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
栏Stichting Chinees Onderwijs in Nederland

荷兰联合时报 2019年 9月 4日    第 443期   www.chineesonderwijs.nl

厦门营领队老师

领队老师 : 王红彦 (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常务理事 )

这次在四川举办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

营”，让我们度过了及其充实，又颇有收获

的十天。更是领略了我国独特的风情文化。 

谈到四川，首先令人想到的便是成都

的熊猫，以及脍炙人口的川味火锅。尤其

是那熊猫，憨厚的睡姿让人看了之后，就

感到满足。而四川的红油火锅闻名中外，

这次来必须要品尝一次。我们在遂宁体验

了地道的四川火锅。当看到锅中沸腾翻滚

的红油，也不免令人食欲大增，忍不住想

亲身体验一下。

说到遂宁，这是我们这个营区前后滞

留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使我们这个在这

个夏令营中主要的活动参观场所。我们先

后参观了广德寺，荷花池，宋瓷博物馆等

等。在桌同国际学校的几天，是最充实的

几天，最后还能在联谊会上展示我们的结

果。我个人觉得十分有意义，我有幸担任

了这次联谊会的主持人，看到了同学们在

短短三天内的学习成果，也不禁在内心感

叹了一下。

十天的时光过得很快，但是，在这短

短的十天内，收获的是不可计数。像我们这

些常年定居海外，稀少才能回国的一次的华

侨，对于像这些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

可能已经生疏又或是完全没有接触过，我们

毕竟根在中国，这样深度的了解祖国的文化

还是十分的有必要的，再加上这些学习并不

枯燥。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还能再次参

加这样的”寻根之旅“活动。

2019 华裔青少年寻根之旅——厦门篇

2019 中国 " 寻根之旅 " 遂宁营感言

2019 年 7 月 22-31 日，在荷兰中文教

育协会的组织 40名荷兰华裔青少年参加了

由福建省侨联主办，中国华侨大学主办的

“2019 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欧洲华裔

青少年福建华侨大学厦门营。

参营期间，营员们游览了有“万国建筑

博览”之称的鼓浪屿，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

佛教寺院——开元寺，再现中国古代海洋文

化的“海交馆”，还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

型民居——土楼。

营员们习书、作画，刻章、品茗，赏析

来自中国不同地区的民歌，一板一眼地学跳

民族舞蹈，学习中华服饰礼仪，亲密接触中

国文化。

大家热情似火，欢乐如歌，亲如一家，

尽情享受着既短暂又甜蜜的“回家”之旅。

一个个生活中的“第一次”，使营员们

有了一次与众不同的夏日旅行！

第一次采茶、制茶：置身于山野茶园中，

亲手晾晒、炒制，让营员们从此对喝茶多了

一份钟爱。

第一次巧遇“变脸”：对营员们来说是

一次和中国多元文化的新奇碰撞，感知了中

华艺术是如此的绚烂多彩。

第一次舞龙：营员们在奔跑中被沸腾的

中华血液所感动着，相信他们今后再听到

“龙的传人”这一称谓，定会感到无比亲切。

第一次划龙舟：大家同舟共济，勇往直

前，深深地体会到：万众一心，奋发图强，

国家发展之根本；作为海外华人，也要同心

同德，积极进取，为自己，为民族开阔出一

片更为广阔的天地。

根系中华，在 2019 的夏天，营员们寻

梦厦门，与“鹭岛”结缘，相识华大，邂逅

美丽与感动，又一次呼吸到了祖辈父辈生活

的气息，目睹了新中国的日新月异，又一次

得到了身份的认同！他们将满怀骄傲与激情

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更加努力，更加自

信，因为“我是炎黄子孙，华夏子弟”！

感谢厦门，感谢华侨大学，感谢成就这

美丽之行的背后的一切努力与奉献！

我从事海外华文教育也将近 20年，因为

自己的根在中国，所以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有

着特殊的情怀，从踏上异国他乡的那一刻开

始，把传播中国语言和文化作为己任，积极

参与和推动中荷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各项活动。

这次带华裔孩子们第一次到四川，和大

多数人一样只知道四川有大熊猫、川菜、川

剧变脸及峨眉和乐山等知名景点，但其实对

真正的巴蜀文化知之甚少，很幸运的是这次

被安排到文化底蕴深厚的遂宁营，一个位于

成都和重庆之间的世界著名的荷花城，观音

菩萨的故里，在这里让我们有机会真正接触

到 了 川

蜀 文 化

的精髓。

几 天 的

夏 令 营

活 动 让

我们了解了观音文化，白酒文化、刺绣文

化，陶瓷文化及荷花文化。

我们荷兰共有99名学生参加了遂宁营，

孩子们大多数是华校的学生，这次带他们来

参加寻根之旅夏令营就是希望他们能去看看

父母出身成长的土地，让他们有机会将在华

校学习的中文和中国文化与实践结合起来，

让他们了解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让他们

和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充满民族自豪感！

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这次的寻根之旅活

动，能进一步了解祖籍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了解国学名粹的丰富多彩，并能成为中华文

