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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9年陈嘉庚老先生、1920年林义顺老先生任华侨中学

第一和第二届董事长至今，华侨中学在历史的长河中走

过了91年，董事部历经时代变迁，但其办学理念与历史使命始

终未变。

从当年英殖民地时期的建校筹钱，到如今通过管委会参与学

校的管理，现任董事长李喜隆接受本刊专访时指出，董

事部铭记先贤的创校精神，一脉相传。

他说，董事部就如家长，责任是把孩子们团结起来，

把共同的文化和内涵连接起来。

“华中大家庭有华侨中学、华中国际学校、华中和

华初校友会以及华中颐年俱乐部，董事部的任务就

是让大家庭的成员步伐一致，促进彼此间的沟通与

了解，并通过华侨中学管委会和华中国际学校信托

管委会，参与学校的管理，为学校作实际的工作。”

他认为，华中学生之所以都会回到学校服务，是因为学子们都深受饮水思源、己利利人、

己达达人等传统文化所感染。

学习是塑造人格的过程，只有个性稳定、心胸宽广、不怕吃苦、懂得反思，学生日后踏入

社会工作，才能成为真正有用的人才。

“华中的历史就是一部有起有落、从辉煌、沉落再到绝地兴起的历程，因此，华中人在做

学问时，不但要自强不息，还要不怕犯错，勇于反思反省，痛定思痛，才能成为有学问有

内涵的人。”

“自强不息”就是华中大家庭重要的内涵。李喜隆认为，国家、企业、学校、家庭和个

人，只有各自自强不息、有抱负，才会得道多助，才能充分有效地善用别人的协助来解决

问题。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大家庭的和谐精神，抱着求同存异的想法，大家庭的根基就很

难维持下去。

华中和国际学校求同存异

他举例说，华侨中学和华中国际学校有不同的办校方针、资金来源和行政体系，但如果没

有相同的办学理念与大家庭精神，两校就难免会有摩擦而不是相辅相成。

他说：“当华侨中学着力培养国家未来的科研、商政领袖时，华中国际学校则因五湖四海

的学生背景织成巨大的网络，协助把华中推向世界的舞台。”

李喜隆直言，没有华侨中学的大树，华中国际学校不可能办得起来。因此建校之初，就定

下国际学校是华中大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沿用同样的校歌、“自强不息”的校训及大

家庭的理念和精神。

“对于董事会来说，华中本校和国际学校一个是手心、一个是手背，两者之间既是同体却

又是有区别的。”

传承华中大家庭的
和谐精神
访华侨中学董事长李喜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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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华中集中培养学生的科研文化，鼓励部分学生踏实

做科研研究，部分学生做工商专才，有些则培养成为国家

的政治领袖。

但华中国际学校却不一样，今年的中一新生来自阿拉伯、

美国等16个国家，而学生们多出身自外交官、企业家等家

庭背景，日后在世界各地从商从政的机会大，这对华中大

家庭的网络将起着深远的影响。

李喜隆说：“学生们在一起接触不同的文化和想法，包容

性要很大；今年宿舍建成后，超过50％的学生将住进宿

舍。如果他们能一起生活六年，不仅有利于塑造人格品

性，也能促进外国学生了解本地文化，与本地学生建立深

厚的友谊。”

谈到华中国际学校的发展，李喜隆说，拥有丰富经验的杜

辉生校长和历任国际学校校长都为这个“新生儿”倾注了

心血。

从2005年建校初期的三间教室、90名学生、由华侨中学

本部借调老师任教，到如今完全拥有自己的校舍、36间课

室、480名学生和近70位教职员，华中国际学校一步步走

来，如今已迈入第七个年头。去年11月中旬，原教育部课

程发展署副司长许进源接掌校长一职，继续传承百年树人

的理念。许校长学历丰富，为人谦虚，又有多年基层工作

的经验，国际学校有了他，真乃锦上添花。

华中国际学校灵活的教育制度，新颖的课程安排，为海内

外学生创造良机，激发他们接触多元文化价值。

华文是国际学校的必修课。面对一些新加坡学生提起华文
就“没兴趣”的现实，华中国际学校起初把华文列为必修
课时，曾一度担心海外学生是不是会产生抗拒心理。

结果出乎意料，尤其是从印尼、韩国、阿拉伯等国家来的

家长们，非但不反对，而且还很开心学校把华文列为必修

课之一，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有机会学到华语，而后搭上中

国和平崛起的快车。

李喜隆说：“有印度来的学生，还主动提出要多学一些，

要求老师多教一些课程以外的华语；而通过华文学习，学

生可以对中华文化有一定的了解；而华中国际学校也在短

短六年内，在英国剑桥国际中学教育普通证书  (IGCSE)  华

文第一语文、华文外语会考中，缔造了三项全球第一的纪

录。”

2009年，学校开办IB大学预科  (Diploma)  课程。去年，首

届IB考生100％成功考获大学预科文凭，平均分数是33分，

也有学生考获39分的高分（满分是45分），成绩最亮眼的

要属华文科，平均分6.8分（满分是7分）。

李喜隆说，拿IB课程来说，学校要定期把IB的作业送到校

外评估，学生的专题作业不是“做秀”，而是实实在在提

出解决方案。比如，学生去贫困国家或地区访问时，需要

在作业中列出自己在协助他人的过程中，有何心得与体

会，且能懂得怀抱感恩惜福的心，珍惜所获得服务的机

会，用心付出，充实自己。

去年起，书法和围棋被列入正规课程，学校邀请这方面的

专才或团体授课，训练学生的逻辑思考、专注力。

设奖学金鼓励圆梦

为协助希望体验灵活教育制度，却又经济拮据的学生圆

梦，董事部与信托委员会去年决定携手开展奖学金计划，

希望先筹措1000万元作为奖学金，让海内外社会不同阶层

的学生都能有发挥潜能的机会。

目前，华中国际学校的学费介于每个月1500元至1700元，

李喜隆表示，奖学金的初衷就是要让家境清寒，但学行优

良或有特殊才能的学生，也有机会到国际学校就读，并展

现才华。

据了解，学校已去中国和本区域等国家推介华中国际学

校，希望成绩好但家境负担需协助一臂之力的学生，一样

可以到华中国际学校求学。

“学生在每个阶段的发展不一样，除了颁发奖学金给海外

学生外，我们也会考虑给本地学生，至于每年颁发多少份

额，目前还没有定数，但确定的目标人数为学生总人数的 

8％至10％。”

华中国际学校希望在两三年内，把学生人数提升到800至

1000人。 

最后，李喜隆表示，华中大家庭之所以能如此生机蓬勃，

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历届校长。一大批无私忘我的老师队

伍，以及无数参与董事会、管委会与校友会实际工作的校

友和义工，他们本着爱我华中的精神，辛勤苦干，才能取

得今日辉煌的成绩。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志愿工作者当中，也有好些是非华中

毕业生，但他们都能以开放的胸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董事部对此表示十分感激，并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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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浩于1965年毕业于

华侨中学，他的出

身不算富裕，加上当时新

加坡尚处于动荡的年代，

但是凭着很强的求知欲，

林浩完成了高中教育。数

年后，林浩以优异的成绩

从大学毕业，并获得出国

深造的机会，1975年他在

英国取得博士学位，随后又在1980年获得了世界气象组织

青年科学家研究奖。目前，林浩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

教，也是国大淡马锡实验室主任。

您当初为何会选择来华中学习？

答：我小学毕业时，大家都说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是好学

校，成绩比较好的学生可以叫校长写推荐书……我也忘记

了当初是否有入学考试，还是其他的什么过程，反正那时

读书不像现在那么紧张。我小学念的是华校，所以自然而

然地会去华中念书。 

您可以谈谈在华中的学习生涯吗？

答：当时初中的学科除了英文外都是用华文教的，而到高

中时除了华文、所有理科都用英文课本。我不住校，所以

不像其他住校的同学那么了解学校生活。华中校园给我的

印象就是大，有很多地方可以让学生“探险”。当时我住

在小坡，每天会搭  green bus，也就是现在的170号巴士上

学。若赶不上的话，就改搭“霸王车”（一种私家车）上

学。

华中哪位老师让您印象特别深刻？

答：我很幸运，在中学时遇到一位很出色的英文老师，我

至今还记得他。当时在华校教英文是很难的，但他启发了

我，启发我学习英文的兴趣。

华人的优良传统值得保留，而曾经担任陈嘉庚青少年
发明委员会委员的您擅长的科技领域却是经常提倡“
创新”的。请问您觉得应该如何平衡传承与创新？

答：我并不觉得这两者有尖锐的冲突。因为创新是建立在

传统上的，只有对传统了解透彻的人才知道哪里值得创

新。没有传统作为基础的创新往往会误入歧途，在一些皮

毛的问题上兜圈子。

林浩教授
您最常阅读哪一类书籍？

答：我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小时候，我喜欢读小说和

各国名著，比如说法国、苏联和中国的名著。我也喜欢

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觉得一般的武侠小说脱离现实，主

角的挣扎也很肤浅。名著对人物的剖析和对时代背景的描

绘比较深入，所以对人比较有启发。我在华中，为了多读

好书，去当图书管理员。虽然很多书中的道理当时不甚了

了，但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慢慢有些了解，而且形成我的

世界观和人生观。

身为教育工作者，您心目中理想的教育是怎样的？

答：教育的范围实在太广了。如果说要培养一个好的科学

研究者，是没有捷径的。只要学生对某个领域有兴趣，我

们就要把他们的潜力完全开发出来。有些时候在硬件上的

过分投资未必会有好结果，例如说教数学是不可照本宣科

的，我们必须要帮学生走出理解数学的第一步。通常这一

步是很慢的，但一旦理解后便会事半功倍，学生学会思

考，就会主动去寻找答案，这样才能成长。死板的教学培

养出很多高分但不见得有心得的学生。学校应该以人为

本，教育应该是无私的，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学校的排

名之类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提供学生最大的帮助，让他

们领略学习的快乐。

华中即将迎来92周年校庆，您对母校有什么祝福吗？

答：我祝福母校“自强不息”。华中一直是公认的好学

校，希望越来越强大的华中仍要自强不息，精益求精。

记者小语：

这是我第一次会见林教授，访问是在他位于国大的办公室

里进行的。他担心我在校园里迷路，在访问前还特意给我

发了一封电邮，上面非常详细地列出办公室所在，不料我

还是迷路了。林教授得知后，二话不说驾车亲自来接我。

身材瘦削的他在谈话中，无时不散发出科研工作者的聪敏

与专注。在整个访问中非常配合我，就连我自己想请教他

的问题，他也很乐意地回答。采访结束后，我深感林教授

的一席话教育了我。而他的谦虚与踏实等品德，比起他在

科研界的成就，更值得我们这些生活在冷漠现实社会中的

年轻人学习。

走在科学前沿的华中人

2010年毕业 ◎王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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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佩玲医生是资深专科牙医，目前除了是一所私人专

