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吉知马路五英里一带学府林立。

其中，幅员宽广，钟楼高耸入云

霄，曾有“东南亚最高学府”美

誉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简称“华中”)，

更是远近驰名，蜚声海外的著名学府。

两栋耗资三千六百多万新币，历时一年

多竣工的现代化建筑物于8月8日正式举行开

幕礼，标志着华中与时并进的新篇章。华中

校园又增添了新的文化艺术与教育景点。新

的两栋建筑物，分别取名“ 俦大楼”

与“华中董事部大楼”。后者也是华中校

友会办公与活动的场所。

华中董事部邀请了 俦夫人陈贞年

女士主持开幕礼。开幕之前，华中董事长

李喜隆与华中管委会主席兼华中校友会会

长王勇诚分别致词，表扬了 俦对华中

n	秋枫

华中国际学校新主楼由李喜隆董事长主持开幕仪式。左一为王勇诚，右起为许进源、郑金城。

华中校园里新建竣的两栋建筑物。

大家庭的付出与贡献，也简介了两座建筑

物的落成经过。

俦 ( 1 9 3 2 - 2 0 0 8 ) 祖 籍 福 建 泉

州。1950年华中高中毕业后，投身商界，

在建筑及地产业卓有所成。 俦待人谦虚

有礼、潇洒磊落，一生热心推动华文教育，

历任华中校友会会长、华中副董事长、南洋

女中董事长、南洋美专主席、南洋艺术学院

及新加坡华乐团董事主席。

最为华中大家庭赞誉的是， 俦饮

水思源，以母校为荣，殷切关心母校的发

展，1992年还发起百万元筹款活动，于游泳

池畔兴建美轮美奂的校友会新会所。

俦毕生为母校和校友会的

发展捐资出力，鞠躬尽瘁，华

中董事部、校友会和华中国

n	秋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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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物的设计概念，以中国山水画为主题，

整个建筑物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有一种既深且

远又广的感觉，让人置身其中，心境开朗豁达。楼

高四层的教学新翼和塔楼拥有教学设施与课外活动

设备。新建设还包括一个供学生交流与讨论的活动

中心。整个扩建工程占地一公顷，建筑总面积1万

9000平方米，于2013年10月初动工。2014年底落

成，正好赶上2015年的新学年。

此外，也添设了一个设计新颖、占地5000平方

尺的现代化艺术展览馆，采光、灯光都堪称一流。

两栋建筑物开幕之前一星期，新加坡美术总会捷足

先登，已在这里举办了“承前启后”艺术家作品大

展。演艺剧场与艺术展览馆组成了华中文化中心，

为推动新加坡文化事业略尽绵力!

李董事长也颁发奖状给热心教育、出钱
出力的庄绍平校友及其他人士。

华中游泳池。

际学校联手扩建原有的大楼，新大楼乃以 俦的名字命

名，永远铭记他献身华中的卓越贡献。

俦大楼，也就是华中国际学校新教学大楼，是华中

董事部、华中校友会与华中国际学校联手展开的扩建项目，

即将原有的华中校友会大楼，改建成华中国际学校教学新主

楼，增加了22间课室、4间实验室、一个学生活动中心(6000

尺)，总面积110,000平方尺。至于“华中董事部大楼”，则

是华中董事部与华中校友会的活动中心。内有可容纳700人

的华中文化中心剧场，室内体育馆、宽敞的地下停车场等新

设施，也已在2015年6月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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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主楼开幕盛况。

开幕礼上华中文化中心剧场中的演出。

开幕礼后嘉宾享用国际美食。

莊昇俦夫人陈贞年女士(前排左四)主持开幕仪式，并与嘉宾在“怀
念莊昇俦学长”纪念碑文前合影。

整个建筑经费的筹款活动，也在华中校友会与董事部的支持

下，在过去的两年陆续展开，包括校庆晚宴、高尔夫球筹款、华岭

美展、校友及热心公众人士捐款等等。

当天，在 俦大楼开幕之后，紧接着众人移步至演艺剧场。

华中国际学校董事局主席郑金城，及华中董事长李喜隆先后致词

后，华中国际学校新主楼正式由李喜隆董事长主持开幕仪式。出席

观礼的有王勇诚会长、华中国际学校校长许进源、华侨中学校长潘

兆荣、前华初董事长庄日昆、前华中董事长吴定基、杨禧年、张拔

群、前华中国际学校总裁杜辉生、华中董事、校友会理事、老师、

家长、学生及公众人士等近七百人，济济一堂，为况殊盛。

新楼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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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岗的脚印》在王勇诚会长、执行
编辑黎运栋等学长的主礼下隆重面世

O
n 1 Aug 2015, Hwa Chong 

held its very first Homecoming 
E v e n t  f o r  o u r  a l u m n i . 

Encompassing Hwa Chong Institution 
(High School and JC sections) an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the event attracted current students 
and alumni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re-
connect and hear from fellow alumni 
speakers. 

The event began with a tree-
planting ceremony by Guest-of-Honour 
and our alumnus, Minister of State for 
Educ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 
Information, Ms Sim Ann, at the new 
Hwa Chong Cultural Centre.

The alumni took a tour around 
the newly opene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building and 
visited various merchant stalls set up 
by alumni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 the 
building.

The proceedings then shifted 
to the newly launche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tudent Hub 
where alumni sang the two school 
songs. Guest-of-Honour, Ms Sim Ann, 
gave a speech on how Hwa Chong 
has contributed to Singapore in the 
past 50 years. 

Mr  Lee Sen Choon,  Vice-
Chairman of the HCI Board of 
Directors, thanked all alumni and 
students for attending the first ever 
Homecoming Day in Hwa Chong.

The first panel discussion for 
the day, moderated by Mr Joel Teo 
(Partner, Lee & Lee), kicked off with Ms 
Tan Su Shan (Group Head, Consumer 
Banking & Wealth Management, 
DBS) and Mr Arthur Lang (CFO, 
CapitaLand) sharing on the values 

n	Low Peihan (HCJC 02S63) and

 Joel Teo (Chinese High 964I, HCJC 97S73)

Inaugural Hwa Chong 

Homecoming 2015

that they learnt from Hwa Chong and 
how these had impacted their lives. 
Ms Tan Su Shan shared that she was 
previously a Science student but her 
life took a different turn when she got 
into the Humanities Programme at 
Hwa Chong and later w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She noted that humility 
and team spiri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wa Chong’s education which she 
hoped would continue to be imparted 
to futur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Mr 
Arthur Lang shared that Hwa Chong 
taught him the value of humility which 
he in turn applied dutifully at his 
workplace and in his interactions with 
people.

After the first panel, the attendees 
bought lunch which was catered by 

Jumbo Seafood whose owner, Mr 
Ang Kian Meng, is our Hwa Chong 
alumnus. 

The second panel discussion 
for the day, moderated by Mr Joel 
Teo as well, saw Mr Desmond Ong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Galmon 
Pte Ltd) and Mr Kho Choon Keng 
(Executive Chairman, Lian Huat 
Group) sharing with the audience on 
how Hwa Chong values helped them 
in their entrepreneurial endeavours. 
Mr Desmond Ong shared that when 
he was studying at Chinese High, he 

learnt the values of 自强不息 and had 

applied some of these values into 
his business. Mr Kho Choon Keng 
shared that he was Hwa Chong’s 

first president scholar and had g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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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business after a stint in the civil 
service.

