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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颖

专访

光洋小学师生本周六示范
汉字笔画操学华文

沈颖：

不要整天提醒孩子讲华语

对光洋小学华文主导老师沈露丝执教的小
一、小二班同学来说，几乎没有生字是不能掌握
的。他们跟着沈露丝进行汉字笔画操，为笔画设
计不同的动作，再通过手势比划出汉字。
这样学习华文的方式受到学生的欢迎，沈露
丝（47岁）说，学生每天都会嚷着要进行，当她
给学生功课，要他们想想隔天要比划出什么字给
同学猜时，有些华文程度高的学生还会特地学一
些她还没教过的生字，来难倒同学，无形中激发
了他们的求知欲。
光洋小学的华文老师，还把生词以2-2-3的
格式串在一起，让学生跟着耳熟能详的儿歌旋
律，通过2-2-3识字歌卡拉OK把生词唱出来。沈
露丝说，他们在教授每个单元课程时，会先让学
生理解课文，再来通过汉字笔画操教字形，接着
让孩子看以2-2-3格式串起来的生字海报，最后
跟他们一起唱2-2-3识字歌卡拉OK，巩固他们的
学习 。
光洋小学的师生将在本周六（25日）于国家
图书馆举办的首届“母语学习论坛”上，当场表
演汉字笔画操和2-2-3识字歌卡拉OK ，家长也可
当场向他们讨教如何在家里跟孩子一起进行这些
活动。
沈露丝说：“华文教师在教学上是尽心尽力
的，一直在探讨有趣的教学法，目的是提高学生
学习华文的兴趣。家长应来看一下，学习通过不
同方法帮助孩子学习。”

现在许多年轻的家长都接受过双语教育，有一定的双
语基础，假如他们能让孩子从小就意识到没有任何想
法是不能用母语表达的，孩子就会觉得学习双语是再
自然不过的事。
陈能端

王珏琪

本周六首届母语学习论坛
九个免费教育专题讲座

报道

nengduan@sph.com.sg
ongjq@sph.com.sg

自教育部最新一轮的母语教育检
讨报告2011年出炉后，强调“乐学善
和新加坡大部分的家长一样，教 用”的理念已成为母语学习的大势
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十分 所趋。就如沈颖个人采取了促进孩子
关注三个孩子的学习语言过程，而她 自然、快乐学习母语的策略，教育部
培养孩子双语能力的“秘诀”，就是 也试图以不同方式为学生营造活学活
“不要整天提醒他们讲华语”。
用双语的环境。除了设立华文教研中
被李显龙总理点评为精通双语， 心开发实际和有效的教学法，为日后
代表新加坡新一代双语人才的沈颖 的全国考试增添新项目以确保教学和
育有两男一女。她的长子现在就读小 测试能更紧密接轨等，教育部也会在
二，女儿明年上小一，最小的儿子还 星期六（25日）举行首届母语学习论
没满周岁。对于自己如何为孩子打造 坛。
双语环境，她日前接受本报专访时和
这个免费论坛早上10时开始，晚
记者分享说：“我们都希望孩子把华 上6时结束，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届
文学好，但当我们提醒他们要讲华语 时，出席者可以参观29个学前教育机
的时候，孩子会忽然觉得大人为什么 构、中小学、教育部语言中心、国立
这么着急要我把华文学好。孩子产生 教育学院、母语促进委员会、本报属
这样的想法，可能就会影响他的学 下学生报《大母指》和《小拇指》的
习。”
教学展示，以及参与九个专题讲座。
母语学习论坛
沈颖认为，
可说是双文化工作
家长越表现得焦
虽然用英语或华语和孩子讲 小组力促成的。李
急，孩子就越会
话都能达到沟通的效果，但 显龙总理去年在颜
产生很多与学习
无关的心理。比
我会警惕自己不要因为用英 金勇部长所领导的
华社联络组下成立
如他们会故意不
语比较方便就忘了讲华语。
双文化工作小组，
讲华语，看大人
——沈颖 并委任沈颖担任组
有什么反应，又
长。沈颖解释，小
或者是刻意说几
句华语逗父母开心，看父母会给他们 组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现社会上不乏
关注母语教育的人，但他们不一定了
什么奖励。
在她看来，成人对学习华语可以 解学校在这方面的最新动态。
另一方面，教师在课堂上使用的
举出许多“大道理”，但孩子在年幼
时很难理解这些。家长若能从孩子的 优秀教学法惠及学生，而公众和其他
观点出发，培养他们对华文华语的兴 教育工作者可能只有在机缘巧合下才
趣以及从小喜欢这个语言的心态，他 能看到。因此，双文化工作小组倡议
们日后若碰到学习障碍，至少在心理 通过论坛的平台，让关心母语教育的
各界人士有机会交流，同时给教育工
上不会产生排斥。
另外，现在许多年轻的家长都接 作者提意见，进一步推进母语教育的
受过双语教育，有一定的双语基础， 成效。
沈颖说：“我们很高兴这个概念
假如他们能让孩子从小就意识到没有
任何想法是不能用母语表达的，孩子 获得教育部同事的认可，也庆幸得
就会觉得学习双语是再自然不过的 到三个母语促进委员会的支持。论坛
即将开幕，我们希望大家能来看了、
事。
沈颖以自己为例说：“虽然用英 听了，如果觉得有用，我们就定期举
语或华语和孩子讲话都能达到沟通的 行。”
有兴趣参与论坛的公众可浏览
效果，但我会警惕自己不要因为用英
www.mtls.com.sg，了解更多详情。
语比较方便就忘了讲华语。”

