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2017
年2月5日，农

历正月初九上

午，华中文化

中心剧场充满喜气洋洋的气氛，华中

大家庭各单位欢聚一堂，共同在新春

团拜中为丁酉鸡年献上诚挚的祝福。

华侨中学董事会李胜存董事长和

嘉宾们在华中醒狮团的锣鼓声中步入

剧场。首先登场的是华侨中学中学部

华乐团，他们献上《金蛇狂舞》和《

火车托卡塔》，其中《火车托卡塔》

穿插口哨和哼唱，让华乐曲子增添了

新颖的元素。

接着，李胜存董事长上台致词。

他首先向华中大家庭全体成员献上新

年祝语，并向大家汇报了2016年华中

大家庭在不同领域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包括董事部新大楼和

校友会文化中心顺

利投入使用，以及

华侨中学和华中国

际学校在各方面取

得的卓越成绩。其

中，华侨中学2016

年度A水准会考是

开办直通车以来表

现最好的一年，学

生也积极投入社区

服务与志愿工作，

可谓品学兼优。华

中国际学校则在刚放榜的IB国际中心

会考中表现优异，首次有两位学生考

获45分满分的佳绩，而超过百分之八

十的毕业生也有资格报读本地或外国

著名学府。李董事长表示这些成绩来

之不易，各位董事无怨无悔地付出，

大家庭的成员也无私付出，华中才得

以格外灿烂辉煌。他也希望大家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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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拜年的嘉宾还包括华中管委会副主

席孙广安、华侨中学校长潘兆荣、华中

国际学校董事部董事长郑金城、华中国

际学校校长许进源、华中颐年俱乐部会

长麦全安和华初校友会会长林蔚良。另

外也包括华侨中学和华中国际学校各一

位学生代表。

节目接近尾声，校友会合唱团、

华中之声合唱团联合献上美妙的歌声，

以新年歌曲《春之晨》和《好日子》让

新春团拜步入高潮。看到老、中、青三

代人同台演出，歌韵代代相传，令人欣

慰，也代表华中精神的一脉相承。最

后，李胜存董事长分发红包给所有演出

的单位和代表，以示感谢，为丁酉年新

春团拜画上完美的句点。

一致，齐心协力，共同为华中创造更

美好的未来。

李胜存董事长致词后，也代表董

事会从华中管委会代表孙广安副主席的

手中接过珍贵的画作。这次华中管委会

向华中董事会移交并将由董事会保管的

10幅画作，就包括和华中有渊源的四位

先驱画家的油画和彩墨画，分别为陈宗

瑞、钟泗滨、陈文希和刘抗。

紧接着，华中高中部舞蹈团22位

成员配合轻柔的音乐呈献了舞蹈《茉莉

花》。校友会回春功班也不落人后，以

校友会郑苡娜副会长为核心的成员们，

为大家献上了《回春跪功》。校友会另

一个活跃的团体太极组则呈献《太极神

韵》。其他精彩的节目还包括国际学校

赵子龙同学演唱校友巫启贤的作品《团

圆》、国际学校师生呈献动感十足的现

代舞曲串烧以及华中武术队带来的各项

武术表演，包括刀、剑、拳、棍等个人

和对练套路。

李胜存董事长、校友会黄龙金会

长和新春团拜工委会主席郑苡娜副会

长也不忘上台以一幅对联“一帆风顺

年年好，万事如意步步高”向华中大

家庭拜年，横批则是“瑞气临门”，

博得在场校友们热烈的掌声。上台与

董事长李胜存(右二)从华中管委会副主席孙广安手中接过画作。右一校友会会长
黄龙金，左一华中校长潘兆荣博士

横跨 到 年代
300多位师生齐聚母校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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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明星学长说，他们是在去年的9

月发出消息，到12月止。

他披露，为了让较年迈的老师

也能出席这次的叙旧晚宴，由茂利学

长（校友会副会长）担任组长的交通

组，组员们在当天下午分别接载老师

即
将迎来百岁生日的华侨中学母

校，近年来并不寂寞；由她

哺育成长的莘莘学子，纷纷

回返华岭，与久睽的老师们重温往事！

2016年12月30日正值年尾，来自

上世纪60到90年代的300多位校友，和

20多位当时谆谆善诱的老师，齐聚嘉

庚堂叙旧寒暄，共同回忆昔日华岭上

学习的美好情景。

这项活动是由1977年毕业的梁世

超学长发起，通过设立的《华中同学

平台》联系各在一方的校友报名参加。

世超学长也赞助当晚自助餐费用，而姚

福发学长报效3箱红酒、黄贤盛学长则

报效点心。

当晚的司仪是林明星学长和杨克

明学长，林明星学长也是校友会理事。

们出席晚宴！

《华中师生叙旧晚宴》在一片

欢声笑语中至晚上十时才结束，大家

都带着不舍的心情下山岗，并希望在

2017年3月21日的校庆晚宴里再相聚！

横跨60到90年代
300多位师生齐聚母校叙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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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表示放弃即可。徐芳达事后告诉

上司这件事，上司吃惊说：“你很大

胆，越了这么多级直接上书，你不怕

前途受到影响吗？”但是，不但徐芳

达未因此被责罚，而且他的建议获得

采纳，人事部再也无需费时费力处理

上千份同意书。

看似无足轻重的一件小事，徐芳

达的大胆与上司的回应，正凸显了公

务员体系的普遍心态，一切依法行事

就好。“如果小事不敢冒险，不愿尝

试，遇到重大政策，你有可能尝试，有

可能创新吗？”徐芳达认为，由小事情

的变与不变，即可看出一个机构做事的

思维及方式。现有条规是反应了之前所

面对的情况和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大

部分人的态度是萧规曹随，一成不变，

徐芳达忧心，新加坡前景堪虑，“新加

坡接下来要走的路并不比之前容易，我

们面对着很不一样的挑战，也面对着很

不一样的难题。”

领导层须有担当
冒险的反义词是踏实、可靠、稳

当。徐芳达谈冒险，不是有勇无谋，

是胆大心细。身为领导者，更要有担

当，成为下属强而有力的后盾，不是

遇事则逃。

2011年，徐芳达接任能源管理局

2011
年，新加坡人民

行动党经历自

1965年独立以

来挑战最重大的一次选举。“当时整个

政治环境令人担忧。”徐芳达神情严

肃说，原本多次因孩子年幼而推辞行

动党出山从政的邀请，他无法再坐视

不理。2015年，徐芳达出战碧山－大

巴窑集选区，成为政坛新人，外界视

他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班子的重要成

员之一。

现年43岁，身兼卫生部、通讯及

新闻部政务部长，踏入政坛前，徐芳

达已在公共部门服务17年，也是已故

建国总理李光耀最后一任首席私人秘

书。1990年代，他获得由公共服务委

员会(PSC)颁发的海外优异奖学金，

负笈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深造。徐

芳达回忆，他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物

理，志愿是当工程师，持有电子工程及

经济双学位。徐芳达笑称，原本以为有

机会从事和工程相关的工作，“可能因

为我也念经济，有关部门决定安排我

先进入行政部门。”自此，徐芳达和

工程渐行渐远。

公务员不能太乖
若不坚持双主修，徐芳达可能和

工程还有些缘分。“我是这么想的，修

读经济有助于我对政策及社会发展有

更深的理解。”徐芳达自行评估，认

为有把握在四年内完成两个学位，于

是向PSC提出申请。想不到PSC却拒

绝了，理由是该项奖学金只支持徐芳

达主修电子工程。不死心的徐芳达于

是瞒着PSC，悄悄完成两个学位。回

国交出成绩单时，“事机败露”，PSC

不满徐芳达擅作主张，遂进行纪律调

查。转机却意外出现，时任PSC主席

的华联银行董事长李喜盛不但不责怪徐

芳达，还说：“.Very.good！Four.years.

two.degrees,.value.for.money!”(很好

啊！四年考获两个学位，物超所值！)

一场小小的冒险，让徐芳达体认

到，“如果你相信是值得做的，是对

的，是好的，就算条规不允许，也不

要太乖啦！”

进入公共服务部门第二年，徐芳

达再度挑战体制。那一年，徐芳达获

擢升。法令规定不得强迫任何人接受

擢升，每一次获得擢升的公务员需签

一份同意书，表示接受或拒绝。每年

总有一两人拒绝，为了这极少数人拒

绝升职，人事部被迫要求几千个公务

员签署“升职同意书”，每年必须处理

上千份同意书，这项措施让徐芳达感到

不解。他写了一封电邮向时任PSC主

席的张赞成建议，改由不接受擢升者

徐芳达谨慎的冒险n		吕爱丽、梁舒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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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芳达学长采访侧记

局长。此前，局内已多次讨论是否应

该效仿澳洲、纽西兰等国建构电力期

货市场。借由开放业者加入竞争，为

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几家寡头发电

厂自然不愿意配合政府政策，诸多阻

挠。“这一次，我们认为够了，不能

再拖。业者如果不配合，我们就引进

其他供应商。他们发现大势已去，现

在每一家都想加入到期货市场来。”

比起坚持双主修、建议修改行政

流程，徐芳达此次冒的风险更大，可

能随时赔上仕途。他坦言，当时只有五

成把握，同事们也是战战兢兢。“我只

考虑两个问题。第一，是否值得做？我

们开会时讨论了十分钟，一致认为值得

做。第二，最坏情况是什么？大不了我

失去那一年的奖金及升迁机会。”徐芳

达边说边举起右手作出刀刃划过脖子的

动作，似有身先士卒之意味。

为了让同事们无后顾之忧，徐芳

达下达指示：“大胆去做，部长不高

兴、市场不高兴，一切由我负责。”

徐芳达相信，若身为主管的无法为同事

提供安全网，大家势必有所顾虑，犹豫

不决。新加坡电力期货市场于2015年4

月正式运作。能源管理局公布该年9月

投标结果显示，最新加入竞争行列的独

立业者，其投标价远比现有业者的更

具吸引力，共有十个市镇理事会取得

22％电价折扣，一年可省下210万元。.

曾在选战期间接受本地媒体采

访，徐芳达直指“新加坡的公务员有

怕犯错、想太多、对一般民众了解不

深的缺点。”他说明，这段话不是批

评公务员，是希望鼓励大家别因为害

怕犯错而画地为牢。

新领导班子待磨合
去年，徐芳达参选，很多人以为

他是政治新手，事实上，他已默默耕耘

一年。这很符合徐芳达一贯的个性，冒

险但不冒进。他透露，2011年以前，

已有不少人劝他从政，但他碍于家庭

因素拒绝。直到2011年那一届大选，

眼见执政党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徐

芳达决定挺身而出，“我不希望二、

三十年后悔不当初。”

然而，徐芳达没有十足把握，于

是向行动党秘书长李显龙建议，给他

一次“实习”机会。2013年，徐芳达

参与马林百列集选区的关怀网计划，

第一次走入基层。“那是我给自己的

一个测验，和社会基层接触之后，我

的感觉是什么？如果是很不自在、不

舒服，就代表我不适合从政。”走入

基层，也促使徐芳达反省，拟定政策

时，是否过于习惯从政府部门的角度

思考，“如果也可以从人民的角度思

考，会更加全面。”

听取民意，并不代表政府推卸

或放弃做决策的责任。“在制定政策

时，我们不可能在所有的情况下都获

得所有人的认可，最终还是得靠政府

做出最符合国家长远利益的决定，这

个决定可能是不受欢迎的。”政治与

政策相互影响，如果政治不稳定，政

策无法推行；若政策无法说服人民接

受，共同努力，则不利政治发展。徐

芳达认为，新加坡的管理接下来要走

协同合作模式。

徐芳达的觉察不仅来自基层服

务，同时结合他过去在教育部任职的

所见所思。2007年，教育部成立北烁

学校，是一所专为小学会考不及格学

生提供三年及四年中学课程及职业训

练的学校。推行北烁计划，教育部起

初担心，教师愿意接受指派吗？出乎

意料的，自愿到北烁执教的教师人数

超过配额，徐芳达开玩笑说：“如果

这是一项IPO(首次公开募股)，肯定是

oversubscribe(超额认购)！”更超乎

众人想象的是，一名作曲家自愿为北烁

制作校歌，学校附近的一家面包店捐面

包给低收入家庭的学生，还有一间诊疗

所义务给学生看病。“这给我很大的启

发，社会的改变不单靠政府，更要结合

不同群体的力量。”

新加坡政治一向予人家长式管理

的印象，徐芳达不讳言，这已行不通。

作为第四代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徐芳

达坦承，大家还在摸索各自的定位及

角色，“随着大家一起经历一些事件

或危机，慢慢就能对各人的定位和角

色有所体会。”

高龄化社会是当务之急
有一件事徐芳达认为是刻不容

缓，即人口老化的问题。他指出，

新加坡目前有45万乐龄人士，到了

2030年，人数会上升到90万，增加一

倍。“我们很清楚，老化是无法避免，

但我们可以决定如何老化。”徐芳达的

意思是提早为老年生活做准备，包括趁

年轻培养健康生活习惯，提升对慢性疾

病的认识等。

人口老化也将为医疗系统带来沉

重负担。因应对策之一是鼓励现有医

疗人员延后退休。拥有丰富经验的医

疗人员继续投入服务固然是好事，徐

芳达意识到，有些工作非常吃力，医

疗系统必须给予协助。透过新科技提高

生产力，降低对人力的依赖是值得思考

的途径。这些做法已在日本实施，徐芳

达认为，值得新加坡借镜参考，“我们

现在看到的日本就是15、20年后的新

加坡。.如果我们不改变，将来会发生

很多问题，譬如医疗费很昂贵，医疗

素质变差等。”

幕后制定政策，徐芳达屡屡挑战

体制；幕前面对群众，徐芳达谨言慎

行。正如他本人所言：“我刚刚开始

嘛！”

他能否将不怕犯错的精神注入新

团队，而一旦犯错，是否经得起人民

检讨，更令人期待。

(转载《隆道观察》2016年5-6月刊)

徐芳达学长在1986到1989之间就读华中。他回忆，当时华中有许多

优秀的老师，他们不仅会关注学生的课业成绩，更注重对于学生个人品

德的培养，以及团队精神的培养。他说，他现在对于团队精神的注重就

源自那时候在华中受到的教育，投身于公共服务行业也是因为先贤陈嘉

庚留下的话：饮水思源，让他懂得在社会里成为了一名成功人士之后需

要回馈社会，回馈人民。

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时教他的一名英国老师，他说这名英国老

师是一位“老学究”，对于英文语法以及英文阅读写作的要求很严格，

让他们在学习英文的时候受益匪浅。同时，这位英国老师十分爱护，关

心学生。徐芳达在华中求学期间，这位英国老师联合其他学校举办了英

语辩论比赛，作为华校生的徐芳达等人的英语水平遭到了其他学校学

生的质疑和嘲笑，但是他们用高超的英文及辩论技巧拿到了第一名，

让“华校生说不好英文”的流言不攻自破。

在华中受到的双语教育让徐芳达在后来的工作中认识到双语文化在

应用中也很重要，很实用。而要普及双语教育，最重要的是让学生对华

语产生兴趣，让学生们认识到华语是文化和传统，而不仅仅是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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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排球校友林国庆老师(右)惠赠一幅排球校友的球会汗衫给
华中校友会，由总务黄仕文接受

华中排球校友
2017新春晚宴

排球校友团体照

“捞鱼生龙活虎”

华
中排球校友一年一度的新春晚宴在2017

年2月3日7时于新加坡凯煌酒店举行。.