In the afternoon, several other 
speakers shared on various topics 
during concurrent sessions held in the 
classrooms. They included:
• Mr Paul Tan, from 97A15 HCJC 

(currently Partner at Rajah & 
Tann LLP, and whose practice 
f o c u s e s  o n  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arbitration), shared on “how he 
obtained a First Class in Law 
school while not attending much 
of law school”;

• Mr Steffan Fung, f 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964F 
and HCJC 97S32 (currently 
Commando off icer and avid 
Grassroot Leader), shared on 
“Being the Best you can be - 
Sports, Volunteerism & Business”;

• Professor Shang You Tee, f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89 
(currently an academic advisor 
for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into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shared with alumni on “How to 
get into Ivy League Schools with 
a C+ average”;

• Mr Ho Ren Hua, from HCJC 99A11 
(currently Executive Director of 
Banyan Tree Holdings), shared on 
the topic “My journey at Banyan 
Tree &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 D r  J a m e s  F u ,  f r o m  T h e 
Chinese High School  964I 
(formerly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Singapore-MIT Alliance 
for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SMART] and currently Director of 
a start-up company, nuTonomy), 
shared on “The future of driverless 
cars in Singapore”;

• Mr Jack Wang, f rom HCJC 
96C13, (who currently runs Lexico 
Advisory, an independent financial 

for kids and adults) shared on 
“How to empower your child to 
think more creatively and speak 
more confidently”;

• Ms. Diana Lee, from 01S32 (and 
who currently specialises in Asian 
Modern & Contemporary Art at 33 
Auction), shared tips on starting 
an art collection in Singapore.

Throughout the day, alumni 
and students were also treated to 

performances by the String Ensemble, 
Chinese Orchestra, a Live Band and a 
Lion Dance troupe, all fronted by our 
talented students. There were also 
games stalls and merchant booths 
which were enjoyed by both young and 
old alike. The food, kindly sponsored 
by Jumbo Seafood, was certainly 
another highlight as this was very well 

one of the highest quality catered food 
in recent memory!

advisory firm) , shared on the topic 
of “Value Investing in the Digital 
Age”; 

• Mr Philip Teo, f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964J (and who 
current ly runs Traderwave, 
a financial technical analysis 
startup), shared on “How to 
improve your investment returns 
using technical analysis”;

• Mr Goh Mou Lih,  f rom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814E 
(and who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Voyage Research Pte Ltd, 
an independent advisory firm), 
shared on “Investing wisely in 
2015/2016”;

• Mr Eugene Seah, from HCJC 
93S24 (and who is Co-Founder 
and Principal Trainer of Trainium 
Academy, a training institution 
dedicated to enhancing creative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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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加坡美术总会主办，华侨中

学、华中校友会、武吉知马

民众俱乐部锡山文艺中心协

办，“承前启后”新加坡艺术家作品

大展，经于8月1日（星期六）下午三

时，由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

长沈颖女士主持开幕。

这项为庆祝建国50周年的艺术活

动，于8月1日起至8日假现代化的华中

文化中心艺术展览馆举行，共展出新加

坡当代著名书画家，以及华中美术特选

班同学们的作品，连同部分雕塑杰作，

合共108件参与演出。

沈颖女士在致词时，指出新加坡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化艺术的推

动也不遗余力。她赞扬新加坡美术总

会多年来所取得的成就，这回”承前

启后＂美展，让大家有机会观赏当代

新加坡著名书画家的杰作。

在沈颖部长致词之前，新加坡美

术总会会长梁振康、新加坡华中董事

部董事长李喜隆，以及华中校友会会

长王勇诚也先后致词。

梁会长致词时，指出本次美术

展，老中青书画家都有。美术总会今

后的方向，将是吸引更多年轻书画家

的参与。美术总会一开始不会强调年

轻人的成就，重要的是这一批年轻人

所显现出来的潜力，如果具备潜力，

那就是美术总会发掘与培养的对象。

华中董事长李喜隆，以及华中校

友会会长王勇诚，在致词时约略介绍了

华中文化中心的建筑构思，指出今后将

n	秋枫

更能协助政府推广艺术文化的决心！

《华岭》编辑顾问寒川校友，同

时也是协办单位之一的锡山文艺中心

主席。他在开幕后表示：“锡山文艺

中心为一文艺团体，但旗下刊物《锡

山文艺》半年刊自三年前改革以来，

即礼邀新加坡文化奖得主画家庄心珍

与摄影家张美寅，及书法家邱少华博士

为艺术顾问，协助《锡山文艺》编委叶

子、舒然推介美术、摄影作品在刊物内

刊登，每期十多幅作品，让艺术家也参

与《锡山文艺》的耕耘工作，获得了读

者很好的口碑！”

成立已有23年历史的美术总会，

以融入社区，发展新加坡成为视觉艺

术中心为创会宗旨。这回与三个团体

协办，让艺术走入民间，也让艺术作品

更充满活跃的生命力。“承前启后”新

加坡艺术家作品大展，参展的书画家包

括：何家良博士、梁振康、麦毓权、林

子平、杨昌泰、庄心珍、许梦丰、龙仕

文、丘瑞河、欧阳兴义、张金隆、赵振

强、张有烁、许锡勇、陈亮、谢江水、

任玉兰、康雄安、曾广纬等等。作品

包括书法、油画、水彩、雕塑，琳琅

满目，美不胜收!

展出期间，美术总会每天亦安排

中国画、书法现场示范，吸引了不少

喜欢书画艺术者前往观赏。

华中校友会与锡山文艺中心等民间团体协办

“承前启后”新加坡艺术家作品大展隆重开幕

开幕典礼盛况。左起：杨昌泰、朱添
寿、寒川、李喜隆、梁振康、沈颖部
长、庄绍平、王勇诚、何家良博士。

梁振康会长(右)赠送美术
作品予主宾沈颖部长。

梁振康会长陪同沈颖
部长观赏美术作品。

寒川等人与沈颖部长及美术总会会长梁振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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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华人篮球赛

     华中校友篮球队

在
李氏基金会资助及华中校友会的支持下，华中校友篮

球队组队参加了2015年度第十二届惠州·北京世界

华人篮球赛。

此届杯赛共有一百三十二队参赛，除了中国大陆，其他队伍

来自南非、美国、印尼、台湾、香港、加拿大、澳门、泰国、英

国、新加坡等地，参加队伍是历届之最。我队被大会编入中年C

小组中。此小组共有四队——英国老友队，杭州自由人队，北

京老园丁队和华中校友队。球赛在五月廿八日开始，五月卅一

日完毕。共四天，上、下午举行，分别在多个场地比赛较量。

我队第一天碰上杭州自由人队，以30比18，大胜。第二

天，队友士气高昂，以31比25，再攻下一城。第三天，对英国

老友队，本想再放手一搏，乘胜追击，可惜对方不知何故，弃

赛了，主办当局判我队胜利。

我队连胜三队，成为小组冠军，可说是为国、为母校争光！

勇夺小组冠军
n	华中校友会篮球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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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施宁宁

一
年一度的华中校友会太极

观摩会已在2015年7月5

日上午假华中嘉庚堂顺利

举行。

今年除了邀请了老朋友蔡厝港第

四居委会太极组，我们也特地邀请了

著名的王蓉武术学院参与演出。其创

办人王蓉老师特别表演了一套陈氏太

极拳让我们见识。

王勇诚会长在致词时告诉来宾，

我会太极组成立初期只是为组员锻炼

身体而设，现在是强调要打得精细。

如果我们打得不好，请大家指教。谦

虚的态度赢得了来宾的掌声，也更激

发了学员们的学习态度。

过后，大家都享用了丰富的午

餐。观摩会结束时，宾主们依依不

舍地道别，也期待明年观摩会再见！

2015年度华中校友会太极观摩会

王蓉老师表演

曾宪垒老师表演

太极功夫扇显威力

小心我的穿心剑

A班的资深学员露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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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宪垒老师表演

n	Soh	Yi	Da
				Photo	Credits:	Davin	Boo

S
ince 2008, Past vs Present, or more affectionately known as “PVSP”, has 
been an annual signature event organized by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Youth Chapter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amaraderie 

across generations of past and present Hwa Chong students 
through friendly sports competition.

