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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年会员大会
左起：陈兴庭、庄绍
平、黄龙金、黄仕文

n 陈华明

校友积极支持修改章程

华

中校友会于2017年 6月18
日(星期日) 上午10时30分
在华中文化中心举行常年会

员大会。
本年度会员大会除了跟往年一
样，报告过去一年的校友会活动及审
查账目外，修改章程是另一重要事项。
在审查2016年的账目时，与会的
学长最关心的是有关产业税的事项。财
务长陈兴庭学长在回答学长们的询问时
表示，这是校友会新会所建好后有关当
局派人来估价得出来的数目，校友会也
已积极的向所得税局陈情争取应得的权
益，所得税局已回绝了我们的陈情，理
事会唯有先支付此税款，但理事会将会
继续向当局争取回扣。
前会长王勇诚学长说，在他任内
由他本人陪同所得税局官员视察校友

会建筑物，同时也向他们讲解建筑物
的整体用途。
杨有瑞学长指出，华侨中学及华
中国际学校也有用到校友会部份建筑
物，华中董事会是不是应该分担一部
份税务？
董事长李胜存学长回复时说，由
于建筑物 有些单位是校友会出租给
公司当商业用途，租金交给校友会，校
友会理应承担产业税。不过李董事长强
调，他将会继续向所得 局陈情，因为
有些设施是给学校借用当教学用途。
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学长强调，该
由校友会负责的费用，校友会绝对会
承担。校友会也将继续向所得税局争
取应有的回扣。
修改章程委员会主席庄绍平学长
向与会学长解释此次修改章程的急迫

性，增加普通会员有利于吸引更多的
校友及他们的家人参与校友会主办的活
动。而理事会任期由两年一届改为三年
一届，主要是让新当选的理事能有更多
的时间适应他们的工作。
黄龙金会长补充时说，此次修改
章程的英文版本，都经过我会三位法律
顾问审定，因此，此次修改章程版本以
英文版为标准。黄龙金会长强调，理事
会任期由两年改为三年，将由下一届理
事会开始，本届理事会任期仍旧两年。
出席会员大会的学长对修改章
程踊跃的提出积极及富有建设性的意
见，大会最终在1票反对的情况下，
其余一致举手通过了由理事会提呈修
改章程的提案。黄龙金会长非常感谢
学长们对理事会提出修改章程的支持
与信任。

《情系华中 - 舞蹈汇演》

n 许福佐

观后感

由

廖春慧女士领导的香港东南
亚舞蹈团，应华中校友会邀
请，在华中文化中心剧场呈
献舞蹈汇演，我观赏了第二晚8月12日
的演出。心里受到很大的冲击。
舞蹈演员们娴熟的舞步，一举
手，一投足，舞蹈动作丰富优美、绚
丽多姿。再加上鲜艳多彩的服装道
具，把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特色表现得
淋漓尽致。
双人舞让人屏息，目不转睛。矫
健的舞姿洋溢着青春活力，伴着音乐
灯光效果，舞者全身律动，全情演绎
着那动人的传说故事。
让人惊叹的是，已达77高龄的
廖春慧女士亲自参与演出。她体态轻
盈，婀娜多姿，舞姿就像个小姑娘。
节目之间换场已臻至无缝结合，

场与场之间不超过10秒钟。整场演出
从开幕到剧终，没有冷场，一气呵成。
观赏中及观赏后，我都一直在
想，华中人特别是华中学生特别幸运，
能在现场观赏到如此高超精湛的印度尼
西亚马来舞蹈。学生们对于他族深层文
化认识的提高，对民族团结、国家社会
凝聚力方面肯定是一次很大正能量的充
电。往往，这比一些生硬的、冗长的民
族团结演讲来得更加有效果。
我在想，或许就像我们观赏华族
乐曲，它可以是一首“下里巴人”，
也可以是一曲“高山流水”。“下里巴
人”路人皆知，也不失优雅；“高山流
水”曲高和寡，却尽显风流。我们自己
本身的观赏能力要尽量努力从“下里巴
人”向“高山流水”移靠，以达到一定
的造诣。而如果我们对其他种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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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也能有这样的逐步提高认识，那就
是一个很大的收获。
所以如果让我们的年青学生知道
印度尼西亚/马来歌曲不但有通俗的如
Burung Kakak tua
Hinggap di jendela
Nenek sudah tua
Giginya tinggal dua
......
还有那富有民族风格，广为传颂
的歌曲如《船歌》
呜喂
风儿呀
吹动我的船帆
船儿呀随风荡漾
.....

