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员培训心得学员培训心得学员培训心得学员培训心得（（（（二二二二）））） 
 
黎梅珠黎梅珠黎梅珠黎梅珠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百闻不如一见。自小，从二姐口中知中国，从大哥的

音乐中知中国，从老师的讲课中知中国，从历史影片中知中国，从书籍中知中国。

什么时候，我可以亲身经历去知中国呢？今天，我确确实实的踏进了这文化古国，

踏进了蕴含无限智慧的领土及我父亲、祖辈先人的故乡，我的心是那么地澎湃激

动，眼眶里不知怎的有点热热的……感谢教总录取我参与此行，实现了我的期待。 
 
经过上机、下机、转机又再辗转的折腾，身体难免疲累，但心却是充满活性的。

坐在由华师为我们预备的巴士上，徐徐地往武汉华师前进，一路上，我不舍得眨

一下眼，深恐这一眨眼，会错过那一段美丽山河的景色，更甭说闭上眼歇一歇。 
 
来到了华师为我们准备住宿的地点——桂苑宾馆，华师安排了两位协调人员——

艾老师与罗老师，温馨亲切的为我们做了妥善的安排，让我们住宿无忧。 
 
开班典礼式简单但隆重，为此次的游学定下一个即有意义又明确的目标。 
 
此次的课程安排得非常周详细腻且循序渐进，按部就班，不急不躁，正重我们的

需要来引领。 
 
打头阵的专题探讨是《新世纪的中国语文课程改革》让我们知道了目前的语文课

程目标与要求，为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铺了个很好的底。由于我们是海外华侨，

或许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的变迁，教育的发展不甚了解，主办当局也安排了《中

国历史文化概述》的专题，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华文对未来发展的趋势，这更坚定

了我要学好华文的决心。 
 
当然，要成为一个华文教育工作者，不只在知识上要力求上进，更要在素养上修

持。在还未进入教学的部分，华师附小的校长给我们上了一堂深具意义的素质培

养课程，让我们在自我要求方面更臻成熟。接下来其他专题的探讨，不难发现中

国的老师语文造诣之深，他们的教学工作量其实也不亚于我国的教师，唯他们是

单一语言研究，造就了他们的专业，更加上他们积极，分秒必争的态度，所以所

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精辟的演说。每一堂的专题演讲对我们来说，都是受用无穷，

虽说可能某些部分会因教育制度、国情民情关系无法一致，但我觉得这还得依我

们受者分析之，受用之，以至于实践之。 
 
理论终归理论，若无实际的演练示范，还是茫然无知。华师附小同仁深知其理，

贴心细心地为我们做了实际教学示范的安排，课课让我们受用，堂堂让我们惊喜，

尤其是公开课，真让我们耳目一新。因由马来西亚没有公开课，更没说课议课的

要求，所以对我来说获益良多。 
 
我特喜欢学生们在回答老师的提问时，那么样的对答如流，有深入的思维能力，

遣词用字又那么样的贴切。我心在想，这老师是怎教的？从教师教学示范里，我



发现了老师提问的句子很有深度，层层递进，将学生逐渐带进语文境界里。 
 
再来，教师在课堂上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填鸭式的强灌知识，而是授之以法，让

他们在走出课堂之后，更能以此法去览括更丰富的知识，真是法无定法，只求得

法。这样的引领，让学生日以积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久而久之就丰富了语

言知识。 
 
还有，在说课方面，可以让我们知道老师们教这堂课的布局。至于评课则可知授

课者的优缺点。华师附小上下同仁的用心付出，将最好的都与我们分享。 
 
今天去了光谷一小，校长说了光谷建校的目标宗旨，让我由心的肃然起敬，若坚

守“唯真至善、厚德立人”的理念，孔圣人的大同世界理想必然实现。 
 