Held on 6th September this year across the Hwa Chong 
campus, Past vs Present 2015 brought together over 300 alumni 
and current students from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to compete in popular team sports 
such as Basketball, Captain’s Ball, Floorball, Street Soccer, 
Tchoukball and Ultimate Frisbee. 

This 8th edition of Past vs Present continued to gather positive reviews 
from participants. James Lee, an alumnus and regular PVSP participant 
remarked, “I look forward to returning to my alma mater for Past vs Present 
every year. To me, it’s a homecoming tradition. It is always nice to rekindle 
memories of the good old days playing soccer with my buddies in the Street 
Soccer court.” 

Eric Tan, a student participant also echoed the same sentiments, “I 
am grateful to the Alumni Association for organizing PVSP. This event is 
definitely one that will make me return to Hwa Chong year after year after I 
have graduated.”

8th Edition: Past vs Present 2015

新旧争霸：第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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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张智健(15S61)

夏
日骄阳炎炎，当多数

学生在经过大半年的

忙碌学习后，暂时放

松紧张的情绪，尽情享受难得

的年中假期之际，华侨中学

(高中部)的11名学生和2位老

师却正在为一项世界级的比赛而紧锣

密鼓地做着最后一轮的备战工作。

他们一行人于6月10日动身，长途飞

行，前往美国中部的爱荷华州，代表

新加坡参加一年一度的“未来问题解

决计划国际研讨会”(Future Problem 

Solv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研讨会以比赛与论坛的形式进行，宗

旨在于鼓励全球青少年致力于解决国

内未来可能出现的社会、环境、文

化、人权等方面的问题。

参赛队伍来自五湖四海，展开

讨论的课题包罗万有。我国的两支队

伍不负众望，在比赛中取得令人瞩目

的佳绩。其中由陈志恩领导、徐岳

杨、张俊豪、薛永嵩、黄佐恩、王炜

勋、梁铭旭及梁铭轩所组成的Project 

Integrate，一鸣惊人，获得了高年

级组团体冠军的荣衔；另一支由沈

解决未来问题有方　华中队伍美国夺冠

杨智、吴家祺以及黄政 组成的队伍

Project Keep In Reach也取得了团体

第三名。在与背景各异的参赛者相互切

磋，碰撞出来的智慧火花，让两支队伍

感觉收获颇多。经过激烈的比赛，同学

们开阔了视野，加深了对其他社会与文

化的了解和认知。同时，他们也在会上

与他人分享了新加坡独特的社会文化。

回忆比赛的经历，志恩说道：“非

常竞争，准备的过程中组员们几乎彻

夜没睡，小组呈献及面试的气氛让人

战战兢兢。但指导老师、队友和其他

国家的参赛者所给予的支持和鼓励，

振奋了整个小组，最终获得评判团一

致的肯定，让我们投入的心血没有白

费。”Project Integrate选择的课题涉

及新加坡外籍劳工的福利。志恩在两

华中两队选手和老师一起分享获奖的喜悦。

年前参加社区服务时，发现人数众多

的客工在精神生活方面有待充实和改

善，例如：他们在工余之暇不知如何

利用本地完整的康乐系统和公共设施。

看到这方面的需要，志恩找来志

同道合的同学形成小组，寻求解决的

方法，包括通过海报、设立网站、社

交媒体等向群众宣传，提高国人对劳

工福利的认识，以及设计一套完整的休

闲活动方案(Healthserve)，为客工提供

有益身心，丰富生活的娱乐消遣，如举

办劳动节音乐会、体育竞技活动、图书

馆阅读计划、每月外出郊游会友等。他

指出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是国家安定的

要素，年轻人应该有责任去改变、为社

会带来积极正面的影响，为促进和谐社

会尽一份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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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郑琇文(14S71)

腾空翻身为李其芳赢得满堂喝彩。

人剑合一，气势不凡。

功夫不负有心人
——访问亚细安学生运动会

武术锦标赛冠军李其芳
的时间，要平衡训练和个

人的生活，委实很考验她

的时间管理和抉择能力。

其芳每周要投入十

几个小时的训练，坚持

不懈，比赛之前，更是每

天放学后就直奔训练场地，

风雨不改。其芳并不讳言曾

萌生放弃的念头，但每当想起

与她同甘共苦的队友，就让她得到

精神上的支持和继续拼搏的动力。一

路走来有喜有悲，意志的磨练、血汗

的融合，日子一久，铸就了她坚韧不

拔的性格，也培养了她勤奋刻苦、虚

心好学的良好品质。对于其芳来说，

武术训练不仅给了她强健的体魄和超

乎常人的毅力与自信，也教导她怀着

平和的心态，坦然地面对人生旅途中

的起起落落。

其芳认为中华武术是一门博大精

和
我同班的李其芳同学是个严

格要求自己，对中华武术表

现出莫大热忱的运动员。她

的武术生涯是在姐姐的影响下开始的，

长拳、剑术、棍术是她擅长的套路项

目，而她也多次在全国武术比赛中为

校争光。2014年，其芳征战亚细安学

生运动会，在武术套路比赛女子A组长

拳、短剑的项目中为新加坡赢得一面金

牌，载誉归来。

身为华中武术队队长，其芳是不

可或缺，肩负重任的灵魂人物。除了给

队员树立榜样，领导他们融入团体，培

养他们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外，她也需

要不时和教练沟通，帮忙协调平日的练

习和为比赛做好准备工作。虽然从小习

武，但其芳的成就却是得来不易的。除

了以梦想鼓励自己，训练永远是充满汗

水和伤痛的，当然还有时间的付出。在

繁忙的课业之余，要安排读书和做作业

深、历史悠久的艺术，在漫长的发展

过程中，不但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精髓，也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

因此她希望能将这门底蕴深厚的艺术

发扬光大。近年来在赛场上的骄人表

现，让她肯定自己多年来的付出和努

力是值得的。我们谨祝她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在赛场上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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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出发的“黄城夜韵”

5
月15-16日两天，高中部中文学会

的“黄城夜韵”回到重修得焕然

一新的维多利亚剧院上演。今年

的主题是“驿”，除了希望观众暂时

卸下生活的重担，让心灵歇息，三部

剧紧扣着主题，探讨了人生中的重大

转折点对人生道路的影响。

n	康笑妍(14S7F)

