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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华夏文化学校

“孩子学习中华文化的兴致高了”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家中，8岁
华裔女孩曲璟媛一边跟着妈妈吟诵王安石的著名诗篇

《元日》，一边用双手比划着饮酒、贴桃符等诗中描绘的
活动，稚嫩的小脸上笑意吟吟。

“这是孩子在江苏老师的网课上学会的。老师讲述
了王安石的故事，并教孩子用手势舞来更好地记住《元
日》，理解诗词的内涵。孩子特别喜欢手势舞，觉得很
好看，也很有意思。”曲璟媛妈妈说，边做手势舞边吟
诵古诗给孩子的“宅”家时光增添了许多新乐趣。

最近，江苏省委统战部面向澳大利亚、西班牙等10
多个国家的 30 多所华文学校开通了中华文化“云课

堂”，通过教授武术、剪纸、古诗鉴赏、书法等课程，
满足海外华裔青少年了解和学习中华文化的需求。曲璟
媛就读的澳大利亚华夏文化学校就是参与这一活动的海
外华校之一。

“在此之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们学校开设
了自己的网课，偏重中文的语言教学。中华文化‘云课
堂’是一种很好的补充，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文之余有更多
途径接触丰富的中华传统文化。”谈及中华文化“云课堂”
的课程内容，华夏文化学校校长张晋赞不绝口：“‘云课
堂’刚开，我们学校就有150多名学生报了名！”

除了边“舞”边念的古诗朗诵之外，最受孩子们喜
爱的就数武术课了。分别在念小学五年级和三年级的王
瑞溪、王雯婷这对小姐妹，在澳大利亚出生长大，平时
接触中华传统文化的机会不多。听说这次有中国老师在
线传授“功夫”，姐妹俩兴奋极了，早早便让妈妈在家
里铺好席子用于“练武”。

“虽然姐妹俩最初听不太懂中文讲解，但是老师开
始示范动作之后，她们很快就被各种姿势、步法所吸
引，一板一眼地学得特别认真。课后，她们还每天缠着
妈妈要看视频回放。”张晋说，海外华裔青少年大多活
泼爱动，中国老师结合他们的特点，用手势舞、武术等
形式传授中华文化，正合孩子们的“口味”，也让中华
文化能够更好地被他们所接受与喜爱。

“这段时间，许多孩子不能出门，便都在自家院子里
练新学的朗诵和武术，兴致可高了！”张晋笑说，孩子们都
盼着这样接地气的文化“云课堂”可以越来越多。

泰国合艾国光中学

“老师，每周能再加一节课吗？”

经过近半个月的准备，泰国合艾国光中学孔子课
堂与合艾华助中心合办的“一带一路”商务汉语班终
于复课了。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时到9时，两个班的38
名学生都会准时守候在“云端”，等待屏幕那头的老师
带他们走进广博的中文世界。

与国光中学孔子课堂开设的其他“云课堂”不
同，这两个班的学生都是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成
人，多为从事中泰经贸活动的泰国华侨华人。

“一些年长的学生不太擅长使用网络和电子产品，
因此从3月底决定在线复课之后，我们花了将近半个月
的时间，挨个与 38 名学生联系，教他们怎么登录‘云课
堂’。”让国光中学孔子课堂中方主任蒋艾纯惊讶的是，
虽然过程有些繁琐，但是学生们的积极性丝毫没有受到
影响。听说“云课堂”要开了，所有人都特别期待。

“其实，商务汉语班线上复课的想法正是由班上几
个学生先提出来的。”蒋艾纯回忆，2 月，受疫情影
响，商务汉语班不得不与其他课堂一样暂时停课。3
月，考虑到一些学生赴华留学的需要，孔子课堂陆续
开设了面向初高中生的中文“云课堂”。没多久，商务
汉语班的几名学生联系蒋艾纯，希望也能有属于他们
的“云课堂”。“这些学生都说，非常想念老师和同
学，也担心耽误两个多月，之前学的中文容易忘记。”
学生们的学习热情深深感动了蒋艾纯。

每周两次的“中文之夜”又回归了！学说中文词
汇，了解中国文化，课程的精彩程度并未因为线下转
线上而减弱。相反，孔子课堂任课老师刘继龙不仅经
常在课上“因材施教”，针对学生们各自的经商领域教
授相应的中文词汇，还借助中国国内丰富的线上资
源，拉近学生们与中国的距离。

“4 月 5 日、6 日，故宫博物院举办了 3 场网上直
播。我们组织学生一起在线观看。‘云’游故宫之后，
一些去过中国的学生专门找出他们十多年前在故宫拍
的照片，分享在班级群里，没去过的学生更是对故
宫、对中国充满向往。”刘继龙说。