科牙医诊所的合伙人，也同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牙

医学院担任教职，是修复科的副教授。初次见到罗医生，

她给我的感觉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她以牙医的敏

锐观察，一眼就看到我那不很整齐的牙齿，很热情地向我

提出矫正的方法。话匣子打开后，健谈的罗医生便滔滔不

绝，和我分享她过去的回忆及未来的理想。

罗医生，请问你是华初哪一届毕业？

我是华初第五届学生，在校时是1978、79年。

离校至今已超过30年，你是否还记得上课的情景？

当然记得，华初那两年对我来说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段时

光。由于当时的语文政策，学校明显地分为英校和华校，

上课时也分别用英语和华语授课。我从小念华校，在华

初自然就去了华校生的班。我还记得是CS9，即  Chinese 

Science  第九班。我选修经济学、数学、生物和理化，当

时物理和化学还是一门综合学科，称为理化。我从中学开

罗佩玲医生
始就很喜欢生物，所以上高中就继续读这科。然而，我记

得自己学得特别费力，因为中学时都用华文学习所有的科

学科目，高中时全换成英文，尤其是生物的英文名词和拉

丁文学名最具挑战，有时候转换不过来。我记得高中那两

年，每天早上我都会跑到“天堂”去，苦背陌生的生物名

词，至今还印象深刻。

除了上课，你当时参加了什么课外活动？

我受父亲的薰陶，从小学习书法，自然地加入书画社。其

实，我从小就对美术和书画深感兴趣，但是上高中以后功

课繁重，结果被迫放弃美术，这让我挺难过的。但我坚持

参加书画社，就是要继续接触艺术。另外，我从中学到高

中的合唱团活动让我能在歌声中享受群体生活。此外，我

还参加壁球班，我并不是很会打球，只是抱着学习的心态

去参加。我还记得教体育的符致奖老师一直训斥我们打球

的手法不对，说打球时手腕关节一定要锁住，而我们打球

的样子都像在炒菜，非常滑稽。

罗医生，校园哪一角落让你最难忘？

30多年了，校舍的改变在所难免，但是我并不太难过。因

为学校还在，而且还在原来的地址。校园里，唯一变化不

大的是食堂，还有食堂后面那棵高耸茂盛的大树。那时好

多同学都喜欢在树下庆祝生日，大家对那棵树不仅印象深

刻，还有一份浓厚的感情。

离校多年，你觉得华中精神和校风对你有什么影响？

说到华中精神和校风，我无法具体说出那是什么，总之是

我心中那种深深的眷念之情。尤其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我

们有共同的回忆，有很强的凝聚力，30年过去了，我现在

仍然在周末，跟当年书画社的朋友一起回校参加书法活动。

大家都很怀念华初的岁月，那时结下的友情是那么牢固。

你毕业后，依然不忘母校，并回来为母校服务。你希
望孩子来华中读书吗？

当然希望，但是我不会太逼孩子用功读书，看他们自己的

造化吧！能进华中最好，不能也没关系。我认为把孩子逼

得太紧，反而会弄巧反拙。学生在校的十五，二十年应该

是快乐，健康地学习，塑造健全人格的阶段。

访华中管理委员会委员兼华初校友会会长

2010年毕业 ◎许洺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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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高亚思校长的时候，她是卸任不久的南侨中学校

长，是福建会馆的执行委员，参与教育组的事务。近

年来，在华中校友会为母校退休老师举办的宴会场合，才

发现原来高亚思校长曾在华中执教12年，深获同学爱戴。

一个炎热的上午，依约到高老师在实龙岗花园住宅区的住

所，她依然穿着旗袍和长筒丝袜，就像过去当南侨校长的

打扮一样端庄。话匣子打开了，高老师坦率、诚恳地讲述

她的人生道路。

高老师与许多早年从中国南来的华校教育工作者不一样，

她是本土的，从马来亚到中国受教育，然后回返马来亚。

高老师祖籍福建晋江，1922年诞生，在柔佛州麻坡长大，

在麻坡化南女校念小学及初中。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

变”的那一年，她负笈到福建集美中学念高中。他们这一

代人在国难时期念书是很不容易，崎岖曲折的。

她说：“我们念完了高一后便停课，集中到乡下去，在永

春办民众学校。那时候福建沿海被日军占领，学校都撤退

到内陆的乡村去。”高老师等在永春执教一年后便回到集

美中学继续学业，那时候的集美中学搬迁到安溪。

高亚思老师的华中情
◎区如柏

身为成功的职业女性，你是怎么兼顾家庭和事业呢？

其实我算很幸运，一直不觉得家庭和事业难两全。尽管我

的工作很忙，但是家庭生活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家里

的长辈和我先生很支持我，很了解我对工作的热忱。孩子

小时，我都尽量在家用晚餐，陪伴家人。现在，我想是因

为孩子都蛮大了，虽然，有时很晚回家，家人都能谅解。

请问华初的两年教育对你今日的事业有什么帮助吗？

我感激母校的栽培，让我有机会打好学问的根基，塑造正

确的人生价值观，让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平稳踏实地一路走

来。华初给我的理科教育十分扎实，其实我更感激的是母

校巩固了我的华文基础，让我掌握华文、华语，我认为这

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财富。

你目前是学校管理委员会的一员，对于学校的未来有
什么期望？

我最希望的就是看到学校继续保留华校的传统和文化底

蕴，督促学生好好学华文，记得自己的根。我觉得这方面

是现在最需要加强的。

身为华初校友会会长，你在未来几年有什么计划？

校友会一路来都希望能和更多的校友有互动，打算积极招

募新会员，我们的历届校友在各行各业有所成就。校友会

可以成为一个平台，帮助学弟妹在选择大学或科系感到彷

徨时，找工作或实习机会时，给予一些辅导和帮助。校友

会希望可以安排刚毕业的年轻校友在轻松的气氛中和在职

校友交流学习，实现自己的理想，从中也扩大人脉网络。

校友会也计划为各个年龄层的校友举办他们有兴趣的活

动。另外，我希望华初校友会助学金筹款活动能达标，继

续为有困难的在籍同学提供一点财务上的资助。我觉得校

友加入校友会，要有心理准备：这是一个非盈利机构，付

出的跟得到的不一定成正比。我们都是出自对母校的感恩

和关怀，觉得做人要饮水思源，才加入校友会的。

最后，你对学弟妹有什么忠告？

我的忠告是时时心存感激，努力学习，热爱生命和生活。

你们都会有灿烂的人生，要记得反哺和回馈社会。

下转第6页  

高中毕业后高老师进入厦门大学修读化学系。当时厦门已

经沦陷，厦大搬迁到福建长汀。她说，长汀常常被日军军

机轰炸，他们投下燃烧弹，有一次，整条街都被烧掉了，

幸好厦大靠山，没有遭殃。



6

华 岭 探 索

她说，那个年代虽然动乱，国家对教育还是很重视的，大

学搬迁到内地去。厦大在厦门尚未沦陷之前，将图书和仪

器搬迁到长汀。他们在龙眼树下或沙滩旁边上课，校工煮

大锅饭给大家果腹。

患难成知交，同学们的感情很好，印尼富商李尚大（已

故）和陈秀锦（前新加坡大学图书馆主管人员，已故）是

她同班的同学。

1945年厦大毕业后，高老师到第一侨民师范执教。她说，

这所师范是特地为海外华校培养师资的学校，抗战时期设

在长汀，她上任时学校搬迁到漳平，她在漳平执教了半年

后又随着学校搬迁到厦门。她修读化学系，可是化学的课

程不多，她只好教数学。

1946年中国与新马的轮船已经通航了，高老师离家已经九

个年头，她归心似箭，搭船回返麻坡与家人团聚。

回返家园后，她在当地的中学执教，1948年她与潘金顺老

师缔结连理。

1957年，潘金顺与高亚思夫妇南下新加坡，他俩认为新加

坡的工作环境比较好，便接受华中郑安仑校长的聘请到华

中执教。她说，与他们一同从麻坡来华中执教的还有徐其

礼与林仪贞夫妇，以及谢瑞群五人一同到华中校园来。

潘金顺与高亚思决定到华中执教时便准备在新加坡定居，

他们决定在实龙岗花园区买下房子，此后就没有搬迁。

她说，由于化学的课程少，她仍旧以教数学为主，潘老师

则教历史。

回忆当年在华中的教学生涯时，高老师说，华中是一个很

好的学习环境，虽然那个年代有些学潮，但是同学们还是

讲道理的。她说，“遇到学生罢课的时候，我还是到课室

上课，不论人数多少，我照教不误。”

她说：“郑安仑校长会检查教师的作业，他很惊讶我给学

生的作业太多，我总觉得熟能生巧，学生做习题多了，对

他们的数学成绩是会有帮助的。”