《零度的温暖》讲述了一个失手

杀人的逃犯，潜进医院后遇到年幼失怙

的绝症女孩后，宁愿放弃逃离的机会，

陪伴鼓励她勇敢地走下去。他是她人生

中的驿站，从此让她学会了“勇者必

胜”。而她又何尝不是他的“驿站”，

唤起了他心中的温暖，让他能够在将来

黑暗的牢狱岁月中，勇敢地继续人生。

《殇·逝》则刻画了一场空难留

下的无法磨灭的伤痛。在结婚前夕，

未婚夫替同事兼好友出国公干，却死

于一场空难中。未婚妻无法走出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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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同事兼好友则活在愧疚中。在日复一日的相

伴中，彼此迸出的火花，是移情，是救赎，还

是真正的爱情？这场空难，就是一个噩梦般

的“驿站”，即使走出了驿站，也不得不负上

沉重的枷锁，一步一叹息。

《走过1979》则带领观众回到了当年一

场改变无数学子命运的教育改革。教学媒介语

一夕之间改成英文，对所有华文源流的学生而

言，都是一场巨变。有人家境窘迫，毫无英文

基础，只能挣扎求学；有人执着于华文，拒绝

顺应改革；也有人积极主动地适应改革，虽然

遭遇了挫折和低谷，但还是坚持到最后。他们

在这个人生“驿站”中，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人

生道路，虽然坎坷，但最终都取得了成功。

每年的三部剧讲述着不一样的故事，但

每年的谢幕，都酝酿着同样的精神，同样的骄

傲，及同样的爱！黄城精神就是永远不言弃，

一年又一年地坚持着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传

统。黄城人对黄城的爱，都倾注在每一句台

词，每一个道具，每一首音乐，每一束灯光

里，在谢幕疯狂的欢呼和泪水里，在那一首隽

永的《唱一首华初的歌》里。“黄城夜韵”， 

是黄城人与观众的约定，让我们明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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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81年以来，《华岗文学》

已经走过33年的岁月，激发

了一代代华中人对于华文写

作的热忱，珍藏了无数学生的佳作，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现文采与才华的

平台。33年来，老师们尽心尽力，每

一年都主办不同形式的比赛，再将优

秀的作品结集出版，致力于将学生对

文字的喜爱与追求，逐字逐句地保存

下来，同时把最真实、最鲜活的年轻

学子的精神风貌和内心世界呈现给关

心华中的人。 

《华岗文学》秉承着推陈出

新的精神，无论在创作形式、

版面设计或出版概念，

皆不断追求卓越，

让 这 本 文 学

专 辑 在 每

年 付 梓 之

后 都 能 予 人

莫大的惊喜；

在内容上兼容并

蓄；通过封面、封

底、插图、摄影等细节的精心设计，

让读者感受到文学的丰富和美感。由

于《华岗文学》的出版是交给学生编

委会去处理的，这也让整个团队学到

很多课外知识和软技能，为他们累计

宝贵的人生经验。

n	中四聚英二班　光宇

《华岗文学》
   ——展现文采与才华的平台 

《华岗文学》记载了“我”的故

事，也收录了“你”的故事。在时光

的见证下，文学爱好者踏着坚定的脚

步，从过去迈向未来，用寸管写下无

数个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漫漫长

路上，有迷茫，也有盼望，但更多的是

不断发现——发现自我、发现当下、发

现生活。愿你我都能不忘初衷，携手前

行，在崭新的旅程里发现更好的自己，

一起走向灿烂的未来。

琴声和玫瑰如阳光送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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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家人的，竟也觉得无比幸福。蓦然

想起，曾几何时，也是相似的午后，

相似的阳光，我坐在爷爷奶奶的身

边，听他们讲自己的故事。那是一种

似曾相识的情景，一种熟悉的心情。

病房里四处转转，原来其他人

也有各自的感动。有的与老人打起了

牌，老人得意地教着，同学认真地学

着，忽然爆出一串爽朗的笑声，大家

纷纷凑过去问是谁赢了。有的开始教

老人折纸，于是白色的床头柜上开出

了一朵朵玫瑰，粉红的、浅蓝的、嫩

黄的、大的、中的、小的，围绕着较

早之前折好的彩色千纸鹤，铺成

一幅最温馨的画面。离开

前，我们把这些纸玫瑰

尽数送给老人，并将

千纸鹤贴在了墙上。

踏入电梯前不舍地

回望，桌上的纸玫

瑰在阳光下，散发

着温暖的柔光。

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心中有爱，

温情弥亮。我始终记

得 ， 那 天 的 阳 光 很 灿

烂，也许很多年后哪怕忘

了我们具体做过什么，也会记得

那刻满心下明亮澄澈的感觉——因为

我们的手上，捧过馥郁的玫瑰；我们

的心上，流淌着爱的音符。

n	范雨楠(15S6G)

2
月7日，一个周六下午，高中部

华乐团一行30人在诺维娜地铁站

集合，带着乐器、彩纸和满怀期

待的心，向仁慈社区医院进发。披着

一身金色的阳光，我们顺利抵达目的

地。医院的工作人员扼要介绍了具体

情况和要注意的事项，随即我们便按

照预先分好的三个小组，分头到位于

第11、12和13层的病房。

简单休整和准备后，大家纷纷拿

出自己的乐器，轮流为正在疗养中的

病人表演。由于农历新年将至，弹拨

组组员特意选了《喜洋洋》这首齐奏

曲，希望能把佳节的喜庆气氛传递到

病房的每个角落。没有想到的是，一

曲终了，大家竟还意犹未尽。这时组

长余 媛学姐跑过来，悄悄告诉我们

说老人家想多听几首，让我们继续弹

奏，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谢谢他

们的欣赏，用心聆听我们的音乐。低

头抚弦的霎那，我看到阳光从窗口斜

斜地照进来，把窗框的形状在白砖上

描出一片长方形。我深深地吸了一口

气，仿佛嗅到空气中夹杂着几丝阳光

的气味——那是给予和感动的味道。

穿梭在阳光与音乐中，时光的脚

步轻盈得让人难以察觉，与老人们相

处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半。接下来的

一个小时，更多的是互动与交流。虽

然一开始会不知道从哪里开始聊起，

虽然聊天时的广东话我听不太懂，虽

然只会一点点的手语，但是看

着他们嘴角边的笑意、眉

眼间的兴奋、带点激

动，自豪地说着从前

的故事，自己的或

喜庆的音乐把欢愉的气氛带到病房，祝福休养中的病患早日康复。

琴声和玫瑰如阳光送暖

悠扬的二胡声让周末的
午后变得更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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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马华卿

华中杰出校友、三军总长
黄志明中将专访

当
我 向 黄 志 明 学 长 发 出 专 访

邀请电邮时，我完全没有料

到，仅仅35分钟之后，我已

经在读他的回信了。身为堂堂三军总

长的学长，却一点架子也不摆，而是

非常高效地、爽快地答应接受采访，

这般华中子弟的义气，令我印象深刻。

最开心的华中时光
黄志明学长是1986年华中初级学

院85S62班的毕业生。

他 受 访 时 透 露 ， 中 三 、 中 四

（3A、4A班）这两年是他在华中度过

的最快乐时光，也是学到最多知识的两

年。当年班上的同学都比较顽皮，还曾

被当年的物理老师（现任校长潘兆荣博

士）罚做伏地挺身。当年与同学建立起

的友谊基础也非常牢固，大家不仅仅是

在一起读书和玩耍，经过几十年岁月的

洗礼，已亲如兄弟。

他表示，“自强不息、学以致用”