这次来到中国，不只须在教学技能上提升，更要有世界宏观，如此才能将孩子带

到更实际的目标上。 
 
 
李彦葶李彦葶李彦葶李彦葶 
 
非常感谢教总安排此次的海外培训班，因为这一趟的培训班让我有很多的收获。

在教学上，它提供了很多公开课，让我看到了华师附小老师上课的情况，从而理

解他们所谓的好的一堂课指的是怎样的一堂课。在公开课中，我们亲眼目睹了教

师运用生动的语言，有层次的引导同学了解课文的主要内容并深入体会作者创作

的心情感受。在众多的公开课中，每一堂都上得那么精彩，可见附小的老师们啊

真的是花了不少心思。 
 
而让我体会最深的是同课异教。这个同课异教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一起合作备课、

写教案、拟定教学步骤、做教具等。这一连串的准备工作，把老师们的心连在一

起。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在附小展现我们马来西亚的教学特色。而同课异教当天

的表现也确实达到了这一点。虽然，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但是，这次的同

课异教真的让我看到集体分工的力量。 
 
我觉得此次的培训班我最感谢的是附小的行政人员为我们安排了各项实用性的

课及附小的老师全力的协助我们学习。在附小学习的时间都是那么的充实，我仿

佛已把自己融入了附小的校园中了，成了它的一分子。 
 
“‘爱’之声校园歌唱比赛”让我见识了别开生面的活动。那天，我被学生的歌

声打动了。附小的孩子脸上都写着“愉快”二字，在这三个星期里，我悉心地观

察他们，我发现这里的孩子都热爱学习。这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也深深地感染了

我，我每天都这样告诉我自己“如果马来西亚也有这样一间学校，那该多好啊！” 
 
对于那些为我们授课、主讲的附小老师，我也很感激，他们的主讲内容都是很充

实，老师们也很认真地为我们讲解。因为他们的认真，我们才会学有所获。主讲

的专题讲座题目也很合适，全都对学习有帮助。如果下次可以再安排，还希望可



以有类似的主题。 
 
这次的培训班在华中师大举办，我们几乎都呆在校园里，或到校园附近逛逛。这

样的体验让我有一股冲动想到师大来深造。就因为宜昌是武汉最多大学生的地

方，也因为我好喜欢师大的校园环境，可以感染到有浓浓的书香及人文气息。清

晨的师大，有人打太极，黄昏的师大有人漫步草地，阳光的师大，有人躺在晒太

阳，闲着的师大有人站着读书。住宿在师大的桂苑宾馆，每天都有不同的培训、

讲座等，经常有“文人”出入。每逢星期五，还有机会到科学会堂看戏剧，在美

术馆也看到了《永远的张大千——纪念张大千诞辰 100 周年纪念》的画展。这样

的体验只有在师大才可以感受到。希望以后的培训班也可以在师大举办。 
 
对于这次安排的出游活动，我特别喜欢荆州的游览，它让我感受到了荆楚文化，

《梦幻九歌》的杂技表演也相当精彩。这次的培训班在知识层面看，有达到教师

专业水平的提升，从文化层面看，有了解到荆楚文化的内涵；在艺术方面，我其

实想多认识书法的美，文学层面我想多了解《三国演义》中的故事，我也希望可

了解关于文学方面的主题讲座。 
 
 
蔡进发蔡进发蔡进发蔡进发 
 
经过这三星期的积累学习，我得到了许多新颖有效的教学技巧和知识，果真是获

益不浅啊！ 
  
附小老师们的语调非常轻柔动听。我发觉她们的语言好比像说故事般的节奏似

的，深深地吸引着学生们聆听，当然我们这班马来西亚老师也沉醉于附小讲课老

师的话语中，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语言之优美旋律。 
 
在这么多天的学习当中，印象最为我深刻的是彭皓老师的“识字六”公开课。在

彭老师的引领下，二年级的学生们很快地就进入学习的氛围当中。此外，彭老师

以游戏为题及别有用心的教材设计有效地让学生们在愉快和欢乐的气氛中学习

识字。还有，学生有创意地说出让他们自己容易识字的方法，有的说 7+1 是“丑”