今年的新春晚宴也是历年来出席人数最

多的一次，.共有超过两百位历年的排球校友，在

籍球员，学校校长，老师，华中校友会的理事，

和支持华中排球的朋友出席，其中包括八十多名

在2000年后毕业的年轻校友。

今年的新春晚宴是排球校友在2016年10月正

式加入华中校友会，成为校友会活动股旗下的活

动之一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排球校友也借此机会与学校一起颁发了纪念

品给对华中排球做出贡献的校友。

华中排球校友队长谢明聪学长致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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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晚宴现场

各届排球队员也借机会合照

华中颁发了五份纪念奖 － 杰出贡献奖给义务回校

教球和帮忙训练的校友：.

	 . 苏森联老师.(1975.华初)

	 . 欧阳文展学长.(1983华中..1985华初.)

	 . 萧淮忠学长.(1986.华中..1988华初)

	 . 王清辉学长.(1988.华中..1990华初)

	 . 谢明聪学长..(1991.华.中..1993华初)

华中排球校友颁发了三枚纪念奖 － 排球校友2016

年筹款活动的捐款人

	 . 黄永宜学长.(1985.华中.1987华初)

	 . 李振行学长.(1986.华中.1988华初)

	 . 李绍样学长.(1992.华中.1994.华初)

华中排球校友也特别准备了两件华中排球校友

的球会汗衫，惠赠予华中校友会和赞助新春晚宴费

用的黄永宜学长。排球校友执委也与大家分享了在

2016年的活动信息和2017的计划，.让大家更了解

排球校友的活动。

最后当然是大家最期望的大团体照，圆满的结

束了2017华中排球校友2017新春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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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同在一起
重阳节又到了。.

一首题为《重阳》著名的词云：“人生易老天难老，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气魄何等豪迈！

过去重阳节不过像平常日子一样悄悄流逝，这些年的重

阳节跟往年不再一样一我们一群六十年代中期离开华中的

老同学，这些年有了约定，每年这一天在燕阁酒楼见面，举

行“九九”重阳节聚会。........

古老的《易经》把“六”定为阴数，“九”定为阳

数，所以农历九月九日为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曰“重

阳”。重阳节是个好日子，是推崇老人的传统节日，因此

又叫“老人节”。

六十年代中期，我们都是只有十几岁的青涩少年，转瞬

间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大家已经六七十岁，步入老年。老

同学约会定在重阳节，无疑是选对了良辰吉日。

中学的日子大伙难以忘怀，当年在广阔美丽的校园，

大操场、黄仲涵礼堂、国专图书馆、虎豹楼、篮球场、餐

厅.......都留下我们的身影，山岗烙下了我们深深的脚印；

山岗也见证了我们成长的岁月，岁月没有冲淡同窗诚挚的

情谊。....

离校以后，不少班级的同学都定期聚会，持续至今几十

年没有中断；每隔两年举行的“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

让散居世界各地的同窗有机会欢聚在一起，由此可见华中校

友凝聚力之强。........

去年10月9日。我们又搞了一次重阳节聚餐。往年的重

阳节聚餐，只有两三桌，去年我们很早就开始筹备，利用手

机WhatsApp.群聊组，报名相当踊跃，来了五十多位同学。

1962年中一甲班的五位同学，54年后再相聚，难得的

机会他们赶紧在酒楼合影留念。

热心的苏进坤同学复印了几十张歌纸发给大家，由他吹

笛子伴奏，我们齐唱《当我们同在一起》，虽然这是幼稚园

儿童都会唱的歌曲，我们这群老儿童唱来有板有眼，而且还

用中、英、巫三种语言唱呢！

“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当我们同在一

起，真快乐无比。

(英文).........The.more.we.get.together,.the.merrier.we'll.

be。

(马来文)........Kawan.ku.kawan.mu,.kawan.mu.kawan.

ku,.Bila.kita.berkumpul.bersuka.ria。”

燕阁桃江厢房，回荡着不泯童心的歌声.......

在酒楼小舞台上，大伙开开心心地挤在一起拍了张全体

照才曲终人散。我们约定今年重阳节再会，大伙都说，今年

要号召更多同学出席重阳节聚餐。

我们也约定将一道参加2019年母校华中百年校庆，届时

在万人宴会与更多毕业于不同年代的同学同在一起！

华中游泳池已在2017年3月重新开放，各位会员可以在开放时间回校游泳。

游泳池的开放时间是每星期六下午1时至6时、星期天上午8时至下午6时(公共假期除外)。

The.Swim.Lab.游泳学校已在2月19日星期天上午10时在华中游泳池举行嘉年华会，出席的

校友颇多，他们携老带幼一同联欢。

此外，The.Swim.Lab.游泳学校也在3月开办游泳课程，具体详情请和该校的Kenneth.Cheok

先生联络，手机号96409169，电邮是kenneth@theswimlab.com。欲对该校进一步了解，可以

上网查阅，网站是www.theswimlab.com。.

华中游泳池重新开放
         欢迎校友回校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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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h Jia Yi has also been conferred the 

provisional Singapore Armed Forces 

(SAF) Scholarship. She is the second 

female student from Hwa Chong to be 

conferred this scholarship. 

173 students have been offered 

scholarships to pursue their undergradu-

ate studi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such as 

NUS, NTU, SMU, and SUTD. 

Even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GCE A-Level results, 12 students have 

been admitted to Pek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ies for bicultural excellence. 

Three students have also received 

conditional offers from Fudan University.  

This year, a record number of 52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received 

offers to Cambridge and Oxford 

University. Over 600 offer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Hwa Chong students 

from top US and UK universities such 

as Harvard, Brown, NYU, Imperial, LSE,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T
he class of 2016 has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again and we 

are very proud of our students. 

Dr Hon Chiew Weng, Principal, Hwa 

Chong Institution says,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lass of 2016 on their excellence! 

We are proud that they have performed 

well not just academically, but holistically 

too. For example, they have actively 

served society, serving an average of 

106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the strong guidanc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of our teachers 

and parents.” 

60% of H2 subjects record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10 subjects have recorded the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last five years. 
These include H1 General Paper, H2 

Economics, H2 Chemistry, H2 Biology, 

H2 Literature in English, H2 Geography 

and H2 Computing.

Besides their sterling academic 

results, the Class of 2016 has also 

excelled holistically. 

• 306 students have been conferred 

the Hwa Chong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 This cohort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contributed back to the community, 

serving an average of 106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 They have continued Hwa Chong’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with 49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2006-

2017);  

• They also took home 51 Top 3 

titles at the Interschool Sports 

Championships in 2016 and; 

• 14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for Performing Arts at the 2015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To date, 11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been awarded provisional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cholarships. 

Hwa Chong Class of 2016 
Sustain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去
年七月，我校戏剧中心热闹

非凡，华岗剧坊两年一度的

大戏开锣了！这次演出的是

酝酿有两年之久，以中国文化大革命

(1966-1976)为背景，重演文革初期

全中国被疯狂卷入革命浪潮的历史剧

《浩劫》，这部剧情节跌宕起伏，扣

人心弦。

为了这次的大戏，华岗剧坊上下

可说是做足了准备，大家做出了努力，流

了汗水。长达四个月的排练，其艰辛可

想而知。学生编导与众演员每晚八点

离开剧场已是家常便饭。临近正式演

出时排练的次数更是密集，除了星期

天及公共假期，所有成员都是风雨不改

再现文革历史 
   《浩劫》震撼人心

n	王泓皓	张泽楷		中四汇聚一班

地回校排练。

鉴 于 现

代学生对于当

年的文革历史

未必清楚，为

了让学生能够

看懂剧情，华

文老师利用周

会给学生提前补上历史课，希望大家以

史为鉴。正如潘兆荣校长所言，纵观

历史，绝大部分的政治运动都与学生

群体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对纷繁的世

界，如何保持理智、明辨是非，值得

莘莘学子深思。.....

应该一提的是，原订的四场演出

校领导演出后与同学合影留念

因亲人的出卖，赵文达一家惨遭抄家

场场爆满，获得空前好评。后来，华

岗剧坊又应南中的要求，为南中师生

加演两场，第二场还吸引不少慕名而

来的公众。《浩劫》虽然已圆满落下

帷幕，但它带给观众心灵上的震撼却

久久萦绕心头，并激发人们去正视与

反思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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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22日，一个美丽的星期天早

晨，高中部华乐团受邀来到直落

亚逸街，为每月一次的无车日举

行一场户外演出。迷你音乐会吸引了

携家带眷的路人、脚踏车骑士、晨运

爱好者和滑轮运动员等，三五成群地

驻足聆听、围观及拍照。

演出地点选在天福宫对面，一边

是传统寺庙，香火绵延，烟雾袅袅；另

一边则是挂满红灯笼的舞台，只见团员

们各展所长，弦音鼓乐齐奏，一时间悠

扬悦耳的旋律飘荡在这条历史老街的上

空，让现场充满浓厚的文化气息，吸引

了不少路人及游客纷纷停下欣赏，陶醉

在美妙的丝竹雅乐中，并掏出手机、相

机，或拍照、或录像留念。

演出从上午9点开始，共进行两

场，华乐团为观众精心打造一次高品

质的听觉盛宴。曲目涵盖了不同的

风格—既有奔放的经典民族乐《赛

马》，又有轻松的流行乐《小幸运》；

既有欢快的贺年歌《恭喜发财》、《恭

喜恭喜》，又有振奋人心的爱国歌曲

Count.on.me,.Singapore以及抒情二

胡独奏《山村小景》。演出引起了不

错的反响，很多路人都称赞演奏非常

专业，能够很好地营造欢乐祥和的氛

围，为观众带来极大的享受。

弦音鼓乐
装点市区的春天

华乐团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发挥正能量以回馈社会。

“黄城繁花灿，凤迎锦绣春”是

我校新年庆祝会的主题。除夕一大清

早，华中学子就以全校大扫除的方式

辞旧迎新，共庆新年。

大扫除迎新年这个建议是学生理

事黄暉傑(16S7G)提出的，他早在去年

底就已着手筹备计划书。这恰好也配合

教育部所倡议的“用手劳动”计划。暉

傑的提议获得环保委员会负责老师的认

同，校方十分支持这样的绿色行动。暉

傑受访时表示希望这富有意义的活动能

延续下去，成为华中的传统。

除了全校大

扫除以外，新年

庆祝会当然少不

了表演。家长会

秘密“练兵”的

舞龙表演给众人

带来惊喜，华中

舞狮团热闹的舞

狮活力十足。武术团则上演了各种高

难度招式，个个耍起刀枪棍剑来英姿飒

爽。华族舞蹈巧妙利用扇子，在清新淡

雅的《茉莉花》乐曲中翩翩起舞。华乐

团演奏的贺岁歌《恭喜发财》和《恭喜

恭喜》增添了浓浓的年味。合唱团则演

唱了《春天来了》、《大地回春》等组

曲，把喜庆的气氛推向高潮。

佳节的快乐要分享，华中扶轮少

年服务团请来了香灰莉木乐龄活动中心

的老人前来同欢共庆，并特地为老人准

备了鱼生，让他们也能捞起。

新年市集不仅吸引学生，不少校友也回来支持学弟学妹。

新年市集也是庆祝会的亮点。每

个班级负责设立一个摊位，售卖食物、

物品，或是游戏。现场从吃的、用的到

玩的，应有尽有。贩卖的食物种类繁

多，有辣炒年糕、日式乌冬、冷面、

薯条、凉茶、奶茶等。

全校大扫除
   喜迎丁酉年

学生动手认真把讲堂里的椅子擦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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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我校和南洋理工大学高等研究所联办

的“第九届国际青年科学论坛”于1月

15日至19日召开。来自世界各地40多

所高中的120名年轻学子齐聚华中，针对今年的

主题“为美好生活而创新”展开讨论。

诺贝尔论坛
今年，筹委会非常荣幸邀请到德高望重，

蜚声国际的诺贝尔奖科学家鲁道夫马库斯教授

(Prof.Rudolph.A..Marcus)。他早在1992年便获

得诺贝尔化学奖，对何谓创新有独到见解。高

龄已届93的他是学界泰斗，在论坛上，思路清

晰的马库斯教授侃侃讲述了一生的治学过程，

并分享成名前的挫折与坚持。他强调只有凭着

自强不息，永不言弃的精神，才能走向成功。

科研海报大赛
今年科研海报大赛竞争格外激烈，与会者

纷纷报名参加，无私分享科研成果。由于水平

各国学子探讨利用
  科学开创美好生活............................

难分高下，因此要做好评判工作可不容

易，经过众多诺贝尔奖科学家的严格评

审，我国迎来了空前的双冠军。其中一

个作品是关于癌症治疗的。另一本地

代表作品则利用简单的电解作用来解

决珊瑚枯萎等海洋问题，他们拿下冠

军是实至名归的。

文化时段与文化特展
每天的“文化时段”是众人松懈心

情的娱乐时间，各国学生都费尽心思与大

家分享本国文化，并利用幽默有趣的方式进

行互动，成功地让所有人在欢笑的同时有所

收获。其中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印尼的民

族舞蹈、新加坡的风趣小品，以及韩国跆拳

道的拳法展现。“文化特展”只举办半天，

目的是为了让与会者更好地和新加坡学生进

行文化交流，促进彼此的了解，以及对各国

习俗的认识。

今年论坛吸引本地多间中学派代表参加。前排左六为潘兆荣校长。

印尼民族舞蹈充分展示
了华丽的服饰、柔美的
舞姿和灵活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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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wa Chong Canoeing Team with Ms. Fu, Dr. Hon Chiew Weng 
(Principal) and MDAS representatives

“Rowed” to Success – Hwa Chong Canoeing 
Finds Strength in Service
n	Wong Yi Jie 16S72, Daniel Lim Yu Hian 16S7G

and Youth & Leader of the House) 

also played her part by paddling on a 

static kayak herself. In total, more than 

$46,000 was raised.