是他在华中学到最重要的价值观，而

它的基础在于华中深厚的中华传统文

化及儒家思想哲学。

“饮水思源、有时候要牺牲小

我，完成大我、要有社会责任感，这

些概念我至今仍铭记在心。”

华中华初合并前的文化差异
黄学长就读于华中、华初当年，

两校尚未合并。据学长回忆，当年华

中的传统文化氛围更为深厚；而华初可

能是因为才成立没几年，学生又来自不

同的中学，校园文化则略显西化。如今

许多学生通过“直通车计划”进入华侨

中学高中部，当年则没有针对南洋女中

和华侨中学学生进入华初的定额，因此

当年华初的学生比较多元化，也更能代

表新加坡社会。

他认为现今的华中毕业生比他那

个年代的华中毕业生更聪明、更具现代

化和世界性，而且很有理想。此外，也

不难看出，华中学生比较脚踏实地、深

受传统价值观的熏陶。

寄语学弟学妹
黄学长对华中的教育哲学给予了

充分肯定，因为它在强调学术严谨的

同时，也注重价值观的培养以及知识的

华岭
探索

16



应用，这三者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他希望

学弟、学妹们在刻苦学习的同时，秉持华中

的哲学，通过正确的价值观锻炼意志，与社

会上过于注重成绩的风气之间取得平衡。此

外，也不要当“草莓族”，他认为：“失败

是成功之母，失败不是不可以，但我们要从

中吸取教训，面对日后的挑战。”

他也指出，不论一个人的学术成就有

多高，一定要有中华文化的根基。当今世

界再过10年甚至50年，掌握好华文并理解

中国式战略思维仍然是至关重要的，在经

济、国防等领域皆如此。如果不把中华文化

和华文当一回事，那么最后吃亏的是自己。

深入基层体验官兵生活
受益匪浅

早在学长上小一的时候，就已经被飞机

的魅力所吸引，从而立志从军、成为战斗机

飞行员了。他在一份题为《我的抱负》的作

文作业中，就谈到了上述志向。

学长的确是位军事迷。据报道，为了深

入基层了解士兵的训练情况，他还在2013

年志愿参加了长达32公里的20公斤负重行

军，以及海军蛙人训练。

黄学长透露，在他29年的军旅生涯

中，遇见了许多位包括高级军官和准尉

（Warrant Officers）在内、对他影响深远

和发展有很大帮助的前辈，他们每个人都有

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不只是在思想上，也

包括基层管理的经验等方面。

“长官的长处就要学习，但每个人都有

短处，看到有短处的长官也可以学习，提醒

自己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展望未来  积极地应对挑战
据学长介绍，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领导

层是一个指挥团队。在他当上三军总长之

前，就和前任三军总长一起就多个问题进

行讨论，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并非每三

至五年就要做出重大政策的改变。

他表示，我国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使得新加坡武装部队长期面

临很大挑战，因此身为三军总长的他，正在

积极地探讨如何通过革新的方式及理念，为

2030年的新加坡武装部队在组织结构等方

面进行调整，以更少的人力资源来运作。

“总的来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加

坡武装部队这个非常以人为核心的机构，

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如教育上的自我

提升、在现实生活中领导军事行动等等。”

他希望在他的领导下，未来的新加坡武

装部队会继续这样做，将每个军人的最优秀

潜能激发出来，对他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编者按：黄志明中将在2015年8月15日卸下

三军总长的军职，踏入政坛，成为新加坡历

来转战政治的最高阶军官。他于今年10月出

任教育部代部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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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
懋濂学长，可说是一位不择