后来，教育部颁布条例，夫妇俩不能在同一所学校执教。

潘金顺与高亚思夫妇同在华中执教，每年都要请郑校长代

向教育部申请，不是长远之计。

有一天，高老师从报章上看到一则福建会馆刊登的征聘广

告，内容是福建会馆属下的南侨中学要聘请校长，原因是

原有的林芳兰校长将要退休。

其实，高老师从中国回来初期，恰是南侨女中创办初期，

校方曾有意聘请她当主任，为了与家人团聚，她婉拒了南

侨而留在麻坡执教。

看了聘请广告之后，她随即投函申请，1969年高老师当

了南侨校长后生活就更加忙碌了。过去在华中执教时，潘

金顺老师开车，两人一起到学校，转到南侨后，她面对很

大的交通困难。一年后，她下决心学开车，考到驾车执照

后，自己开车到南侨去。那时候，南侨刚刚从基里玛路（即 

羽球馆路）迁回原址金炎路。南侨有中小学，学生家长很

早就送孩子到学校，然后去上班，因此，她必须清晨六时

出门，六时三十分到学校，开始一天的工作。

高老师在南侨主持校政长达17年，直到1986年才退休。

她说，重建后的南侨是为小学到高中而设计的，它有4个讲

堂，48间教室，设备完善。可是当时遇上中学从三三制改

为四二制不久，本来南侨的高中成绩是很好的，由于没有办

高中，必须录取更多中一学生，因而影响了南侨的成绩。

谈到在华中执教12年的感受时，她说：“有个学生没有交

作业很久了。我只是对他说，好久不见了，他便领悟到自

己没有交作业。”还有个学生对她说：“从前，你骂过我

的。”但是这个学生每年都送礼物给我，感谢当年我对他

的教诲。

高老师和潘金顺老师育有两个儿子。可惜潘老师已在1992

年辞世。大孙女在英国已经结婚了，有个五岁的孩子，她

已经是曾祖母了。

高老师非常勤劳。1969年她的家婆辞世后就没有请女佣，

里里外外一手打理。退休初期还负责督促孙女做功课，到

媳妇的服装店帮忙。也担任福建会馆的教育组工作。近十

年来，孙女长大了，她在福建会馆的义务工作也退休了，

名符其实是退休在家。

她说，华中校友有个尊师重道的好传统，每年校庆，退休

的老师都受校友会邀请出席校庆晚宴。退休后，一些旧同

事和学生常拨电话来或来探访她。

她虽然已届88岁，行动自如，自己做家务，出外购物，搭

巴士或地铁都不成问题，可以说是真正的“乐龄人士”。

高亚思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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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31日（星期日）上午，我受邀在华中校友会

主办的讲座上谈有关新加坡历史的几个问题：一、新

加坡历史不是只有百多年；二、新加坡在1824年才正式成

为英国的殖民地；三、莱佛士是个倒霉透顶的悲剧人物；

四、新加坡被日本统治是三年六个月而不是三年八个月。

我着重讲的是莱佛士。以下是我讲话的摘要：

一直听很多人说，新加坡的历史只有一百多年，这种说法

尽管荒谬，却很有“市场”，连社会上一些地位很高，影

响很大的人物也经常这么讲。久而久之，人们脑海里就根

深蒂固地以为，我们的历史是从1819年莱佛士登陆那时算

起的，似乎莱佛士来之前新加坡没有历史，这种观念既不

合逻辑，也不符史实。

早在14世纪新加坡已是个商港

从福康宁山、旧国会大厦地下、政府大厦草场等处出土的

大量文物已经证明，新加坡早在14世纪已经是个商港，那

就是说，新加坡早在600多年前已经开埠，莱佛士1819年

来新加坡开辟与建设商港，那只能说是第二次开埠。

新加坡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并不是从1819年开始，那年莱佛士

与柔佛王朝签订的是租借新加坡作为商站的条约。到1824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与柔佛王朝才签订条约，将新加坡永

久割让给英国，新加坡这年才正式成为英国的殖民地。

新加坡被日本统治是三年六个月，而不是很多人一直以为

的三年八个月。三年八个月的说法是从1941年12月8日日

军从北马登陆那时算起，而新加坡是在两个月后，即1942

年2月15日才沦陷的，到1945年8月底日本结束对新加坡的

军事占领与统治，新加坡的日治时期（昭南时代）是三年半。

但现在仍有很多人坚持说新加坡日治时期是三年八个月。

历史叙述有整体性与局部性两个方面，就整体而言，日本

对马来亚地区（包括新加坡）的占领是三年八个月，这点

没有错，就新加坡局部而言是三年六个月，这样的表述也

许更为准确恰当。

莱佛士是个悲剧人物

一般人心目中的莱佛士无非是：一个为大英帝国取得新加

坡这块宝地的功臣；一个眼光远大，在180多年前已经看到

新加坡前景无可限量的开埠先驱。 

莱佛士之所以在新加坡家喻户哓，原因之一：以莱佛士

名字命名的街道、学校、场所、组织、建筑物多到难以计

算。不仅这样，明古连街是纪念19世纪初他当过明古连（在 

◎韩山元

苏门答腊岛西部）总督。跟莱佛士有密切关系的人，也有

一条路或一座山纪念他。奥丽菲亚路  (Olivia Road)  纪念

的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第二任妻子苏菲亚  (Sophia)  更威

风，靠近史丹福路与实利基路交界的那山丘，就以苏菲亚

为名。索美塞则是纪念莱佛士的好友索美塞公爵夫妇。 

然而，这只限在新加坡，回到“祖家”，他背后的光环就

暗淡了。一些英国史家笔下的莱佛士，是悲剧人物。他为

大英帝国编导了一部部喜剧，自己却上演了一齣齣个人悲

剧。从1819年开拓新加坡，到1824年新加坡永久割让给英

国，是他为大英帝国奋斗的高峰，也在这时期，他4个子女

病死的病死，夭折的夭折。 

1824年2月，带着丧子之痛的莱佛士夫妇乘“荣誉”号大

船，从明古连回国。船上满载他10多年来在东南亚收集的

珍贵动植物标本及文物，当时市值约是20万到30万英镑。

没想到启航后第二天，船被大火焚毁，多年心血就这样付

诸一炬。他与夫人及船员仓惶乘救生艇逃生，最后两手空

空回到英国。 

狼狈回到英国，官没了。人家是无官一身轻，而他却是“无 

官一身重”：辞官后负了两万多英镑的债，债主竟是他拿性命

为它打天下的东印度公司（英国政府的外派机构，负有开

拓殖民地的使命）。史家称这是一笔糊涂账，一部分是莱

佛士任明古连总督时透支的薪俸。两万多英镑在100多年前

可是一笔钜款。 

莱佛士当东印度公司的小书记时，年薪只有70英镑，加上

津贴，总共不到100英镑。升为槟城（当时称威尔斯亲王

岛）总督府的副秘书时，年薪1500英镑，他欠东印度公司

的钱，得用14年薪俸才还得了。东印度公司在他生前紧紧

追债，1826年他死后（年仅45岁），公司还不甘休，继续

向他的遗孀追讨。 

东印度公司对待大功臣的态度，有人会用中国的老话“飞

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来形容。但细想一下，

问题有另一面：英国人讲究规章制度，莱佛士透支了薪

俸，就得补偿。是是非非，要看你用的是什麽标准，用英

国人的标准就得照章行事，用东方人的标准就要讲人情，

网开一面。 

对于莱佛士的悲剧性一生，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评论与分

析，有一点应该是没有异议的：人们容易看到的是名人光

艳耀眼的一面，他们背后阴暗、悲苦的一面总是看不见。

所以，人们看到的名人往往是不完整的。

在华中校友会主办讲座上的讲话摘要

的几个问题
厘清有关新加坡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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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ed in 1919, Hwa Chong Institution (HCI) is 

a trailblazer in the Singapore education landscape. 

Excellence and innovation are at the heart of HCI’s success. 

This spirit is encapsulated in the motto: Zi Qiang Bu Xi (自

强不息). The sense of enterprise and daring, honed over the 

years, has availed HCI the foresight to identify and seize 

opportunities in this era of rapid change.

HCI has pioneered many strategic innovations. These include 

launching the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in 2004; becoming 

the first mega-school via merger in 2005; setting up the Hwa 

Chong-Beijing Satellite Campus, the first of its kind, in 2007; 

as well as becoming the first Independent School selected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be a ‘School of the Future’ in 2009; 

and awarding the Hwa Chong Diploma in the same year. 

All these initiatives are milestones in HCI’s journey towards 

becoming a Global Academy, which is in turn fuelled by the 

Institution’s mission to develop leaders for the nation. 

Sheer innovation is insufficient; quality staff, processes and 

infrastructure are vital for these ground-breaking practices to 

propel the institution forward. HCI staff are pivotal change 

agents. Dedicated staff constantly survey the horizons, while 

taking stock of the existing practices, so that HCI continues 

to ride on the crest of the next wave of change. 

Apart from outstanding staff, HCI students have excelled 

on the world stage. Between 2009 and 2010, nine HCI 

alumni topped their cohorts at Harvard, Princeton, Oxford, 

Cambridge, King’s Colleg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and West Point. Today, HCI is a leading 

school with 20 World Championships in various global 

competitions, from future problem solving, creativity, team 

building, mathematics, to entrepreneurship.

Awards and accolades are happy outcomes of the passion 

and ownership that epitomise the work done in HCI. In 

2009, HCI was featured as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schools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 years after 

the launch of the Hwa Chong Diploma, over 19 leading 

universities have welcomed the new certification, including 

Brown, Columbia, Harvard, Yale, Imperial College, and 

Warwick. Besides, China’s top three universities – Peking, 

Tsinghua and Fudan – award full undergraduate scholarships 

to selected Hwa Chong Diploma holders. The school has also 

extended its network of partnership – with leading schools,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global companies – to 16 

countries across 4 continents, winning the MOE Partnership 

Award (Outstanding). These partnerships and honours 

validate the efforts of HCI and attest to the strength of HCI’s 

programmes. 

For achieving world-class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HCI is the first GCE A-Level IP School in the 

country to be awarded the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in 2010.

Moving forward, HCI will continue to be a pioneer, pillar 

and partner in the education landscape in Singapore and 

beyond. 