字，有的说把一分当宝贝是“贫”字，也有的说只吃了几粒米饭是“饥”字等有

趣答案。这堂充满笑声的一课逗乐了我们这班马来西亚老师。这样的教学理念是

十分值得我们去赞扬及学习的。 
 
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语感课程单元中，杜朝晖老师让我们明白到语感是对语

言文字的一种敏锐感受，是需要在长期的体验、训练和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且对语

言文字产生一种领会和感悟能力。杜老师教了我们训练语感的方法。她说老师要

不断锤炼自己的教学语言。她也指出了老师要有引导学生领悟语言的意识，那就

是通过比较的教学法，要让学生自己发现课文中的意义。此外，杜老师也鼓励我

们老师要有引导学生积累语言的意识，老师必须推荐学生良好的课外读物，把课

外阅读的习惯当成积累的方法。“人的生命有限，而书的数量无限，不能用有限

的生命去读无限的书，应当用有限的生命去选读有限的好书。” 
 



最后，我要感谢主办当局为我们安排的一切一切，优美的学习环境、丰富的膳食、

完善的住宿设备等等，水准都是达到一流的水平。谢谢。 
 
 
陈可陈可陈可陈可亻亻亻亻儿儿儿儿    

 

这一次的马来西亚华小教师中文技能培训班，是在一次的机缘巧合下参与的，也

因此造就了更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搭飞机，第一次游中国，第一次出国接受培训，

第一次备课、写教案……反正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全新的领悟与全新的感觉。 

 

当然，这一次到中国武汉，最主要的还是学习。严格来说，我还是教育事业的新

人类，才疏学浅，对此次培训班的内容仍旧在雾里看花。尤其是教学法这一环节，

只好靠自己仅有的上课经验，努力将记忆倒带，尽量进入状况。我已经尽力了，

真的！这一次的学习交流，的确让我获益良多，相信对日后的教学生涯有极大的

辅助，并学以致用。 
 
经过这段时间的培训，我也清楚看到了两国教育制度的差异及其效果。无可否认，

在语文的教学上，与马来西亚相较，中国确实较有系统，而且也有着不俗的效果。

但，同样的教学法，用于马来西亚的教育上，也不见得合适，各有千秋吧！当然，

这是很多原因造成的：环境、师资、国家政策……都脱离不了关系。我想，两国

教育制度的主要差异，是在于两国对教育的诠释与拿捏。马来西亚重量不重质，

而中国重质不重量，都是为符合各国的政、经、文、教各个方面的需求与需要。

因而马来西亚的学生博学但不精，而中国的学生精研但所涉范围略少。 
 
那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择其善而从之。这一次的学习交流，让我吸收了不

一样的教学方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然而，我相信在这一方面还是有一定的

难度吧！要将二者合一，刚柔并用，融为一体，谈何容易？ 
 
无论如何，教学之法，本于人性。教育应是以学生为主、以育人为重，更应因材

施教，而不是愚昧地为应考而教育。机械化的教育只会成为孩子的绊脚石。虽然

我不能保证自己将会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老师，但做一个各因其材，小以成小，

大以成大，无异他人的老师，我想尚能胜任吧。欲明人者先自明，在那之前，我

惟有多多学习，多多多多充实自己，增广见闻，精益求精。 
 
通过此次的游学，我们也有机会游览了几处旅游胜地，确实百闻不如一见。要是

问我对武汉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武昌鱼！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武昌鱼！也

不知道因为多少次“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而闹出了多少笑话。 
 
这一次的武汉之行，让我见识到异国的风土人情。培训班也让我学获不少新知识。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果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愿将我所听、所看、所学

的，能够一一实践在我未来的教学生涯里。 
 
 
 



曾秋芬曾秋芬曾秋芬曾秋芬 
 
21 天的培训有如品尝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色乃色彩鲜明，多姿多

彩的团队生活。香乃团员身上都增添了不少书香味，味乃甜、酸、苦、辣、咸五

味。 
 
甜——结交了老、中、少的知心朋友。 
酸——21 天离家乡之酸，心事谁人知…… 
苦——自行设计一份语文课之教案之苦，写 1000 个字心得之苦，写记录表之苦。 
辣、咸——每天要吃又辣又咸的武汉饭菜。哈！哈！这道佳肴真美味，品尝了，

