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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是教学的根本。”荷兰丹华
文化教育中心除了采用中国暨南大学
华文学院编写的 《中文》 教材、《幼
儿汉语》 以外， 在 2007 年引进了教
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的“快速识
字、提前阅读”课题的科研成果 《中
华字经》《等级汉字》 教材。

“快速识字加快了幼儿跨越识字
难关的步伐，对汉字的认识不再有畏
惧感。”《中华字经》 主要编写者郭
保华教授曾如是说。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
影响了线下中文课堂教学。在此背景

下，丹华的线下教学也受到影响，综
合各种因素，学校开始转为线上授
课。针对幼儿的特殊性，《中华字经》

《等级汉字》几个班级的教师，结合网
课特点，开始尝试新的方式。

第一节线上课，教师带着学生学
习“中华字经”的快速识字和节奏朗
读，以提高孩子们的识字能力和阅读
美感。第二节线上课，教师通过中外
绘本，结合孩子们的现实生活进行阅
读扩展。让孩子们一边识字一边通过
自我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找到共
鸣。

线下课堂的一些教学方式， 比如
通过齐读让学生体会整体感，在网课
教学中，因网速等原因并不可取。最
终，教师们决定采用分组认读、字卡
游戏、肢体动作等方式开展网络教学。

应学生家长要求，学校正在筹备
开办暑期线上课堂。招生不仅面向荷
兰学生，也面向欧洲其他国家的幼儿
学生，目前已有比利时、瑞士、荷兰
的学生报名参加暑期课程，由此可见
中文的魅力。

（作者系荷兰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执
行校长）

在全球孔子学院，有不少中文的低龄学习
者。他们与中文有怎样的故事？又是如何看待
中文学习的呢？让我们一起走近他们，听听他
们的讲述——

中文课小助教

在哥伦比亚麦德林市孔子学院，每周五下午都
会格外热闹，因为这是小朋友们的中文课时间。

在这群活泼可爱的中文学习者中，不得不提
天恩。她常会帮助班上的小朋友们一起完成课上
活动、作业和游戏，老师们都称她为小助教。

天恩今年 10 岁。在她的汉字笔记本上，整整
齐齐的汉字虽然笔触稚嫩，但下笔的一笔一划都
非常认真。

疫情期间，中文课堂转为在线上进行。天
恩在家上网课期间，也没有停下学习中文的脚
步，同时还练习用中文进行演讲。

在麦德林市孔子学院学习中文的两年间，
天恩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文小明星。2019 年 10
月，她参加了中小学生汉语考试 （YCT） 2级考
试，并以满分成绩通过，让她感到特别自豪。

希望到中国学习

在亚美尼亚，阿伦对中文学习充满了热
爱。今年 12岁的阿伦，是亚美尼亚埃里温“布留
索夫”国立语言和社会科学大学孔子学院埃里温
135中学六年级的学生，学习中文已有两年。

阿伦虽然没有到过中国，但却对中国文化
十分感兴趣，尤其喜爱中文歌曲。阿伦说，
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声让更多亚美尼亚人了解
中国，了解中国文化。“我的梦想是将来能到

中国学习。”阿伦说。

想到中国看看

基里尔来自俄罗斯，今年9岁，已学了两年
中文。

最初，他学习中文的动力来自父亲——父
亲希望他学中文。后来在学习过程中，基里尔
渐渐爱上了这门语言，也想了解中文背后的中
国文化，更想到中国亲眼看看中国是不是课本
里的样子。现在，他的愿望是登上著名的万里
长城。

同样 12 岁的大卫学习中文的初衷，则是因
为对一项运动的热爱。

大卫是一名小学6年级的学生，爱好广泛的
他喜欢弹吉他和打曲棍球。值得一提的是，他
从3岁起就练习中国武术，曾在数场葡萄牙国内
和国际武术比赛中，斩获不同类别的奖牌。