Dr Hon Chiew Weng, Principal, HCI, 
receiving the SQA trophy from Mrs Lim 
Hwee Hua, Minister, Prime Minister’s 
Office and Second Minister for Finance  
and Transport 

HCI staff with Board of Directors (BOD)and Board of Governors (BOG)
First row: (2nd from left): Dr Loh Poey Ling, President,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lumni; (4th from left): 
Mr Ted Tan (Member, HCI BOG ); (5th from left): Mr Lee Hee Long, Chairman, HCI BOD; (7th from left): 
Mr Desmond Ong, Chairman, HCI BOG; (8th from left): Dr Soon Kong Ann, 2nd Vice-Chairman, HCI BOG
Second row: (7th from left): Mr Lim Boh Chuan, 1st Vice-Chairman, HCI BOG

Hwa Chong Awarded S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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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I is amongst the three organizations awarded the 

2010 SQA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SQA winners are 

accorded the award based on their outstanding management 

systems and superior performance & results. The winners are 

also referred to as “world-class” organizations, as the SQA 

is benchmarked against international quality awards such as 

the Malcolm 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 the European 

Quality Award and the Australian Business Excellence 

Award. HCI is now placed in the same league as PUB, URA, 

Qian Hu Corporation, LTA, SPF, STEE, Conrad Centennial 

Singapore and The Ritz Carlton.  HCI’s achievement is all the 

more notable as the school has been accorded the award on 

its first application.  

Hwa Chong has benefited much from the SQA journey, 

which started more than a year ago. It has compelled the 

school management to thoroughly examine and consolidate 

their thinking about its school mission and values, its growth 

strategie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Singapore’s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nd how HCI systems, key processes 

and flagship programmes interconnect and collectively 

nurture students to be bicultural leaders. The SQA exercise 

has enabled the HCI communit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xistence of Hwa Chong. The experience and the feedback 

from the SQA assessors will now help the school leaders 

prepare for the next five-year strategic plan.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Hwa Chong Institution (HCI) was one of four institutions 

that won the coveted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SQA) in 2010, marking its coming-of-age in business and 

organizational excellence. It is the second school, after 

Anglo-Chinese School (Independent), to be conferred this 

prestigious award. 

Looking back at HCI’s journey to the award,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recounted that even way before HCI was 

created from the 2005 merger between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to run a six-year 

“through train” integrated programme,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had already been exploring what it would take to 

make it a “world-class” one. It had looked towards various 

institutions for best practices – not just educational ones (lik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ut also commercial ones (like 

Google). In the end, what made HCI stand out among others 

to clinch the SQA was not solely good grades and solid links 

and partnership with other world-class institutions, but its 

unique bi-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me, which is aimed at 

producing bicultural leaders who are able to strike a balance 

between “tradition and innovation”, and also “forward 

looking but yet cognizant of traditional heritage”. 

HCI’s bicultural programme is focused on grooming students in 

a “borderl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his was embodied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 
another milestone achievement for Hwa Chong Institution

firstly in developments like the Hwa Chong – Beijing Satellite 

Campus, which was set up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more 

holistic environment to study a Chinese curriculum, instead 

of short-term and superficial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mes. 

And HCI has been looking out for opportunities to set up 

similar Satellite Campus in other locations such as the US 

and India. In the meantime, HCI works with more than 100 

partners in 16 countries to tailor and offer its students more 

opportunities of “borderless” programmes. For instance, 

while some HCI students are taking in lessons on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s at the Beijing Satellite 

Campus, another group would be in Shanghai learning 

business processes there, while yet another group might 

be in the Virginia Academy of Sciences in the US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ology.

Another manifestation of a “borderless learning environment” 

is in breaking down boundaries between disciplines. A 

specific programme HCI has developed in this respect is 

the “Projects Competition”, which Dr Hon stressed would 

present a total transformation of how project work is 

conventionally done in schools. HCI has started such work 

in the mid 1990s, even before its 2005 creation. Project 

scopes are not based on specific subjects or disciplines but 

encompassed broader themes like creative arts, math and 

Continued on pag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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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comm,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ntions. According to 

Dr Hon,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such learning from as soon 

as they are enrolled in HCI. Lower secondary students will 

fiddle with ideas and conduct experiment using in-house 

labs and facilities, and at this stage, the school encourages 

th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and embrace failures, in the spirit 

of learning how best to move on. By the time these student 

reach higher secondary levels, they would have developed 

and internalized good research instincts and ethics, making it 

easy for them to move on next to collaboration with external 

lab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Dr Hon is cognizant that the success of its bicultural 

leadership programme is very much rooted in the requisite 

and quality support assistance provided by its crew of staff 

and teachers. Dr Hon recounted that the SQA assessors 

were equally impressed with the high level of energy and 

innovativeness that HCI teachers and staff exuded. Taking 

a peek into the HCI’s management style, a key factor to 

producing motivated staff is its I3 (Innovate, Improve, Impact) 

management philosophy. Under this I3 concept, staff has a 

freer hand to explore and experiment with staff suggestions – 

they could act on any ideas for improvement that strike them 

in their own areas of work and they would log the proven 

results into a common system which in turn had served as a 

valuable knowledge database for staff to share best practices 

and develop more innovative lesson packages. HCI also 

organizes the student population into four “consortiums” 

– akin to mini-schools – and teachers assigned to each 

consortium would take care of the holistic development 

of the 500 students, as opposed to looking after students’ 

needs in silos of subject-based departments as was typically 

done in conventional schools. This way, teachers would be 

more fully involved in every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s of 

students in their consortiums, and also enjoy a freer hand to 

push through innovation and changes in a more prompt and 

effective manner. 

Looking ahead, Dr Hon said that HCI would look towards 

more development in R&D work. One interest area is R&D 

on leadership concepts – such as an integrated servant 

leadership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hip – which Dr Hon 

believes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good of the nation’s future 

development. HCI is also already identifi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one of the six schools to run the pioneer 

“FutureSchool@Singapore Programme”, which aims to link 

schools with industry partners to serve as test-beds for R&D 

in infocomm. HCI has also set up a Hwa Chong Centre for 

Pedagogical Excellence in 2007 to seek out more resources 

to further R&D work. Such plans would keep HCI occupied 

as it seeks to scale new heights in business excellence. 

C-Africa is a Special Interest Group under the Hwa Chong 

Alumni Youth Chapter since October 2010. It was first 

formed in 2007 when a team of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students embarked on a humanitarian journey to Zambia, 

a Southern African nation steeped in poverty. Three years 

on, C-Africa continues to play a part in promoting youth 

volunteerism in Africa, particularly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This December, C-Africa Team 2010 will travel to Zambia’s 

capital city, Lusaka, in aid of The Other Side Foundation 

School for Orphans and Vulnerable Children, a new primary 

school located at the heart of Lusaka’s desperately poor 

slums.

Its mandate is clear from the outset: to enhanc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o provide resources to make education 

there work. One central component of the project is the 

installation of the first school library in the school. C-Africa 

had received the generous donations of up to 700 books 

from Singapore’s National Library Board, and will carry all of 

them to Zambia this December.

For many children of Zambia, English literacy is the means 

of escaping poverty. Mastering the working language could 

enable them to enlist in gainful employment in the city 

centre, away from the slums, where their futures could be 

more secured. Our library books aim to provide access 

to English-language materials to the poorest of Zambian 

schools.

Continued from page 9

A Trip to C-Africa



A memento photograph at the school courtyard

We will also conduct a four-day workshop with the pupils of Zambia. 

Our syllabus includes healthcare seminars, sports and games sessions, 

and art-and-craft lessons to teach them mportant life skills. This part 

provides immense moral satisfaction for us, and past volunteers have 

found this workshop a fulfilling and humbling experience.

We are, of course, under no illusion that a one-off trip can only 

accomplish so much. To ensure the project is sustainable, we will also 

pioneer a bursary scheme with The Other Side Foundation School. 

Although this school provides free education for indigent pupils, often 

these pupils end up on the streets after Grade Seven, and never have 

the chance to enter secondary school. This outcome, we feel, ill-

serves the original intention to alleviate poverty via education. 

In December, therefore, C-Africa will investigate how to expand an 

existing bursary scheme at The Other Side Foundation School by 

establishing some facts. For example, should the bursary be means-

tested? Should we persuade parents who otherwise wish their children 

to drop out? How should we link the donors from Singapore to the 

scheme? 

Although charity begins at home, we think that volunteering in Africa 

remains worthwhile because the scope and seriousness of poverty 

there makes it all the more urgent that global citizen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inent. 

Hopefully, with our trip, 300 more students will benefit from the library 

we would build there. Our goal, against which escape from poverty 

is the real measure, is to enable many more vulnerable children to 

enter secondary school with our bursary scheme. We hope, finally, 

to inspire countless more Singaporeans to take up our cause and 

start contributing to the global mission to promote universal primary 

education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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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母校和国家文物局合作，让学校同学亲自到甘

榜罗弄万国的最后一个甘榜进行录影和拍摄，并采

访村民以及收集资料，然后在文物局的指导下，制作成文

化历史档案，存入国家档案馆。

我国在罗弄万国的最后一个甘榜近年来引起国人的瞩目，

纷纷到那里寻幽探密。据说，甚至连一些游客也慕名而

来。这次，我们的同学并不单纯是为了观光，这些学生们

是想把这个朴素的村落，以及居民悠闲的生活永久地载入

国家历史档案里。

此外，文物局也会资助学校把这个国人平时难得接触的角

落变成主题展览，计划从今年初开始到各个学校巡回展

出。当局也会把学生拍摄及记录的材料制作成一个网络平

台，希望通过互联网让更多年轻人注意到我国另一种不同

的生活面貌。文物局文物机构及企业发展司长陈宇还指

出：这种由学生自己制作的历史文化巡回展还是第一次。

他认为年轻人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也比较容易沟通，可能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校长和师长们有效率的带领下，华中子弟们在各