更让刘继龙惊喜的是，相比以往忙于工作，如今
“宅”家期间，学生们对“云课堂”的需求更为迫切。
最近，许多学生纷纷向他提议：“老师，每周能再加一
节课吗？”

西班牙博思语言学校

“第二期‘云课堂’，我们还来！”

在西班牙东南部城市埃尔切市，作为当地一所小
有名气的华文学校，博思语言学校的“云课堂”已经
开课 1 个多月。为了让学生们在“云端”也能学有所
得，校长潘丽丽和老师们开工更早。

“2月中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日趋严重，我们老
师就开始着手制定网课教案。”潘丽丽是这所华校的创
办者，在海外从事华文教育已有10个年头，深知语言
教学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要让孩子保持一定的中文
水平以及学习热情，就不能让课断了。因此，线下课
堂暂停后，我们很快便在已有的信息化教学技术基础
上，准备线上课程。”

高年级学生围绕当地华侨华人抗疫主题撰写小作
文，低年级学生学习卫生健康、环境保护有关的小知识，
老师们在常规的中文教学之外，还结合当下全球抗疫的
背景补充新的教学内容，让学生们能够学有所思。

用心不止于此。“疫情之后，西班牙当地学校也陆
续开设网课。为了不让学生们的上课时间冲突，我们
对埃尔切市所在阿利坎特地区各个公立、私立以及半
公半私学校的网课时间逐一做了摸底调查，最终将我
们的网课时间定为每天下午 4 时 50 分到 8 时这一时间
段，从而错开学生们下午在当地学校学习的时间。”潘
丽丽说，她还鼓励学生参与江苏省委统战部面向海外
华校开通的中华文化“云课堂”，并就课程提出建议，
让海外华裔青少年拥有更加多样的文化课堂。

每当看到学生与家长对中文课堂的渴望，潘丽丽
和同事们都觉得付出是值得的。“目前‘云课堂’已有
100多名学生。一些住在附近其他城市甚至其他国家的
家长也找到我，希望能让孩子参与我们的课堂。之
前，这些孩子或是因为住的离学校较远，或是跟着父
母搬去别的地方，无法参加线下课程。现在，有了

‘云课堂’，他们特别高兴，希望今后也能保持这种线
上授课模式，让他们的中文课不间断。”潘丽丽说。

潘丽丽还发现，课后，不少学生还在微信群、钉钉群
上自发形成了一个个“在线学习小组”，相互督促、提醒
上课时间。“虽然大家各自‘宅’家，见不了面，但是学习
交流的氛围却比之前浓了不少。”这让潘丽丽把“云课
堂”办好的动力更足了。“我们的第一期课程快要结束
了，5月份就要开始第二期‘云课堂’。参加第一期的学
生们都说：‘第二期，我们还要来！’”

意大利中意学校

“让孩子充分享受优质教学资源”

“我们正发愁线上课程缺乏中华文化的内容，就来
了‘及时雨’！”意大利中意学校校长傅文武说。新冠肺
炎疫情发生之后，这所已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开办20年的
华文学校立即改变教学思路，开启“云课堂”，保证停课
不停学。

“之前，我们一直参加中国华文教育基金会的实景
课堂，对在线授课并不陌生，但是如何在语言教学之
外给孩子们更多中华文化的熏陶，我们缺乏相关的教
学资源。”傅文武没想到，问题很快迎刃而解。

4月中旬，为了帮助海外华裔青少年在疫情期间继
续学习中文、了解中国国情和中华文化，并获取抗疫
知识，中国侨联推出“亲情中华·为你讲故事”网上夏
令营活动，与各级侨联联动，精选一批有关成语寓
言、名著名人、人文地理、防疫知识等适合海外华裔
青少年的内容，编成故事，制作视频或动画，定期推
送给众多海外华校。

拔苗助长是什么意思？沙僧的流沙河在哪？愚公
移了哪座山？一段段惟妙惟肖的小故事娓娓道来，让
海外华裔孩子坐在家中，也能“看”到中国的广袤国
土、深厚底蕴。

“每次收到国内发来的视频链接，我们都会第一时
间分享到各个班级的微信群中，这成为孩子们课后一
个很好的视听读物。孩子们一边听一边跟着学，不仅
提高了他们的中文表达能力，也让他们对中国产生更
加浓厚的兴趣。”傅文武说。

不只是孩子们爱听，许多华文老师也受此感染，
有了讲故事的“冲动”。“前两天，我们学校的一位徐
老师就在线录制了一段小故事，讲述植树节的来历，
通过侨联平台分享给更多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傅文武
说。接下来，学校还将鼓励孩子们一起参与讲故事，
录制小视频，用这种生动的形式与中国小朋友和其他
国家的华裔青少年有更多互动。

