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家长， 

    在庆祝圣日耳曼中文国

际班周岁生日之际，我们家

长协会开办了这个新闻快讯

季刊，用来陪伴和记录中文

班的成长过程。作为给所有

家长们的一个信息交流平

台，它能让您更多地了解中

文班孩子们的活动以及校园

内外发生的趣事。为了让这

份杂志办得生动，让所有家

庭感觉到它存在的价值，享

受阅读的快乐，我们欢迎各

位家长随时提出建议，积极

投稿，与中文班这个大家庭

的每位成员分享你们的感受

和经历。 

    只有您的支持和参与，

我们中文班才能一天天办得

更好，才能有更多丰富和精

彩的节目。 

徐利文  XU Liwen 

只有您的支持和参与，才有中文班的精彩节目 
Votre soutien et participation contribuent à la 

réussite de la section chinoise   

  

凡尔赛学区圣日耳曼中文国际班简介                                                                                                

Un peu de l’histoire de notre section 

    2008年春，法国教育部决定在全

国八个学区同时开设国际班，凡尔赛

学区也在其中。当时的学区领导决定

在圣日耳曼区设立第一个中文国际

班，选择的地点是Chambourcy镇La 

Chataigneraie小学，从CE2开始学

习，并将未来的初中定在了André 

Derain。 
        在很短的时间里，各方努力初审

了八名孩子的材料，入学的有五个孩

子。当时由法方的武老师代替中国派

来的教师陈立娟，直到她抵达法国。

九月到十二月的几个月也得到了助教

的帮助，孩子们渐渐开始学习。第二

年学生人数增加到八人，又新招了七

个学生，共十五人。这时中方派来了

工作至今的陈凯老师。第三年入学的

人很少，退学的倒有四人，不禁引起

大家深思。 

       教育机构和家长们都看到了招生

难的问题，在宣传上做了不少努力，

然而收效甚少。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学区领导和教育部负责人多次开会讨

论，最后决定将国际班小学迁到圣日

耳曼区，初中是跟国际高中的合作学

校 Les Hauts-Grillets, 以便小学初
中一条龙，让更多的家庭在交通较便

利的情况下送孩子进入国际班。 

       自2011年开学，中文班有了可喜
的成长和壮大。今天的规模令人欣

慰，但是搞好小学和初中人数上的衔

接还需各方继续努力。 

       在培养水平和目标方面，当时教

育部有几个原则：初一不收初学者，

入学须经过测试，平均需要小学每周

三小时三年的学习量，才可考虑入

选。初中毕业参加汉语国际考试，在

结业文凭上有标志 （DNB option 

internationale de chinois),    高

中毕业考也一样，文凭上有OIB字样，

汉语语言文化比重很高。国际班培养

汉语优秀的人才，语言水平尤其是口

头技能要求达到欧洲标准的C类 （精

通，趋向母语）。2008年教育部公布
了教学大纲，内容是语言文化多方面

的，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常识，城市文

化，教育，园林，戏曲，诗歌，小说，

电影，报刊等等。汉语教学督学又多次

培训中法双方的老师，制定出比较详细

的年度进展计划和所要达到的语言技能

水平。另一项比较有创意的举动是选择

数学作为外语教学科目，而其他国际班

一般选择历史地理。 

 

尹文英  Yin Wenying  

汉语教学督学 Inspect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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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ENDRIER        

EVENEMENTS 2012/13 

 29 SEPT 2012 中秋节     
Soirée de la Fête de la 

Lune 

 8 FEV 2013 春节 

Journée Chine au pri-

maire 

 13 FEV 2013 春节  

Ateliers calligraphie au 

collège       

 15 FEV 2013  

Journée Chine au collège 

Soirée spectacle enfants 

& diner de la section 

chinoise 

 Mai  2013 春游     

Sortie printaniè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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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又