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华中国际学校去年也取得

了100% IB Diploma 及格率。华中在去年也赢得新加坡品质

奖 (SQA)，华中不但闻名新加坡，也享誉国际。”李喜隆董事长

在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会上向出席团拜会的贵宾、师长和同学

们宣布了一项又一项好消息，给团拜会带来阵阵喜气。

李董事长也宣布华中国际学校已聘请了新校长，并正在筹

集千万元的奖学金以资助华中国际学校的学生。他说目

前共有十四个国家的学生就读于华中国际学校。他相信十

几年之后，华中子弟将会遍布在世界各地，为社会作出贡

献。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母校同学走访甘榜罗弄万国
最后一个甘榜

甘榜罗弄万国共有28户人家，为了深入感受甘榜生活的

脉动，母校六个同学在文物局的安排下，到一个又一个住

户家去访问、进行录影和录音，比较甘榜和城市生活的差

别，了解村民如何在现代化的环境里过活，如何在现代化

的冲击下保留甘榜的简朴。

同学们都对这项活动感到很兴奋，表示所接触到的都不是

平时能够看到的。尤其是甘榜精神，左邻右舍大家都认

识，能够互相照应，一切显得那么亲切友好。

指导这项活动的教师希望同学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变迁的

轨迹，同时也学会如何用文字画面和声音包装成一个其他

学生都看得懂的展品。甘榜罗弄万国居民的访谈录音将会

收入文物局口述历史档案，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母校同学在学习掌握传媒技巧的同时，也对社会作出有意

义的贡献。

他也语重心长地指出，同学们不但要在学术上取得骄人成

绩，也应重视道德修养。同时他也希望华中及华初校友会

能随着时间的变化，有一天可以合二为一。最后，李董事

长祝贺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一年一度的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会于二月十三日在热烈的

气氛中圆满举行。团拜会上呈献的精彩节目全是同学们”

自家”的真功夫，包括气势磅礴的华乐演奏、变幻莫测的

魔术表演、柔和美妙的傣族舞、步伐稳健的太极功夫扇、

和具有一定水平的独唱、独舞、越剧及合唱节目等等，让

整个诚毅楼洋溢着节日的喜悦。

喜气洋洋大团拜 佳讯连连接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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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历 史 最 悠 久

的 课 外 活 动 团

体——华中童军团，去

年11月20日在校友会礼

堂举行成立91周年纪念

晚宴。

说华中童军团的历史，

就是说华中的历史。因

为在华中于1919年3月

21日建校之后的短短

八个月，即1919年11月

23日，华中童军团便向

英国正式注册，成为新

加坡第一个华校童军团

体。

说起历史，华中童军团

的团员过去多年来一直

以为他们的童军团成立于1946年，创办人是余孟伦医生。

直到2000年的某一天，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华中童军团

的一批团长，终于在已故校友转赠给学校的一本校务会议记

录（《星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一览，民国八年十二月，陈陶

遗》）中，发现了天大的秘密……

原来，在这本以半文言半白话的校务会议记录中，除了记

录母校创校初期的种种活动之外，也记录了华中童军团成

立的许多细则，并刊印了华中童军团当时成立时拍摄的全

体照。

华中童军团的团长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随即展开

相关的查证工作，这包括这本校务会议记录的可靠性，以

及记录者陈陶遗后来如何由住在广州的后人将会议记录转

赠给母校的情况。此外，他们也向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英

国的童军总会查核，结果获得这三个组织的证实，华中童

军团刹那间“老”了27岁。

三庆于一堂 

也许一般人都怕老，但对一个团体而言，“老”是代表历

史的资产、智慧的累积，更是值得骄傲。但华中童军团之

所以选在去年大事庆祝，除了有这一层意义之外，也是配

合新加坡童军运动开启一百年，以及华中童军团在去年的

另一项卓越成就，那就是这个童军团的总统童军奖章的获

奖者，突破一百，达到102名，成为新加坡获此殊荣的唯一

童军团体。

三庆于一堂，华中童军团对11月20日晚的庆祝晚宴格外重

视，并广邀相关人士参与其盛。受邀嘉宾除了新加坡童军

总会的主要负责人，也有华中管委会主席王勇诚、华中校

长潘兆荣、华中国际学校校长杜辉生等。其他出席者包括

历任童军团团长、外校童军团代表、团友会成员和华中童

军团团员，大约两百人，济济一堂。

晚宴充满了欢愉气氛，华中童军团的醒狮团在隆隆鼓乐声

中把贵宾迎上了校友会三楼的庄丕唐纪念堂，就开始以精

彩的幻灯片介绍了华中童军团的历史，并以切蛋糕仪式庆

祝华中童军团创立91年。接着介绍了童军团考获总统童军

奖章（包括英皇童军奖章和英女皇童军奖章）的团员，与

此同时童军团代表也颁发表扬状给培养出多名总统童军奖

章获奖者的幕后功臣——华中童军团总团长李大辉先生。

在晚宴结束前举行的新加坡童军总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仪

式，华中童军团把三本童军总会新出版的刊物《100 years 

of Adventure》让在场与会者竞标，热烈的喊标声此起彼

落，把晚宴推向最高潮。

筹划这场三庆晚宴的，是华中童军团团友会会长黄志华先

生，他在晚宴结束时说，这场宴会能在短短的时间之内筹

办，归功于团友会成员的热心策划和参与，对于许多多年

不见的团友、团员和朋友前来，他感到莫大的欣慰。“我

要感谢所有的出席者来见证华中童军团的历史和所取得的

荣耀。”他激动地说。

这本珍贵的历史文献《星嘉坡南洋
华侨中学校一览，民国八年十二月，
陈陶遗》使华中童军团老了27岁。

出席三庆晚宴的嘉宾和华中童军团负责人合影。坐者左起为杜辉生、
韩家骏、潘兆荣、王勇诚。站立者左起为郁君璋、戴德芳、王如明、
李大辉、黄志华、陈继廉、何启光、陈万和、余共华。

庆祝华中童军团成立91年，左起王勇诚、潘兆荣、黄志
华、韩家骏、李大辉和华中童军团代表共切蛋糕。



敬老联欢活动

14

华 岭 动 态

新加坡“ 欢乐慈善”第四届理事会（2010 - 2012）就

职典礼暨敬老联欢宴会，经已于1月9日（星期日）

假华侨中学嘉庚堂举行，并敦请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先生

主持仪式。当天，华侨中学及华中国际学校派出了近百位

学生参与演出，并与其他义工一起帮忙照顾受邀出席联欢

宴会，来自全国多间老人院及乐龄活动中心的300位老人，

特别是几位为新加坡发展作出贡献的红头巾与妈姐们。

华中近百位学生参与

“欢乐慈善”
这一次的联欢宴会，让学生们深切体会并实践了敬老尊

贤、饮水思源的美德。好多位同学都表示这样的活动很有

意义，期待将来有机会再出一份棉力！

据悉，“欢乐慈善”成立於2004年，是慈善及社团注册局

批准的一个非盈利慈善团体。宗旨在于为老弱多病、年幼

儿童、残障人士及需要帮助者提供服务与帮助。该团体服

务的对象，不分种族、宗教和语言，自成立以来，已为成

千上万的年长人士、红头巾女士、残障人士；老人院、智

障院、乐龄中心及老人日间活动中心等团体主办多次大型

的新春午宴和中秋庆祝会，并提供娱兴节目及分发红包、

日用品等，让他们感受到人间的温暖与关爱。

当初为什么决定到上海复旦大学读法律？

理由很简单。因为很少看到我们那一地区（新、马）有熟

悉中国法律这领域的专业人士，所以就想捉住市场上这方

面的供求不均来谋一番事业。毕竟现在跟中国打交道而需

要应用到中国法律的企业不胜其数，加上我对新、马法律

的认识，希望学习这个专业让我日后在商场上，能如鱼得

水般一展所长。

以华语修读法律时，面对哪些问题？而你又是怎样克服的

呢？

主要是语言上的障碍，加上自身本来对中国法律背景的一

无所知，起步时就像是从新活一次，从头体验一次的感

觉。法律的学习是有赖于日常生活中的知识积累，通过生

活的习惯来感受所处在地法律的存在、形式和意义。既

然在起跑线上我们没有中国学生十多年底蕴的中国法律认

识，那我们留学生就只能与现在的时间赛跑，通过书报阅

读、沟通、交流、旅游等方式彻底融入中国人情社会，活

在中国法制社会。

你在上海世博会担任义工时扮演了什么角色？

新加坡馆馆内的引导员，主要是接待来自各国各地的贵宾在

新加坡馆内的参观活动。没有领团的时候，我就会在馆内的

各个展览处向访客作介绍和解答他们对新加坡国情的疑问。

每天的工作自在而充实，每每在看到访客对新加坡和新加坡

馆的赞许，便很自豪和满足，有着说不出的快乐。

访在上海
的华中校友

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二年级
华侨中学（高中部）  ◎陈浩杰

你认为上海世博会对中国的意义何在？

继举办奥运成功后，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向中国人和世人展示

的又一张漂亮成绩单。其对中国的意义也不是我所能说得，

应是中国扬武国威，证明实力，学习经验的一次机会。

对于上海世博会举办得如此成功，你有什么感想吗？

做为世博自愿者的一员，感触自然深刻，不能一言一语所

能言及。我想就和新加坡举办青年奥运会成功般的愉悦和

骄傲。同时也因为世博的结束而感到一阵失落和空虚，因

为在这几个月里已经习惯在世博服务的生活，甚至成了自

己一种精神生活上的依托。现在只好期待我在中国学习的

这段时间内中国会有下一项盛举。

毕业之后，有什么打算？

学而不思则怠，对我来说思想和应用同样重要。所以在学

成中国法律本科以后，会在中国逗留工作一段时间，以吸

取对中国法律的实地实际应用经验，而后再决定继续深造

的去向。

趁这机会向老师们问好吧！有什么想对老师们说的？

这里难以列举各位老师的名字，但也无妨，因为无论是哪一

个年级、哪一个学科的老师对我的费心教导和用心良苦，我

一直都铭记于心。老师，谢谢您，辛苦您了！我会将您的

努力和期望作为我前进的动力，以报您的教育之恩。也想

在此传上祝福，希望各位老师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世博会担任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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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6日（星期日）校友会在会所首次举办迎接新会

员的活动，一共接待了16名新会员，活动圆满成功。从很

多新会员的回馈中我们知道当天的出席者对此项活动都感

到十分满意。校友纷纷表示通过重游华中文物馆和在校园

中漫步，勾起了他们对学生时代的许多美好的回忆。

当天从早上9点半开始，校友们陆陆续续来到校友会的咖啡

雅座享用早餐，之后由校友会的负责理事们简单地介绍了

一下华中校友会的发展，所举办的各类活动以及校友会大

厦的设施等。随后，新会员们欣赏了由太极老师和瑜伽老

师呈献的精彩授课示范。接着，新会员们重游了华中文物

馆并在校园四处漫步，大家边走边攀谈，拉近了彼此的距

离。重游校园过后，新会员们又观摩了乒乓球队的训练，

以及书法组和华乐组的活动。最后，新会员们聚集在礼堂

外面享用午餐，第一次的迎新活动在一片欢乐温馨的气氛

中结束，大家尽兴而归。

迎新会

古人有云：“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李白。“遥看飞瀑三千丈，近去青天咫尺间”—喻

良能。到贵州的黄果树瀑布，身历其境，觉得这些文字的

描绘一点也不夸张!