以及《星星索》、《梭罗河》等
等。
同样的，平时我们看到马来同胞举
行婚礼常伴随着简单通俗的手鼓舞。一
些人或许就会简单的认为马来文化就是
这样。那么，这次廖春慧女士率领的这
批训练有素、技艺高超的舞蹈演员们所
呈献出来的高水平印度尼西亚/马来舞
蹈肯定会让人们刮目相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老一辈华族
先驱重视马来语马来文化，跟马来族用
马来语沟通完全不是问题。记得我小学
校友会学长们在节日到学校礼堂表演节
目，马来竹竿舞是必备节目之一。老一
辈华中人在前南洋大学马来语演讲比赛
得冠军，华中人自学马来语文其水准达
至能作马来班顿①造诣的不乏其人。华
中校友会主办由廖春慧女士领导的舞蹈
汇演， 或许，不得不说是一种传承。
① 马来班顿相当于咱们的中
华诗词。节目里4 iii. 十二花 Tari
Serampang 12 里有提到十二组马来
班顿。

李胜存董事长鸣锣开演。右一为黄龙金会长、
右二为廖春慧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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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2日下午3时许，17位在过去一年内入会的新永久
会员，与8位他们的家属，出席了华中校友会为他们
举办的迎新会。
这17位校友分别来自上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2000年
的毕业生。
本会副会长郑苡娜学姐在校友会活动室介绍校友会的
活动及设施，并带领他们参观活动室、录音室、展览馆、
剧场和华中文物馆。
母校及校友会近年来的变化让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参观後，他们也享用了校友会为他们准备的自助餐。
8月12日当晚，正值校友会主办，由香港东南亚舞蹈
团呈献的《情系华中 舞蹈汇演》的第二晚演出，校友会
也邀请他们出席观赏。

8
新加入永久会员
受邀参加迎新会
对母校和校友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受邀参与PSG主办

教师节庆祝活动

新山排球公开赛
我队勇夺季军
2017年7月1日，13名华中排球校友浩浩荡荡北上马来西亚柔佛州，
参加柔佛新山的一项排球公开赛。
这项比赛共有12支新、马的球队参加，其中5支来自新加坡。我队
球员包括了1993年至2015年毕业的校友，年龄从20至42岁不等，年龄
差距多达22年。校友们就是因为对排球的热忱，对华中的感情才凑在一
起，再次披上华中的球衣在球场上冲刺。
比赛第一天，我队以2-0的佳绩胜了前两场球赛，而在晚上11点的
八强赛也以2-1胜出，顺利进入半决赛；我队也是唯一进入半决赛的新
加坡队伍。
不幸的，我队的二传在八强赛中膝盖受伤，比赛的第二天，我队的
主二传也在半决赛进行时扭伤了脚，只好更改队形，由接应传球改打二
四号位的高调球。因此，在对方的强力攻击，而我队又没有二传手的情
况之下，我队最终以0-2不敌对手败下阵来。
在名次赛中，我队在落后一局的情况下，球员靠着坚强的斗志和自
强不息的华中精神，以顽强的后防和团队的默契，最终以2-1战胜了对
手，勇夺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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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母校高中部家长会筹办的教师
节庆祝会于8 月29 日在新落成的体育
馆举行。
今年，校友会第一次受邀参与这
项常年活动，理事会派出几位理事出
席活动。
当天，校友会报效了一摊著名的
印度煎饼(Roti prata)，广受出席的老
师们欢迎，宾主尽欢！

n 黄仕文 报道

“年度世界华人篮球赛”
我队荣获国外小组第一名
北京篮球总会主办的“年度世界华人篮球赛”，已在
六月一日至五日假黑龙江省大庆市举行。
这次的赛事共吸引了七十八支队伍参加，它们分别来
自台湾、香港、新加坡、英国等国家或地区。
华中校友会也派队参加了55岁至60岁组，被编入第一
小组。此组共有五队，再分成国内小组和国外小组。我队

n 苏启明 报导

共打了四场赛，最后获得国外小组第一名。
主办当局强调这次球赛主要目的是团结各国及地区
的篮球爱好者，给各地华人一个沟通的平台，而非名次。
我队感谢校友会代向李氏基金成功申请到三千元赞
助费。