到了. 九月二十九日傍晚,圣日尔曼-昂

莱市让.穆兰小学和莱奥格里耶中学中文

国际班的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陆陆续

续汇聚到了一个家庭的私人大花园里。

这里早已张灯结彩，高高挂起的大红灯

笼增添了浓厚的节日气氛，让每一位到

场的人都兴奋不已。  

    首先，中文国际班家长会主席徐女

士代表家长会欢迎今年新到的十四个家

庭，并逐一做了介绍。接着，徐女士对

协会去年的工作做了简单总结，介绍了

今年协会办公室的主要成员，和今年协

会的一些活动安排。她说：汉语国际班

在学校的开设得到了很多家长和学生的

认同和重视，不论是父母一方是中国人

还是父母双方都是法国人，他们都十分

看重孩子的中文学习。去年小学中学共

有三十几名学生，今年扩展到了四十七

名学生（都是经过考试录取的）。有的

家庭每天从3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开车送

孩子上学，有的甚至为了孩子上中文

班，干脆把家从巴黎搬到了学校附近，

这种精神很让人感动。今后，协会会努

力多搭建父母之间交流、孩子们之间交

流的平台，走出校园，多参加一些中法

文化交流和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的活

动。像中秋这样的传统节日协会会定期

举办，并会不断丰富活动内容，让孩子

和家长了解更多关于中秋的传说和中国

的传统文化。  

    紧接着，大餐开

始了。一道道美味丰

盛，秀色可餐的菜呈

现在了人们眼前。越

南春卷、红烧排骨、

烧鸡翅，卤肉等等目

不暇接。大人们忙着

聊天品美食，孩子们

则挑起各自的小灯笼

欢快的追逐、奔波在草坪、树林和小溪

间。  

   “八月十五是中秋，月儿圆圆天上

头...........”这时一个稚嫩的童声

引的人们情不自禁地抬头仰望，是啊，

今晚的月亮又圆又亮。“我妈妈说了上

面住着嫦娥和她的小兔兔呢！“一个小

朋友急不可待的解释，另一个也不甘

示弱，“陈老师说了还有一棵桂树

呢，你们看，就是那棵” “我也看见

了，小兔兔是白色的” 看着孩子们你

一言我一语，家长们都会心地笑了。  

     “吃月饼了，吃月饼了”，豆沙

月饼，杏仁月饼，

蛋黄月饼，花生仁

月饼，咸肉月饼。

听到吃月饼了，孩

子们蜂拥而至，

“这吃月饼赏月亮

是我们中国人的老

习俗，过节时一个

都不能少呢”一个

妈妈跟孩子们说。  

“我还会背一首诗呢，是陈老师教

的” 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说，“  一

轮明月挂空中，千里月色千里同，良

辰美景 说不尽，万家团圆乐融融”  

    今晚的月色如水，静静地流淌在

人们的心里，今晚的月色如诗，引的

人偏偏遐想。 

中文国际班共度中秋佳节 — 刘格力    
La soirée de la Fête de la Lune, LIU Ge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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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班课堂搞笑篇 — 陈凯老师 
Histoires drôles des enfant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Mr CHEN Kai 

我也要画 

    一天上课时，日安不听讲，画画玩。老师多
次提醒无效后： 

老师：再画，再画就罚你回家画十幅！ 

日安眨巴眨巴水汪汪的大眼睛：能只画5幅吗？ 

旁边的紫玉听见了，大声吼道：我也要画！ 

老师：…… 

入戏太深 

    刚看了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我们在课上做表演。一群孩

子演小蝌蚪，老师演各种妈妈。演到鲶鱼部分时，被吵醒的“鲶

鱼”晃了晃脑袋，脸一沉，眼睛一瞪，冲着最前面的蝌蚪——戴洛

琳吼道：“谁叫你过来的。”刚才还兴高采烈的戴洛琳一下子吓住

了，一边往后退，一边怯怯地说：“老师，我，我不敢了。”说话

间，眼角已经有溃堤的迹象。 

    老师哭笑不得：难道是我入戏太深？ 

“爱天牌”面包 

课堂上，学生做猜词游戏。老师出示词语“面包”，一学生

说，一学生猜。说的学生不得要领，讲了半天，猜的人也一脸茫

然。突然，此生急中生智，一指旁边的爱天：“他每天放学都去买

的东西。”猜的人恍然大悟，脱口而出“面包”。老师颔首赞许。

此后游戏中再出现“面包”一词时，说的人都会无师自通地直接

“爱天——”。然后，其他学生都兴趣盎然的齐声附和——“面

包”。 

又一天，课堂提问，老师环顾后点名“爱天”，顿时“面包”

之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其声势犹如法国总统竞选一般。 

乖和怪  

    金迪和妹妹露安在同一个中文班上课。性格开

朗，喜欢表现自己。一天下课间和我对话: 