继前年《三峡游》后，校友会康乐股去年又举办了《贵州

七日游》，从10月23日至29日，是一次纯欣赏美景之旅。

《黄果树瀑布》由天飞溅而下，细似珠帘，粗若冰柱，倾

泻潭中，掀起浪花，蔚为奇观，不愧是天下第一瀑布！《马 

岭河峡谷》有地球上最美丽伤痕之美称，上看如地缝，下

看如天沟，成群的瀑布气势磅礴，尖峭的锥峰密集丛生，

充满神秘幽深色彩！《万峰林》有十万大山之称，典型的

喀斯特盆谷峰林地貌，嶙峋岩石，苍翠奇木，构成云贵高

原一幅美景。除了美景大伙儿也观赏了贵州独特的古八音

贵州游有感

坐唱及地戏，感受布依族及苗族之民族特色。短短七日贵

州游，团友们都十分尽兴，大叹不虚此行！

胡益发学长还特为此行制作一摄影专辑DV D，赠送

同游团友们，大家也可上网http://www.youtube.com/

watch?v=hG5PGpB5cCc 欣赏这13分钟的旅游短片。

今年校友会康乐股除了组织超过百名校友参加华中国际嘉

年华在海南之旅游活动外，肯定会在年底再搞一次更精彩

的旅游节目，让各位同窗好友与家人把臂同游。敬请留意

校友会之会讯/通告，切勿错失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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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息吧！陈仰成老师

五六十年代的华中同学，很少人不知道陈仰成老师。

1954年在华中念高中一年级时，陈老师教我历史，

直到隔年他被捕为止。在这之前，我的大哥清吉和二哥清

祥都是他的学生。

陈老师的历史课，一直都是同学们津津乐道的事。他常把

历史和时事结合，以一种谈古论今的方法，让学生觉得历

史其实是现实生活一面面镜子，镜子里会找到自己的影

子。他以独特的教学方法，循循善诱，激发起我们求知的

欲望，开拓了我们人生的视野。

我印象中最深刻的一课，是1954年报上刊出有关左翼人

士组织人民行动党的消息。他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及发起

人的背景，相当准确地认定，这个新政党将会是很有作为

的政党。他自豪地向我们说，发起人之一方水双是他的学

生，他原来的名字是方子范。

在课堂外，陈老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很少看到他和任何

同学多说话，同学们课外活动的场所，也少见他的影子。

温文尔雅的儒士风度，有时近乎羞人答答的谦逊举止，是

陈老师留给同学难忘的印象。

生代表对话。对于学生代表的追问，马绍尔始终说不出需

要扣留陈老师的理由。他重复对学生代表说：“你们年纪

小，很多事情不知道。不过放心，陈老师很快就要到英国

去了，你们好好回去读书吧。”

那天到殡仪馆探丧，向师母王映雪探问这件事，原来她父

亲曾托人要求马绍尔的协助，早日恢复陈老师的自由。她

说：“确有其事。马绍尔建议我父亲送仰成到英国去读

书，别再回华中教书。孙罗文听到消息，前来提醒我父

亲，那可能是变相驱逐，因为仰成是外地出生的”。另一

个原因，那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世还不到一年，刚做外

公的也不舍得与他离得太远。

陈老师祖籍福建泉州，与我算是同乡。双亲移民缅甸仰光，

陈老师于1922年在仰光出生，他的名字由此而得。几个弟妹

也都在仰光出生，长大后回中国受教育。陈老师本来在南京

国立中央大学就读历史，由于战乱，转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

学。毕业时正逢国共酝酿内战，本来有意前往台湾进行研

究工作，不料亲友建议他南来，到马来亚教书。

1947年南来途中，命运的安排，让他结识了同船的郑安

仑。1936年郑安仑在清华大学毕业后，曾返新在华中短暂

执教。中日战争爆发后，他回国参加后方的救亡工作，先

后在昆明、兰州和西安讲学。1947年返新原是为了探亲，

陈老师在同个时期也是南洋女中的历史老师。师母王映雪

就是陈老师的学生，她出身名门闺秀，父亲是银行买办。

那一段师生恋，是当年华中与南中两校广为流传的佳话。

1954年5.13事件后，全新华文中学生在华中集中，要求让

学生延缓服务兵役，大群工友相继前来慰问和支持。1955

年5月发生福利工潮，华文中学生深感义不容辞，天天到亚

历山大路的巴士车场慰劳罢工的工友。殖民政府接着宣布

关闭华中与中正，导致5.13事件后的另一轮学潮。全新华

文中学生分别在华中与中正同学集中抗议，立法议院各党

派议员出面斡旋，殖民政府最后无条件让步，让两间学校

复课。

想不到殖民政府秋后算账，事后动用公安法令，逮捕工运

人士方水双，也逮捕了陈老师。集中期间我在代表团秘书

处工作，事情看得相当清楚，陈老师根本没有涉及学生们

的行动。对于陈老师的被捕，同学们群起抗议，高举布条

列队前往首席部长的办公室请愿。过了没几个月，陈老师

终于重获自由，但却永远被剥夺了重执教鞭的权利。

多年前我在伦敦档案处翻阅解密的官方文件时，曾尝试找

出当年殖民政府扣留陈老师的真正原因，但不得要领，只

找到当年首席部长马绍尔会见学生代表团时会谈记录。冗

长的会谈记录显示马绍尔的确花了很长时间，耐心地和学

1956年毕业 ◎林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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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庄升俦和张楚琨现已双双作古。庄升俦逝世于2008年

11月17日。张楚琨则在2000年2月7日逝世。 

说起庄升俦的大名，新加坡华人无人不晓。提起张楚琨，

多半新加坡华人还不晓得呢！因此，我得多费些笔墨， 

简要的介绍：张楚琨为新加坡华侨中学校友，1932年在上

海因从事抗日救亡而被捕，出狱后回到新加坡，在《南洋

商报》任编辑及该报《狮声》主编。 

1939年以《南洋商报》特派员到中国采访。1941年12月8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1941年12月15日，日寇兵临城下，

当地华侨先后在陈嘉庚、郁达夫和胡愈之带领下，进行抗

日游行示威活动，组织、宣传搞得轰轰烈烈。 

张楚琨先后任组织部长和宣传工作。1942年2月15日，英

军准备投降。1941年2月4日，张楚琨偕眷，联同胡愈之夫

妇等共28人挤进仅有四尺长的破旧小电船，流亡到印尼苏

岛，度过3年8个月的流亡生活。1945年12月5日，日本投

降，胡愈之及张楚琨等又回到新加坡。张楚琨当《南侨日

报》总经理，民盟新加坡分部主任。1951年新中国成立，

张楚琨回到新中国，任厦门市长、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

庄升俦与张楚琨

（二） 

庄升俦与大他一辈的张楚琨相交? 庄升俦的父亲庄丕唐，与

张楚琨素有交往。1994年10月17日之前，张楚琨利用他在

新加坡的影响力，  再到新加坡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募捐。岂

知知名的华人不卖他的账，只有庄升俦看在父亲的份上，

在张楚琨的劝捐下，应允捐助五百万人民币。1994年10月

17日，庄升俦和他的夫人，应中国全国政协之邀请，前来

参加陈嘉庚诞辰120周年纪念活动，并于22日前住中国华侨

历史博物馆捐献人民币500万元（先交150万元，后因投资

六亿于广东清远市的清连高速公路失利，血本无归，才免

交）。除清连公路外，这些活动，我都参加。

（作者原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与东南亚研究所东南研究室主任）

准备再回上海大厦大学当教授。不料华中薛永黍校长因故

于1948年辞职，李光前决定聘请郑安仑出任华中校长，陈

老师也就跟着郑安仑到华中当历史老师。

1955年陈老师被逼放弃了在华中的教师生涯。南洋大学成

立后后，据说校方本来有意聘请他去当历史讲师，但始终

不得要领。走头无路，陈老师只好到岳父的银行当职员。

师母王映雪说：“他根本不是做生意的料，一颗菩萨心

肠，对客户有求必应，结果是呆账一大串，上面的人总是

不高兴”。退休年龄一到，陈老师也就离开银行，到妻舅

的专业事务所，协助一些行政工作。

师母眼里的陈老师，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也是一个好大

哥。自从他当年离家南来，即便自己生活潦倒，也想尽办

法在多方面帮忙在大陆和仰光的弟妹。谈到陈老师家人，

师母王映雪饶有兴致地特别提到陈家的老三。这个弟弟跟

着国民党到台湾去，当了空军飞行员。有一次在福建沿海

执行任务，给大陆的炮火射中后掉入海里，渔民把他救

了，最后定居大陆。

陈老师育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男孩子学的是会计，目

前在上海做事。女儿留学英国后，嫁到香港。虽然接近九

十高龄，陈老师本来身体还算硬朗，希望能见到长孙成

家，岂料那一天不慎身子一摔，进院住了几天，竟于一月

三日与世长辞。

出殡那天，我再到殡仪馆见他最后一面。陈老师本有教育

英才之志，却未能一展才能，胸中难免郁结愤懑。他虽安

详躺着，我却依稀见他似有白发三千丈！

安息吧，陈老师！

的往事 1950年毕业 ◎陈立贵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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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了，每次偶经武吉知马路，在4公里半，下意识