First organised in 2011, the annual 

event is held to support Singaporeans 

with muscular dystrophy, a genetic 

disorder where the patient’s muscles 

deteriorate with age, causing them to 

be unable to perform everyday tasks. 

Canoeing team Teacher I/C Mr. Quek 

Wee Tong said of the team’s service 

learning event, “We hope to demonstrate 

how we can stand alongside people with 

muscular dystrophy as well as those 

who may need our support.” 

This year, event organisers strived 

to expand their reach beyond Hwa 

Chong to enable Singapore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to participate. Project 

Directors Zane Leow (15S68) and 

Nicole Tan (15S73) thus brought the 

project out to a shopping centre, The 

Star Vista,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event’s 
history. Participants included canoeists 

from several schools, Singapore’s 

national canoeists, para-canoeists and 

children from the Singapore Canoe 

Federation’s Kids-In-A-Kayak (KIAK) 

programme.

Naturally, organising this event 

came with its challenges. Since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 event was held 
outside school and made open to the 

public, preparations were much more 

intense, and the organising team had 

to work around the clock. Nevertheless, 

the organisers managed to pull through 

and the event ran smoothly, thanks to 

the tireless commitment and effort of 

the team. 

Looking forward, Nicole and 

Zane hope that future iterations of the 

project will rely more on the strength 

of the canoeing fraternity and school 

community working together. They also 

wish to continue supporting MDAS 

and inspiring participants to aid the 

less fortunate. As they put it, “patients 

suffering from muscular dystrophy may 

fac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ir muscles 

over time, but what matters is their 

willpower and resilience.”

As a final word of encouragement, 
Nicole and Zane recited the event 

slogan – “When the muscles fail, the 

mind takes over.”

F
or 24 hours in May 2016, Hwa 

Chong’s canoeing team brought 

students and the public together 

to paddle close to 1,300km at the 

Hwa Chong 24-hour Static Kayaking 

Challenge, raising both funds and 

awareness for the Muscular Dystrophy 

Association (Singapore) (MDAS) – all 

on dry land.

On 28th May at 2pm, the team 

began paddling under a blazing 

afternoon sun at The Star Vista mall, 

stopping only when the clock struck 2pm 

again the following day. Supported by 

students from Hwa Chong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over 500 participants 

of diverse age groups from all over 

Singapore took turns to paddle on 

kayaking ergometers continuously for 

24 hours. Guest-of-Honour Ms. Grace 

Fu (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ty 

The Hwa Chong 24-hour Static 
Kayaking Challenge at The Star 
VistaMs. Grace Fu (Minister for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 Leader of 
the House) and Mr. Oh Boon Keng 
(Honorary Secretary, Muscular 
Dystrophy Association (Singapore)) 
at the closing ceremony

Paddling for a worthy cause



F
or over 97 years, Hwa Chong 

Institution (HCI) is proud to have 

nurtured countless enterprising 

student leaders with a sense of 

purpose, passion, and compassion. 

Representing the best of East and 

West, generations of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remained steadfast to 

Nurturing holistic excellence 
in generations of Hwa Chong 
students

Scaling New Peaks of Excellence
the school’s core values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We are honored to 

be the first school to be 

conferred the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with Special 

C o m m e n d a t i o n .  T h e 

award recognizes Hwa 

Chong’s sustained global 

leadership, and is conferred 

on organisations that have 

scaled greater heights of 

excellence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HCI would not have 

been able to achieve global 

standards of excellenc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many 

stakeholders and partners.

“The Singapore Quality Award 

with Special Commendation was only 

possible due to the tireless efforts of our 

staff and students. With this award, we 

are considered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the world. While 2017 has its own 

challenges, as long as we stay united, 

guided by our motto 自强不息 and Win-

Win philosophy, we will continue to scale 

new heights.”

We are grateful to the Hwa Chong 

Board of Directors, HCI Board of 

Governors, HCIS Board / Directors, 

Hwa Chong Seniors’ Club,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lumni,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partners, alumni, staff, 

parents, students and the Hwa Chong 

community for their unwavering support.

T
he Singapore Secondary Schools 

Debat ing Championships 

(SSSDCs)  a re  t he  mos t 

prestigious tournament for secondary 

school debater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Julia Gabriel Centre and 

Debate Association (Singapore), the 

tournament is held over three months 

and culminates in the Grand Finals. 

After three months of late nights and 

At the Business Excellence Awards 
Ceremony

Battle of Wits at the Singapore 
Secondary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s

painstaking work, and three gruelling 

rounds against other powerhouses, the 

Hwa Chong team eventually emerged 

as the overall champion team in 2016. 

The team comprised Dominic Yap 

(17S7G), Kenneth Tan (17S61), Khor 

Jia Wei, Lee Jit Ping and myself (all 

from 17A15).

 The final showdown was held at 
the United World College of South East 

Asia. The Hwa Chong team opposed 

the motion “This House believes that 

leaders of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be 

chosen by its senior office holders and 
not its wider membership.” The Hwa 

Chong team’s opponents put forth the 

argument that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put in place more moderate leaders who 

can reach out to a larger proportion of 

the electorate, giving the party a higher 

chance of winning elections. 

For six years, the HCI Debating 

Team had come very close to winning 

this championship, so victory was 

especially sweet for the team, which 

not only bagged the team championship 

title, but also the individual Best Speaker 

of the Tournament and the Best Speaker 

of the Grand Finals titles as well. 

n	Eugene Lee (17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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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5日

华中国际学校喜迎新一年  
两名IB考生荣获满分

成绩总结表

华中国际学校及格率 95.7%

IB平均分数 36.7.分

最高分 45.分.(2.名学生)

超过38分(百分比) 39.8%

超过40分(百分比) 33.0%

双语文凭(考生人数) 21

2
016年国际文凭课程(简称IB)考试

成绩在大家庆祝新的一年之际公

布，无疑为华中国际学校(简称

HCIS)全体师生喜上加喜。

经历了七届国际专业文凭(IBDP)

毕业生之后，华中国际学校喜迎史无

前例考获得45分满分佳绩的两名毕业

生。他们分别为叶玉欣(新加坡)和林

慧缘(文莱)。

华中国际学校创校以来，不断在IB

考试中屡获佳绩。2016年，每三名考生

当中就有一名考获至少40分，39.8％的

考生考获38分或以上。考生的平均成

绩也高达36.7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

秉承着学校优良的双语和传统文化根

基，21.名考生考取IB双语文凭。

这届考生在小六离校考试(PSLE)

和O水准考试中的成绩平均属中等，因

此对于他们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华中

国际深感鼓舞。这证明了华中国际的核

心价值观让学生在学习和表现上有所增

值，同时也体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确实

帮助学生发挥潜能。

随着这一大突破，华中国际期待

着更大的挑战，展望成为一所世界领

先的IB学校。

背景

华中国际学校创办于

2005年，提供六年制的

IGCSE和国际文凭(IB)课

程。IB课程强调通过所有知

识领域来发展学生的智慧、

个人、情感和社会观。国际

专业文凭(IB.Diploma)受到

本地和海外著名大学认可。

在华中国际，我们坚守IB以学生

为本的目标，培养学生拥有求知欲、

理解力、正确价值观和与时并进之技

能的地球村公民，让他们能积极、有

责任感地为一日千里的世界作出贡献。

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IB机构成

立于1968年，是个非盈利的教育基金

会。宗旨是以学生为本，以全方位且

强调创意思维的教育模式创造一个更

美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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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中国际学校以捞鱼生向各国师生宣扬新加坡传统文化，更秉持

开放性的理念吸纳各国文化，使春节成为多元化的年度盛典。

捞鱼生中的“捞”原意为拌，是新加坡春节独特的传

统。华中国际学校在捞鱼生的过程中不仅将师生拌在一起，更将七彩

的文化拌在一起，形成特有的“捞”起来的文化。

2月10日，紧抓着春节的尾巴，学校的捞鱼生午宴在大家的期待下

如期进行。虽说捞鱼生是华中国际学校的传统，今年的活动却别有一番

新意。这个新意就在于新场地，新老师与新同学。室内体育馆在春节的

装饰下格外绚丽，大红的圆桌一个挨着一个，座位上都有不少新面孔。

华中国际学校今年有两名考生在IB考试中取得满分，刷新了学校记录，

吸引了一批拥有不同背景的学生及老师加入我们华中国际的大家庭。不

论是新伙伴还是老朋友，大家都亲切交谈，其乐融融。

同学们在捞鱼生的同时，用手机记录下难忘的时刻。

传统与开放的碰撞
伴着富有节奏的锣鼓声，两头醒狮活灵活现的入场瞬间炒热了现

场的氛围。在主持人介绍捞鱼生寓意的同时，七彩鱼生陆续上桌，许

多外国同学初见鱼生，在好奇的同时都迫不及待地想体验捞鱼生这项

传统活动。

在华中国际董事会的带领下，鱼生正式捞起来了！老师同学们一齐

动筷，欢呼声一波更比一波高。一位同学将鱼生捞到头顶，说道：“捞

了这盘鱼生，我今年也要拿45！”说罢，同一桌的同学们也纷纷附和，

志在必得。

节目《双簧》:一人在后说或唱，一人在前表演 
捞鱼生过后，各样的表演就搬上台来，其中最有意思的当数《双

簧》。《双簧》是由燕铭序和朱宏达两位同学自编自导的创意节目，表

演的正是传统双簧。通过这次表演，他们不仅向所有师生展现了双簧

曲艺的魅力，更将现代幽默融入表演中，引得台下师生捧腹大笑。值

得一提的是在《双簧》的表演过程中，许多中国学生十分热心地向不

熟悉华文的同学解释台上的表演。随后，所有同学都笑作一团，可谓

跨越了语言与文化的隔阂。

在传统曲艺表演之余，这次捞鱼生午宴也出现了许多新元素。撩人

的韩国舞蹈，优雅的古筝演奏，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都让人眼前一亮，

最后随着泰语新年歌曲的欢快节奏进入午宴的尾声。泰国同学的合唱让

师生们也开了眼界，见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庆祝同一节日的风采。

捞鱼生在华中国际学校早已超出文化传承，它成为了文化交流的

平台，使华中国际学校成为所有师生的家。在这里，传统遇上摩登，韩

流遇上泰韵，不同文化的融合铸就了华中国际学校“捞”起来的文化!

“捞”起来的文化
n	容钰

元曲·古词

【水仙子】  南海边(忆儿时) 

悠悠滩地看飞霞，片片归帆溅浪花。

蕉风椰影堪图画，情怀似旧家。 

金阳沉没银沙，云天下，浩罔涯，默送年华。.

按 《钦定词谱》   张可久 体
.

【巫山一段云】  游山道中

途遇潇潇雨，行逢阵阵风。

急慌游客避淋匆，逐趁若飘蓬。

流涨平湖满，迷离远树蒙。

空山连野雾添浓，归路邑尘中。

按 《钦定词谱》 毛文锡 体
.

【桂殿秋】中庭望月
人语静，夜寒轻。枝摇水动响风铃。

横斜满地楼阁影，冷照千山素月明。

(钦定词谱/向子諲) 

【商调  碧梧秋】 晚游弓河.

乘兴扁舟泛，怡情淑景融，波静月涵空。

回首停桡望，遥灯市镇朦，入夜起凉风。  

天籁静、情幽意浓。.

北曲小令
(题记：弓河，发源于加拿大洛矶山脉，迂回东流经
加西大平原，合流“老人河”及“南沙斯卡川河”，
最后注入“哈德孙湾”(内陆海)。
.

【双调  水仙子】 忆南洋

千棵蕉绿沐凉氛，零雨边城轻浥尘。

小山颠霁后游衍趁。

虽天涯浪迹频，剩幽期一段情深：  

落阳椰榔映，河堤烟景氲，回首伤神。

北曲小令
.

【双调 沉醉东风】  春思

彤霞下汀洲玉水，绿郊原轻絮芳菲。

宿鸟回，别林邃，杜鹃声、如诉春归。

兔走乌飞短景催，赏心事，清晖寸晷。

北曲小令 

1515

n	柯世利



每
当驱车经过武吉知马路5英里

时，那巍然矗立于山岗上的

大钟楼和两旁的校舍，总会

令我想起“海天寥廓，云树苍茏，中有

我华中⋯⋯”那雄伟激昂的校歌；虽然

少了记忆中左右两边斜坡路旁参天的木

麻黄，它依然会唤起我童年住在山岗后

山那些时日的美好回忆！

华岗后山教师宿舍 
轶事翩翩

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中眷村

TanSP.16.9.2016

n	陈少平

1948年，郑安仑校长掌校后，在

董事部支持下，大力扩展校务，兴建

美术馆、科学馆、教室等建筑，铺筑

有足球场的大运动场。在钟楼礼堂左

侧，沿斜坡修筑马路通达后山顶(海拔

介于50-90英尺)，并在这条斜坡路两旁

兴建九座独立式平房的教师家属宿舍。

从马路到上、下坡宿舍仿佛梯田似的，

需要攀登或往下走约20多级的石阶。

初到华中宿舍
1952年1月，先父陈闻运应聘到

华中任教。次年暑假，我与姐妹四人

随母亲从巴生南迁星洲。当时宿舍只

有水供，还未安装好电流与煤气。入

晚时，家人点煤油灯，在柚木地板上

席地而睡，那情景蛮富情调的，令人

难忘！家人的伙食有一段时间由学校

食堂包膳供应，还记得那道咖喱牛肉

是我们的最爱。

老师宿舍共有九座，十七个单位(见左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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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5座宿舍： 我住在马路下坡，

