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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华文教师秋季交流培训暨“优秀华文教师”证书颁发仪式
2018 年 11 月 25 日下午，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在海牙
Mercure 酒店举办了 2018 华文教师秋季培训暨国务院侨办
“2017 优秀华文教师”证书颁发仪式。当日会场庄严而温馨，
出席者有荷兰中文教育协会主席陈华钟先生、高级顾问李佩
燕女士及高级顾问邱玲珍女士，还有来自荷兰各地中文学校
近百名教师。
协会首先邀请了丹华文化教育中心李佩燕校长为老师们
讲述了她五十多年的教学心路：儿时一个稚气的理想——当
一名人民教师，成就了她后来五十多年的教学人生。她带着
这份初心，为使命而奋斗的爱心、责任心开创了荷兰现今最
大的中文学校——丹华文化教育中心。在场听讲的老师们从
心里钦佩这位银发老校长对海外中华文化传承的不懈努力和
那份坚持！新一代老师们也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李老
师充满激情和感动的教学历程分享，赢得了在场教师们阵阵
热烈的掌声。
尊师重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海外华文教师更是承
担着中华文化海外传承的重大使命。2017 年 12 月 19 日，在
第四届世界华文教育大会上，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
海外交流协会共表彰了 1599 名海外优秀华文教师和 128 名热
心华教人士，其中 222 位海外华文教师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此次受到表彰的海外华文教师中，有 695 名教师的教龄
已超过 20 年。一直以来，海外华文教师们不辞辛苦，年复

一年地在海外华校努力耕耘。国侨办的这个奖项，是褒扬他
们长期以来为海外华文教育事业的辛勤耕耘和发展所作的贡
献。这些获奖者中，有 21 位荷兰华文教师获此殊荣，其中
谢碧仪、刘莎莎、郭力获得了“优秀华文教师突出贡献奖”，
其他 18 位老师获得“优秀华文教师奖”，她们分别是：
余小明、赵艳、刘旺珍、陆宇清、周桔、李施施、梁淑莹、
杨立红、张霞、宋雅真、龚旋旋、马华、汪辉、刘娟、李卫、
刘勤、王郡岚、林君。

这一奖励是对获奖者投身海外华文教育的鼓励和肯定。
我们衷心祝贺和感谢这些获奖老师！
颁奖仪式是本次活动的一个高潮，隆重热烈，优秀教师
们手捧证书和鲜花，自豪地登台接受颁奖，并合影留念。
华文教师培训是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每年举办的教学交流

第二季荷兰本土汉语教师培训通知
为进一步培养和提高荷兰本土汉语教师
队伍的专业素质，适应海外华文教育教学规
范化、专业化的要求 , 荷兰莱顿大学孔子
学院与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继成功举办第一季
荷兰本土汉语教师培训之后，将于 2019 年 2
月再次推出与 ICLON 合作的 “荷兰本土汉
语教师培训”。
与第一季“荷兰本土汉语教师培训”
一样，第二季培训仍会参照荷兰教育部门对
外语教学等级水平的质量要求，利用 10 周
时间，每周 3 小时课程进行。项目课程再度
由深受第一季学员欢迎的 ICLON 资深教师
Claire Smulders 及孔子学院专业汉语教师讲
授，90% 的课程是以荷兰语授课。修完全部
课程、考勤出勤率达到 90% 且考核合格的学
员，将获得由 ICLON 和莱顿大学孔子学院
联合签名的培训结业证书。

语言基础知识，课程内容以 4 个模块展开：
模块一：语言教育及汉语教学法
模块二：课堂教学及管
模块三：青少年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
模块四：汉语教学问题讨论与教学演示
及结业

报名条件：

报名方式及联系人：

• 目前在荷兰从事汉语教学、希望学习与
汉语教学有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人
士，或有志成为荷兰汉语教师的人士。
• 具有国内大学社科专业背景，本科及本
科以上学历。
• 荷兰语达到或相当于 NT2 水平。

报名时请在邮件中注明如下信息：姓名，
年龄，任教学校，联系电话，个人简历（中、
荷文均可）, 简历请寄 word 文档，以备纳入
荷兰汉语教师信息资料库，为汉语教学进入
荷兰中小学进行专业人才的储备。
报名联系人：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曾宪清理事
Email: chenzeng@hetnet.nl

培训目标：
促进学员对汉语语言教育专业知识的学
习，培养专业意识和教师职业修养，了解荷
兰语言教育及教学法的发展。同时，为参加
培训的学员建立荷兰专业汉语教师信息资料
库，为汉语教学进入荷兰中、小学进行专业
人才的储备。

培训课程：

活动，目的为荷兰华校引进教学新方法和提高华文教师的教
学水平。荷兰中文学校华文教师们每次都会积极报名参加。
多年来，协会的这项活动也得到了各界的支持。本次协会邀
请到了莱顿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汉语教师、莱顿大学孔子学
院副院长章因之女士前来讲座。章老师在莱顿大学中文系执
教多年，有着丰富的对外汉语教学经验。她在百忙中赶来参
加本次活动，用视频和网络给老师们生动详尽讲解了中文教
学中网络资源工具的运用“BLENDED LEARNING 混合学习法”。
混合学习是一项正式教育方案，老师们纷纷用手机网络体验
课堂教学软件，深受启发。章院长精彩生动的讲课，受到了
老师们的一致赞赏。
感谢在中文教学第一线辛苦付出的老师们给予荷兰华文
教育的大力支持和辅助！祝愿 2019 新的一年中，荷兰华文
教育和中华文化的推广与弘扬会有辉煌的前程！荷兰中文教
育协会将在陈华钟主席的带领下，不泯初心，与荷兰华校精
诚合作，为传授中华语言文化继续努力前行！