华中校友会足球队回校日
精心策划了一个半月，校友会足球
队终于能回到母校踢球了！
6月25日当天，30多位校友球员
在华侨中学大草场进行了一场友谊
赛，这些球员来自1991年至2008年毕
业的校友。
由于比赛场地没有龙门，当天一
大早，12 位学长就率先到高中部的草
场把2个门柱抬到赛场，发挥了自强不
息的华中精神！
由于球员之间的年龄差距大，我
们分配球员时把年龄考虑在内，分绿
与橙队进行比赛。 然而，足球是一项
极度消耗体力的运动，球赛进行不到
15分钟，那些久没操练的校友们就纷
纷掉队。绿队在上半场先以一个点球
领先；下半场，橙队积极反攻，终于
以一个20米远射，扳回比数。比赛最
终以一比一和局收场。

当天，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
副会长与一些理事及学长也出席观看比
赛。赛后，会长对球友们表示，欢迎大
家回母校，也希望校友通过足球活动，
延续与母校的联
系。副会长也简
单的介绍了校友
会的活动，呼吁
球友们参加。
之后，球
员们享用了一道
由会长赞助，既
美味又丰盛的午
餐！一些球友也
参观了校友会会
所的设施，为回
校日带来完美的
句点。

黄龙金会长欢迎大家
回到母校

华中校友会足球队，第二排右一为足球队负责理事郭和安，
右二为秘书长黄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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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98周年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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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狮迎接主宾，裕廊集选区国会议员洪维能学长(右)。
左为黄龙金学长

每
主宾、国会议员洪维能致词

黄龙金会长致欢迎词

n 陈华明

年的3月21日对在籍的华
中学生、 师长或华中校友
来说，都是值得纪念的日
子。98年前的1919年3月21日，在
先贤陈嘉庚等华社领袖们的艰辛努力
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正式开学。
今年的校庆，可说是具有划时代
的意义，过去除了几次盛大的万人宴
外，往年的庆典都在嘉庚堂举行。今
年，在黄龙金会长、郑苡娜筹委主席
及各位学长们努力号召下，竟然宴开
116桌，比往年平均80桌足足多了30
桌左右。也因此原定在嘉庚堂举行的
庆典晚宴要移师到大钟楼外头的马路
上搭帐篷举行。
傍晚入夜时分，正当大家忙碌了
一整天，准备放工回家休息的时刻，
来自华侨中学及华中国际学校的学弟
及学妹们却开始忙着彩排，而学长们
也没闲着，他们各就各位做好准备，
虽然各自的岗位不同，但目标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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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就是希望晚上的庆典能顺利举行。
晚上七时正，主宾裕廊集选区国会
议员洪维能学长在董事长、校长、会长
暨筹委主席的陪同下步入会场，随即响
起学长们都非常熟悉的校歌，各位学长
都自动自发的全体起立，以高昂嘹亮的
歌声齐声欢唱校歌。
主宾洪维能学长在致辞时表示，当
他站在巍峨的钟楼前，就想起当年他念
书时在钟楼前肃立、参加升旗礼、唱国
歌、唱校歌的情景。
洪学长表示，华中的校友，有很多
精英，他们无论在商场、私人企业、公
共服务的领域，或政界方面，都有骄人
的成绩，华中建校98年，能有今天斐然
的成就，全要归功母校的倡办人陈嘉庚
先生的慷慨、远见和努力。
洪学长也赞扬华中这几年在英文
理解与写作、经济学、英国文学、电脑
学、中英翻译等学科，都取得亮丽的成
绩。这主要归功于历届董事会、学校管

理委员会、校友会，以及师生们的努力。
除了功课，华中学生也走入社区，帮助贫困的家庭。就
在洪学长讲话的当儿，有一批学生在老师带领下，正在裕廊
的租赁组屋区内，向租户分发礼包。
洪学长最后指出，过去30年，新加坡的经济取得增长，
华中也蓬勃发展。未来的30年，华中会不会继续发光，那
要看董事部、校长、学校管理层、师生和校友们怎样紧密
合作。
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学长在致辞中提到，除了98周年庆典
晚宴外，配合今年的庆典，校友会还主办为期十天的《华岭
美展》，黄学长也代表校友会感谢校友们对这两项活动的积
极参与和支持。
黄会长说，理事会已着手迎接华中百年华诞，校友会发
起的 “百人百万贺百年校庆” 筹款活动，反应热烈，至今捐
款总数已近70万元，黄会长感谢校友们的支持。这笔筹到的