地势最高约海拔70尺的第5座宿舍。屋

顶却比马路低，仿佛大厦里的B1/B2，

幸好下坡宿舍之间，有一条洋灰碎石的

弯曲小径连接，往来方便。

王卓如师 /H号：是我五岁迁入

宿舍毗邻近十年的王叔叔，为人随和

亲切。他屋外是一大片竹丛林。平日

在家常钉制各式花架，或畜养家禽的

铁丝网笼子，我爱蹲在旁偷师。我们

两家常对换《南洋商报》与《星洲日

报》，我入学前常会翻看卡通图画和

赛马版，从标题的名驹名字(如西部英

雄、飞天侠、东方红等)里，圈出我认

识的字。王老师是中山大学法学士，

谱名茀标，因崇拜近代国学大师梁启

超而改名卓如(梁启超字卓如)。1949年

回母校任教，踏进毕业班课室时，被误

认为学生，这让我想起“我是你的高中

老师”广告里那亮丽的女教师。他博学

强记，教我们文史科时，板书题纲、条

理分明，不看课本，同学佩服不已！王

老师历任母校图书馆主任、下午班主任

与代校长两年。

陈闻运师 /J号：先父是任教中一

班的英文教师，外表较严肃。居家爱

读中英文书籍、杂志，我还保存着他

的藏书：林语堂英译，沈复著《浮生

六记》(1936)，《袁中郎诗文集》。《伍

连德自传》徐民谋节译(1960)与中英文

日记本两册。假期闲时喜弄墨自娱，厅

上常年悬挂着他书写的诗词行书条幅，

散发些许书香气息。宿舍里家家户户都

喜爱种植花卉草木。在园地修剪草皮、

篱笆，为盆栽施肥，换土也是我家人喜

爱的话动。有盛开的鸡蛋花树攀沿马路

石阶旁，马路篱笆是茂密的大红花，其

大叶间藏有蝇虎spider。庭院攀爬着牵

牛花、万年青、蔷薇。还有屋外的七里

香，茉莉花，九重葛，夹竹桃、杜鹃、

玫瑰、绣球花、胡姬花与几棵吉隆坡名

种杨挑树，引来蜂蝶和小蜂鸟筑巢，也

引来小松鼠与迷途的小鹦鹉。屋前断崖

10尺低地的菜圃里有蕃薯、木薯、芋

头、冬瓜、木瓜、黄梨、香蕉等终年

不缺。1963年，我们举家搬离宿舍，

挥别小花园，迁往组屋时，只搬走那

7尺高的仙人掌，放在组屋走廊！

侯永昌师 /K号：1953年到母校

任教，两位男公子是我华中班上同学

与学弟。师母任教工商学校。感谢他

们让我多年翻读、借阅他家藏的许多

中国/欧美/南洋的童话、寓言和青少年

读物，还有《三国演义》、《水浒传》

等章回小说的连环图册。他家雇有兼

职园丁，整修屋外草坪花圃、盆栽里

的美丽花卉以及悬挂着不同品种的胡

姬花。老师晨晚都会在花间小径来回

漫步，养生有术。

王 震 南 师  / L 号：我的历史老

师，1946年到母校任教。他的屋外有

绿油油宽大的草坪，多棵高耸的圣诞

树，我在这里参加第一次圣诞感恩晚

会，师母是南中的朱老师。次子王瑾

把厅前庭院当画室，我爱观赏他将画

板层层的油料，涂砌成景物轮廓。他

早年师从我国画坛先驱陈文希与刘抗

老师。1961年在旧国家图书馆举行首

次个展后，赴纽约深造，是多次获奖

的旅美名画家，现在国家图书馆11楼

参考厅里，还悬挂着王瑾的莲花系列

三幅(66x76cm)油画。

牧童遥指“杏花村”⋯⋯竹林蝉

声、鸟语花香、狗吠牛羊群、马蹄与

猿声起落！每当我合上双眼，脑海中

浮现的是⋯⋯在炎日下、在风雨中、

或是黑夜里，走在静寂的、密林环抱

的陡斜马路上，两旁是依山坐落的平

房宿舍，山顶尽处便是我家。这里空

气清新，破晓鸡啼，鸟语花香，竹林

风声蝉声。路无车马喧！偶有学生越

野，猿声起落与来自六英里赛马场，

遛马经过的“的答”声。夕阳时，追

逐晚归牛羊群的狗吠声，还有那划破

夜空的阵阵雨蛙虫声⋯⋯这是”大自

然狂想曲”！就在这里，我度过了整

整十个年头、无忧无虑的少年岁月。

教师宿舍
共有九座/17单位。统一门牌675

号，17单位由字母A到S。(不采用I与

O)。

从马路上坡左起—/A号.叶文

祺/B.黄恩赐。C.陈文希/D.陈天眷。E.

谢永璋. /F.丘絮絮.与G.郑校长(独立

式)。*马路下坡右起(由高而低)—/H

号.王卓如./J.陈闻运(李志韶)。K.侯永

昌/L王震南。M.林东鲁/N.(张修宪)赵满

源。P.谢英悟/Q李绍渊。R.刘钟铭/S.(

孙焕新)黄全庚。(括号内是曾短住或较

后迁入者，划线是同座者。另有方文

谦、陈少梅待确认。)

宿舍风光—左邻右舍，都是老

师。....................................

宿舍的生活，既简单又多姿彩，

邻里间感情较纯真融洽。左邻右舍，

好几位是我搬离宿舍后，回华中读书

时的老师。而邻居子女们在读南小、

华中、南中或是南大时，相遇时既是

同学又是校友了。时间过得真快，一

晃五六十年，我的双亲和小兄弟都先

后逝世了。仅就记忆所及，述说一些

古早轶事吧！

郑校长宿舍 /G号....................................................................................

郑校长的宿舍是山顶最高，海拔

约90尺的独立平房。屋外花园宽敞，

四周草坪围着茂密的篱笆。从马路还

需攀登20多个石级，虽无守卫驻守，

童年的我们总觉得有几分森严、有气

派。郑校长的绿色专车Morris-5665停

在马路尽头车房内，有司机打理。想

起早年母校校董们热心筹资，兴建舒

适的教师家眷宿舍、用心安排校长府

与专用车等，显示校董们对教师的照

顾、期待以及对郑校长的爱戴与器重！

.............................................

这是当年华中校长郑安仑的宿舍外观，合影的两位少女是郑校长的女儿蔼娜
(左)和苡娜。(198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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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东鲁师 /M号：华中体育主

任，1952年到母校任教。他的黑色福

特Ford，是早年宿舍马路旁唯一的房

车。师母任教小学，爱听唱粤剧，一

家人都和气好客。屋前有铺洋灰的羽

球场，宿舍邻居子女经常爱来串门玩

游戏、下棋，或打球、苦练当年流行

的四轮溜泳鞋的转圈、倒退滑行等招

式。这里是不打烊的邻里中心。偶而

从厨房窗口会传来：“小胖!你们家里

还有剩饭吗？”或来自我家小菜圃的

呼叫声：“喂!陈太太呀!.我们来拔蕃

薯和木薯。”偶而长假里，.他屋前会

挂起大银幕，免费放映西部影片或流

行港片，邻舍观众们可从365度观赏，

连夜爆场！老师的长子是留学台湾的

体育教师，也是我任职南大和国大逾

20年的老同事；长孙女是电视台主持

之一。林家经营的餐馆“西湖小吃”

多年备受欢迎！

赵满源师 /N号：他是我敬爱的高

中华文老师，1954年到母校任教。平

日在宿舍里爱听唱京剧。傍晚时常在屋

外草坪，双手握着L型镰刀修剪草皮，

远看好像在挥竿打高尔夫球。

陈文希师 /C号：1950年到母校任

教。住在马路上坡的宿舍。屋外园地

宽阔但多砂土不长草，后园那棵支干

高大、树叶凋零的老树上，豢养着他

心爱的长臂猿。平日啼声起落，不甘

寂寞，每当被我们这群顽童掷香蕉嬉

戏，干扰激怒时，会在树枝间跳跃飞

跩；那灵敏的姿态，都尽入老师的画

里。大家都熟悉老师于1977年为中央

公积金大厦落成创作的那幅精彩水墨

巨作(192x486cm)，多年悬挂在CPF大

厦前厅，令人注目的猿群(14只长臂猿)

在树枝间灵活摇荡、跃动着；却淡忘了

皮包里，那五十元钞票背面红色的“双

猿枯藤”。我很怀念老师那生动启发

性的美术课，让我有信心报考中四美

术，取得C3成绩。我也想起陈师母与

家母上巴刹途中，两位陈太太寒暄问

候的老调话题：“你真好，家里有三位

哥哥”，“我真羡慕你，有五位千金。”

李绍渊师 /Q号：1952年到母校任

教，历任训育主任，是在校同学、校友

们敬畏的师长。还记得老师在毕业特刊

赠言“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的刚

劲书法。他家里有三杰，以圣、贤、豪

命名，.老大思圣与我年纪相近，是宿

舍玩伴，同就读南洋小学、华中，同

是云南园室友，国民服役时，同隶属武

装部队第三步兵旅总部(HQ，3.SIB)，.

分别担任人力部与宪兵部的仕官，如今

同属建国一代！屈指算来共有“六同”

吧！思圣赴台大深造后，与我多年失去

联络，去年巧遇重逢，叙旧乐翻天！

华人春节新年                                                      
每年除夕午夜钟响，父亲即点燃

长竹竿挑起的串串鞭炮，爆竹阵阵碰

响声如雷贯耳，换来满地红彤彤的纸

屑，大家兴奋开心极了。新春初一早

晨，父亲和宿舍里的老师们，都会携

带柑桔上郑校长府上拜年。有一年，

喜爱弄墨写书法的父亲，挑选了一幅

写在红宣纸的装裱条幅贺年。父亲留世

的墨迹，如今仅得<赠新加坡友人庄君

>条幅一件，殊感可惜!

记得当年的华中教师宿舍内部宽

敞，有一大厅，三间睡房，厨房，冲

凉房兼洗衣间，但厕所建在屋外。平

日宿舍后门常开，方便上洗手间，到

户外晒衣凉衣物，拉长水管浇花或去

串门等。天花板高约12尺，适合在大

厅悬挂卷轴书画。但是遇到天花板灯

泡丝烧坏，叠高椅凳在餐桌上，也是

高不可及(当时家居还不兴购置梯子)。

还得赶去学校事务处，联络电工阿山叔

叔，请他下班后来检修。不说人不知，

五十年代属红毛厝的教师宿舍，还得

依赖36门的运粪车。挑粪夫多年风雨

不改，肩挑“重担”在马路和宿舍间

的陡斜石级摇晃行走，真是苦差！。

晴空月夜
“我爱月夜，但我也爱星天”是

中一课本巴金的优美散文。教师宿舍

坐落在华岗后山海拔介于50－90英尺

的山腰。白昼丛林环抱，可居高远眺，

入晚家人常在屋前的藤椅纳凉，凉风习

习，虫声四起。遇晴空月夜时，漫天繁

星闪砾，尤其令人陶醉心怡！你可猜

猜，北方那几颗明亮的该是北斗七星

吧？.当中秋月明时，宿舍的孩童们都

急不及待地提着各式灯笼，结伴到屋外

去，在昏暗的马路放烟花，乐趣无穷；

盏盏彩灯“穿户走巷”的，煞是美丽！.

我依稀记得隔着南利道(现在

华中国际学校主楼附近)大沟渠的远

处，.静寂的夜里传来阵阵豪迈、熟

悉的“5/. 1·11. 3/2·123. /1·1. 3.

5/6－6”—“友谊万岁/auld. lang.

syne”的调子。那是圣诞节庆祝会？

或是迎新年的Count-down.Ni.？哟！那

感人的歌声，夹杂着劝饮的呼声，是来

自对面的英军俱乐部。那些军士为驻守

大英帝国远东殖民地的新加坡，离乡千

里、思念家人亲友，却有家归不得！.

华中大操场                                                      
当年很期待华中/南中常年联合运

动会的到来，在场上能遇见南小班上

的女同学。.说到校际运动会(武吉知

马区)时，英华学校(ACS)总是华中的

劲敌。印象很深刻的是：全场为三千

米竞赛的华中选手王坤发冲线时的加

油呼叫声。大家都紧张地站起来，鼓

掌喊叫：“华中”，“华中”，那声势简直

是“古早版”的Kallang.Roar!.(加冷狮

吼)。遇校际足球赛季节的下午，我会

悄悄地溜出宿舍，到大操场观看球赛。

先要避过父亲可能在课室里的视线，看

到精彩时刻，切莫忘记在父亲下课前得

赶溜回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大操场

是赤脚逐放大风筝的好地方，顾不得天

色渐晚，只有被大操场边含羞草的倒钩郑安仑校长(后排右二)和华中同事一起打太极拳后在院子里合影。(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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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伤时，才扫兴地回家。

黄仲涵大礼堂：古典庄严的黄仲

涵大礼堂，是华中举行周会、常年结

业典礼、颁奖礼的场地。年终时常有

机会到这里，观赏毕业班呈献的叙别

文娱晚会或话剧演出。记得邻居王老

师把我们姐弟带到大礼堂前门，对把

关的同学说：“他们是陈生的孩子”，

我们就会被安置在前排座位，乖乖地

看到终场。

虎豹楼(单身教职员宿舍)：1928

年，胡文虎在华中总理任内斥资兴

建。我们晚饭后偶尔会到附近散步。

有一回，我们蹑手蹑脚爬上虎豹楼二

楼想借用电话，约表弟们周末到虎豹

别墅游玩。不料老旧的楼板声，惊动

了房里的林文杰老师；他突然出现在

我们面前，目光炯炯的：“你们是谁家

的孩子？”林老师出身北大，1937年

便到华中任教，我们私下尊称他“老

先生”。他常在特刊吟诗题字，我摘

录他在《华中卅六周年校庆特刊》的

诗句：“不市亦不村，风景多清丽。”“

多难话从头，历史犹堪记，”“不耐雪

霜威，安显松柏翠？”“继今万斯年，

声誉永不坠！”这本1955年出版的特

刊，编委会负责广告的同学是王鼎昌

学长(已故首任民选总统)。

古早的小贩，赚钱真不易！                          
宿舍里馋嘴的孩子们，时刻期待

小贩的到来—有骑单车卖加椰面包

的、有手提冰壶摇着铃卖冰淇淋的、

有头上顶着一方木箱，盛着各种kajan-

puteh的、有戴斗笠穿蓝粗布衣、扁担

两头挑着酱油称两沽卖的、有杂货店

送杂货的，有提小工具箱登门理发的，

还有一位手执小摇

鼓、背囊里有许多

小抽屉装着针线等

小杂物的⋯⋯。我

很回味那付5分钱

涂满彩色糖浆的

冰球，还有付15

分钱撒着好多芝

麻甜酱的猪肠粉。.....................................................