因为喜欢中国文化，爱好中国武术，半年
前，大卫报名参加了葡萄牙阿威罗大学孔子学
院的中文儿童班，正式开启了中文奇妙之旅。

几年前，我和家人
到杭州西湖游玩。在那
里，我们欣赏到了西湖
的美丽风景。

西湖有 100 多处公
园景点，人们还将其
称为“西湖十景”、新

“ 西 湖 十 景 ” 等 。 其
中 ， 我 最 喜 欢 的 是

“苏堤春晓”和“三潭
印月”。

站在西湖边，我能
看到层层叠叠、连绵起
伏的小山峰，还可以看
到巨大的、平静的湖
面，它犹如一面镜子。
当微风吹过湖面，会扬
起一层层小波浪。低头望去，可以看到岸边的柳丝倒映在水
中，就像一幅优美的山水画。

月光下的西湖也非常美，朦胧的路灯倒映在湖中，显得非
常有灵气。湖面上有无数只游船在划行，游船上满载游客，
他们悠闲地欣赏着这迷人的西湖月色。

2007年时，西湖风景名胜区被评为“国家AAAAA级旅游
景区”，2011 年 6 月，“杭州西湖文化景观”被正式列入 《世
界遗产名录》。朋友们，你们也来西湖看看吧。

（寄自西班牙）

就像一位葡萄牙华裔小朋友所说：“席卷

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把我们变成困在笼子里

的小鸟，想飞也飞不了。”不过疫情的阻隔让

孩子们的思乡之情更浓，也让他们对生活学

习有了新的感悟。他们将对于故乡及亲人的

思念以及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付诸笔端，让其

从字里行间无声地流淌出来。

幼儿教育主要指的是对 3 至 6
岁年龄阶段的幼儿所实施的教育，
是一个人教育与发展的重要而特殊
的阶段。海外幼儿中文教育在孩子
日后的中文学习中起到奠基性的作
用，同时也是海外中文教育体系中
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近几年，西班牙巴塞罗那孔子文
化学校一直致力于幼儿中文学前教
育的探索，有一些经验和大家分享。

中华传统美德培养先行

要秉持走近幼儿、关注幼儿的
理念。在幼儿中文教育阶段，坚持
中华传统美德的培养先行。重视幼

儿的德育教育，是中国自古以来的
优良教育传统。以巴塞罗那孔子文
化学校为例，幼中班开设习惯养成
课，旨在让幼儿在课堂的活动和游
戏中，逐渐养成爱学习、爱劳动，
关心帮助别人等品德。

要尊重幼儿的好奇心。除了依
托相关的中文教材外，还常从周围
的环境出发，激发幼儿的思维。比
如：引导学生去了解月亮为什么有
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为什
么树叶会在秋天落下等，以引导幼
儿的发散性思维，也完成了对中文
词汇的扩充及句型的学习。此外，
幼儿在校期间，要给其足够的游戏
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
习中文。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线下中文课的节奏，巴塞罗那孔子
文化学校也改为线上教学。这对每
一位教育工作者来说都是新的尝
试，需要不断摸索。

线上课程设置需多元化

一段时间的线上教学活动，让笔
者对幼儿中文教育有了新的思考。

要打破分级壁垒。线上教学开
展以来，集体教研活动增多，优点
是老师之间可以取长补短，也可以
拓展教学思路。

要促进家校共育。传统的在校
教育模式中，家长参与幼儿的中文

学习活动的动力不足。线上教学，
家长可以观摩上课过程，借机可以
增进教师、家长、学生之间的感
情，有利于中文教学的开展。

课程设置需要多元化。以巴塞
罗那孔子文化学校为例，幼儿学前
部课程除了开设最基础的语言课、
拼音课及习惯养成课之外，还增设
绘画、数学等兴趣课。快乐故事
会、动动小脑筋 （通过简单的科学
小实验，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身边奇
妙的现象和大自然的奥秘） 等就颇
受师生欢迎。

海外幼儿中文教育任重而道
远，只有不断探索，才能继续前行。

（作者系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
校教师）

我很开心每周都能见到你们，也很喜欢动漫中文课堂，
它不仅让我学到很多成语故事，还让不爱学习中文的小朋友
变得对中文有兴趣。

因为老师讲得很仔细、很生动，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
无聊、枯燥，所以真的好有趣啊！所有的老师，我都很喜
欢，尤其喜欢朱老师。