暗地里示知，自然而然间，头儿必然急转向左边，

痴视着我熟悉的山岗，不知拥有多少的记忆，想是阵阵不

息的潮水，涌满了心海。

屹立在高岗上的建筑楼层，楼上的大钟，迈开脚步，依时

地走过了不知多次风雨沧桑的岁月，拥满了历史凄苦的故

事与诉不尽的苦难经历。

50年代念中一时的课室在靠近第二座校门处，高中时在大

钟楼左旁的第2层楼，一一填满了校园的记忆。经历了70多

年的生活风浪，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把它忘掉，但总是没

法子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也许生命里充满了她的血液与思

念。

过去，篱笆旁的那条小沟溪沟水清澈见底，无数的鱼几遨

游着，淙淙的流水声，在耳边响着，整排的，不知名的树

木，微风吹响了枝叶，沙沙作响，宛似5月的歌儿。校园对

面，是一片山竹园，长年的穿着翠绿的衣裳，厮守在寂静

的夜色里，迎接这黎明曙光的莅临。

武吉知马河，常有着锡克人饲养的水牛，成群结队的躺卧

在河水里，黑压压的。印象深刻而难以淡忘。

校门小路旁的松杉，年岁已是非常古老了，在凉风里，吟

唱着古旧的歌儿，乍听着，几乎是沙哑的，有着满腔的委

屈与愤怒。步上山岗，一切的一切都是陌生的，有如“笑

问客从何处来？”的滋味感触。敲钟的人，早已远逝，雄

伟宏亮的钟声，也早已销声匿迹，师友不在，没有人会再

给你讲述一个5月里的古老故事。再次回到这里，真是别有

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切都变了，唯一不变的，仅是校门上“华侨中学”这4个

汉字，还在日夜里，迸发着点点光芒，带给我们这群曾经

在它苦痛怀抱中长大的老孩子，一丝丝，一缕缕的不灭的

长记忆⋯⋯

人老总是会把过去的事，轻易地把它忘怀，但是过去生活在

高岗上的我们，怎么能从记忆的海流里，把它一一抹去？

说真的，我们曾在暴风的狂夜，高歌起海燕的歌，讲述一个不

老的英雄故事，在山岗上成长的孩子，都是不老的英豪。

思念是痛苦的，是年轻的，也是美好的。

(稿于2011年2月2日联邦 望星楼)
作者现任锡山文艺中心副主席

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秘书
新加坡族谱学会理事

1958年高二肄业 ◎莫河

深深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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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5日，告别宴会过后，在一片“勿忘南大”声

中，南大校友全球联欢会宣告圆满落幕。

第二天一早，我们历史系两班的同学，一行23人，告别山

城怡保，直奔金马仑高原而去。途中我们还顺道参观了霹

雳洞附近的一座古庙。大约一个多小时后，我们已来到这

座高原度假胜地的山脚下。

登山之路出奇的快捷顺利，只花了大约半个钟头。

这和4月间来时的艰辛之行完全不同。当时的情形是：司机

小心翼翼驾着小巴士，缓缓沿着狭窄的山路而行。不时要

鸣笛提醒前方迎面而来的车辆，还要时不时停下来让道和

回避其他车辆。一路颠颠簸簸绕着山路，摇摇摆摆足足盘

旋了大约两小时才抵达高原宿舍。

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登山之道不止一条。今后若有机会

再访高原，当取此道上山。

金马仑高原一向以产茶著称。其实它也是盛名远播的瓜果

蔬菜之乡和鲜花产地。这里的菜农和花农，以辛勤劳动的

收获，给我们提供多姿多彩的绿色健康食物，它也盛产各

种鲜艳夺目的花卉，为我们的生活增添美丽的色彩和情

趣。

这一次，我们拜同窗小傅之赐，在他的安排下有幸参观一

座现代化的大农场。

农场占地百多英亩，员工有数百名之众。农场的产品繁

多，除了各种瓜果蔬菜，还有番茄，辣椒和人见人爱的草

莓。原来，我们目前在超级市场买到的一些金马仑蔬菜，

有一部分就是这农场供应的。

“农场目前正在试种葡萄，苏丹曾来参观过我们的葡萄

园，他的反应相当不错。看来这计划离成功的日子不远

了，到时我们将大规模开辟葡萄园，因为它的利润比种菜

更可观，”农场主关先生信心十足地说。

关先生是小傅的同乡，来自赫赫有名的实兆远，正是一方

水土养一方人。

农场目前由关先生夫妇和两个留洋归来的孩子协助管理。

他每天都要亲自到农场各处视察和指导。“近的地方走

路，远的只好驾车往返，”关先生说。

他的年龄和我们不相上下，戴着一副老款式的宽边眼镜，看

来近视不是很深。魁梧的身材，穿着裁剪合适的浅色狩猎

装，让人一眼看去就觉得那他是一名精明能干的企业家。

关先生一点也没有大老板的架子，而且为人十分风趣。听

到我们说我们这一团人都已七老八十时，他突然念出一段

顺口溜：“六十小弟弟，七十不算老，八十差不多，九十

才开始”，此言一出语惊四座，接着是一片鼓掌欢呼。

关先生也带领我们去参观鱼池。这是由荷兰引进的一项

技术，利用有限土地，上面是一盆盆培育菜苗的活动铁

盘子，下面是排列整齐，有半个人高的长方形鱼池。他推

开铁盘子给我们看，只见池里奔奔跳跳的尽是鱼儿。“不

过，养鱼是副业”，他说。

我们接着去参观的是瓜果蔬菜包装部门。这里有特别的机

器将茄子大小分类，然后才装箱运到市场。各类蔬菜从规

格检查到过关可以包装上市，这里有一套相当严格的工序

必须遵守。我们从超市买到的蔬菜，想想真是来之不易。

离开农场已是中午，拜祭五脏腑之后，我们按计划续程前

往参观茶园。

当晚我们就下榻位于号称地处高原最高处的酒店——贵都大

酒店。

（24-10-10）

◎余桂和

高原农场参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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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早报阅知2010年8月23日，在华中校友会时任

副会长潘国驹个人的赞助下，校友会首次为年逾八

旬的老师举行生日宴会，余虽没有机会参与，但内心波动

不已，故赋诗以记之。

恩师情深
教恩深似海  子弟永心萦

饮水思源故  为师共庆生

梦里留音容
心喜恩师还健在  身安岁过八旬龄

无缘当日亲师面  梦里悠悠盼课听

前训育主任李少渊老师，于1963年度毕业特刊上，以词一

首“人月圆”赠给毕业同学，他对同学们的鼓励与期待，

今日一一实现，余依其意作一首七言格律以应之。

华中子弟狮城吟
汪洋学海辛勤渡  万里征程志不移

德性潜修临困境  干才施展位高时

兴衰起废丰功业  济世宏谋奠国基

四海高峰寻智慧  南疆雄立任思驰

华中吟
祝贺母校92年周年纪念，七言格律一首以抒怀：

浩浩华岗
钟楼依旧壮云霄  天马健奔浩气辽

校舍整齐亮秀色  走廊宽敞度逍遥

师生奋发名声起  教改维新业绩超

校训铭心强不息  名冠四海乐今朝

母校有今天的成就，李光前先生的贡献巨大，今立其铜像

于光前行政中心前，意义非凡。余最近阅读作家石君著

作“生命华光”有关评介一代完人李光前之文章，有感而

作一首五言格律以记之。

一代完人李光前
发奋出寒微  真知创业辉

育才千院立  救苦万金挥

淡泊平生志  谦和日日依

君恩堪浩大  天地楷模归

（作者为永备工业私人有限公司创办人
现任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副主席

新风诗协会秘书）

1963年高三毕业 ◎马宝汕

那年，懵懵懂懂上山岗

晨风每每翻滚着绿波

小小小小的背包

天天吃饱一路的相思豆

我也随手将山坡上的自强不息

时时临摹在小小小小的心版上

那年，山岗的钟楼

没有钟声和没有梵音

也能从容运气把钟楼当峰

一举

顶破了天

读书声如雨响遍长空

让人不知道是书声还是雨声

上
下
江
湖

那年，山岗的学堂日子

是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任意书写生命

自由编谱人生

当黄昏点亮了山下的百姓灯火

蹦蹦跳跳的心情也就归入心房

红火的纪念册惜别

该下山了

匆忙沿着山坡默写学以致用

入暮

大地战鼓四处

龙蛇争搏

华中儿女笑看江湖

1971年中四毕业 ◎李成利博士 

现任新加坡南安会馆艺文社社长
新加坡文艺协会受邀理事

中国南安市作家协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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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祚增先生在1936年生于新加坡，1959年毕业于新