但我始终不

能理解，他们有

多费劲—推踏

着那满载食物的脚

车，从武吉知马路

的校门口，沿着长

约300米的陡斜马

路，来到海拔60尺的大钟楼，再继续

行走约450米的斜坡路，才能来到后

山顶上的宿舍；马路终点回转处已是

海拔70尺。所谓“翻山越岭尽处，自

有天地！”你且想想，如果他们同时

出现，还真像是<清明上河图>上熙来

攘往的叫卖小贩景象呢！

与世无争的教师宿舍被“封锁                                                  
1954年5月底，事缘513事件，约

千余名来自各校的男女中学生，为声

援要求准予免登记服役的同学，而集

中在华中校园三个星期。宿舍通往外

界的通道全被封锁，教师家属们只能

抄丛林小径，越过小山沟，攀上南利

道(Namly.Ave)去巴刹买菜和购置日用

品。那期间，我曾跟随父亲走近校园

篱笆，窥看集中校园里的学生与驻守

校外警察的动静。时任华中董事长李

光前，接到消息后，急从英伦飞回新

加坡，亲临华中劝导，吁请学生解散

回家，化解危机。

华岗后山的“芳邻”。                              
50年代的校友或许会留意到：穿

过大钟楼左侧校园篱笆的铁栅门，走

向教师宿舍途中，有一排板屋课室与

几间住屋。那课室是早期公立联华学

校(Lian.Wah.Chinese.School)的临时

课室。黄良珲为该校首任校长。据华

中老校工陈秀锦的儿子正衡说，他的

父亲是这间学校的发起人之一，其坐

落于公爵夫人路(70.Duchess.Rd).的

新校舍于1958年落成，当时还不足学

龄的我，曾获准在课室角落旁听。而

住屋里曾住着华中前校长薛永黍的家

人，他们也是我读南小与华中的同学。

据悉陈文希与李绍渊两位老师的家人，

在迁入教师宿舍前也曾暂住在这里。

“汝系希密郎？”(闽语：你是

那里人？)

初听这话三分像是黑道上的暗语，

你能回应吗？.母校于1919年建校近百

年来，历届毕业校友成千上万，都是

华中的儿女。但在五十年代，我国有不

少待产妇人家，会选择安排接生护士到

家里接生，不到竹脚或私人产科医院。

我迁入华中宿舍次年家里小弟诞生，他

的报生纸‘出生地’(Place.of.Birth).就

是“675-J.Bukit.Timah.Road”。相信

在宿舍里诞生的婴儿为数不少，我们且

昵称他们为“华中儿女”吧！

后记： 
1.. 华中教师宿舍约在2001年停止

安排教师家属居住，原址兴建

了华中国际学校学生宿舍。本

文分享1953－63年首十年的

记忆点滴—HuaChong.Staff.

Quarter，10.year(.HSQ/10)。........

2... 期待宿舍昔日芳邻/玩伴们，

见本文可电邮：ivantansp@

hotmail.com联系。...............

致谢： 
1.. 本文部份内容，曾刊于乐龄学

. 院 (新加坡四宗华文教会属

下)2010年底出版《回顾之

旅》，拙文原题为“父子情”。.

2.. 黎运栋学长多方协助鼓励。.

3.. 莫缕勇学弟展示1954/70年新加

坡城市/地形地图之华中校址，

并提供宿舍位置/距离/海拔等

专业资料。陈有发兄协助文稿

电脑操作。.

4.. 陈鹏仲副校长安排陈慧姗师导

览文物馆。.

5.. 郑盖娜与郑苡娜学姐提供珍贵

的照片。

6.. 谢丽香师提供宝贵资料。.

7.. 图书馆的陈小姐和行政处的

Jacqueli小姐协助查阅旧校刊。.

8.. 宿舍昔日芳邻郑苡娜学妹与李思

贤学弟分享宝贵资料和回忆。

9.. 本文第一位读者，我三姐雨箬

的鼓励。

2016年.9月19日第二次修订

2016年10月2日定稿

郑校长和师母及郑家四姐妹和朋友的儿子(左一)在宿舍前合
影。(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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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呐喊
回溯百年以前，南洋的华族学童

从学堂(小学)毕业后，升学之路几乎

都断绝。直到光绪年间，满清皇帝才

赐准开办南京暨南学堂，特意提供海

外华侨子弟求学。1906年暨南学堂开

学授课后，南洋各地侨生纷纷前往求

学。最初几年，进学堂的华侨子弟不

下百人。这批学童中一般年龄“多在

十三、四岁，心智稚嫩，生活自理能

力不足”。加之飘洋过海离家，顿时

到一个环境陌生的地方。失去父母照

料，生活起居必须自理。加上学习媒

介语又突然由方言转为官话，课程无

法衔接，难以适应。几年后，孙中

山领导的革命军武昌起义成功，推翻

满清皇朝后，建立中华民国。暨南学

堂因而停止运作，大部分侨生被迫停

学，折返南洋。

鉴于少年升学前路茫茫，不利华

族社群的生存与发展，陈嘉庚深感在

南洋创立中学需要殷切。于是发表书面

建议，向南洋华族社群发出呼吁。或许

事前宣导和酝酿工作不足够，受众意愿

低落，感受不到未来的需求，心理上不

存迫切感。陈嘉庚的呼吁出发点诚然崇

高，开始还有零落的回应，日子长久，

渐渐沉寂下来。

这倡议搁置多年，几乎胎死腹

中。多亏陈嘉庚始终坚守信念，保持

低调，伺机待发。他先觉地估计到华

社人口逐年增加，学童升学要求的压

力越来越大，创立中学的时机随之渐

渐成熟。1918年，同德书报社终于掀

起起一阵暖风把沉睡的种子催生。书

报社选派代表会见陈嘉庚，请求陈嘉

庚的出面统率拥护者发出号召。书报社

最有说服力的献议是有把握发动幻境演

剧团，到马来亚各城市举行巡回演戏宣

传，为创立中学筹募基金。多亏陈嘉庚

多年来创建中学的信念没有动摇，更庆

幸华族群体世代传承的文化因子，只暂

时陷入休眠而非灭绝。一经陈嘉庚和团

队中的林义顺、曾江水诸君奔走游说，

相继被激醒活跃起来，筹款兴

办中学的壮举于是如野火春风

狂扫大地。

筚路蓝缕，逐梦南洋
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由

中国冒险度过七洲洋到南洋来

的漂客，艰难困苦中迫切需要

寻找栖身避风雨之所，满足基

本的温饱。他们在生活困顿中

依然心怀祖国，牵挂故土亲眷
。他们日夜卖命苦拼攒钱，

梦想有朝一日还清债务，积攒

足够船费后，衣锦归故里，荣

宗耀祖。在居留地借助乡缘和

乡音凝聚氏族语族乡亲，彼此

偶遇时互相照应，患难时刻互

相搀扶，让弱势群体抱团避险

解困。投靠同乡会、苦力间、

猪仔寮、乡亲甚至地下私会，

乞求一方栖身之处，付费争取

一块卧席以织移民梦。

移民梦的衍生
在地苦守经年的老客，渐渐融入

当地社会，克勤克俭经营，赢得原住

民的友谊与信任。逗留日久，居留地成

了第二家乡。有的就地安家落户而且有

了第二代，于是萌发长留第二家乡的意

愿。而关心成长中儿女前途的老居民，

就需要盘算如何把谋生技能、文化传统

等知识，有系统地传授给第二代。集合

省族同乡的力量设立学堂，为童年男女

提供基本教育。族群人数众多而且经济

实力积厚的会馆设立的学堂如：福建人

的爱同、南庐(道南)，潮州人的端蒙，

广东人的养正，客家人的应新、启发，

海南人的育英、福清人的培青学校，后

期还有特意为女童开设的南洋女学校、

南华女学校、中华女学校、崇福女学

校、华侨女学校⋯⋯而因应地区居民

需要而建立的如公民、嘉东、宁阳、

光亚、通德、南强、南溟、崇文、启

明、崇德⋯⋯以及林林总总的商业/职

业学校、体育学校、义校、夜学、英

文、马来文补习学校，在各角落如雨

后春笋般冒出来。

回应时代期望
二十世纪初年，新加坡有四十多

间大大小小的学堂，每年高等小学毕

业生超过四十人。南洋各埠估计有三

百间华侨学堂/中华学堂，每年高小毕

业学生近千人。其中极少数经济条件

好、家庭宽裕的幸运儿才有机会继续

升学，负笈于中国或海外院校深造。宠

爱孩子的家长们由于交通不便、或是忧

虑孩子的人身安全、生活不能自理而不

放行。本地的教育制度已经达到瓶颈，

制约了优秀的、好学的青年继续发展潜

能。先贤陈嘉庚洞悉民心，顺应潮流，

进而带领潮流，出面振臂疾呼：“一声

高唱，万谷齐鸣，共济同舟，风潮无处

倾撼⋯⋯”终于获得与会众人支持。

陈嘉庚领导的筹办建校代表在中华总商

南洋华侨中学校创办人陈嘉庚老先生

坚守百年树人宏愿  跨越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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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举行第一次筹办华侨中学大会。这次

大会的成功召开，显示华侨心中始终没

有失去在困境中磨练成的拓荒精神以及

坚守不渝的文化传承使命感。

其实早在1905年前后，陈嘉庚已

经向华社发出创立华侨中校的呼声，经

过整十年的酝酿，才储积充足的能量，

于1918年6月15日在中华总商会召开筹

备会议。得到与会众人赞成创立中学。

这历史性的决定，宣示移民梦推向更高

的层次，折射出移民离家乡时日长久，

感情和现实苦苦斗争后，故乡的意识开

始松动，对居留地滋长一分贴近，而对

原乡生一分疏离。

同胞手足情怀
创建东南亚华文最高学府—取

名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必有一番深

思熟虑后而取得的共识。采用广义

的“南洋”刻意排除封闭保守的画地

为界，而广泛包容英殖民地马来亚联

邦和海峡三州府、缅甸、荷兰殖民地

印度尼西亚群岛、法属中南半岛的安

南、和暹逻王国等地。明确表达对这

些地域的华族同胞张开双臂欢迎。而

南洋各地的华人，也热烈捐助南洋华

侨中学，展现一片紧密合作的关系。当

时积极推手之一的同德书报社发起动员

国风幻境演剧团，巡回到麻坡、安顺、

马六甲、巴生、吉隆坡、太平和金保等

地展开宣传演出，为南洋华侨中学筹得

一万三千多元，加上陈嘉庚献捐一万多

元以及林义顺和曾江水(马六甲代表)等

人组成的团队奔走推动，奔走新加坡马

来.亚，落力劝捐下筹集到的捐款，凑

成第一笔五万元创校基金。华侨中学

开办后对英荷各埠来求学的所有学子

一视同仁，为远离家园的学生安排住

宿、供应膳食的举措，回报南洋各埠

华侨对创立华中的支持。

华侨的身份取向
保留“华侨”称号，彰显那一代

华人的归属取向及身份的定位。观

察当时华侨的生存条件：英殖民主义

者只图利用南洋各地人民的劳力和土

地，最大程度地榨取资源和财富。殖民

政府不接受华侨和其他侨民为国民，而

清朝与中华民国政权更迭之际，内忧更

逢外患，国库空虚，国势积弱，即使有

意关心海外子民也无国力财力照顾。华

侨成为被遗忘于中英两个政治.体制外的

边缘群体。对所在地有责任尽义务，却

没有权利享受公民的福利。挣扎求存中

必须遵守所在地的法律条规；而且保持

原住民为邻，力求不闹矛盾，保持合作

互利，和睦共处。很多华侨身在他乡，

潜意识仍然没有可能与家乡的亲缘关系

完全切割。

把南洋华侨中学设在“新加坡”，

最初题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这个建议得到筹办大会通过。实践后证

明《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通知》中所

宣言：“新加坡为南洋孔道，英荷各

埠，航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亲戚朋

友，商务关系，耳目最周，经费既无虑

浩繁，寄托亦有相去⋯⋯”。新加坡

的商业贸易地位已经渐渐超越周边的商

港，发展成为当时南洋华商的货物、汇

兑、华族文化、信息交流中心。长期实

践后证明选择在新加坡建中学的决定务

实而且有前瞻。

重男的世代
那个机械落后的世代，人力车(方

言叫手车)和牛车是平民大众的交通、

运输工具。生物的体力是能量的重要

来源。工人劳动所得的酬劳也以体力

所生产的成果作为估价标准，即使女

性当家也依循这一惯例。力气大或者

坚守百年树人宏愿  跨越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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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特出的男性，就占优势成了当时

社群的领导。男权垄断的社会结构和

家庭观念制约了女性发展和社会地位

提升的机会；家长也出于保护女儿的

安全而思想观念保守。约束女儿的行

动自由是社会常态，思想开通愿意送

女儿到男女混合的中学的家长，纯属

少数，未能成气候。南洋华侨中学自

始就定位为男校，似乎是时代的宿命

产物。当下的人无法感同身受那重男

年代的社会的行为规范，以自我的认

知，居高临下的尺度去检视当时的思

想观念，难免流于主观理想。作为旁

观者身处今天的道德高度，为那时的

女性打抱不平，理所当然获得喝彩。

但是，那时代大部分孩童，多被分别

送到宗乡语群开办的男学堂和女学堂

上课，足以折射出相当大部分家长支

持男女青年同中学的意望还不够强烈。

移民梦的繁衍
英殖民年代政府为本国的经济利

益和统治需要而刻意扶持英文教育独

尊的地位。对侨民的教育不闻不问，

不予行政和经济上的支援。而清朝和

中华民国政府对华侨子弟的教育，也

只至多表达口惠而实不至的关心和认

可。华侨教育在中国和英国的教育体

制以外求存。华侨必须自力更生，凭

着族群的人力和财力来拼搏和拓展。

南洋华侨中学当初设计的课程，

除了传授文、数、理、史、地、美育、

体育，也因应商场上的需要而加入商

科、英文科。创校群贤和掌政的教育专

家学者—包括在本地工作任教多年的

教师、中国来的教育家、印度籍欧美籍

的英文学者—组成能跨越文化、具有

国际视野的团队，主导华中的发展方

针和教学课程，以中文为本，英文为用

的主导方针。注重中英双语，不但具备

实用价值符合实际经济活动的效益，更

为中学毕业生升入中国或者欧美的大专

学府深造夯实坚固语文基础。

成功发展中学教育，标示当时本

区域华侨人数众多，经济实力雄厚。

华侨在安全、温饱得到满足后，尝试

进一步提高族群的文化水平，增进族群

权益。这一层面的认知如果还称不上政

治觉醒。兴办中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

见识更广、有能力提升社会和经济地位

的知识青年。随着社会经济地位提升，

知识青年晋升成为中产阶级，扎根于本

土，于是在地民族思想不知不觉中落地

生根。移民的本源梦伴随着第二代教育

的兴盛与提升持续增强，由量的累积沉

淀，促成质的演变。

民族意识
从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委员会召开

大会、到正式成立董事会、华中三周

年纪念演剧宣言的委员会等大面积动

员华社群众的活动，都不改惯例，慎

重平衡各省籍语群的代表人数比例，

不逾越中华总商会执行多年的董事成

员的惯例。华侨中学创办时，众人

接受用国语—普通话为各科(英语文

科除外)的教学媒介语，显示

方言语群已经不再是互

不相让的板块，愿意

为提高下一代教育而

妥协。能够争取到

方言帮派代表，

支持以国语为教

学媒介，是领

导人巧妙地活

用妥协艺术。

承认而且容许

分歧的存在，

管控“存异”