我：金迪，你不是很乖啊。 

金迪：乖？嗯，我不是很乖。 

我诧异（这孩子诚实啊），又说：露安就比你乖。 

金迪：对，露安很乖。 

我暗叹：好修养，羡慕嫉妒恨一尘不染。。。 

旁边中文初学生维多利亚插嘴：老师，乖是什么？ 

我：就是sage。 

金迪脸色大变：啊，不是怪啊，我乖，我最乖！！！ 

 



 

 

很难完全弄明白。没关系，你在法语数学课上学过的重点
知识我们在中文数学课上还会再学一次，这样是不是就能
更好地理解了呢？看完上面我的介绍，相信大家已经对我
有了一定的了解，是的，我的任务就是帮助大家提高中文
的表达能力，并同时帮大家提高数学知识的掌握程度。我
们课上所涉及的中文表达一定是你们在中文课上学到过的
，而数学知识更是法语数学课上已经学过的！这样，你还
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此外，我还会和大家一起来探索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比如中国的珠算等，这些可是你在任何别的课上都学不
到的哦。 

怎么样，你认识我了吗？欢迎你到我这里来，真希望
和你成为朋友。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中文数学”，是我们中文国际班开设

的一门特色课程，与中文语言课与中文文学课共同组成了国
际班项目。 

看到我的名字，大家一定很奇怪，这是一门什么样的课

程啊？到底是学中文，还是学数学呢？那么我要告诉你的就
是，在我的课上，中文和数学都要学。怎么样，听我这样说
你一定快疯了吧。数学本就很难，中文又不太容易理解（所

以我们常用c’est du chinois 来形容难以理解的事），这 

两门课程 放到一起，杀了我算了，呵呵。 

其实，事情不像你想像的那样。正因为中文不容易理解
，我们才更要提高自己说中文的严密性，避免歧义的出现。
数学语言号称是最严密又最有逻辑性的语言，所以学习中文
数学课就有助于提高你说中文的严密性与逻辑性，增强汉语
表达能力。而也正因为数学本就很难，某些知识学一次有时

自我介绍—初中部朱玉涛老师 
Mathématiques chinois, Mr ZHU Zhitao enseignant du collège 

2012年10月  

己的观点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能
力，希望同学们抓住课堂上和生活
中的各种机会有意识地培养这种能
力 ; 至于书写，每学一个新的汉
字，写之前的工作是观察，细心观
察偏旁和部件，然后再边写边记，
日积月累，反反复复，让学过的汉
字都变成你们的一部分。 

    在这里寥寥几句略表心意，我
很珍惜和同学们在一起的每一堂
课，愿和你们度过收获知识又丰富
多彩的一年，同时也祝各位家长工
作顺利、全家幸福。 

 

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你们好！ 

    今年非常高兴加入到中文国际班
这个大家庭中，同学们正值花样年
华，充满活力 ; 家长们热情用心，对
孩子成长予以重视。这些对于老师是
一种福气。                  
    汉语对于这些在双重文化背景下
长大的孩子是熟悉而亲切的，老师的
工作，更多的是启发他们说出他们知
道的以及补充他们应该知道的。很多
时候，我从同学们那里也学到了很
多，比如说到中国人和法国人生活习
惯的差异，大家如数家珍，口若悬
河，让老师知道了为什么法国人先
吃早饭后刷牙，中国人先刷牙后吃
早饭。教学相长，我和同学们是在
一起成长和进步的。 
    我的主要工作是使同学们的语
言表达规范化，强化同学们的书写
能力。清晰、准确、连贯地说出自

大家好，我是朱婧。我很高兴今年能够来到Saint 

Germain en Laye这个美丽的小城市，加入中文国际班，

结识这些聪明伶俐的学生们。虽然我所教授的中国文化

文学课会涉及到不少年代久远的诗歌或传说，但我相信

这些朝气蓬勃的脸蛋和热情一定会赋予这些古老的故事

新的生命力。 

我会尽量在课堂上创造轻松快乐的学习环境，但掌

握知识本身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在

课堂上，大家一定要仔细思考、积极讨论，同时更要在

学习或复习的过程中，不胆怯不轻狂，逐渐养成踏实、

自觉的好习惯，就从认真写好每一个字，背好每一句诗开

始。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也欢迎同学们与我在课上或课下

随时交流。 

俗话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要努力就会有

收获，在此我也祝愿各位同学在新学期里身体健康、生活

愉快、学习进步！ 

 

新学期寄语  

Message de la nouvelle rentré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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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婧老师            
Mlle ZHU, enseignante du primaire et 

du collège   

 

沈含娇老师 

Mme SHEN Hanjiao,  enseignante 
du collè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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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x parents et élèves de la section chi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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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 origines assez obscures et discutées, 

on peut reconnaitre dans les rites actuels 

une fonction de protection contre les 

calamités et un certain rapport avec les 

ancêtres (visite des tombes dans cer-

taines régions). L'activité principale de 

ce jour de fête qui consiste à grimper sur 

une hauteur pour y pique-niquer, est 

censée reproduire une action ayant autre-

fois sauvé la vie à un groupe de gens. 