不扣的学者，学术研究方面

的著作与论文众多，尤其是

钻研历史，很有心得，而他从17岁开

始直到70岁，生活中的大半辈子，也

离不开树德育人的教育工作，可说是一

名诲人不倦的“灵魂工程师”。

谈起他在华中求学时的情况，符

学长记忆犹新，流露出美好的回忆。

他在1953年进入华中，1959年毕业，

度过了6年的丰富学习生涯。当年的

教学体制是“三三制”，三年初中、

三年高中，初中没有会考，好比今天

的“直通车”。华中当年的教学特点

是“不分文理、五育并重”。除了英

文、国文(即中文)和数学这三科主要

的科目，还包括科学、美术、音乐和

体育。有意思的是，除了生物以外，

数学、化学与物理课，都是用英语的

课本，学生的作答也是用英语，唯独

老师的课堂授课是用华语，可见华中

虽然是传统华校，却很早就注重双语

教学，意识到双语能力对学生掌握知

识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华中也致力

于培养学生的全面综合技能，推广 

“德、智、体、美、群”五育教育。

符学长就谈到学校的美术教育是非常

优秀的，也非常重视体育，学生必须

通过一百米短跑、跳远和跳高三项体

能测试，不及格的同学就得留班！令

符学长非常难忘的是学校拥有13个篮

球场之多，相比于他在念小学时只有

n	彭俊豪

驰骋历史			回馈教育
——符懋濂学长专访

一个篮球场，这是何等幸福。符学长

也引以为豪地表示，当年华中是唯一

一所拥有标准型四百米跑道和看台的

体育场之学府。可见华中很早就为培

育优秀体育、田径健将奠下基石、树

立传统，这也是与华中早期的办学理

念息息相关的。

符学长表示，始终对自己身为一

名“华中人”和日后的“南大人”引

以为荣。在求学时期华中给予他的养

分，也对他后来的人生和工作起了重

大影响。他求学时对文学和历史都产

生浓厚的兴趣，但最后选择钻研历史，

是因为深受华中一位历史老师陈仰成的

启发。陈老师讲授历史时就连别班的同

学都前来旁听，可见他讲课有多精彩。

符学长认为这位老师与众不同的地方在

于能够结合时事分析历史，从而引发学

生的浓厚兴趣。除了陈仰成，华中还有

许多杰出的教师，如教授美术的刘抗

和陈文希，他们都是一流的美术家，

能够在他们培育下汲取知识和养分，

是难得的机会。

符学长认为，华中堪称东南亚最

高的华文学府，除了优秀的教师团队，

它也有完善的教学设施，包括藏书丰富

的图书馆、实验室齐全的科学馆以及美

术馆等。另一方面，学校的读书风气非

常盛，各班有共用书橱，方便学生借阅

或交换读物。学校的班会组织也让符学

长印象深刻，当时学生自发组织学习小

组，互助学习，也经常组织辩论会，培

养学生的思辨能力。班会组织不仅发挥

了团结友爱和互助精神，更培养了学生

的组织与领导能力，是落实校训“自强

不息”的重要平台。

学校当年升学的要求是非常严谨

的，就连体育不及格也必须留班，符

学长就记得自己上初一时共21班，但

到了高中毕业那年仅剩6班，这当中

当然也包括一些学生、尤其是超龄生

半途退学者。

在华中的求学生涯有许多难忘的

事迹，这当中就包括与同学一起参加

水灾救助，亲临大巴窑、波东巴西等

受水患影响的地区赈灾。此外，符学

长在1956、1957年也参与了争取自

治、独立的运动，要求民众在请愿书

上签名，呈交给马绍尔所率领的赴英

谈判代表团。另一个令他难忘的便是

与南洋女中、中华女中组织的大型野

餐露营活动，活动地点就在三巴旺海

边。想必华中是全男生的关系，参与

的同学往往非常踊跃，多达几百甚至

上千人，而且还需劳驾罗厘来载送，

可说是浩浩荡荡，但也非常有组织性。

符学长也对校内作文比赛记忆犹

新。当时比赛分为高中组和初中组，同

时进行，各班选出最好的两篇，再进行

评比。令符学长感到自豪的是，他在念

符懋濂学长与博士班同窗在复旦大学校园。

和王卓如老师合影的华中毕业班同学。第三排左起第五位为符学长。

华岭
探索

18



高一时荣获高中组的第二名，

除了得到15元的书券，比赛

的成绩还刊登在报章上，对

学生是莫大的鼓舞。

同样让符学长引以为

荣的是参与华中毕业特刊

出版的工作。他作为主编

与其他四位负责同学一起

努力把工作做好。当时的编辑

队伍可说是亲力亲为、全心投

入，不仅要负责邀稿、审稿、

校对、排版，还要亲自到各处招收广

告，收取广告费，有时遇到赊账者可

说是吃力不讨好。但学生时代时的磨

练或许对日后的人生有着积极正面的

影响。

符学长和就读南洋女中的妻子都

是南大毕业生，自己是历史系专业，

妻子则修读中文系，两个儿子已成家

立业，四个孙子包括两男两女，家庭

生活可谓幸福美满。

大学毕业后，符学长的工作主

要围绕教育和学术界，历练非常丰

富，几乎涉及所有的领域。他念华中

时就曾在校友会为乡村地带的民众

开“识字班”和“文化班”，旨在普

及教育、提升普通百姓的教育水平。

当地居民都非常勤劳、认真学习，也

非常热情，常赠与他木瓜、鸡蛋等自

家食品，令他难忘。符学长后来正式

执起教鞭，在立化中学、国家初级学

院和裕廊初级学院讲授历史、华文与

文学。他在裕廊初级学院担任部门主

任，后来升任副院长，但他始终认为

自己的热忱在教学而非行政，所以未

继续往这方面发展。符学长后来也到

了南洋理工大学及国立教育学院兼

课，并出任教育学院的辅导导师。退

休后他也继续服务教育，在开放大学

(即今天的新跃大学)担任讲师。

除了教学，他在编写教材和测

试领域也有所贡献，曾编写历史课本

(胜利书局出版)，并担任历史课本评

审员，也曾任高中会考历史试题命题

者、会考监考主任及会考评卷主任。

谈起他最满足的一份工作，他斩钉截

铁地认为是在开放大学担任讲师的那

段时光。他认为那是一份富有挑战性

的工作，因为开放大学的学员都是各

行各业的人士，拥有一定的资历与人

生历练，其中还包括退休国会议员和

议长。此外，同事们学历匪浅，许多

来自名牌大学，学院对讲师教学素质

的要求是颇高的。但这也

激发符学长在“教”

与“学”方面不断精

益求精，提升自己的

学术涵养。他也在这

个时候完成了复旦大

学的博士学位，可说是

充分体现了一股 “自强

不息”的华中精神，也

可谓“终身学习”的极

佳楷模！

符学长对历史的研

究 非 常 广 泛 ， 发 表 和

撰 写 的 学 术 著 作 与 论

文众多，其中涉及世界史范畴，如：

《中学历史新编》(四人合编)、《东

亚史新编》(高中课本)、〈谁该负起二

战的历史责任〉、〈中国史在世界史

中的位置〉等；中国历史范畴，如：

《辛亥革命前夕，革命派与立宪派的

思想论战》、〈大一统历史观的形成

及其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深远影响〉、

〈汉字系统与政治大一统〉、〈中国

复兴的必然趋势与有利条件——为回应 

“中国崩溃论”而作〉等；中国文学

史范畴，如：《唐代明道文学观与正

统历史观的比较研究》(博士论文)、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之再议〉、

〈关于“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等；新马史范畴，如：〈有关历史教

育的三个问题〉、〈新加坡何时就有

中国人定居〉、〈新马史书中所存在

的“欧洲中心论”〉等。除了历史范

畴，他的著作还包括杂文与时事评

论，如《孔夫子南游夜郎国》(杂文集)、

《伪西方社会透视》(杂文集)、《历

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论文集)、 

《思想碰撞的火花》(论文集)、〈族

群认同、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族化的矛盾〉

等。由此可见，符学长不仅是一位严

谨的学者，更是一位多产和多元性的

作家。

符学长酷爱历史研究，那是因

为历史给了他很大的启迪。他很赞

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

法，认为历史发展的中心不会滞留在

一个点上。这对新兴国家如新加坡是

很大的启发与精神力量，比如他就认

为新加坡作为英国的殖民地，没有不

可超越英国的理由，而今天我们看到

跃身第一世界国家的新加坡在许多方

面都做到了这一点。

历史让他从第三只眼睛看世界，

所谓“鉴往知来”，也使他更加自信、

乐观，尤其对新加坡的未来发展，他认

为从整个历史潮流来看，亚洲的崛起给

新加坡带来巨大的契机，让我们有足够

的信心迈向100年的建国历程。

所 谓 “ 滴 水 之 恩 ， 以 涌 泉 回

报”，在符学长身上看到的，还包括

饮水思源、回馈教育的难能可贵精神。

符学长当年为了上大学而工作三年，赚

取费用，然而当时大学学费每个月需缴

付60元，4年下来仍旧捉襟见肘。好在

符学长获得了马来亚琼州会馆大学奖

学金，共四年、每年一千元，让他解

决了上大学的经济问题。这份恩情他

念念不忘，如今他也积极回馈社会，

培育下一代，比如捐赠RM12,000给

马来西亚海南联会作为大学贷学金、

捐赠RM48,000给马来西亚海南联会

作为栽培独中教师奖学金，以及捐赠

RM48,000给怡保育才独立中学作为

栽培教师奖学金，成功申请者将赴南

京师范大学深造，毕业后回校服务。

此外，他也为马来西亚九所华文

独立中学设立《南大校友华文科最佳

成绩奖》，每年颁发给每所学校六名

成绩最优秀的学生(每一个年级一名)。

在符学长丰富的人生历练中，他

向我提起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

在母校华侨中学服务。他透露在1967

年曾有过契机，到华中授课，但校方

要求他除了讲授历史与华文，还必须

兼教生物课，这并不是符学长的“本

行”，于是他就婉拒了。即便如此，

他还是对母校未来的发展寄予厚望与

深深的祝福。他认为华中今天走向国

际化，也不断壮大，祝愿她能发展成

为世界最佳学府之一，吸收海内外最

佳学生和教师团队。他也希望学校继

续秉持“德、智、体、群、美”五育

并重的教学理念，并且在华文水平方

面进一步提升，因为“单语的世界已

经过去”，有必要培养能面向未来的

双语、双文化人才。

以史为鉴，符学长的真知灼见，

应当让我们深刻沉思。我也深信华中

大家庭始终会对孕育出这么一位杰出

的历史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感到无比

自豪！

符懋濂学长接受新跃大学
校长的十年服务奖。

符懋濂学长的众多著
作之一：《唐代明道
文学观与正统历史观
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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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王云正	(3B1)