具体培训时间：
2019 年 2 月－ 7 月，具体日期见下：
2 月 11 日；3 月 4 日；3 月 18 日；4 月 8 日；
4 月 15 日；5 月 13 日；5 月 27 日；6 月 17 日；
7 月 1 日；7 月 8 日。

培训地点：
莱顿大学 ICLON 教学楼（莱顿火车站
附近）

培训费用：
每人收取报名及学杂费€ 220，培训交
通和食宿等费用自理。

缴费方式：
报名以收到缴费汇款有效。
收款账号为 NL75 RABO 0387135308
teHarderwijk，账户名 StichtingChineesOnderwijs
in Nederland，请注明：2019-Leiden 及您的姓名

报名时间：
即日起开始报名，名额 25 人，额满为止。

培训主题聚焦于国际汉语教师必备的汉

荷兰中文教师新春交流联谊活动通知
为喜庆中国新年，促进荷兰各中文学校老师之间的互相学习和经验分享，加强老师
们之间的联谊，荷兰中文教育协会将定于 2019 年 2 月 17 日（星期日）举办荷兰华校中
文教师春节联谊活动。充满欢乐的联谊活动，丰富的奖品和丰盛的自助午餐是我
们春节联欢的主旋律。来吧！让我们相约 2019，猪（珠）联璧合，共庆新春！
时间：2019 年 2 月 17 日 12:30 至 16:30
地点：Delft 上海花园酒店 Kleveringweg 11, 2616 LZ Delft
（http://www.shanghaihotelholland.com/nl/contact.html）
名额：100 名，凡中文学校教师均可参加，额满即止。
活动费用：每人 10 欧元。活动当日报到时交现金。
报名：请发电子邮件至曾宪清理事：chenzeng@hetnet.nl
报名时请注明：教师姓名、学校名称、联系电话
报名截止日期：2019 年 2 月 10 日

2019 年第一届荷兰华校才艺汇演通知
为推动荷兰华裔青少年学习中国文字
及文化的热情，加强荷兰华校之间的联系，
促进华校师生的交流和友谊，荷兰中文教
育协会在成功举办了 7 届全荷普通话朗诵
比赛后，决定于 2019 年 6 月 9 日以崭新方
式，隆重推出第 1 届荷兰华校才艺汇演。
与朗诵比赛不同的是，才艺汇演具有
更大的发挥空间，拥有更为自由灵活的表
演形式，同时能培养参演者的团队合作意
识，激发创作热情，从而提高学习中文和
中国文化的积极性。
才艺汇演要求如下：
1. 参演节目表演形式不拘（如音乐、
舞蹈、武术、朗诵、话剧等），但必须与
中国元素和中华才艺有关。
2. 参演节目必须以集体合作形式出
现，即每个节目至少有 2-3 人参与，不接
受个人表演。
3. 参演节目只限学生表演，不接受老
师表演。
4. 参演节目由各中文学校申报，不接
受个人报名。
5. 参演节目根据学校人数申报：150
人以下学校报一个节目；150-300 人学校报
两个节目；300 人学校报 3 个节目。每个节
目的时间控制在 6 分钟以内。

现将汇演通知提早发出，希望各校有
充分时间组织选拔、排练节目。请各校选
送节目时，自己准备好表演所需道具、服
装、乐器，节目背景音乐和文字等请提前
交给中文教育协会。为了让更多的学生、
老师和家长有机会参与观赏，汇演也特别
安排在星期日举行。汇演并非比赛，参演
者将都会获得纪念奖牌。如果报名节目太
多，中文教育协会将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
甄选。
报名从通知发出时开始，欢迎荷兰各
华校踊跃报名。
报名截止日期：
2019 年 3 月 15 日（报名截止后将不再
接受节目更改）。
汇演地点：Theater aan het Spui,
Spui 187, 2511BN Den Haag
报名联系人：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曾宪清理
事 Email: chenzeng@hetnet.nl
汇演日程：2017 年 6 月 9 日（周日）
12:30 参演者报到
13:30 汇演开始
16:00 汇演结束
汇演报名表格及要求等信息，请参见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网站
http://www.chineesonderwijs.nl。

2019 年第一届荷兰华校才艺汇演招募义工
为配合 2019 年第 1 届荷兰华校才艺汇演活动，荷兰中文教育协会特招募义工 20 人，
在现场协调迎宾接待、前台管理、后台技术等工作。希望荷兰各华校的老师和热心华文教
育工作人士踊跃报名。
汇演时间： 2019 年 6 月 9 日（12:00-17:00）
汇演地点： Theater aan het Spui (Spui 187, 2511BN Den Haag)
报名联系人：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曾宪清理事 Email: chenzeng@hetnet.nl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感谢您的支持！

荷兰中文教育协会恭祝
全荷华人新年快乐！
诸事顺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