以达到“求同”

的大目标，不愧

为“大智”者以“

若愚”之计找到各帮

共同认可的交汇点，朝

向兼容互利的民族意识大

方向推进。

来自不同埠域的闽、粤、三江等

域的学生”，此后在校园同窗切磋，

用共同的语言学习历史、地理、文学

⋯⋯互动中增进彼此的了解与默契，

消除矛盾后发展成持久情谊，建构广

泛的人际网络。在群体团队的体育项

目锻炼中培养互助、友爱、团结精

神；在竞赛场的碰撞中锻炼拼搏耐力

和领导潜能。经年累月的学校生活，

无形中淡化了省籍情结，强化共同的

意识。把族群的内部矛盾转化为民族

认同的重任，付托给中学里的莘莘学

子。在华中筹备建校宣言上，直言不

讳：“用国语教授，通融办理，无畛

域之分，省界之别，无方言之纷淆，

熔于一炉，团结必坚”可见陈嘉庚

和他所领导的团队的民族情怀与老到

手法，从更高的视角俯瞰开阔视野，

超越语群狭隘思维，促进族群间的

团结，提升民族意识。

南洋第一所中学
考查筹办新加坡

南洋华侨中学的倡议

主张，是为传播华

族的文化和价值。

陈嘉庚领导的创校

团队，都是当时有

社会地位和经济实

力的侨领，没有动

机去触动英殖民统

治的敏感神经，更不

可能蓄意挑战统治者

的经济利益，因此创校

之初没有遭受到当政者的

压制和阻挠；也避免与在地

老原住民利益冲突。陈嘉庚和

他合作的班子的努力，内部积累足

够的正能量，兼而善于审时度势把握

天时地利人和的良机、精准的运筹研

判，当机立断发动引擎推动历史的巨

轮前奔。经一番努力，(槟榔屿的华侨

筹办中学的工作正在进行中，爪哇岛

华族社群没有推荐小学毕业生前来投

考，影响新生来源)。1919年3月21

涂开舆校长(前排中)与全体教员合影

涂开舆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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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华中开幕之日，涂开舆校长领导的

10名教师和78名新生，在竹脚电车总

局附近的利文路15号，正式授课。

华中成为华侨心中的骄傲，南洋

华侨教育圈里耀眼之星。华中的入学

标准，也顺理成章成为衡量英荷各埠

的国语学堂学生成绩的对比标准，这

能促进各校积极办学争取达标。华中在

新加坡的华侨校群中备受尊崇，只需用

简称“中学”就是理所当然的指称唯一

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中学”成

为三州府、马来联邦、南洋英荷属地甚

至闽粤村镇华族学子向往的高等学府。

《英属海峡殖民地1920年教育条例》

二读通过后，华中董事与华校和华商

开会讨论研究。1922年欢迎英(王)储

提灯会，各校共举华中校长涂开舆为

为筹备委员主席，当晚的提灯游行队

伍也由华中领头。

购置校产
华中开学后不久，。学校草创初

期“一切设备多未完全，颇有披荆斩

棘之苦⋯⋯移石运泥，清沟购物等事

无不由各生量力分任⋯⋯”。开学后，

原校舍不足应付教学和行政应用，财政

陈敬贤了解后，推动董事会拨款购置

原校舍隔邻17号另一座洋房，扩建一

栋校舍，辟为宿舍并曾添教室，添置

图书和科学实验仪器。当初董事会的

收入，全赖董事和热心支持者定期和

随机捐助，收入起伏不定，因而倾向

于购置实业谋求平稳的资金来源。董

事们依然不辞劳苦奔走劝捐。累积学

校基金，扣除常年营运和发展经费尚

有余力，则购置地产，同年五月廿二

日第二次校董会议议决购置张振南君

在武吉知马之71英亩的树胶园作为校

园，该园原为柔佛苏丹王姑产业，

门前有火车经过，距离火车站不远。

不久又决定下标购置另一地产，这

些活动显示董事会倾向采用“实业养

学”为财务管理方针。

创校先贤善用宝贵的人生经验，

无私地把经商成功秘诀应用到发展教

育事业上。他们大胆抢占先机及时出

手购地置业，确保华中头顶蓝天脚踩

实地。这些不动产保证后继的董事会

和学校管理层没有后顾之忧，放胆从

长运筹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规划更

久远的发展路线图。先贤确立华中发

展大愿景，从此“一生二，二生三，三

生万物”。华中开办至今百年，依然持

续发展，始终维持旺盛生命力，处处展

露勃勃生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不

断优化，不断更新之余，也因时制宜，

与时并进，顺应政治上疆界、国家认同

与国籍的界说和定义而改变，不断自我

跟进调适。从最初全名“新加坡南洋华

侨中学”逐步精简，删除“新加坡”，

“南洋”，“侨”，维持不变的是“华”

和.“中”两个字，以及“华夏文明及

传统”的核心价值。

陷入财务困境
然而世事难料，华中诞生时期，

1922年华中校舍之一

律文路15号华中原址现在发展为
Niven Suites公寓 律文路15和17号的华中原校舍除了15号改为公寓，17号发展为一排双层排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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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逢世界经济大萧条发酵期间，南洋

的土产价格下挫，接连跌跌不休。华

中开课后第三年，新加坡和周边地区

陷入“商业萧条，金融紧迫⋯⋯各界

曾认捐尚有二十余万未交⋯⋯以致现

时经费极形困难”。南洋华社群体

也受到国际经济负面的冲击，橡胶、

锡矿、香料土产的价格下滑。商业和

周边的行业都受到下行的拖累。华中

赞助人中的商家，大多数受到行情疲

弱的冲击，收入大不如前。几年前创

校初期，大家热火朝天地捐献现金加

上承诺为未来认捐的款项合共四十

九万元，彼时尚

有二十余万元，无法收清。校方拖欠

银行款项二万余元，不能如期付还。

1919-03-21在南洋华侨中学开幕

日，陈嘉庚在致辞时透露：他将回厦

门继续筹划厦门大学的推动工作，预

计可能逗留时间，少则六至七年。当

年5月4日华侨中学举行董事会改选。

由60人董事会代表，推选出6人组成

正式董事会。陈嘉庚因病没有出席，

由李光前代表致歉。董事部召开第三

次会议时，陈嘉庚宣布已向庶务处提

呈辞职书书。董事会照章递升林义顺

为正董事长，吴胜鹏为副董事长、陈

敬贤财政员。华中的董事会职务于是

移交新董事会。陈嘉庚是年六月七

日，乘搭万华威轮船，荣归祖国，直

奔厦门专注于厦门大学的创立大业。

稳住财务根基
三周年纪念年游艺演剧会成功举

行，筹得巨款，一举奠定华中稳固的

根基。这次筹款运动，展现当时华侨

群体，纵使各自遭受世界经济大萧条

冲击，还是团结一致，挺身而出，为

维护华中作出贡献。而且再一次展

现陈嘉庚和华社侨领，具备领袖风

范和号召力。《演戏游艺会宣言》

摆事实讲道理，以动心动情的语言

晓以大义，唤起华社的危机感，

调动众人为化解南洋第一所中学

的危机而出钱出力。这种感知所

产生的精神动力，造成的连锁反

应远比一次过的金钱捐献来得

广泛与深远。义举不但逆转当

前财政危机，纾解困难，且使百年树

人大计，得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化

为长期的机遇。.

1922年石叻坡各报刊载的《南洋

华侨中学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会宣言》

报道演剧会广泛动员当时新加坡华侨社

会各方言帮重量级侨领和商绅。名誉总

理和筹备委员中的林义顺、薛中华、林

浚源、陈谦福、林秉祥、周如切、钟坤

成等多人，是当时跨越侨居华社和土生

华人圈子的活跃的领袖。比照十年间的

电影院以及其他学校筹款演出的票价和

收支报告结存叻币，华中演出所发出

的名誉券每张底价一百元，名誉总理徽

章一枚一百元，特别券每张五十元，即

使志愿服务的委员和工作人员也要付费

五元购买一枚徽章。演出门票定价的档

次显然是瞄准新加坡和南洋各埠富有

而又热心支持中学教育的华族社群。

一间中学的演出能牵动这么多炽热的

心，爆发力之强大，演出所引起的轰

动，堪称空前。

华侨中学在1922年4月28-30三晚

分别表演三出白话剧 21：第一出《家

国新声》内容环绕一个青年为国、为

家、为教育的奋斗故事，“令观众生

无限感想(触)”。这戏是华侨中学的英

文教师文大衡教授编导；第二出《碧海

潮》则由陈君葆教授编导，内容描述中

国革命期间，秋云和柏如的爱情故事，

内容曲折离奇；第三出《金钱孽》则是

南庐学友会(道南校友会前身)会员编导

兼演出。宣导钱多造孽，不如善用，慷

慨行善。可惜至今没有找到这几部戏的

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演员合照

第一届毕业纪念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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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资料。根据资料当时白话剧的一般

表演形式，将故事梗概缩成纲要，写在

纸条贴在后台供参考，演员上台临场应

变，随机发挥。属于一种既不完全像西

样戏剧，又杂以中国地方戏曲的表演形

式。民国初年由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带

回国。在中国起步也不过一二十年。南

洋华侨中学第一次演剧就表演这新颖剧

种，可见领导者勇于接受新事物，而

执行者也乐于大胆创新，做事超前。

这三出戏选定局势动荡的年代，

不涉及闽、粤等方言语群色彩。更多

铺陈青年的共点—儿女情长，民族

大义和追求的梦想—知识和爱情加

上爱国的情操。编导者为那个时代有

良知的知识分子提出诉求和呐喊，心

怀知识分子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讲故

事，始终不忘贯彻教育救国的理念。

建构当年场景
《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会宣

言》(见附录)的筹备委员会名单：

包括名誉总理：林秉祥、余东旋等共

计193名；委员：陈嘉庚(正总理)、林

义顺(副总理)，林推迁等180名，加上

南洋华侨中学、南洋女学校、中华女

学校、崇福女学校、南华女学校等好

几间小学的教职员、学生及南庐学友

会会员，总人数不知其数。估计五百

人或许不足，四百人绰绰有余(见附录

一)。如果名单上所录人士全部出席当

晚演戏会，加上看戏的观众和看热闹

的人群，余东旋新舞台大厅里里外外

必定水泄不通。

演戏宣言中的鸣谢表胪列热心赞

助商为演出义卖赠送的物品包括：烟

1922年华中教职员学生全体摄影

支、朱律烟、汽水、糖果、饼干、雪

糕、西饼；用品有大光灯、花布、花

篮盆景、生花花篮、扇子等，种类繁

多，而且有多家厂商重复赠送同类物

品，再加上育英、端蒙等学校义卖的

花篮，林林总总数量繁多。这一大页

清单，更丰富我的想像，助我构建的

场景添加色彩。

黄昏，大水沟边的路上大光灯亮

起。新舞台这座建筑物最为富丽堂皇，

亮眼而突出。剧场内舞台上灯光耀亮，

鲜花和盆景，装饰台前，绚丽夺目。台

前观众席灯光稍微昏暗些。剧场的门

窗敞开通风，虽然有电风扇嗡嗡嗡地

转动，室内还是闷热，远离风扇的观

众，必需一面看戏一面摇扇子。音响设

备不理想，喇叭不够传真，演员当年没

有随身麦克风，离开立式麦克风远一点

的必须天生一副好嗓子，才能把台词和

歌词传送达后排观众。观众席位安排，

名誉券和超等券的靠近台前，特别券、

一等券、二等券座位依次排列在后。剧

场入口装饰着纸花和对联，一派节日的

盛装。门外人声喧闹，大堂的摊子上摆

放了热心商家报效的朱律烟、烟支、汽

水、饼干，糖果，每晚有女招待劝买筹

款，另一排桌子上则摆放小学生的花篮

供绅商出价竞标。

确立演出的基调
《南洋华侨中学三周年纪念游艺

演剧会宣言》中确立的演出的基本组织

框架和演出的目标，是有标杆性的。它

奠定往后数十年里华中人对外重大演出

的基本架构和目标的指向。整个组织由

校方高层领导担任顾问或指导，承担开

支；师长担任咨询，引导全盘取向：顾

问剧本、演员的甄选、艺术技术学习，

或者担任编剧导演；学生则提供前后台

人力资源。后来校友会与学校联合演出

的筹备委员会也是这模式的滥觞。爱

国爱人民、为公益筹善款、筹募建校

基金、助学救灾。演出节目内容“力

求积极、健康，潜移默化地移风易俗，

改良社会”则是不变的核心思想。

结语
华中在南洋成功创立，是华族扎

根南洋一个深层次的、历史性的成就，

所引起的涟漪效应广泛而且深远。以陈

嘉庚为代表的一代人，凭着丰富的人生

经验，无私地把经商成功秘诀应用到发

展教育事业上。他们承前启后，排除困

难，把华族教育推举到台面，成为当地

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使扎根在地的华

族文化开繁花结硕果，形成在地多元文

化的中不可分割的一元。

华中子弟，有幸投入华中的怀

抱，印迹隽刻在华岗校园里，应该感

谢先贤的高瞻远瞩，留下一片风水宝

地，保存给后代无价的文化遗产和物质

资产。思念前人种树，后人能继续“偿

兴学之宏愿，使海外弦歌不辍”之余，

更应“滴水之恩涌泉相报”，长怀“知

恩感恩”之情。作为华中子弟在筹办欢

庆华中百年大庆之际，以行动向创立华

中的先贤表达感恩之敬，向千百万为华

中奉献的台前幕后英雄致意。

寄望华中子弟，承前启后，热爱

华中，支持华中。

跨越新世纪，开创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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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28-30日南洋华侨中学游艺演剧会委员名表

名誉总理
林秉祥ň余东旋　廖正兴　简英甫ň李俊源ň邱雁宾ň刘坤意ň黄兆珪　林志义　薛武院　颜克明　黄宗朝ň李声余ň

曹寿山ň吴克俭ň林秉懋　李养赞ň林绍裘ň甘清泗ň邱国瓦ň陈先进ň林祈祝ň林箕当ň罗文仲　薛中华ň陈东岭ň

萧保龄ň陈敬堂ň杨书典ň杨缵文ň陈子豪ň陈爱宜　刘正兴　陈秉箴　刘仰之　蔡萼秋ň陈子由ň陈南松ň吴扬青ň

姚岐昌　黄奕寅ň留鸿石ň林金殿ň陈国华ň李振殿ň周炳杰ň黄钟辉ň谢荣西　张崇崧ň谢文进ň邱继显ň吴楚碧ň

卢新科ň刘敬亭　杨福河　杨岐山　李金钹　谢文思　王金鍊　苏妈英　林淑恭　吴忠信ň颜长春ň颜长贵　林妙琼ň

陈贵贱ň李道泽　汤湘藩　陈仙精　陈文清ň石清岐ň郭明秋　傅清池ň陆寅杰ň钟水泮ň陈若愚ň蔡仪卿ň叶清水ň

叶大炮ň刘碧波　林运三ň黄木信ň张振初ň林威重ň林春水ň叶玉桑ň李亮琪ň钟坤成　陈友斋ň李深端ň李伟南ň

简弼臣ň曾振光ň陈开国ň朱巽行ň陈清锐　余应吉ň佘应琳ň邱扬阵ň张朝聘ň王绍经ň陈芳岁ň蔡国老ň林竹斋　.