毕生难以忘怀，忘不了…… 
 
中国是个礼仪之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我乘坐的巴士驶入华中师范大

学的桂苑宾馆时，眼前看到的是宾馆大门上方挂着一个长方形的 LED 荧光显示

屏。显示屏上出示“热烈欢迎马来西亚华文教师莅临我校”的字眼。这虽然是无

声的欢迎词，但我的内心已深深地深受到中国武汉的热情。进入宾馆时又看到摆

在大厅前的台卡上的欢迎大马教师的字眼。此时此刻的我真的为我是一位华教的

中文教师而感到骄傲。我们来自十三州的大马华文教师能够有机会到武汉作客参

加中文技能培训班，真是幸福呀！ 
 
衷心感谢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及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为传播中华文化，大力协

助、支援大马华校教师赴华进行培训，进行教学观摩，让我们有福份能到武汉取

经、充电，学习更丰富的教学知识，持续在教学中成长。 
 
在此，也向教总致以万二分之谢意。感谢您们为我们中华文明文化作出极大的努

力，为我们争取并提供赴华培训的机会，让我们在武汉能学习高素质、高浓度的

教学模式，大大的提升了教学专业水平。 
 
我们小学组共有 47 位教师，天天一起享用三餐，一起冒着凛冽的寒风，步行二

十分钟的路程到附小上课。路途中，大家说说笑笑，有的唱着歌儿，有的摇摇摆

摆地哼着歌，遇到边走边跑、边追，多快乐无比呀！我仿佛回到儿时天真无邪，

无忧无虑的校园生活了。在这里，白天上课，晚上血拼购物真逍遥啊！ 
 
此次培训课程的安排及参访旅游胜地都编排得超好。每一个课程都是循序渐进，

息息相关。从编排培训的方案可知主办当局及有关的负责单位精心策划、用心劳

苦的精神。 
 
首先，雷实教授向我们讲解新世纪的中国语文课程改革。我从中学习到尊重每一

个孩子的优点，表扬孩子的每一个进步，让孩子多识字，少写字，更要鼓励学生

写好字。接下来是梁志群老师的中国历史文化概述。他用一首诗叙述了中国皇朝

的次序。我会用这一首诗，随时与学生分享。 
 
培训的第二天，姚晓明校长的专题讲座让我明了身为一位教师应有的专业素质发

展的引导与培养。除此之外，还要有终身学习的精神当一个敬业乐业的优质教师。 



 
附小的老师因为我们的到来，抽出宝贵的时间筹备，设计说课、论课、公开课和

专题讲座。有的备课还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准备。当我知道了他们的劳苦、认真

的专业精神时，大大地被感动，我为他们的付出欢呼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真令

人钦佩。 
 
上午，上理论课，下午上公开课的安排，让我学习到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与策略。

陶老师引导学生写作文的教学法是一堂好课。他用一大一小的气球做实验。生动、

有趣的教学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进行实验的过程。过后，他才令学生把所见、所

闻的事件用独特的思维写出一篇文章。他让学生自由命题写文章。这是一种新颖

的教学法，是我未曾采用的方法。他说生活处处有学问，处处有文章。这句话使

我茅塞顿开，领悟了其独特的教学法。日后，我要多采用这种手法引导学生写作

文。 
 
曹兰老师的公开课又给我一个新的领悟。整节课她都带着温和可亲的笑容授课。

她的学生真幸福，能有这么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师。学生在这种温馨友爱的气氛下，

肯定学习能力强，能掌握所学过的技能。我应该渐渐减少藤鞭教育，向曹兰老师

多多学习。其他的老师的专题讲座、说课、评课及公开课都给我多方面的启示、

指导与帮助。 
 
附小的老师都善于使用课件教学，使教学活动生动有趣。难懂的、抽象的字词都

可以使用视频展示图片进行直观教学法。回国后，我也要学采用直观教学法授课，

将所学的“功夫”实践中日常教学中。 
 
这次赴武汉参加研习获益良多。谢谢教总！ 
 
 
陈月清陈月清陈月清陈月清 
 
当遇到了瓶颈，你就会挣扎，想冲出这个障碍。这就是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

2009 年马来西亚华小教师中文技能培训班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在今年 6
月，和朋友参加了关丹师范学院所主办的“阅读教学”研习营，当时茅塞顿开，