化的代言人，回到荷兰后，把底蕴深厚的巴

蜀文化介绍给身边更多的海外华裔青少年们，

让他们进

一步了解

中国、了

解四川、

了 解 遂

宁，让祖

籍国灿烂

的文化在

海外发扬

光大。

难忘遂宁行
四川“遂宁营”领队老师 : 任素梅、赵艳

营员 : 周静怡 (Delft 中文学校 )

2019 年 8 月 9 日，由中国侨联主办，

四川省侨联与遂宁、南充、巴中、泸州、

乐山、广元、绵阳、成都锦江区、绵竹、

什邡 10个市（区）侨联及成都理工大学、

成都中医药大学、绵阳师范学院联合承办的

2019“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 -四川营圆满

闭营。千余名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荷

兰、新西兰、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瑞

典、英国的海外华文学校领队老师和华裔青

少年在成都欢聚一堂，共叙友情，共话未

来。13个营分别献上了自导自演的节目，

营员们用各具特色的节目表达了对中华文化

的热爱，对梦想的渴望，对友情的珍惜，对

四川之行的留恋。

2019 年 8 月 1 日，来自荷兰的百余名

华裔青少年抵达成都大本营，第二天在参观

了成都熊猫基地后，马上启程前往遂宁分营

地。在遂宁侨联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参观了

皇家禅林广德寺；游览了自然风光秀美的圣

莲岛世界荷花博览园；感受了观音绣和宋瓷

博物馆中青瓷的前生今世；现场体验了刺

绣和制作瓷器的乐趣。营员们漫步于圣莲岛

上，穿行在绿叶荷花间，或在老师的指导下，

学习制作瓷器，或穿针引线，体验中华传统

刺绣，领略指尖芭蕾魅力，个个兴致盎然。

8月 4日到 6日，营员们走进了遂宁卓

同国际学校，开启了另一段学习之旅。 在

学校食堂里，营员们一起包饺子、汤

圆和粽子，了解和学习中华美食文化

和传统；在学校操场上，大家分组开

展团队拓展活动，玩“设计队旗”“架

桥取水”和“面粉接龙”等简单的团

体游戏，学生们全程积极参与，特别

开心；在学校课堂上，他们又学习和

体验了中国书法、绘画、泥塑、舞蹈

等特色课程，真切感受到了中国传统

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提高了对学习

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兴趣。8月 6日晚上，一

台由荷兰营员和卓同国际师生共同参与的联

欢晚会将此次学习活动推向了高潮，我们的

营员们用歌声、用他们的作品和学习成果展

示了他们在踏上此次“寻根之旅”之后的成

长与收获。经常的演出不但为他们赢得了热

烈的掌声与喝彩，也在他们的人生画布上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相信经过这次遂宁之

行，我们的孩子们对祖（籍）国的认知会更

广，对祖（籍）国文化有更深的认同，以后

会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中荷民间文化

的传播大使。

精彩纷呈的夏令营活动，汇聚了无数人

的心血与付出：四川侨联唐珊老师一直在操

劳前期准备和后期善后工作；遂宁侨联田碧

华主席每天亲力亲为，负责统筹营员们在遂

宁的日常活动；营员们在宾馆和学校的用餐，

每天都有专人来检查；每次的出行活动，都

有警车和便衣警察保护；学生们的日常活动，

侨联都派医生和护士随行......太多太多的

工作，太多太多的背后付出，让我们看到了

四川侨联和遂宁侨联的用心与诚意，让我们

满心感动与感恩。散营那天，因为台风，大

批营员滞留成都，幸而的四川侨联领导指挥

若定，会务工作人员忙而不乱，沉着冷静地

处理了这出突发事件。在此，我们由衷地感

谢四川侨联、遂宁侨联的各位领导和工作人

员！感谢遂宁卓同国际中文学校的老师们和

同学们！感谢每一位为此次夏令营默默的工

作者与付出者们！同时也感谢所有向全荷华

人联合体育运动总会和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报

名的营员学生们及他们的家长们，谢谢你们

的信任与陪伴，让我们有幸作为领导老师，

也因此踏上了一段美好“寻根之旅”，留下

了终身难忘的回忆。感恩所有！感恩一切！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
2019 年“寻根之旅”三峡大学夏令营日记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伴随着