加坡著名的华侨中学，后又进入南洋大学深造。陶

先生少年时代就具有广泛的兴趣与爱好，涉猎众多领域。

歌唱、演讲均在校中名列前茅。在华侨中学，他积极参加

华中戏剧研究会的活动，且师从叶文棋老师，深获教益。

曾多次参加华中戏剧会和华中校友会的大型公开演出，先

后肩负导演团、剧务、舞台和服装设计等方面的工作。轰

动一时的演出计有”心防”、“阿Q正传”、“文天祥”、“屈 

原”等。

师从先驱画家陈文希老师

最能显示陶先生的艺术天赋的则是绘画。早年在培群小学

时，他的画即获符德新校长兼美术老师的推荐，代表新加

坡参加英国学生画展。人生道路上的这第一次成功，激励

他全力投入美术世界。在华侨中学求学时期，师从我国先

驱画家陈文希老师。经过半个多世纪坚持不懈的创作，陶

先生在新加坡艺术界确立了崇高的声望。

创作巨幅油画为主

陶先生曾在英国，新加坡和上海成功地举办过数次个人画

展。近年以创作巨幅油画为主。他画油画从来就是实地当

场作画的，不打写生稿。画长城时，他在长城山脚边上的

宾馆包了一间房间，住在长城边上画长城。

融中西绘画于一体

陶先生对绘画和生活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作画的目的

和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其次才是方法和技巧。他说：“搞

艺术最重要的是一心一意，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的品质才

是成功的基石。纵观他的作品，其创作可谓融中西绘画于

一体，取其精华，自成一派，气势磅礴，刚柔兼备。巨大

雄伟的画面，柔如水，钢如铁，浑厚豪放却不乏细腻；结

构严谨，多姿多彩，气概万千。其中既融合了西洋画结构

严谨而多变的特性，又深具中国画追求“神似”之韵味。

作品风格与画风

陶先生的绘画注重结构、透视、对称等西洋画的基本技

巧，体现出丰富的层次，同时又具写意之风格，令人耳目

一新。这一“新写实主义”的画风，与陶先生追求鲜明、

不落俗套的为人风格颇有相似之处。体现在其绘画上，便

是独到的艺术性、思想性，正如画家所认为的要在客观的

基础上进行主观控制的创作。因此，他的作品既有形式，

又有内容，包含着对大自然深厚的感情。画面抑扬顿挫，

处处流淌出画家对生命的挚爱和对宇宙奥秘的感悟，为当

代艺坛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

几十年来陶先生跋山涉水，坚持野外实地写生。他认为写

生是绘画的基本功，故每到一处，总是先静静地观察良

久，持到心平气定时才落笔，一气呵成，颇具“下笔若有

神”的古人风范。怀着对生命、生活、大自然的热爱，陶

先生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名川宝刹。自1985年

首次踏访黄河，十多年间他已先后来到黄河两岸达七次之

多，九寨沟、长城等也分别去过多次。长江流域、承德山

庄、颐和园、峨嵋山，均留下了他的足迹。陶祚增坚持在

◎黄国全

狮城画家陶祚增

下转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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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美展

每个风景地现场作画，有些地方摆上巨幅画板几乎不可能，

但画家执拗的精神最后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绘画。

英伦与新加坡个人画展

除了中国，陶祚增也去了马来西亚、越南、英国、加拿大

等国家，每到一处都即时作画，把各国风情展现于人们

的眼前。1992年，陶先生在英国举办的个人画展获得空

前赞誉，令英伦美术界甚至政界要员都为之惊叹。时隔3

年，1995年，在新加坡世界贸易中心举办的个人画展，又

为狮城美术界刮起一阵清新脱俗之画风。

上海个人美展

2001年，65岁的画家在上海展出的45幅油画，以大幅油画

居多，充满了一种浓郁的南洋异国情调。纵放的笔触和雄

伟的画风，融合了他对中西艺术的追求和对中国山川的钟

情。画展于6月14日至6月19日在刘海粟美术馆举行。上海

画展展出《高原之歌》、《伦敦圣卡特琳船坞》、《马来渔村》

等大幅油画。作品糅合中西画技，笔致纵放，雄肆奇崛，

洋溢出画家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挚爱。《黄河》、《初冬长城》

等油画作品。展出后，画家将“长城系列”等油画三幅捐

给了上海希望工程办公室，希望将自己的画作拍卖掉，所

得善款再为失学儿童做些事。

受邀参加“世界画家看上海”的采风创作

2002年9月7日，来自世界五大洲20个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

地区的23名画家会聚上海，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与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共同举办的“世界画家看上海”采

风创作活动。主办者希望画家们以独特的眼光观察上海，

描绘这座城市的发展和风土人情。新加坡画家陶祚增是受

邀画家之一。其他参加的画家包括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

劳伦斯·道斯、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佩里科·帕斯托尔、

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区的蒂埃里·翁布赖特、埃及亚力山大

市画家穆罕默德·沙克尔·阿卜杜勒·哈利克、德国汉堡

市的克劳斯·哈特曼、韩国大邱广域市的权正浩、以色列

海法市画家亚伯拉罕·埃拉特、日本横滨市的黑田茂树、

以及来自加拿大、芬兰、希腊、荷兰、挪威、波兰、俄罗

斯、罗马利亚、阿联酋、英国、美国的画家。这些受邀画

家都来自上海的友好城市。目前上海在全世界的友好城市

数目已经达到57个。

参与上海世博会的文化创意活动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74岁的陶先生受邀与其他国家的

艺术家共同参加世博会重大文化创意活动。他以一个月的

时间在中国准备多幅油画和水墨画作出贡献，深获好评，

并获上海市创意产业协会颁予荣誉证书。 

为庆祝母校创校九十二周年纪念，华中校友会与华中

颐年俱乐部联办，华中校友会美术组协办了《华岭

美展》以作为母校生日的献礼。

这次美展在华中大家庭和艺术爱好者的热烈响支持下，共收

到约两百幅的参展作品。参展的作品种类多，计有油画、胶彩

画、水彩画、水墨画、书法、摄影、木刻、动画及剪纸。

美展展出日期定于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展

出地点是在华中的鼎昌楼。

美展的开幕典礼订于三月十三日（星期天）上午十一时，

届时希望大家能够踊跃出席。

木刻

摄影

上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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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陈品亦（2009年中四毕业） 看, 王毅杰（华中高中部在籍学生）

有你在我身边, 白振华
（1965年毕业）

母与子, 林友权（1948年肄业）

油菜花, 陈子权（1955毕业）

厘沙滩, 方良（1966年毕业）

薛振传（1967年毕业）

沈时文（1957年毕业）

水墨画油画

书法

马来西亚怡保马来屋, 陈振顺（1959年肄业） 华中校景, 陈隆庆（1958年毕业）

水彩



鸣谢 本期《华岭》承蒙 World Scientific Printers (S) Pte Ltd 赞助印刷，谨致以诚挚谢意。

两年一度的华中校友全球嘉年华会今年进入了第五

届，这次轮到香港校友会负责，确定了从3月25至27

日在海南岛博鳌举行。消息一传出，在新加坡母校的校友

会与颐年俱乐部马上积极展开活动，除了决定出席在博鳌

的三天嘉年华外，都分别组织了会后之旅游项目。有70名

颐年俱乐部学长闻讯后即刻报名，而华中校友会的反应也

令人鼓舞！共有124名校友暨亲属加入。在报名截止之后陆

续还有校友要求参加。

旅游的景点除在博鳌会参观《亚洲论坛水城会址》、《玉

带滩》外，也会在《万泉河上乘竹筏》、观《红色娘子军

塑像》、船游《东寨港红树林》、参观《黎村苗寨之歌

舞》、《呀诺达热带雨林》、《亚龙湾大东海景》、《南

海观音像》等，并安排观赏巨型演出《印象海南》。行

海南嘉年华
程当然也少不了品尝特色餐：海南四大名

菜——文昌鸡、加积鸭、东山羊、合乐蟹、

椰子宴、药膳自助餐、南山养生斋宴等。

团员中有合唱团、卡拉OK班，太极班之成

员，都准备到海南岛大展才艺，呈现歌声/

武艺，到时也会举行高尔夫球比赛等。

六天的海南游提供了旧日同窗，亲朋好友

把臂同游的机会，也让我们接触到来自

世界各个角落的华中学子。

让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 华中92周年校庆晚宴定于3月21日晚在母校嘉庚堂举

行。欢迎校友们邀约昔日同窗回校叙旧聚餐，共庆母校

92周年华诞。订桌电话：6466	4180

• 校友会也将于3月13-23日假母校鼎昌楼举办一次名为	

“华岭美展”的艺术展览，到时欢迎校友和公众前来	

观赏。

一月份的华中校友会热闹极了，首先校友会主办了一

场公开教育讲座，邀请我国资深教育工作者冯焕好

女士在2011年1月9日上午前来分享教育孩子的心得，题目

是《为孩子的幸福扎根》。讲座也开放给公众人士报名。

由于农历新年将届，校友会在1月16日和1月23日两个上午

华岭简讯

在华中大家庭热烈庆祝九十周年校庆之际，就有好些同

学豪情万丈期盼迎接华中百年的到来。在言谈中，大

家不约而同都希望能以非常隆重的方式来庆祝这个有意义的

日子。於是筹划出版一本收录华中师长和同学们在各方面的

成就的《卓越华中百人集》（暂定）的建议提呈到议事桌上。

距离庆祝华中百岁虽然还有九年，但是光阴如流水，喜庆

的日子很快就到来，而且出版这本集子的工作繁重，筹备

工作应尽早启动，务求以尽善尽美的成绩呈献给大家。

为了更好的筹办这项工作，校友会正式成立一个工委会，

成员包括：黄龙金、黄延辉、陈兴庭、张龙概、庄绍平、

陈华明、罗荣城、黄国全、吕纪葆、余桂和黎运栋等人。

这是附属于本届理事会的工作小组，将在任内积极进行有

关的筹划工作。我们希望今后每届都设有这样的一个工作

小组，可以不断进行审核和斟酌受访名录，进行必要的推

荐或调整，确保工作的顺利传承，至到《卓越华中百人

集》的正式出版。

筹备出版《卓越华中百人集》

在会所举行了迎新年挥春活动。校友会书法班和书法组的

成员即席挥毫泼墨，书写新春的祝福，吸引了不少喜爱挥

春的校友前来观赏，同时在现场买下心仪的春联。活动组

在1月2日开办了新的“初级社交舞”班，有兴趣的校友或

朋友请踊跃报名。

我们除了求助母校的帮忙，提供可以让我们采访的对象，

也将邀请一些资深学长和华中大家庭中的重要负责人组成

咨询团，协助推荐适合的采访对象。他们包括：吴定基、

黄世荣、杨有瑞、张拔勤、谢水霖、许嘉瑞、林清如、潘

国驹、林浩、华中校长潘兆荣、华中国际学校校长杜辉

生、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洪源泉、华初校友会会长罗佩玲

等。

我们很清楚，华中人才辈出，分别在各个领域都有杰出的

表现，有的有非凡的学术成就，有的在科研上有令人敬佩

的造诣，有的在文化艺术上洋溢骄人的才华，有的在事业

上创建了一片辽阔的天地，有的对国家和社会有卓越的贡

献，有的对华中的发展作出不可忽视的奉献。然而，由于

华中子弟众多，桃李满天下，我们无法在能力范围内，比

较齐全的收集到卓越华中人的芳名录。因此恳切盼望同学

们协助推荐适合的采访对象。我们将从推荐的名录中筛选

适当的人选作访谈，并编辑入册。

活动预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