原来阅读教学是这么一回事，太精彩了！那还有“作文教学”、“说话教学”、“识

字教学”等等呢？究竟跟我所知道的会有什么不同呢？我非得入“宝山”，来个

大搜寻！ 
 
在报了名后，一连串的资料通过 email 的交流，让我觉得教总在办事方面的有策

划性、有人情味、有系统化。除了上董教总网站浏览任何我想知道的，教总负责

人也不时 sms 来个温馨提示。 
 
“临行会议”的清楚说明与交待后，终于来到了 11 月 22 日凌晨 KLIA 机场的相

遇了。虽然是初次的见面，但因都是同行，所以也没什么隔阂。这次的班机因不

是直飞武汉，而在上海浦东机场转个机，等待 5 个小时，大家都饥肠辘辘。一到

上海浦东机场，大家也不顾那昂贵的价格，祭起了五脏庙，唉！即昂贵又不美味，



心痛！！得到了这次教训，回程时非准备一下面包干粮，以免对不起自己的皮包

和肚子！ 
 
经过了漫长的飞行，终于在下午二十多抵达武汉的天河机场。来迎接我们的是些

帅气十足的小伙子：艾飞龙老师与罗剑老师。小、中学的老师把 2 辆巴士挤得满

满的，就出发往武汉华师桂苑宾馆出发。巴士从东门绕上来，只见街道两旁人潮

川流不息，个个穿着时髦，这哪像心目中守卫森严的象牙塔呀?! 
 
第一天开班典礼，即简单又隆重。然后就是雷实教授所讲的“新世纪的中国语文

课程改革”讲座。听着老教授娓娓道来中国语文课程改革的教育理念，多么地说

到我心坎去。这不是我们应该仿效的吗？现在的应试教学，孩子的功课压力，不

都可获得解决吗？我想：不能改变大格局，就从自我做起吧！我要做个快乐的老

师，也要让我的学生快乐的学习。 
 
接下来的“中国历史文化概述”让我们先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主办当局这样的

安排自有其道理。做为华文教师／汉语教师怎能对中国历史文化不了解呢？ 
 
从 24-11-09 至 01-12-09 的专题讲座都是由华师附小的校方与老师们主讲的。看

他们在繁忙的教学中还得抽空准备主讲内容、招待我们，我们怎能不专心听讲

呢？就算主讲人都是坐着念稿，我们怎能挑这个小毛病呢？对于他们的热忱，我

衷心地感谢他们。 
 
整个培训内容，从开始姚校长的“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引导与培养”到各种教学

法及怎样说课与评课，让我觉得真是来对了！每个专题讲座，再加上下午的有关

公开课，更是对该专题有了实践的概念。公开课时，老师的说话、教学流程及课

件设计让我大开眼界。公开课后说课更让我知道老师们对每堂课的精心。老师们

的引导、对小朋友的不责备、多赞扬让我获益良多。小朋友们的精彩的答话、乖

巧的上课，这些都是老师们多日所栽培的成果。反观马来西亚学生的不善表达，

用词不丰富、词不达意，我们作为老师的能怪谁呢？真的是要好好反省了！ 
 
每天上、下午的两堂为时两小时的课，对我们来说是刚刚好的，既不紧凑，也不

松懈。晚上的自由活动时间，让我们对华师周遭及校内活动有了认识及体会。两

个周六与周日的出游也让我们对湖北市更了解，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 
 
遗漏了一项，那就是两国教师对语文教学要求的不同，在我心里也决定了以后的

路（对语文教学的要求）要怎么走。 
 
总的来说，对这次的培训，我感到非常满意。排除对冬天的恐惧（因天气问题，

我病了一个星期），我想明年我会再参加类似的培训班。 
 
 
李玮婷李玮婷李玮婷李玮婷 
 
期待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我怀着兴奋的心情来到了吉隆坡的国际机场。搭上飞机



的那一刻，心中有着非笔墨能形容的心情。有机会能参加这次的培训让我喜悦万

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能学习之余又能到各名胜地去参观，真是一举两

得。 
 
星期一早上，我们八点就在华师桂苑宾馆的多功能报告厅集合，准备开班典礼。

仪式过后，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第一堂讲座。雷实老师所演讲的“新世纪的中国

语文课程改革”让我对中国语文课程改革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这次来中国参加培训，我从中获知中国的人口比我想象中多。原来人口最多的省