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
——访2015年驻校作家寒川老师

寒川老师带领同学们到钟楼、陈嘉庚铜像前，由同学朗读他描绘华中的诗歌创作。

“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这是寒川老师给我们在文学创

作上的忠告，说是金玉良言也不为过：这也是他写作以来所一直秉

持着的态度。

华侨中学语文特选课程的同学们有幸地在七月份，通过驻校作家

计划，与华中校友寒川老师交流学习。驻校作家计划是推广华文学习

委员会所推展的活动，旨在通过让学生们与本地作家互动，从而增强

同学们用华文写作的兴趣和信心。对原本就热爱文学的语文特选课程

的同学们，此计划可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寒川老师教课的方法其实与普通的写诗课程有所不同，他以分

享生活经验为主，寒川老师本人相信“我手写我心”的这个创作理

念，并且坚信写作不应该是坐井观天，或者凭空想象。因此，老师

通过幻灯片来与同学们分享自己多年来写作的经验与故事，通过现

实生活来当教材。

寒川老师参与了十多个华社与社区组织，生活阅历丰富，目前

是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主席，也是印尼两大华文报章《国际日报》

和《印华日报》的文艺版编辑，经已出版了20本创作集，其中多本

是诗集。既然是寒川老师的课，必然少不了老师的专长，也就是诗

歌，包括时下流行的小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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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写我心，我手写我口
附录：

陈嘉庚铜像的联想

他何尝想过

也绝不曾有此要求

走后一尊铜像

高高地遥望

成群结队的白云

由西

飘向东

半个多世纪久居南洋

倾资兴学，甚至

爱国救国

他都把这一切荣辱得失

统统托付给

共赴国难的

千千万万名同胞

辗转避匿

风声草声家畜声

声声都是死亡的召唤

由苏岛而爪哇

走，就这么三年零八个月

当枪声

有意或无意地吭出声音

当住宿处

不再是可以安静撰写

《南侨回忆录》的时候

多年后，他在北京

回国观光的黄丹季

陪他重温玛琅逃难的往事

他的记忆

他走过的那段岁月

于是一一成为

历史

后记：华侨中学校园内，陈嘉庚铜像如

时代的巨人，见证着近代一页南洋抗日

历史。这位“为民族解放尽最大努力，为

团结抗战受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

不能屈”的伟人，其高尚人物形象，始终

令人缅怀难忘。日前陪同来自泰京的校友

老羊君回校怀旧，有感而作。

一九九六年十月廿六日

以他创作及主编的文集为奖品鼓励同学。

寒川老师除了分享自己的写诗经验，也给大家引荐

本地诗人在《小诗磨坊》（新华卷）里所写的小诗，并加

以点评。此外，老师也给予同学们朗读小诗的机会，还以

他创作和主编的文集，及本地作家的创作集为奖品鼓励大

家。同学们也都轮流上阵，尽情朗读。

寒川老师谈诗，当然也少不了要同学动手写诗的环

节。寒川老师鼓励同学们以校园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经验入

诗，同学们也乐意地接受了挑战。大家利用自己的想象

力，有感而发地写出了一首首生动多样的小诗。对于同学

们的作品，寒川老师觉得都写得还不错，只是欠缺写诗的

技巧，对诗歌创作仍然有些生疏。不过，老师深信，同学

们只要多看、多读、多写，一定会进步。

最后的一节课对寒川老师来说意义重大。他带领同

学们到校园各角落，由同学朗读他描绘华中的诗歌创作。

看着同学的朗读，寒川老师和其他同学都沉缅于华岗的历

史洪流里。老师在受访时说：“学弟们朗读的三首诗，都

与华中校园景物有关，也就是钟楼、陈嘉庚铜像和天下之

马，它们都是华岗的座标，这在其它学校，我不可能有这

种机会和感觉。回来母校担任驻校作家，的确与其他学校

不一样的感觉，太好了! ”

寒川老师独特的四节课，让同学们都获益不浅。华侨

中学中三学生裴成一受访时说：“寒川老师对自己人生经

历的分享，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一名诗人的生活，为我

们揭开了诗人神秘的面纱。这四节课也让我们对诗有了更

深一层的了解，让我们在创作上更有信心。”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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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你在华中求学时最难忘的回忆。

在华中六年，至今令我难以忘怀的是

2013的中秋节。我们学生理事会两个

月的汗血都在这一夜绽放：柔和皓洁

的月光衬托着绚丽缤纷的黄城，代代

华中人齐聚共婵娟。大家都沉浸在融

洽、温馨的氛围里，欢乐地载歌载舞：

顿时，深深地感触到大家对母校的那份

爱。 －龙骏达

谈谈你在华中求学时最大的收获。它
给了你什么养分？

在华中的两年里，最感激的就是遇到

那么多的好老师。 老师们常会在课堂

外抽出宝贵时间回答我们的问题，让

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课程的内容。 

老师们也不断鼓励与支持我们，让我们

对自己更有信心、突破自己。－王信杰

“华中人”对你来说是怎样的概念？
你如何去定义？

华中人本着“自强不息”的精神，力

求突破自我，是不屈不挠的引领者。

华中人本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的精神，懂得谦卑，是打造双赢局面

的创造者。华中人本着饮水思源的精

神，回馈社会，是真诚地为社会奉献

的造福者。 －曾靖杰

你离开华中，接下来如何规划自己的
理想和未来？

今日我以母校为荣，明日母校以我为

荣，这是我希望我这生中能实现的抱

负。不只在事业上争取为民服务，而

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多参与社区与校友

活动。我也希望多聆听他人的声音，

把人民的心声作为一种借鉴，社会给

予了我不少机会，我希望能为社会尽

一份力。如果能做到饮水思源，拥有

高尚品德，就是不辜负我的老师们多

年来的耐心教导，也是回报他们最好

的方式吧!  －郑仰

What does being a Hwa Chong 

student mean to you?

I believe being a Hwa Chong student 

is to be part of a legacy of tradition and 

excellence, but more importantly, it is 

really about being a part of a larger 

family. The importance of “饮水思源” 

(having a deep sense of gratitude) or 

our Hwa Chong Spirit of 自强不息are 

just some of the many things that bind 

each generation of Hwa Chong students 

together. It is these shared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that make the Hwa Chong 

experience a timeless one.   

 – Gabriel Chua 

How do you hope to contribute to 

the Hwa Chong community?

The Hwa Chong community is made 

up of Hwachongians who excel in 

their various fields. I hope to galvanise 
Hwachongians to make the best use of 

their skills and achieve social impact. 

For example, lawyers offering their 

time for pro-bono work, engineers 

utilizing technology for people with 

special needs and PMETs helping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build their 

organizational capacity. I also hope to 

encourage greater interaction between 

Hwachongians from different fields, so 
that we can create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tackle today’s complex 
problems. – Heng Yi In

What are your hopes and 

aspirations for Hwa Chong and 

Singapore?

I hope that Hwachongnians retain the 

spirit of excellence while remaining 

grounded.  Humble,  and wi thout 

vanity or hubris - this, I believe, is 

the quintessential Hwachongnian. 

Most importantly, Hwachongnians and 

Singaporeans should always be grateful 

for all that we have been blessed with. 

We are the lucky ones, and our good 

fortune confers a duty upon us to pay it 

forward.  – Etsuko Lim

I hope Hwa Chong will continue to 

remain a place where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are preserved and articulated. 

