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Deventer 26-08-2018和我⼀一起唱荷兰语 

地点：Burgercafe，Bagijnenstraat 9,7411 PT Deventer 

开始时间：15.00结束：16.00⼩小时步⼊入：14.30⼩小时⾄至16:30 

参与是免费的！参与免费或收费！ 

请注意：需要预约/注意：需要预约。 

空间有限！/空间有限！ 

在Deventer 26-08-2018和我⼀一起唱荷兰语 

您想以有趣的⽅方式改善荷兰语吗？在钢琴家/吉他⼿手和唱⽚片的陪同
下，荷兰着名艺术家的六⾸首歌曲将在“与我⼀一起唱荷兰语”中演唱⼀一⼩小
时。每个想要学习荷兰语和/或想要从Dikhout，De Dijk到Kenny B唱
荷兰经典的⼈人都是受欢迎的。 SZD提供钢琴家/吉他⼿手，唱⽚片和歌



词，投影到投影仪上。参与者将于8⽉月26⽇日由艺术家Jos Harmelink，
Harry Brakel，Laura van Nijendaal和叙利利亚Hayyan Mezher陪同。 

这是⼀一个欢快的⾳音乐盛会，适合想要以有趣的⽅方式改善荷兰语的⼈人或
想要在国际公司中唱荷兰歌曲的⼈人。 

带上你的语⾔言伙伴或不不熟悉荷兰语的邻居/男⼈人⼀一起唱歌！ 

计划26-08-2018： 

下午2点30分：⾛走进去 
15.00：开始“在Deventer和我⼀一起唱荷兰语” 
下午4点：可以聊天 
下午4点30分结束。 
      



照⽚片前三个版本 - 然后点击照⽚片进⾏行行放⼤大 

点评28-01-2018开球： 

               

主题26  -  08  -  2018：⼀一起和独⾃自 

歌曲 - 节⽬目26-08-2018： 

巴黎（肯尼B） 
让我拉美⻄西斯（Ramses Shaffy） 
在我身边安静（Dikhout） 
每个⼈人都来⾃自世界（现场） 
我不不能⼀一个⼈人做（De Dijk） 
如果她不不在那⾥里里（De Dijk） 
预约歌曲： 

萨⽶米（Ramses Shaffy） 
⼀一杯咖啡（Vof de Kun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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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ài Deventer 26-08-2018 hé wǒ yīqǐ chàng hélán yǔ 

dìdiǎn:Burgercafe,Bagijnenstraat 9,7411 PT Deventer 

kāishǐ shíjiān:15.00 Jiéshù:16.00 Xiǎoshí bù rù:14.30 Xiǎoshí zhì 
16:30 

Cānyù shì miǎnfèi de! Cānyù miǎnfèi huò shōufèi! 

Qǐng zhùyì: Xūyào yùyuē/zhùyì: Xūyào yùyuē. 

Kōngjiān yǒuxiàn!/Kōngjiān yǒuxiàn! 

Zài Deventer 26-08-2018 hé wǒ yīqǐ chàng hélán yǔ 

nín xiǎng yǐ yǒuqù de fāngshì gǎishàn hélán yǔ ma? Zài gāngqín 
jiā/jítā shǒu hé chàngpiàn de péitóng xià, hélánzhe míng yìshùjiā de 
liù shǒu gēqǔ jiàng zài “yǔ wǒ yīqǐ chàng hélán yǔ” zhōng yǎnchàng 
yī xiǎoshí. Měi gè xiǎng yào xuéxí hélán yǔ hé/huò xiǎng yào cóng 



Dikhout,De Dijk dào Kenny B chàng hélán jīngdiǎn de rén dōu shì 
shòu huānyíng de. SZD tígōng gāngqín jiā/jítā shǒu, chàngpiàn hé 
gēcí, tóuyǐng dào tóuyǐng yí shàng. Cānyù zhě jiāng yú 8 yuè 26 rì 
yóu yìshùjiā Jos Harmelink,Harry Brakel,Laura van Nijendaal hé 
xùlìyǎ Hayyan Mezher péitóng. 

Zhè shì yīgè huānkuài de yīnyuè shènghuì, shìhé xiǎng yào yǐ 
yǒuqù de fāngshì gǎishàn hélán yǔ de rén huò xiǎng yào zài guójì 
gōngsī zhōng chàng hélán gēqǔ de rén. 

Dài shàng nǐ de yǔyán huǒbàn huò bù shúxī hélán yǔ de línjū/
nánrén yīqǐ chànggē! 

Jìhuà 26-08-2018: 

Xiàwǔ 2 diǎn 30 fēn: Zǒu jìnqù 
15.00: Kāishǐ “zài Deventer hé wǒ yīqǐ chàng hélán yǔ” 
xiàwǔ 4 diǎn: Kěyǐ liáotiān 
xiàwǔ 4 diǎn 30 fēn jiésh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