是河南省。有 9256 万人，人口最少的则是西藏自治区，有 262 万人。武汉省的

人口也很多，马路上总有很多的汽车和行人。 
 
接下来的讲座是关于教学的讲座。我从中学到了很多听说学习兴趣的策略。我决

定要开启孩子的思想之门，让我的学生乐于表达。回去之后，我一定要尽力营造

宽松氛围，促孩子敢说，并鼓励我的学生大胆说话。 
 
通过这次的培训，我更清楚自己应采用多种形式，使学生爱说。我很赞成主讲老

师所说的，在发生突发事件后，进行即兴说话训练。在学校，我时常把握各种机

会让学生进行即兴说话训练。我觉得学生会特别认真听和参与对话，从中提高了

他们的口语交际。 
 
除此之外，我还认识了更多的导课的方法。我很肯定，这些方法将会对我未来的

教学有很大的帮助。我还懂得了教学反馈技巧及板书技巧。这些技巧对我来说很

有用，我相信我的教学可以更进步。 
 
听课、评课及说课的讲座深深的吸引了我。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教师不仅要关

注教师的教，更要关注学生的学。”如果我只是尽力的在教，却忽略了学生是否

在我的引导下积极参于到学习活动，那我就无法达致我的教学目标了。我把对于

学生的学习活动，听课时应该关注的事项都记录下来了。我还会学会了说课的模

式，真的觉得有利于我的教学。 
 
我最喜欢的讲座是陶佳喜老师的讲座。他真的是一位很风趣的老师。陶老师的讲

座与教学都生动有趣。听了陶老师的课，我仿佛如梦初醒，原来作文课也能上得

那么生动有趣。我对作文教学总觉得纳闷，因为每当到作文课的时候，我的学生

总会苦着脸，万分地不愿意写。看了老师上的公开课，我领悟了很多。我还向老

师请教，并从老师口中获知更多有趣教导作文课的方法。突然有股冲动想立刻回

去试试老师所教的方法，我相信我的学生也会因此喜欢上作文课。 
 
除此之外，我们还和附小的老师进行交流。我们也把我们的学生所面对的问题提

出来进行讨论。该校的老师也与我们分享他们的经历和经验。通过几天的公开课，

我从中学到了几种方法。我相信如果我之前的教学技巧，再加上我这次培训所学

到的方法，我的教学肯定更成功，更容易达致教学目标。 
 
最后，我要感谢教总让我有这个机会参加这次的培训。这次远赴中国参加培训，



我从中获益良多。这些课程对我教学生涯有一定的帮助。回到学校，我会把我在

这里所学的都用在我的教学上，并与学校的其他老师分享。我希望下次还会有机

会参加教总所主办的培训课程。谢谢！ 
 
 
杨小莲杨小莲杨小莲杨小莲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这正是我这一次远赴武汉所抱着的信念。