Peut-être est-ce parce que les collines 

sont souvent choisies comme lieu de 

sépulture que ce jour-là, dans certaines 

régions, on visite et nettoie les tombes 

des ancêtres comme au jour de la fête de 

Qing Ming dont on vous parlera en avril 

prochain. 

D'autres activités qui tirent parti des 

caractéristiques de l’automne enrichis-

sent la fête : jeu de cerfs-volants ou con-

templation de chrysanthèmes. Un gâteau 

cuit à la vapeur (chóngyáng gāo 重阳糕) 

contenant des châtaignes, des pignons de 

pin et autres graines et fruits secs décoré 

d'un drapeau en papier, est également au 

menu de la journée. Contrairement aux 

autres grandes fêtes qui sont restées gé-

néralement populaires, la Fête du Double 

Neuf est de nos jours très inégalement 

observée. 

La Fête de la Mi-Automne ou Fête de la 

Lune (zhōngqiūjié  中秋节) se célèbre le 

15ème jour du 8ème mois lunaire qui est tou-

jours une nuit de pleine lune. La plus ronde 

et lumineuse de l’année, ce soir-là, la lune 

symbolise l’unité de la famille et le rassem-

blement. Traditionnellement, cette fête 

représente l’un des deux plus importants 

congés du calendrier lunaire avec celui du 

nouvel an.  

On s’accorde à dire que la Fête de la Mi-

Automne serait la synthèse d'un ancien 

culte lunaire et d'une fête agricole, célébra-

tion des récoltes de l'année accompagnée 

d'un festin. Dans la haute antiquité, les 

tribus dansaient autour du feu sous la lune 

pour obtenir une bonne récolte. C’est sous 

la dynastie des Song du Nord (960-1127) 

que cette fête devient réellement populaire 

et aujourd’hui les us et coutumes liés à la 

fête de la Lune varient selon les régions.  

Pour cette occasion, l’une des coutumes la 

plus répandue est la dégustation des 

yuebing 月饼, gâteaux de lune, de forme 

ronde, symbole des retrouvailles, qui re-

flète le rassemblement familial. Cette spé-

cialité, créée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 

devint populaire sous les Song. Tradition-

nellement, la farce des gâteaux de lune, 

peut être salée ou sucrée, constituée 

d’amandes, de noix de coco, de purée de  

graines de lotus, de purée de jujubes, de purée 

de haricots rouges, de jaune d’œuf ou de 

viande. La surface du gâteau est décorée de 

motifs en relief en relation avec les légendes 

lunaires ou de caractères chinois auspicieux. De 

nos jours, pour surmonter le manque de passion 

pour les ingrédients traditionnels, un peu bour-

ratifs, les pâtissiers créatifs tentent d’apporter 

de nouvelles saveurs, plus légères et plus at-

trayantes aux goûts de la jeunesse, créant même 

des versions glacées désormais très prisées. 

La seconde coutume universelle consiste à ac-

crocher ou se promener avec des lanternes 

éclairées. Dans de nombreuses régions chi-

noises, on considère l’automne comme la plus 

belle saison, plutôt sèche et tempérée, et la lune 

de la mi-automne est réputée être la plus belle. 

C'est donc autour d'elle que sont organisées les 

activités festives de contemplation de la lune 

(shǎng yuè 賞月) et de promenade sous la lune 

(zǒu yuè 走月). Dans les villes, les parcs restent 

ouverts à cet effet, et certains n'hésitent pas à 

s'installer sur le trottoir avec leur matériel de 

barbecue. A la campagne, les fermiers célèbrent 

la moisson et la fin de la saison agricole. 

Surtout ne manquez pas la prochaine fête du 

calendrier lunaire, le 9ème jour de la 9ème lune, 

soit la dernière lunaison de l'automne, cette 

année le 23 octobre. La Fête du Double Yang 

ou la Fête du Double Neuf (chóngyángjié 重陽

節) car neuf est un chiffre yang. Bien qu’ay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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