这首琅琅上口的古诗 ,2019年“寻根之旅” 

三峡大学夏令营于 7月 24号正式开始了，

经过了十几个小时的旅程，飘洋过海的客机

25号把我们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组团的营员

们安全送到了武汉天河机场，前来接机的是

宜昌三峡大学的美女志愿者，再经过5个多

小时的汽车旅程，我们终于抵达我们此次夏

令营的目的地宜昌西陵区，接机人员把我们

送到了我们入住的酒店宜昌葛洲坝宾馆。小

营员们领了房卡和自己的伙伴分别到了安

排好的房间。晚餐后营员们各自休息或和小

伙伴去逛商店购买各自需要的东西。

7月 26号
叫早的电话声催醒了睡意朦胧的小营员

们，夏令营在营员们的早餐后正式拉开了帷

幕，我们先到三峡大学的舞蹈房进行拓展活

动，之后在大学的图书馆礼堂参加了开营仪

式，省侨联和市侨联还有宜昌市侨联和三峡

大学的领导分别为开营仪式发言和致辞，开

营仪式后我们在三峡大学友好接待中心就

餐（欢迎午宴），午餐菜肴丰盛，深受营员

们的喜爱，就餐午休后营员们参加了太极拳

课，授课老师讲解详细，营员们在通过老师

的示范后也学会了太极拳的基本打法。

7月 27号
今天营员们参加的活动是“两坝一

峡”——葛洲坝、三峡大坝和西陵峡乘船

游,体验乘游轮经过万里长江第一坝 ---葛

洲坝船闸升降水过程,领略原生态三峡之西

陵峡秀丽风景；午饭后乘车到三峡大坝景区

游览，景区视野辽阔、大坝雄伟壮观。观赏

着三峡的壮观，营员们由衷惊叹中国的伟

大,纷纷拍照留影。

7月 28号
今天上午到了毗邻三峡大坝的秭归屈

原祠 ,参观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故里

的 ,高峡平湖美景尽收眼底。屈原故里故里

文化旅游区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港澳甚至国际青少

年夏令营学习基地。下午参观宜昌市规划展

览馆，营员们对宜昌的发展历程部分印象深

刻。

7月 29号
今天的学习内容是书法，国画还有汉语

课，书法老师讲解了书法要点和写法，营员

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写了自己喜欢的内

容，国画课老师讲解示范清晰，分明，重点

突出，营员们学的非常认真，兴致极高，个

个都能画的有模有样！

下午的内容是结合京剧笑脸脸谱，用中

文描述各种不同的笑声，并分组学唱演唱，

汉语老师风趣幽默，课堂气氛十分融洽，营

员们学会了认知了京剧里的几种笑（微笑，

哈哈大笑等等）。

7月 30号
“喝你一口茶呀问你一句话，你的那个

爹妈在家不在家 ...”,在湖北民歌《六口

茶》的音乐声中营员们开始了民歌课，三峡

大学的声乐老师的嗓音甜美动听，营员们在

她的教导下学会了《六口茶》这首民歌，还

学会了男女对唱，老师对营员们的成绩非常

满意！

午餐午休后营员们坐着巴士去参加了全

球最大三角钢琴厂金宝乐器厂观看钢琴的

制作流程，很多会弹钢琴的营员在三角钢琴

展示厅里即兴弹奏起来，感觉非常过瘾。

7月 31号
今天营员们早餐后坐巴士去参观

湖北省著名风景区“三峡人家”“三

峡人家”是国家 AAAA 级风景区，位

于长江三峡中最为奇幻壮丽的西陵峡

境内，三峡大坝和葛洲坝之间，跨越

秀丽的灯影峡两岸，依山傍水，风情

如画。营员们行走在栈道上一边欣赏

着传统的三峡吊脚楼点缀于山水间，

久违的古帆船，乌篷船安静地泊在三

峡人家门前，溪边少女挥着棒槌在清

洗衣服，江面上悠然的渔家在撒网打

鱼……一边拍照留念……还观赏了反

映土家族婚聚习俗的表演剧。

8月 1号
经过了几天的学习，营员们收获

满满，一大早营员们就来到了大学的

礼堂为闭营汇报演出走台联排，午饭

午休后，闭营仪式暨汇报演出正式开

始了，营员们淋漓尽致发挥了自己的

特长，唱歌，跳舞，自弹自唱，钢琴

伴唱等等，节目丰富多彩！

晚饭后营员们坐动车来到了武汉入住了

智能化的酒店！

8月 2号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营员

们登上了黄鹤楼最高处，俯览武汉之城...