我仍是一名师范学院生，但我深深明白到书面上所学的知识若是没有加以运用是

白费的；而如果能有亲身体验的机会的话，那肯定是会事半功倍了。为了能提升

自己的中文水平以及提升自己将来的中文教学素质，当我听说此次培训班难得公

开给师范生时，我就立即报名了。这是因为我想从精英中学习最精髓的中文教学

技能。 
 
中国历史悠久，五千年来汉语的进展更是更上一层楼。身为炎黄子孙的我十分渴

望能一睹中国国语教育的风采。能够有机会参加这一次的中国武汉培训班，我感

到十分荣幸。第一次出国，紧张的心情是无法隐藏的，多亏教总细心地安排，让

我们全体团员都能不慌不乱地来到了中国武汉，一到这陌生地，我们便受到了华

中师范大学代表的热情招待，让我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 
 
这三个星期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不知不觉这个培训班就快要结束了，仿

佛有一股黯然的感觉。近在离别之时，大家都显得格外亲切、可爱、温柔多了。

今后，大家即将各归原处，或许就不会再相遇了。我很感激也感恩在这里认识的

每一个老师，大家都有着一颗真诚为教育奉献的心。育人非一件简单的事，所以

教师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没有教师，没有未来，因为没有了教师来传授知识，

栽培人才，这个社会将是愚昧的、无知的。由此可见，教师在社会中的号召着多

么大的影响力。这一次的培训班更坚定了我要当个出色的好老师的决心。 
 
武汉带给了我很多的回忆与知识。在这里我很感恩因为有幸能与这么多位马来西

亚杰出的老师们相处，也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见识中国的小学教育。这里的课堂

教学常常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课是可以这样上的。中国的老师都非常优秀，非常

注意孩子们的自由发展，让我见识到了多元化、精彩绝伦、有趣又生动的教学过

程。 
 
同时，在这里的时间，我们也有机会去接触以及感受中华文化和美食。荆州之旅、

三峡之行还有武汉之旅都让我见识了很多书本上所看不到的知识。能亲眼目睹祖

先们所留喜爱的历史文化遗产让我惊叹不已，原来早在很久以前咱们的祖先就那

么有本事、那么有智慧。先人的智慧为后人带来了许多的启发与推动，让后人受

益无穷。 
 
在华师附小的每一天都充满着惊喜与快乐。在这里，每一天的学习的过程都十分

愉快和充实。我在这一段时间获得了许多宝贵的体验和知识，可真是受益无穷啊。

在这里不但充实了我自己，更加开拓了、更广阔了我的视野。附小的每一位老师

都非常尽心尽力地与我们分享各自的知识与经验，真的教会了我许多知识。而我



最喜欢上的就是公开课了。我十分享受欣赏各位老师为学生们上课的过程，非常

愉快、非常特别。这里的学生也十分可爱、有知识。我非常欣赏各位老师应付学

生的方法如唱儿歌、小火车等等都十分有趣。真的让我深感敬佩。 
 
临在离别时分，感触是十分的强烈的，突然好想不回去了，好想再和大家一起相

处。我将会十分怀念这里的一切、一切的。这里的每一个人、事、物都非常值得

让我回味无穷。每一位附小的老师、每一个马来西亚的团员身上都有让我学习的

地方。这一趟武汉培训班，我觉得来对了！我十分欣赏马来西亚团里的团员，每

一位老师都非常活泼、可爱、幽默！在这里，我想献上我最真心最真诚的祝福，

希望今后大家在各自的生活里都能过得很好、很棒！祝大家一切顺心、身体健康、

天天开心！ 
 
最后，有太多的话想说给大家听，总以为有的是时间，感动都藏在心里面……我

找不到时间表现，终于还是要搭上了远行的飞程，各自回到各自的地方，所有回

忆装进行李，笑容当作书签标记，就说一次谢谢你们，陪我走过这么一段旅途。

再会！ 
    

    

郭迪恩郭迪恩郭迪恩郭迪恩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有机会参加 2009 年马来西亚中文技能培训班，让我能趁这个

假期提升自己的知识，有一个愉快难忘和有意义的假期。 
 

华市附属小学是我们大部分时间上课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有了很多的学习。华师

附小的老师都很热情亲切，每堂课后都会与我们进行交流。她们会与我们分享她

们的教学方式与经验，让我们从她们身上得到了许多新点子教育学生，把课堂变

得有趣，更能让学生吸收课堂里所教的知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陶佳喜老师的作文教学课以及陶老师讲评同课异教中马来

西亚的叶贻聪老师的授课。陶老师所用的教学方式让我非常钦佩，他的授课更让

我看得津津有味，让我大开眼界，不得不叫好。我将参考陶老师的教学方式，用

在我未来的学生身上。 

 
很感恩在每堂课里都有这么亲切以及这么棒的老师给我们上课，让大家在短短的

三个星期里学会了许多东西，获益不浅。此外，我们也见识到中国的教育制度，

让我们能作参考。 
 
最后，希望下次还会有机会参加到国外的技能培训班，因为我觉得这培训班不但

能提升自己的知识，也能让我参考国外的教学方法，与对方交流，学习各国的教

学优点，有助于提升自己的教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