“虽然网络课堂不能完全替代线下授课，但是通过
互联网，我们有了很多渠道可以将中文教育、中华文
化传播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国内各级侨联组织、各
类文化机构更是为我们的‘云课堂’提供很多帮助。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合理安排，让孩子能够充分享受
这些来自国内的优质教学资源。”傅文武充满信心地
说：“虽然难挡疫情影响，但是我们仍要全力以赴，让
海外华文教育不负韶华，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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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转线上 停课不停学学

海外华文教育“云端开花端开花””
本报记者 严 瑜

日渐长，绿渐浓，正是读书天。听，
“云端”传来一阵朗朗读书声！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海外众多华
文学校并未停下教授中文、播撒中华文化
种苗的脚步。伴随各国华校陆续开始网
课，海外华裔青少年又能“回归”课堂，
学写方块字，学说中国话。

中国各级涉侨部门、文化机构也来助
力。他们倾情打造网上“寻根”夏令营、

中华文化“云课堂”等多种形式的线上文
化活动，让海外华裔青少年不用走出家
门，就能“云”游中国，领略中华文化的
独特魅力。

线下转线上，玩转“云课堂”。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
牙、泰国等国4所华文学校的负责人，且
随他们去看看海外华文教育如何内外联
动，在线“开花”，不负韶华。

寻根问祖、崇文重教、传扬文
化，是海外侨胞历来坚守的传统。

近些年来，每年三四月份，众
多海外华裔青少年报名参加“中国寻
根之旅”夏令营，都对暑期的中国之
行充满期待。

然而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华裔青少年到中国的寻根之旅被
迫中断。与此同时，海外华文学校大
多也暂时闭门停课。宅在家，没有老
师教，孩子们的华文课程怎么办？很
多海外华侨华人家长的心头多了份焦
虑。不能去上自己平时喜欢的中华文
化课怎么办？不少华裔青少年的生活
少了份乐趣。

停 课 不 停 学 ， 寻 根 上 “ 云
端”！为纾解海外华侨华人家长的
燃眉之急，满足华裔青少年学习中

华文化的兴趣爱好，近段时间，中
国各级涉侨部门联合海外华文教育
机构，相继推出一系列寓教于乐、
精彩纷呈的线上夏令营和网络中文
课程。中文课堂线上“开花”，让
华裔青少年点开屏幕就能学习优秀
中华文化，足不出户就能领略中国
大好河山。

“ 云 上 ”“ 习 武 吟 诗 ”、 跟 学
“琴棋书画”、“云”游名胜古迹、
看动漫学成语、听故事知历史……

随着线上夏令营和中文课程开班开
课，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华文化的热
情更高了。

疫情当前，中华文化不仅是一
节节引人入胜的具体课程，更是持
续支撑海外侨胞战疫的强大精神力
量。从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汲取
力量，海外侨胞添了战疫信心，增
了战疫斗志。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
南北风。”纵览上下五千年，中华

民族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
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
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这是
一个民族的精神禀赋，更是每一个
中华儿女的文化基因。“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从悠久的中国
历史中汲取智慧，海外侨胞坚持抗
疫的韧劲更强。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
是两乡。”守望相助是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疫情发生以来，海内外

中华儿女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共
同抗击疫情，书写了无数感人肺腑
的暖心故事。海内外中华儿女用行
动证明：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
力武器。“人心齐，泰山移”，从扎
实的战疫实践中总结经验，海外侨
胞携手抗疫的心气更齐。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
济沧海。”古往今来，自信达观是
中国人面对未来的胸襟气度。直面

当下，海内外中华儿女坚信，人类
终将战胜病毒，山河必将安然无
恙。待疫情的阴霾散尽，海外侨胞
将继续在五洲四海为梦想打拼，华
裔青少年将重新踏上暌违已久的中
国寻根之旅，各国华商又将在为全
球经贸合作牵线搭桥的路上奔走不
歇。“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从
美好的未来寄望中凝聚信心，海外
侨胞战胜疫情的劲头更大。

团结统一的中华民族是海内外
中华儿女共同的根，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
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海内
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梦。共同的“根
魂梦”再次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
合力！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相约：
只待花开疫散，执手共赴山河！

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战疫力量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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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意大利中意学校学生在家上网课。

图为澳大利亚华夏文化学校学生在中华文化“云
课堂”上跟着老师学手势舞。

图为澳大利亚华夏文化学校学生在中华文化“云
课堂”上跟着老师学手势舞。

图为西班牙博思语言学校学生在网络平台上课。

图为泰国合艾国光中学孔子课堂“一带一路”商
务汉语班的线上课堂。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泰国合艾国光中学孔子课堂“一带一路”商
务汉语班的线上课堂。 （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图为意大利中意学校学生在家上网课。图为意大利中意学校学生在家上网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