They are instrumental in our character 

and moral development, and key to that 

is keeping the Hwa Chong family spirit 

alive. – Russell Ewe

My wish is for Hwa Chong to remain a 

premier institution with a strong emphasi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values, continue 

to be successful and gro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I also wish for Singapore to 

remain prosperous and become a more 

gracious society. I want to celebrate 

SG100 knowing that Singapore remains 

the best island city we can call home.

  – Loo Li Yang

华中人：薪火相传 n	彭俊豪、苏奕达整理

华中每年都孕育出品学兼优的杰出毕业生，他们当中不乏总统奖学金得主、武装

部队奖学金得主、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得主及各机构的奖学金生，他们个个有

理想、有抱负，有的选择负笈海外著名学府深造，有的则留在国内追逐他们的

志愿。在这一届杰出的华中人即将踏上人生新的一个里程之际，《华岭》访问了

他们，了解他们在华中求学时难忘的美好时光以及对国家和母校的祝福与期望。

我们也在此祝愿他们每一位学有所成，也希望他们日后能够为国家与社会做出贡

献，并回馈母校。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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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李开/	黎运栋

《山岗的脚印》这部总结华中人

数十年表演艺术实践的著述，在编写

组群策群力、众志成城的努力下，在

校友会支持下，终于成功付印，并于

去年11月29日在旧国会大厦议会厅发

布了。

回顾这三年里，在拟定大纲、搜

集资料、征求稿件，以及编辑和审校

过程中，虽然碰到了种种困难，遇到

了许多棘手问题，最后还是完成了原

定的出版任务；我们也从中获得了不

少宝贵的经验和心得：

一）凡事要以诚待人，坚持到

底：找有关的演职员或前辈写稿，他们

不是说自已很忙，不会写文章，就是说

自己记忆力衰退，想不起往事，一再推

托；找一些学长帮忙校对文稿，他们也

会说自己语文水准不高、没耐性或粗心

大意，不能从事校对。然而，只要看准

对象，一再邀约，盛意拳拳，最终他们

还是会受感动，而答应尽力而为的。

无论在搜集资料、写有关文章，

或编辑过程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预想

不到的难题，只要一时信心动摇，或意

志不够坚定，往往就会退却放弃，半途

而废；有的学长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悄

然隐身而退。好在大部分学长都任劳任

怨，坚守不渝，而且相互支援，终于克

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任务。

二）先列纲目，以便初期收集资

料和邀稿，以及后期进行排版工作：

面对数十年众多和繁杂的演出资料和

剧照，如果没有大纲和目录来区分和

指引，将会感到茫无头绪，不知从何下

手。相反的，若有了纲目，就容易理出

个头绪来，方便邀稿和搜集资料；后期

调整了原有的纲要和目录，排版时就顺

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三）挖掘题材，搜集资料和照

片：写稿的人，最怕资料不够，图片

缺乏。这就需要挖掘题材和搜集资料

和照片，比如到国家图书馆查阅旧报

纸的胶卷，尽量多联络和访问以前的演

职员和前辈，尤其是资深的演职员，从

他们那儿往往会得到预想不到的资料，

有的还会提供演出特刊、海报，甚至照

片（女性更善于收藏这方面的特刊和照

片）。如果当事者已经过世，可以设法

联络其子女。在写有关华中著名导演叶

文祺老师的时候，我们就电话联络和亲

自访问过十多位有关演职员，包括叶老

师的家人，从他们那儿得到许多信息和

照片（尤其是其公子，提供了许多其父

亲留下的生活照片和演出剧照），花了

几个月时间，终于完成了这篇文稿。

四）写稿和审稿：要特别注意

剧名、人名、地名和日期，必须有

所根据——多查证演出专著（如方修

的《马华新文学大系（八）剧运特

辑》、朱绪的《新马话剧活动四十五

年》、柯思仁的《戏聚百年》等）、

演出年表、特刊、海报和剧本等，如

若只凭口述和记忆，往往会有出入。

五）照片处理：把彩色照片集中

排在书的前面部分，比较能吸引读者；

把黑白照片集中排在中间部分，其中

有些也可用来作为配合有关文章的插

图（灵活处理，避免单调）。照片专

辑，可以演出时间先后顺序编排，也

可以不同的演出剧种分别编排。

六）封面设计：《山岗的脚印》

的封面是以比较写实的方法，选了主要

的剧照加入华中校景来概括书的内容，

在构图和色彩调配方面，花了很多心思

和时间。以后也许可改变一下，采用比

较写意的方法——通过彩墨或水彩，以

色彩的深浅和留白，表示时空的变幻，

象征戏剧的演变过程（整个新加坡华语

戏剧的演变，也是由注重写实格调渐渐

走向较偏于写意的方向）。

七）仔细多次校对，查证任何疑

点：尽量让多位学长校阅同一稿件，

然后由负责人把所查校的不同错误集

合在一起，交给排版者修改，以便把

错误减到最低限度。遇到疑点或不合

常理的地方，要尽量查证有关资料，

或询问有关方面（千万不可为了省事

而一味猜测或想当然耳）。例如书后附

列的《参考资料》，其中有一本著作是

由“新华文化事业（新）有限公司”出

版的，初稿却把出版者打成“新华文化

事业私人有限公司”，如果不向有关方

面查证，就出现错误了。另外一本参考

资料是柯思仁博士的《戏聚百年——新

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打字

时把“戏聚百年”打成“欢聚百年”

（也许是“戏”和“欢”字形相近，

而且平日所见的词语只是“欢聚”而

不是“戏聚”之故），校对者由于未

见过此书，只看字面，当然未能发觉

错误所在。在《百年·瞬间》介绍剧

情时，提到1911年10月10日是武昌起

义成功，成立的是中华民国武昌军政

府，如果说孙中山紧接着就任临时大

总统，就不对了——他要到次年1月1

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时才就任临时

大总统。 

这次实际参与编著工作，虽说付

出了许多时间和心血，后期编辑和校对

的一整年里头，几乎每天都要花五六个

小时的工作时间，相当辛苦和吃力，但

从中却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和心得，

也为这项总结集体记忆的大工程尽了

一份绵力，而感到无比欣慰和荣幸！

《山岗的脚印》的出版，已引起

了反响——中正人在今年3月28日举行

了茶话会，正式启动中正人的历史记

忆工程，整理中正的戏剧表演历史，

为中正人在上个世纪40、50和60年代

在我国剧坛上的辉煌足迹，留下珍贵

的记录。

参与《山岗的脚印》编写工作

的成员，也曾在今年初的一个聚会场

合，提到进行《山岗的脚印》续篇的

计划，以补充一些遗漏或不完整的史

料和回忆，并准备尽可能争取在两年

内完成出版工作。

                                                    

编者按：《山岗的脚印》尚有存书，有

兴趣阅读者，可到华中校友会索取。

出版《山岗的脚印》
的回顾和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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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江红》·南洋古镇

林岫浮云，黄昏近，烟村远寺。 

南海港，峭帆归棹，旅人如织。

椰影婆娑收漫步，银沙碧浪闲游止。

随处是、旖旎好风光，如昔日。 

棕园邃，胶径直；船埠岸，渔灯市。

闹声腾巴刹，旧时相识。

身迹萍蓬飘转久，重寻故地来留视。

抬望眼、新月挂天边，夕阳赤。

按《龙榆生词谱》 柳永 体

n	柯世利	(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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