参观了黄鹤楼后就坐车来到了湖北省博

物馆，湖北省博是中国八大博物馆之一。我

们饶有兴趣地随着导游精彩详细的讲解参

观了四大镇馆之曾侯乙编钟、越王勾践剑、

元青花瓷瓶，郧县人头骨(因展室整修遗憾

没能看到 )。

8月 3号
夏令营在炎炎烈日中接近了尾声，营员

们依依不舍的离开了武汉，登上了回家的返

程，此次的夏令营收获满满，让人难以忘怀，

期待下一次的“寻根之旅夏令营”的相聚！

领队老师 : 李宪春 ( 兹沃勒中文学校 )

营员 : 陈宇宁 ( 丹华文化教育中心 )

7月 25日，我和丹华同校的叶奇缘

等一起进入了宜昌夏令营驻扎的酒店。

7月 26日的早上，拓展活动培训之

后，我们去参加了开营仪式。下午我们

练习武术基本功。聂老师让我们扎了10

多分钟的马步，非常累，晚上回酒店的

时候感觉大腿和手臂都动不了了。

7月 27日，我们乘游船游览“两坝

一峡”，还参观了三峡大坝。那天挺好

玩的，就是热得难受，还要走很多路。

7 月 28 日，上午参观屈原祠，原

来我们吃粽子，划龙舟都和这位两千多

年前的爱国诗人有关。下午去了市规划

馆，本来我是没有多少兴趣的，但是我

在那里看到了一张地图上面有个地方叫

夷陵，而我现在正读的小说（魔道祖师）

里面也有一个地方叫夷陵。里面的主角

叫魏婴或者魏无羡，别人都叫他“夷陵

老祖”，他的第二世叫莫玄羽，我不由

得想探个究竟。

7月 29日的上午上书法课，就是写

毛笔字。下午是国画课。老师教了我们

画三幅画，第一幅是两根竹子和两只小

麻雀，第二幅是是葡萄和两只蜜蜂，第

三幅是枇杷和一只小鸡。

7月 30日，去了钢琴工厂看到了钢

琴制作的过程和里面的结构，拍了很多

照片。

7月31日，坐船去了“三峡人家”。

那天发生了一件最好玩的事情：陪伴我

们的一位志愿者大哥哥，被新娘抛出的

鲜花打中，然后就被拉去表演结婚。他

人生中的“第一次婚”就是这样结的。

8月 1日，我们在三峡大学闭营仪

式上演唱了土家族民歌《六口茶》，我

们几名营员和几位志愿者还一起唱了

《小幸运》。

8月 2日我们登上了黄鹤楼，还参

观了湖北省博物馆里神奇的曾侯乙编

钟、越王勾践剑和元青花瓷瓶等“镇馆

之宝”。

我觉得这次夏令营特别好玩有趣。

林珊妮 : 
在我的心里，中国是一个

非常美丽又漂亮的国家。今年

夏天，为了参加一个夏令营，

我从荷兰飞回到我的亲爱的

祖国。这个夏令营让我感到非

常兴奋，这十天的时间虽然过

得非常快，但我学到了很多中

国历史和中华文化方面的知

识。

最让我难忘的是第一天，

七月二十六日，那一天我交到

了很多新朋友，大家一起玩得

很开心。我们在这一天学习到

了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太极。

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所有人

都蹲了十分钟的马步，之后

我的腿变得又麻又酸。虽然过

程有点痛苦，但我依旧坚持下

来了，也有了自豪感，为我们

中国自豪，为我自己自豪。眼

看夏令营就要结束了，我感到

有点儿舍不得，舍不得我的中

国，也舍不得我的新朋友们。

不过，我相信，我们会再一次

相聚在一起的。 

杨俊 : 
今年是我第二次来参加

夏令营。每一年的夏令营是不

一样的。

夏令营开始的时候，有很

多从 Zwolle 来的营员我都不

认识。很快，我们成了非常好

的朋友，一起玩得很开心。

除了跟朋友玩之外，我们

也学了一点中国很有趣的文

化：武术、书法、国画和民歌

等，还看了宜昌美丽的风景。

最喜欢的是三峡人家的小街，

在那儿买了许多好吃的零食

和纪念品。我们去过了三峡大

坝，屈原故里，博物馆等等…

也跟着志愿者们看了电影，逛

了街，逛了江边。我觉得玩

的很开心。虽然天气非常热，

走路比较累，不过大部分还是

开心的。

谢谢带队老师和志愿者

们，你们辛苦了！这是一次很

有意义的夏令营。通  知
· 各中文学校申请的中文教材已在来荷途中，具体分发日期请注意协会通知。
· 更多有关教师培训和夏令营的文章请上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的网站查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