郭广德ň梅国良ň何思观ň吴康泰ň陈景兰ň吴忠犁ň黄琼瑶ň沈佳登　陈德彬ň云茂悦ň卢朝杰ň苏瑞源ň蔡芳然ň

黄金钟ň林梓川ň林隆江　李俊成ň沈霭塘ň张金泉ň刘登鼎ň蓝禹甸ň周廉波ň林世魁ň张云卿　王文达ň林德金ň

陈敬庭ň郭可济ň郭斯廉ň胡先情ň苏朝栽ň柯鸿渐　陈锡籓ň杨和受ň周学振ň陈辉相ň黄蔚廷ň徐瑞贞ň张彬琅ň

王水斗　沈朝缙ň刘ň景ň黄德成ň陈焕武ň李俊秩ň陈鸿逵ň刘顺墨ň林德福　吴扬芬ň林亚雨ň林国和ň周如切ň

苏耀卿ň张元达ň郭开宗ň吴扬芳　吴扬山ň陈谦福ň徐统雄ň曹添举ň陈金狮ň黄江淮ň刘朝岱ň蔡礼智　胡先愿ň

杨万庆ň陈长生ň佘应谨ň邱国珍ň袁显廷ň游莘农ň袁舜琴　蔡汉亮ň王万高ň黄典娴ň郑古悦ň蔡朝榉ň蔡承美ň

李春风ň邱武艺　徐顺庆ň林德发ň孟锡玉ň陈肇丽ň方庆成ň谢清河ň黄福寿ň黎继福　林裕成..193名

正总理　　陈嘉庚. . . 副总理　　林义顺

财ń政　　　中华总商会

监ń督　　　林推迁　蓝伟烈

监ń票　　　曾汝平　吴胜鹏.　颜新兴

查ń账　　　何仲英　王邦杰　黄有渊

正干事长　王吉士. . . 副干事长　蔡天钟

文牍部干事
王会仪ň周君南ň康研秋ň殷ň宴ň陈桂芳ň吴觉非ň黄卓善ň邱菽园　徐季钧　许时候　梅云衢

庶务部干事
张建坛ň雷善甫ň邱文绍ň陈万安ň张庆兆ň黄采藻ň许痴生ň陈永远　陈廷郎ň雷江岩ň杨兆祯ň郑 酿　叶志渊ň

林春生ň陈有成ň陈清标　林邦彦ň朱耀辉ň邵甘棠ň李炳炎ň吴慎修ň刘灿辉ň沈清兴ň蔡ň添　黄石头.

招待员　　

陈荣光ň钟小婷ň徐伯良ň张朝锦ň许永顺ň黄云沛ň杨建成ň颜克敬　林汝勋ň许焕材ň钟怡泽ň陈恩戴ň吴瑞超ň

蔡存良ň张英伟ň李光前　陈济民ň胡载坤ň柯逢春ň吴承修ň张来喜ň胡水莲ň翁清泉ň周炳炎　李来兴ň郑永固ň

李维熊ň吴应隆ň蔡临从ň林渊泉ň叶德波ň吴永裕　苏禄永ň林春木ň林振文ň王梅亭ň李玉阶ň林祝封ň陈镜秋

梁谷勋　钟赐珂ň黄云辉ň刘裴烈ň黄渊鑑ň郭赞基ň阮光昌ň叶有添ň黄文晖　谢有祥ň王泰义ň张万庆ň林邦英

苏彬廷

女招待员
南洋女学校、中华女学校、崇福女学校、南华女学校

林淑琼ň郑接枝ň吴远香ň陈锦云ň王勉然ň周清奇ň李璇璣ň林宝珠　苏香花ň苏 意ň蒋琴宝ň吴级兰ň王祖蕴ň

邵映梅ň沈观莲ň沈岳琴　陈慧嫦ň陈风球ň梁月葵ň梁月颜ň许碧香ň李涵衡ň彭梦民ň石磊磊　胡意诚ň钟凤英ň

林水心ň刘金端ň杨凤诗ň张玉枝ň林绿绮ň胡怡颜　陈水茶ň杜金风ň李淑美ň王幼璧ň郑玉霞ň杜金凤ň王希昭

李玉翠　黄励贞ň黄道良ň岑月桂ň郭絜云　黄容仙ň吴汝擎　张亚光　李昭英　林素 ň陈翠玉ň林家珍ň杜金凤

陈慕洁ň黄玉珍ň雷淑金ň苏慧明　苏慧哲

验票员. 陈宾燕ň钟泽泉ň尹棣笙ň谢天福ň陈二弟ň陈应书ň谢树春　黄振绪ň苏永安　林德圃　陈则环　林清丞....

纠仪员　. 陈赞朋　陈翼扶

剧部办事员. 本校教职员及各级学生　　南庐学友会会员

场内售票员. 陈万里　陈宝臣　陈秀印　林妈宝.　

总共180位具名先辈，以及更多台前幕后的无名英雄

1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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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注

 附录....综合叻报、新总汇日报1922年4月5日后消息《南洋华侨中学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会》委员名表

 互动百科网页《暨南学堂简介》

 1909-08-08总汇新报　快板（作者：群）《旅客思乡井》

.1918-06-18叻报《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纪实..

 1919-01-09叻报《南洋女学校举行师范科毕业式》出席者向中华民国国旗行礼，唱中华民国国歌......................

 1918-06-18振南日报《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大会之通告》

 1922《南洋华侨中学第一届毕业纪念册》本校概略

 1919-01-18叻报《中华总商会第十二届会董复选职员通告》各方言帮派定额。福帮13名、潮帮9名、广帮5名、嘉帮2名、琼帮2
名、埔帮1名。

 1919-03-25.叻报.《南洋华侨中学开校（幕）纪实一》陈嘉庚致词：闽粤各属，方言不同，初学生徒殊难，普通教授国语，通融
处理，并非由畛域之分，省界之别，无方言之纷淆，熔于一炉，团结必坚。1919-03-14叻报《华侨中学挂号学生总录.》学生来
自：廖内、坤甸、勿里洋、仰光、怡保、太平、吉兰丹，吕州、泉州。外来学生共48人；新加坡学生48人。注明每位学生的省
市乡籍，几乎全部来自闽、粤，年龄最大24，一般18，19岁；新加坡最年长19最小13岁。

⑩. 1920-04-22..叻报..《槟城华侨中学招募师范班新生》广告

 15号,.利文路Nivean.Road..在竹脚旧STC电车厂附近。

 1920-07-17华中董事部召集华社和华侨小学讨论《英属海峡殖民地1920年教育条例》二读通过后，引起华社的关注，对华文学堂
有什么影响。

. 1922年7月15日中学董事部邀商界学界开会讨论开会；1922-03-09总汇新报《华侨学校欢迎英王储之会议》华中校长涂开舆为主
席。

 1920-06-30.新国民日报《中学校大置基业》标中罗敏申地皮一片40万元。

 1919-06-21叻报《董事部第一次会议》讨论处理捐款、购买地产事宜

 1922-02-22新国民日报《南洋华侨中学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会宣言》

 1919.-10-.21.新国民日报南洋.华侨中学捐款报告二十七续.已筹得款项.四十七万五千七十元

 1919-03-25.叻报.《南洋华侨中学开校（幕）纪实一》

 1919-03-25.叻报. .陈嘉庚在致辞透露新旧董事会交卸后，他将回厦门专心处理厦门大学的开办工作，华中的事交给新董事会办
理。

. 1919-05-04叻报《南洋华侨中学初选董事总录》总理陈家庚因病缺席,李光前代表致歉。董事:23名小学总理加上马六甲培风总理，
加各方言帮36名共60人。选举结果：正董事长陈嘉庚，副董事长林义顺等六人当选为董事。

 陈嘉庚六月七日乘万华威轮船荣归祖国，原定计划常住六七年。通告董事会按照章程职务调整。林义顺迁任正总理，副总理吴胜
鹏；财政员陈敬贤

 1918-11-15总汇新报《南强学校演戏筹款》租牛车费17元3角6分；租手（人力）车21元6角8分收支结存银叻币2690元零3角6分

. 1922-02-08总汇新报《公民学校演戏筹款鸣谢》义购朱律烟的最多付50元最少的1元。半数人捐款2元，1元

. 1922-03-09总汇新报小坡芒果律牙池电影院广告票价：官位二元；一号位一元，二号位六角.

21 . 2014华中校友会出版《山岗的脚印》105页

本会现蒙热心商家赠送物品谨将芳名列下：

南洋烟草公司赠送全场烟枝　. 先施公司赠送全场汽水. 马玉山赠送全场饼干糖果　.

何悦昌赠送全场大光灯. 广福成公司赠送全场应用花布. 中国汽水公司赠送全场汽水.

炎兴烟草公司赠送全场朱律烟. 新治和赠送全场汽水　. 文文赠送全场纸扎并徽章.

端蒙　育英　养正爱同军乐队道南等校分晚莅场奏演　. 青年进德会青年励志学社　

各东借化妆发套梳头之义务振成丰馥馨公司报效花篮盆景　. 新丽公司报效横隔电灯字　

协美　茗华　各报效雪糕西饼　广兆隆报效扇子. 岑申记赠送全场生花花篮等件足用。

民国十一年四月十八日(1922-04-18)　　　　　华侨中学游艺演剧会公布......

20-03-2016星期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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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一月，有幸与昔日同窗好

友一行十六人，结伴同游缅

甸的仰光和丁茵两个地方，

记憶中溯及既往年少时期，相处求学

情景，心中泛起了与友欢聚的情怀。

首日之行，于下午飞抵仰光国际

机场，与当地导游会合后，先往住宿

的酒店歇乏，俾解舟车勞頓之累。黄

昏时分，则去当地著名的餐館－卡拉威

宮(Karaweik.Palace)品尝晚餐。导游表

示，卡拉威宮有时用来接待外国政要或

是国宴的场所，平时則开放给游客或是

用于商务宴客之需。

在夕照中，卡拉威宮益显金碧輝

煌，船形设计，匠心独妙，似一对大

鸳鸯背驮着飞檐翘角的缅甸风格楼台宝

塔，浮游在碧波荡漾的皇家湖中，与岸

边翠绿的树木，嫣紅姹紫的花朵，形成

一道秀丽宜人的风景线，是仰光市区景

点之一，多少外国游客和当地居民，都

到此处览勝游玩。

步入餐館，進口处两侧，设有当地

小食、点心、糕餅和甜品食摊，身穿民

族服装的年轻招待员，微笑迎人，殷殷

接待。试吃一番后，走進画梁雕栋的大

厅，灯光璀璨，气象华丽，厅內装饰摆

设，带出了民族文化色彩，亦有民俗活

动如相命，化妝，免費为客人服务。

餐宴是自助餐形式，菜式除了缅

甸佳肴，也有粉、面、饭和西餐糕点

甜品，水果饮料，一应俱全。同行各

人，各依所好，挑选可口菜肴，一面享

受美味，一面观赏缅甸民族传统歌舞表

演：有骠悍武士舞、庄重宮廷舞、委婉

情歌对唱、滑稽杂耍，令人目不暇给，

忽然一阵喧闹鼓乐声，由门口传来，一

头与真象一般大小的舞象，缓缓在两排

餐桌中间通道步上舞台，笨拙的脚步，

却舞出灵活的象头，随着咚咚鼓声，搖

头摆尾，或進或退，投手举足，两位舞

者配合无间，落力把象舞得活靈活現，

這是我生平首次看到的舞象，唯妙唯

肖的表演，实在精采万分，不禁让我

拍“掌”叫絕。

舞台上已经偃旗息鼓，我们这群游

客在吃香喝辣，茶足饭饱之余，是时候

返回酒店休息了。

一宿熟睡，次日清早起身，盥洗

n	陈泽广..69年度高中文科班



沐浴完毕，用过早餐，就到酒店附近

。縱目一望，仰光华人聚居的唐人

街，高楼大厦不多，建筑物相当陈旧，

百年历史的观音古廟，屋脊柱梁，石湾

陶塑装饰，具有广东建筑特色。公车车

廂没有空调。小贩在道路两旁摆摊经营

生意，喝雉呼卢，招徕顾客，摊位与人

潮，占据部份道路，情景和五、六十年

代的新加坡露天集市或街市相似。变窄

的道路，造成交通阻塞，甚至有行人在

车道与汽车并肩而行。据了解，汽车、

货车和公车大多数是由外国入口的二手

车，尤其是以日本進口为多，崭新的西

方欧陸车甚少。缅甸的民生与经济，尚

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回到酒店接待厅与众人会合，一起

乘车去丁茵寻幽访胜。

丁茵在仰光南部，具有田园风情，

曾于十六世纪遭葡萄牙雇佣军占领，成

为其殖民地，是一个通商港口。从仰光

到丁茵50多公里，约一小时车程。途

中须走过一座橫跨勃固河(Bago.River)

的“丁茵大桥”，是由中国援助建造的

铁路公路桥，桥长2.2.公里。

约半小时的车程，来到位于勃固

省和仰光河交汇处的斋考佛塔(Kyaik.

Khauk.Pagoda)。这座宝塔历史悠久，

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一位孟王，Mon.