辅华中学用TOP原则
教看图说话

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星
期六举行首届母语学习论坛，我希望大
家能来。大家看了、听了，如果觉得有
用，我们就定期举行。（邬福梁摄）

华文教师要以本地人为核心
本地的华文教师人数目前还不能满
足学校的需求，因此教育部必须聘请外
籍教师填补空缺。教育部非常重视教师
是否能与学生顺利沟通，因此他们会继
续在招聘、遴选和培训的过程中，确保
外籍教师能尽快融入本地的语言环境。
近年来，各校的母语部都聘有外籍
教师，一些家长担心孩子不习惯外籍教
师的口音或用词，这也时有所闻。不
过，教育部兼律政部高级政务次长沈颖
说，她其实也常听到不少家长称赞外来
教师，因为他们拥有海外经验和不同的
视野，能为课堂注入丰富的内容。
沈颖强调，教育部看重教师的沟通
能力，因此在甄选外籍教师时十分留意
这点。此外，为了协助这些教师了解本
地的教育和语言环境，以尽快融入本地
社会，新加坡教师学院、新加坡华文教
研中心和华文特级教师都为他们开办预
备班。

母语检讨委员会去年公布报告书内
容后，教育部表示2015年之前，他们将
为学校增派500名母语教师，以加强母
语教师的阵容。随着华语的国际地位日
益提升，市场求才若渴，华文能力强的
学生想必会有更多的就业选择。谈到是
否担忧日后会更难吸引本地年轻人成为
母语教师，沈颖回应道，教育部其实一
直都在和其他行业竞争，这已经是一种
常态。不过，这不表示教育部不关注吸
纳母语人才的课题，相反的，教育部会
密切关注接下来的趋势，并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应对策略。
沈颖解释，语言的学习尤其和生活
环境息息相关，两者之间密不可分，因
此大多数语言教师若不是本地人，教学
的过程就不免会有重要的元素遗失掉。
她说：“华文教师必须要由本地人
为核心，这很重要，所以为了维持这个
本地核心，我们会不遗余力。”

其他围棋强国如香港和日本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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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进入四强，现在能拿到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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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是太意外了。
——新加坡围棋协会
副会长柯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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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进入半决赛。原本我们的目标

!