可是有一些同学却做不到坚持学中文，还埋怨中文太难
学了。他们不了解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学中文可以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有趣。我多么希望每一位同学
都像我一样喜欢中文、热爱中文！

不管是动漫课堂还是日常中文课堂，每一节课我都认真
学习，及时完成作业。通过上中文课，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懂得了很多道理。每次下课，我都会跟老师说：“谢谢老师！
再见！”

前段时间的实景课堂内容是 《给爷爷的一封信》，于是，
我和同学们就约定分别给为我们上课的老师写一封信，说说
我们的心里话。

老师辛苦了！
祝老师开开心心，永远美丽！

韩昕辰（10岁）
（寄自葡萄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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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西湖
徐茉涵 （11岁）

我去过很多地方，当然也去过中国。要问我最喜欢哪
里，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最爱南京。” 南京是一座有着
悠久文化历史的古城，是我妈妈生长的地方，也有我童年
的回忆。

南京的美景和美食，让我至今难忘。
在南京，我们爬过一座有名的山，叫紫金山。那里还有

座灵谷寺，位于南京市东郊，据说已经有1500年的历史。
爬山那天，我们爬上塔楼，也登上山顶，俯瞰南京，现

代建筑和古代建筑交织在一起，颇有韵味。
除了欣赏美景，我们还享受了美食，全蔬菜面的味道真

是太好了！爬山途中，我们还进行了一场跑步比赛。让我高
兴的是，我赢了！

傍晚，我们来到了外婆家附近的月牙湖边散步。月牙湖
位于南京市秦淮区，为明代护城河的一部分，那里湖光水
色，绿树成荫。童年时，我只要一回南京，就一定会在那里
游玩。

散步过后，我们登上了南京的老城墙，从城墙上往下
看，南京城在五颜六色的灯光映衬下，显得格外美丽。

我爱你，南京！
（寄自丹麦）

南京，我爱你
大 奥（14岁）

中文教育呈现低龄化
多重挑战下如何应对（上）

2020年初，坐落于伦敦的佩茨伍德中英双语幼儿园举行开班仪

式。相关业内人士表示，该中英双语幼儿园会令当地的中文教育达到

一个新水平，让热衷中国文化和语言学习的当地人和华人社区有了让

子女在学龄前学习双语的环境。

该幼儿园相关负责人表示，中英双语教育使幼儿在自然成长习

得两种语言，面对未来国际社会将具有更强的沟通和理解能力。

不仅仅是在英国，2018年9月，德国首家公立中德文双语教学

幼儿园——“熊猫”幼儿园在杜塞尔多夫开园……相关调研数据显

示，截至2017年底，全球开设汉语课程的中小学校是高等教育机

构的8倍。美、英、法、泰、韩等众多国家汉语教学从大学迅速向

中小学延伸，K-12 （从幼儿园到高中） 成为汉语教学最重要的

“增长极”。

这都从侧面印证了海外中文学习者呈现低龄化的趋势。相关专

家表示，该趋势是国际中文教育发展的新阶段，但低龄学习者有着

不同于成人学习者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因此，从教学方式、教学理

念等方面都对从事中文教学的老师提出了新的挑战。

2020年，因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线下中文课受到影响，

不少面向低龄学生的中文课也转至线上，对中文教师来说，网络教

学无疑又是一重挑战。

在此背景下，本报就低龄学生的中文教育采访了相关教师、专家、

学生等，将分上下篇分享他们的感受和经验。

幼儿中文教育需跨几道坎
张祝春淼

小学员说：中文有趣 汉字迷人
孔 媛

小学员说：中文有趣 汉字迷人
孔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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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学员天恩在练习写汉字。
孔子学院总部供图

亲爱的动漫中文老师：
你们好!

徐茉涵在学习中文。

韩昕辰在完成中文作业。韩昕辰在完成中文作业。

巴塞罗那孔子文化学校的低龄学习者在中文课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