King.Cula.Thirimasoka.of.Thaton，于

佛历241年建造這座浮屠。经过了历代

十八位国王数次维修和扩建，才有今

日的壮观規模，其特色是很多孟式小

佛塔(Mon.style.stupa)屹立在金色大佛

塔周围。斋考佛塔是檀林，可供僧伽掛

单，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僧伽来这里拜

访朝圣。在缅甸，访客需赤足参观佛寺

佛塔，以示尊敬。我也随俗，脱去污秽

鞋子，赤足踏上这片淨土，虔诚合十向

佛陀问讯。

经过葱茏的树丛和廣袤的田野，

到达仰光河三角洲东侧一个名叫克尤

丹(Kyayktan)的小渔村，丁茵水中佛塔

(Ye.Le.Pagoda)就建在河中的小岛上。

一般進香信徒登岛朝拜，都要买鲜花和

供品。在渡口处，挤满了卖花的小贩，

频频向纷至沓來的游人兜售生意。乘着

等候舢舨时刻，我远眺佛塔，微风中佇

立的佛塔，安宁平静，晨光把塔投射入

江水，塔的倒影隨着潺潺流水而翩跹起

舞，噫！自然界中，靜中带动，动中有

靜。静包容动，动接纳静，动静合宜平

衡，达至境界和谐圆融。等了好一段时

间，我们才依次乘坐机动舢舨前往岛上

观光。

岛上几座宝塔，金光闪闪，木饰

石雕，精雕细镂，佛像壁画，细腻生

动，供奉的白玉佛像，雕刻细致，慈

眉善目，慰勉众生。信徒排列静坐，

手握鲜花，颂经祈祷。这地方，何尝

不是远离喧嚣红尘的世外桃源？一些信

徒或朝圣者，奉行布施功德，将鱼食丢

入江中喂鱼，鱼群竞相争食，江面泛起

层层涟漪。

丁茵水中塔的由来，根据民间传

说：昔日孟王朝国王出游锡兰时，锡

兰国王馈赠装有珍贵的佛舍利和佛像

的精美礼物盒给孟王，归国后，国王请

教智者盒中为何物，智者们都说盒中之

物为圣物，需建佛塔藏之。于是便在这

小岛上兴建起佛塔来，国王也把圣物供

奉佛塔中，一百零八位高僧应国王邀请

主持开光大典。众佛菩萨则借用国王之

口许下三个宏愿：1、不论江水涨得再

高，不能淹没此小岛；2、不管岛上有

多么拥挤，都能容纳下所有前来的朝

圣者；3、在岛上布施的人，来世一定

能有善报的轮回。当地信徒表示，此佛

塔至今尚未被江水淹过。

第三天的行程是游览世界和平塔，

昂山市场和远近闻名的瑞德宮大金塔。

世界和平塔位于仰光东部市郊11公

里的斯里孟加罗山岗上，也称为“至尊

吉祥大千世界和平安宁宝塔”。为了纪

念释迦牟尼涅盘2500周年，缅甸于1954

年在仰光举行第六次世界佛教大会，此

塔于1952年落成，以应世界佛教大会所

需。此塔高度是36米，周长90多米，塔

身中空，全塔设有六道门，以体现第六

次世界佛教大会的象征意义。每个入

口处都供奉着一尊巨大的佛像。和缅

甸众多的古塔相比，此塔的年资可算

是年轻，但在佛教历史文化上却占有

一席之地。

世界和平塔的宝库供奉至尊释迦

牟尼佛的两大弟子，目犍连和舍利弗

的舍利子；弥祗陀珍佛的雕像和一尊

重达.1.吨的银雕佛像，这些镇塔之宝，

彌足珍贵。世界和平塔的四面墙壁上，

塑着佛祖释迦摩尼四个阶段的雕像场景:.

佛祖在蓝毗尼诞生、佛祖在菩提伽耶觉

悟成佛、佛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佛祖

在拘尸那伽城涅盘入灭。

参观了和平塔，顺道去膜拜乔达基

大卧佛。这尊卧佛，塑于1907年，原本

是露天的半卧造型，五十年代改为全卧

式，佛寺则加盖铁皮屋顶。卧佛身长71

米，高19米，造型上算是缅甸第三大。

卧佛屈其右手以扶其头，双眼凝视着盘

跪在地的虔诚信徒和众生，据说这是佛

在休息的姿势，而非涅磐。值得一提的

是，大卧佛的玻璃双眼，炯炯有神，铁

线睫毛，栩栩如生，神情姿态，和蔼慈

祥。侧卧双脚，一前一后，足足有一人

长的脚底刻有108格图案，表示六道轮

回的各种形象，也呈现了佛祖已超脱三

界轮回的境界。

礼佛完毕，下一个行程是去仰光市

中心的昂山市场。昂山市场，目前是仰

光最大最热闹的集市。这座建筑物因其

结构和用鹅卵石舖成的人行道，別具特

色，而被列为仰光市遗产。英国殖民政

府在统治缅甸晚期，为了纪念一位叫詹

姆斯喬治斯各特(James.George.Scott)的

公务员而于1926年建造此建筑物，并

名为斯哥特市场。1948年缅甸独立，

以“独立之父”昂山将军的名字，将斯

哥特市场易名为昂山市场。市场内店舖

鳞次櫛比，所售物品琳琅满目，既有吸

引外国游客的翡翠、玉石、珠宝、当地

手工艺品、艺术品、古董和服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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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而足，也有供居民消费的食品店、

商品店等。外国观光客和在地游人，如

过江之鯽，肩摩踵接，热闹滚滚。间中

有小沙弥列隊托缽向店主化缘，店主亦

来者不拒，慷慨布施。佛教徒慈悲行

为，表露无遗。

仰光市交通相当拥挤，因此市

內不允许摩托车或自行车使用公路。

缅甸民风淳朴，衣著简便，男女都

穿“郎基”(像马来友族的“纱笼”，

闽南语叫幔(mua))，既方便又舒适，老

少常穿拖鞋，尤其是人字拖最为盛行。

在市场，街上，名勝地点，看不到乞丐

或儿童向游客乞讨，相信是他们笃信佛

教，在生活作息上落实佛陀教诲。导游

表示，缅甸寺廟到处林立，居民若面对

生活上任何困境，可向寺廟求助解困。....

旅游车向仰光市北奔驰，来到

茵雅湖畔的皇家园林西的杉格帖拉山

(Sanguttara.Hill)。巍然矗立在圣山上的

瑞德宫大金塔(Shwedagon.Pagoda)，

在绚丽的斜晖映射下，益发光辉灿烂，

气势越加雄偉壮观。

大金塔设有东、西、南、北四座山

门和电梯/电扶梯，每座山门前有一对高

大的石狮镇守，保护着佛门圣地。山门

内有长廊式的阶梯直达山顶平台，阶梯

长约百级，两旁摆着小販摊位，售卖佛

像，礼佛供品，风味小吃。走到用大理

石鋪成的平台，一众人等脱鞋去袜，赤

足参观。导游领我们往东南方向走到一

棵绿叶成蔭的大树下，介绍说这是菩提

树，相传是从印度的佛伽耶圣树圃中移

植而来的。缅甸人认为菩提树是智慧

树，亦是眼、耳、鼻、舌、身等五根积

聚的有形物质之表征。每年五月，缅甸

人来此向菩提树澆水，表示以佛智慧，

洗涤物质诱惑，让五根清淨。

主塔在平台中央，塔身高326英

尺，塔顶用黄金铸成，上有金属华盖，

周围嵌有数万颗玉石和掛着数千个金鈴

和银鈴。华盖之尖端圆球镶着四千余颗

钻石，总重量超过一千八百余克拉。华

盖面下的骨架，嵌着一颗大紅宝石。塔

身表层贴有纯金箔，耀眼夺目。塔的周

围环绕着六十四座不同材质建成的小

塔，內有龛座，供奉不同佛像。每隔

十六座小塔，在主塔的东南面北四个

方向，建造较大的窣塔婆(stupa，印度

佛塔)。这六十八座塔外围，有很多佛

龛，有些供奉缅甸生肖的守护佛。(按：

缅甸人的生肖有八个，以一周七天划分，周三分

上午和下午两个生肖，其他每日一个。)

导游带我们去看一口色彩斑斓的大

古钟，是以前的缅王铸造。话说在葡萄

牙殖民地时期，当时的殖民政府要把古

钟运回宗主国，在拖运中，古钟落入海

中，水手们无法捞上而放弃。缅甸人民

在事过境迁之后潜水寻回，把钟放回原

处，并称赞这个不肯出国的大钟，热爱

家乡，忠贞祖国。昂山将军曾在大金塔

这里向人民鼓吹反英争取独立演说，他

的女儿昂山淑姬亦步其后尘，曾在这里

作民主演说。这里既是高僧大德诵经说

法的法场，亦是政治人物表述理念的地

方。大金塔终年香火旺盛，被视为缅甸

最神圣的佛塔，是因为供奉了四位佛陀

的遗物：拘留孙佛的杖、正等觉金寂佛

的净水器、迦叶佛的袍、佛祖释迦牟尼

的八根头发。缅甸之瑞德宮大金塔与印

度尼西亚之婆罗浮屠塔和柬埔寨之吴哥

窟，一併称为东方艺术的瑰宝。

金乌西坠，玉兔东升。入暮时分，

塔林点燃巧思设计的灯火，璀璨夺目，

掀开了天际的黑纱，大金塔大放光明，

游人香客，熙來攘往。徐徐微风，缓缓

吹送。晚风敲动风铃，鈴声随风飘送，

阵阵天籟仙乐，声声清脆悦耳，令人心

旷神怡。

第四天至，归家之日，诸位同窗，

收拾心情，告別仰光，打道回府。

后记：此篇游记多蒙陈荣辉学长提供资

料，叶荣坡学长提供照片，专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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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色的胡姬花
紫色的胡姬花，花枝上，累累串串，有满满盛

开的，或含苞待放的。枝叶受重弯曲，花枝仰首垂

钓，色艳蓄势待发，跃跃雄姿欲出，直逼隔株黄色

舞女花，似乎在炫耀自己的优雅、高贵、神秘。可

却没想到它也与其他花儿一样，悬挂半天吊，上不

及天，随风而动；下不着地，几如绝境。

它鸟瞰地上，一见粉红色、橘色、红色、金

色、桃红色，白色，或与自己一样的紫色的，遍

地花开。

它晕了，怎的这些花，比自己更艳丽莹润，

更婀娜多姿，生气勃勃，踏着实地。那棵黄色的舞

女花，竟然也在地上向自己卖弄风情，还聚众展示

自己的势力。游人来赏花，先看见自己，拍拍照，

就只这么一眼，就把眼光转向地上的千千万万的花

种。风虽然助它召唤游人，然而，只见他们越走越

远，再不回头！

繁花设下的残局
夕阳，带着憔悴了的倦容，褪过天阑，华灯未

亮，烟火温柔却寂静，而红尘亦冷亦暖。繁花设下

残局，世道苍茫，在残局底下，让我的信仰变异。

流光曳长，眉间今道昨非，不过是抛落了那个

拥有的曾经，如此惊心动魄，如此撕心裂肺，危机

四伏，这些都是虚拟的现象。繁花落尽之时，夕阳

已全暮，华灯初上，翻过另一个生活的秩序。

我驻足为残局留下笑意，假设残局的繁花不

懂，指尖流逝的还是千年璀璨，几度春秋，乃能傲

然挺立于废墟中。

汗水就不曾有什么承诺，承诺的是珍藏的记

忆。而这记忆却握住未来的光阴，重拾心灵的回

归。

牡丹花都
—古都洛阳—

“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

总以为到洛阳，雍容华贵、国色天香的牡丹会等

我们，在六月天。

怎知到了洛阳，是不是我们的脚步惊动了牡丹，

牡丹都躲起来了，只留绿叶来接待我们，望着绿叶，

想寻找躲不及的牡丹，还是枉然。

到街上，惊见牡丹都上街了，七彩缤纷，真美，

哪知，是仿效牡丹的魅力，比真的还鲜艳，却没有生

命力；墙上也挂着牡丹，是画，它会不会像‘画中

人’一样，活生生走出画来？

葱葱郁郁，长林古木，是盛夏的天下第一古刹

白马寺，香客络绎不绝，梵烟袅袅，寺内高耸宝塔，

峥嵘殿阁，苍天古木，肃然幽静，轻敲鼓乐，声声绕

梁，禅意浓浓，静坐园林条凳，不想移步，望眼大雄

宝殿，千年古刹，守望着一桩又一桩的古老传说。从

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足迹和美诗。

2月25日，李龙学长 (64年华中毕业)在国家图书馆16楼观景楼为著作: 《用土地凝成的心》与《李龙睿语小品》举办新书发布会。

李龙小品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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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嘉庚校主后裔首次访问
  华侨中学与华中校友会

左起：董事会顾问张拔勤、校友会副会长吴茂利、陈嘉庚校主外曾孙蓝智聪、
孙子陈君宝、华中董事长李胜存、校友会副会长郑苡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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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12月9日中午

12时，校友会

迎来了30多位

母校倡办人陈嘉庚校主后裔。这是他

们自从1998年第一次全球陈嘉庚后裔

大聚会在陈老先生故乡厦门集美聚会

以来，首次到访陈老先生旅居地新加

坡，也是首次参观华侨中学。

陈嘉庚老先生后裔一行人抵达

时，受到华中董事长李胜存、董事会

顾问张拔勤、校友会副会长郑苡娜、

副会长吴茂利、财政陈兴庭、理事陈

六艺及林碧峰的欢迎。

陈嘉庚老先生后裔团是由他的孙

子陈君宝(新加坡籍，54岁)带领，成

员分别来自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

及新加坡。

陈君宝透露，这是他们第五次全

球陈嘉庚老先生后裔大聚会，前四次

都在陈老先生的故乡集美。他也指出，

前四次的聚会都和他祖父的纪念活动有

关，唯有本次的聚会有异。

陈君宝说：这次的聚会人数不算

多，最多一次是2008年，当时来自不

同国家的后裔共103人。

新加坡籍，陈嘉庚校主外曾孙蓝

智聪(53岁，华中1979年、华初1981

年毕业)进一步指出，他的外曾祖父的

后裔还有散居在美国、西班牙和马来

西亚，这次的聚会他们都没有到来。

蓝智聪是第二次参加大聚会，他

说两次的聚会，他接触到的亲人都不

一样，都要重新认识！

陈嘉庚老先生后裔团在访问校友

会前，也参观了华侨中学，受到校长

潘兆荣博士和师生们的热烈欢迎。在

华中董事部大楼一面用餐、一面观赏

几年前由母校学弟、学妹们表演的舞

台剧：《陈嘉庚》录影后，一行人前往

参观位于高中部校门外的《陈嘉庚》

地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