。虽然过去也曾阅读过一些育儿书籍，

但范教授这么专业又能结合实例的分析讲解，实在是太难能可贵！ 90分钟的培训一晃

儿就过去了，感觉就是四个字：醍醐灌顶！

真希望以后还有更多类似这样的专业培训，尤其如今成了老师，要面对气质类型

迥异的各个孩子，只有储备更多儿童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才能胸有成竹地

因材施教。

『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传道授业解惑者更要做到精益求精』

来自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的余一骄教授是当天授课的最后一位老师。先不说他的

培训内容，他的一个举动、一段话已经让我很有一番感慨。

余教授的培训安排在晚餐之后，用餐时间很短，下课后大家都迅速撤离了会场，

就餐的就餐、打包的打包；而余教授是唯一一位留在会场没有出去用餐的人。后来了

解到，因为来荷兰的时间很短，每天的每项活动都在刷新他对荷兰、对荷兰的中文教

育的认知，所以直到给我们授课之前一分钟，余教授都还在修改完善他的授课内容。

对于这一点，培训时余教授还专门跟大家分享了经验：即使是上同一堂课，教学

要求一模一样，但他每次上课前，都会去修正教学方案；而每次跟不同的学生上课，

都会对 PPT（教学内容）做更新。

我想，这就是教育者常常倡导的“因材施教”吧？精益求精、尽善尽美，余教授

做到了极致。

余教授的培训着重于分享与汉语教学课件设计相关的问题，包括课件设计的专门

技术、课件制作的必要技术以及在线汉语教学资源分享。

作为从事计算机语言学研究及汉语教学工作及参与“技术改进教学”专题研讨的

专业人士，余教授的授课却是生动活泼、实用性强，非常“接地气”。他一直在国内

主持教授外国学生学汉语，又有曾经在美国教中文的经验，所以他的分享既适合我们

在海外进行中文教学，又填补了海外中文教师对于国内中（语）文教学尚不知晓的许

多空白，真是受益良多啊！

育人先育己。这次培训得到三位既是同行又是专家的专业提点，既打开了脑洞、

又促进了反思；原本一直还在担心自己的不够专业会误人子弟，通过这次培训反而理

清了思路、增加了信心。

加入海外中文教师这个特殊的团队，既是光荣、更是责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吾定当不辱使命，与孩子们一起坚持学习中文、共同感受中国文化的种种美好。

感谢荷兰中文教育协会为我们广

大中文教师提供了这么好的学习机

会！培训完后才想起来当天是母亲

节，作为妈妈又是老师，这是我收到

的最特别的节日礼物。

“与智者同行，你会不同凡响；

与高人为伍，你能登上巅峰。”

——送给所有参加这次培训的同

行及荷兰所有中文教师。

—— 参加“2018 年国侨办名师巡讲团培训”的一点感想
代尔夫特中文学校

橙子黄了

汉道中文学校  窦奕

今天，我们 Amersfoort 汉道中文学

校的老师，由校长苑晓昕老师带队，一早

出发赶到阿姆斯特丹，参加了国务院侨办

为海外华文教师派送的“名师巡讲团”的

讲座。

非常感谢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各位理事

们的辛苦组织联系、安排会场，也要感谢

国务院侨办为我们送来优秀的国内教育专

家，为荷兰的华文教师提供学习、提高自

我修养及教学方法的机会。

华中师范大学的心理学院范翠英教

授、语言学系副教授余一骄和华中师范附

小的特级教师郭曼的三场精彩演讲，让我

们这一天收获满满。

三位老师三种风格，心理学方面的知

识正是我们欠缺的，心理学专家范翠英老

师给我们讲解了复杂的理论知识，让我们

知道了对学生们及时反馈是最有效的，积

极正向的信息反馈最好，但哪怕是批评和

负面的信息反馈也比没有反馈更能促进学

生们的进步。

语言学专家余一骄老师语言精炼，全

程满满的实用知识。从 PTT 的格式背景到

字体色彩，从拼音声调的写法到笔画顺序

的展示，还有在线词典、在线学习游戏等

等。我们不仅收获了很多准备课件的技巧

方法 ,还收获很多非常实用的网站链接，

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

师范附小的优秀语文老师郭曼给大家

讲的“诗意的语文”让所有听者惊讶，她

轻轻的讲述，娓娓道来，让我们在不知不

觉中被吸引，跟随她的节奏。原来诗歌也

可以这么简单的写出来，原来十一岁的孩

子们的想象力是这么的丰富，他们的诗是

这么简单，这么美好，这么有感染力，

这么的让人为之心动。我们收获的不仅

仅是燃起对诗歌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学会

了如何带动孩子们去领悟阅读的乐趣，把

美好的情感及语言的魅力传递给孩子们。

课上，我们还挑选了一篇课文《司马光砸

遇见
春末夏初
与“诗意”相遇
对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自然
原来我也可以

放飞心绪
寻找触动心弦的那一瞬间
童年 色彩
百花 生命
过程 力量

恍然间
似时光倒流
回到了小学的课堂
见到了最喜欢的老师

� 2018 年 5月

5 月 13 日，在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的精心组织与安排下，国侨办名师巡讲团来到海牙，为荷兰（南荷兰省）的中文教师
进行培训。虽然时间非常短暂，但三位专家老师的授课信息量大、干货满满，作为一名刚刚加入中文教师队伍不久的新兵，
真是感到受益匪浅。

回看培训的内容，我感触颇深；回忆培训的细节，我思绪万千。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我的一点感想吧。

缸》让郭老师示讲，在郭老师的引领下，

我们发现，原来一篇如此简单的课文也可

以解读得如此生动、有趣。

时间过得飞快，一天的学习感觉还没

听够就要结束了。我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

要求延长时间，让老师再多讲一点，我们

再多学一点……

培训结束后，我也试着写了一首诗，

以表达自己对这次培训的感怀，送给诗意

的语文老师，并再次感谢荷兰中文教育协

会和国务院侨办为我们送来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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