!"#EF J 

Evelyn Kong 

!"#$%

W Evelyn Kong

跟小学不同的是，中学华文教师更注重听说
读写技能的训练。辅华中学华文教师就效仿新中
学华文教材主张的“先扶后放”的教学精神，通
过“鹰架教学法”，引导学生学习。
主要教中一学生的辅华中学华文教师陈巧慧
（26岁）指出：“对一些学生来说，学习华文是
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他们小学的根基很差。上
了中学他们觉得很吃力，所以上课时会对华文有
些排斥，觉得很难。”有些学生也反映，华文不
实用，他们一般说话时使用的是新加坡式的英
语。
为了让学生觉得上华文课是一件快乐的事，
陈巧慧在课堂上穿插角色扮演、游戏教学和小组
活动，跟学生沟通时常穿插比较多正面的话语，
称赞鼓励他们，她也利用一些比较幽默的句子帮
助他们学习词语。
在提升学生的听说读写技巧方面，陈巧慧就
采用鹰架教学法，例如在学写作文的初期，给予
写作大纲，引导他们写作，最后让学生独立完成
文章。在看图说话方面，辅华中学华文教师设计
了TOP原则（Theme－主题，Observer－旁观者，
Participant－参与者），学生在看图说话时，就
能利用这三个重点，来形容图片和提出他们的感
想。
母语部还会举行一系列的活动，如戏剧表
演、阅读明星、改编歌词等，增加学生在课堂外
能使用华语的机会。
陈巧慧指出，不能靠学校单方面的鼓励学生
学华语，家长在家也得鼓励孩子用华语交流，孩
子华文考得不错时，更应该称赞他们。

: (65) 6593 5284 : (65) 6223 8667 : evelynkong@ahd.com.sg
37 Middle Road #05-00 Uweei Building Singapore 188946 : www.ahd.com.sg

世界智运会围棋赛
我队夺团体铜牌
我国围棋队对垒俄罗斯队时，气氛紧张。

（围棋协会提供）

苏文琪

报道

suwenqi@sph.com.sg
我国围棋选手昨天在法国里
尔（Lille）举行的第二届世界智
力运动会，力拼中华台北和俄罗
斯高手，最终获得团体赛铜牌。
我国代表团在初赛以四胜一
负的好成绩，在乙组总积分排名
第二，和第一的中华台北二队一
起进入半决赛。甲组打入半决赛
的是中华台北一队和俄罗斯队。
初赛时，新加坡队曾胜中华台北
一队但输给了捷克队。
接着，新加坡队在半决赛又
碰上中华台北一队，对手有个人
赛冠军的赖宥丞，亚军的郭乃福
和第四名的洪新维。新加坡队虽
然以3比0败下阵来，当中有两盘
棋的目数差距非常小，仅有0.5
目，可谓虽败犹荣。
铜牌赛也是一场硬仗，俄
罗斯是欧洲队伍当中最强的一
支，队员有欧洲围棋冠军伊利亚
（Shikshin Ilya）、个人赛第七名

的奥利格（Oleg Mezhov）和第13
名的苏林（Dmitry Surin）。
我国年纪最小的选手柯杰晖
（14岁，华侨中学中三）最先战
胜奥利格，为队伍赢得优势。接
下来陈嘉成（27岁，半导体工程
师）不敌伊利亚，将比赛打成1比
1平手。幸亏张翔（23岁，南大航
天工程系三年级）在一番苦斗后
赢了苏林，成功为新加坡拿下一
枚铜牌。

第二枚世界智运会奖牌
目前人还在法国的新加坡围
棋协会副会长柯金章接受越洋访
问时表示，参赛选手的水平不少
已达职业棋手的等级，我国能夺
下这面铜牌相当不容易。
他说，其他围棋强国如香港
和日本都未能进入半决赛。“原
本我们的目标只是进入四强，
现在能拿到铜牌真的是太意外
了。”
这是新加坡第二枚世界智运
会奖牌，我国国际象棋选手章钟

曾在首届世界智运会上获得男子
组铜牌。
本届世界智运会从本月9日举
行至23日，来自140个国家和地区
的近4000名运动员参与桥牌、围
棋、国际象棋、国际跳棋和象棋
五大项棋牌类智力运动项目。
其中围棋比赛只有业余棋手
参加，包括男子个人、女子个
人、团体、混双和21岁以下青少
年等项目，共有30个国家的290名
代表角逐奖牌。柯杰晖和另一名
我国选手廖子辉（16岁，华侨中
学中四）在接下来几天会参加21
岁以下青少年比赛。
世界智运会由国际智力运动
联盟发起，2008年首次在北京举
行。该联盟自2005年4月成立后，
提出了举办智力奥运会的初步设
想。国际奥委会对此表示支持，
并希望先行举办世界级的智力运
动赛事，以弥补这项运动没有国
际性综合赛事的空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