款项将给在校的学弟学妹发放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和资助
学生们举办有意义的活动。让他们在接受母校栽培的同时，
也能真切感受到学长的关爱。待他们毕业离校后，这粒种子
也能开花结果，使华中精神得以薪火相传。
黄会长强调，校友会所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校友们
的参与和支持，校友会将一如既往地秉持服务校友、回馈
母校的宗旨。
每年的校庆，除了观赏学弟学妹们的演出外，也是同
学们互相交流，增近情谊的时刻，当大家都谈得非常愉快
的当儿，另一批学长却非常卖力的售卖校友会汗衫、红酒、
美展特刊，在大家齐心合力下，今年售卖的成绩出人意料的
理想。
庆典进入尾声时，庆典筹委会主席郑苡娜非常感谢校
友们抽空出席庆典，苡娜学姐说，学长们的踊跃出席，就
是给予我们最好的支持。晚宴在学长们欢悦的笑声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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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组 对外活动
017年是太极组忙碌的一年，我
们参加了外界太极朋友们主办的
太极观摩会，通常称为“太极之
夜”。以下是我们受邀出席的活动：
2017年4月15日，A班学员由陈耀
城老师带领，参加了武吉班让“太极
之夜”，表演了东岳太极拳。在此，
感谢卓坤桦老师的邀请。
2017年5月27日，这次轮到B班学
员，由陈文山老师领军出席了哥本
鲁“太极之夜”，表演杨氏40式竞赛
套路。这里，感谢王蓉老师的邀请。
2017年7月29日，蔡厝港第四分
区居委会太极之夜特邀我们的提升班
学员出席表演42式竞赛套路，由陈文
山老师领队。陈老师也表演了武当太
极两仪拳，并与符慧 老师(我会太极
组教练)合演“玄龙双剑对练”。在此
感谢吴雅莲老师的邀请。
各场表演都达到一定的水准，因
为负责老师在表演之前都给同学们增
加练习时间，所以赢得了观众的掌声。

n 施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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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新加坡第三届“紫金杯”国际武术大赛，华中校友会表现优异

2017年5月21日，华中校友会太
极组举办“2017年太极观摩会”。今
年除了太极组A至F班及老师们呈献表
演节目外，我们也邀请华侨中学武术
队，蔡厝港第四分区居委会，育华武
术培训中心，新加坡王蓉武术学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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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厝港民众俱乐部派队参加。
2017年8月19-20日，华中校友会
太极组参加“2017年新加坡第三届”
紫金杯“国际武术大赛”。在团体项
目取得银牌奖及在个人项目取得13金
5银4铜的成绩。

韵
乐
华岗 2017 音乐会
n 高昭楷

秉

承华中大家庭团结合作的优
良传统，华中校友会合唱
团联合华中之声合唱团，
于8月26日呈献“华岗乐韵2017 音乐
会”，地点在崭新的华中文化中心艺术
展览馆。这座开幕不到两年的展览馆毗
邻华中游泳池，设计新颖独特，演出时
不产生回音杂响，照明充足，备用活动
空间宽敞，适合小规模的演唱与表演。
华中董事会李胜存董事长、校友
会黄龙金会长、副会长庄绍平与吴茂
利、理事陈若光、陈六艺、林碧峰等
亲临参与其盛，并提出建议和批评。
演出节目丰富，形式多样化，有
混声大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
小合唱、重唱、独唱等。选择曲目认
真，在胡铮老师和许其明团长的指挥
下，团员合作，严守纪律，排练一丝
不苟，努力用最美好的歌声，唱好每
一首歌，真诚感谢嘉宾、朋友、家人
及所有热心支持者。

许其明与马玉梅合唱，博得如雷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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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演唱
指挥男声小
团长许其明

的新加坡国际合唱节，华中之声荣获公开组冠军，当晚他
们演唱三首外文歌曲。
音乐会最后是全体团员演唱压轴歌曲：无伴奏的美
国民谣《故乡的亲人》以及华中校友会合唱团的招牌歌曲
《歌声与微笑》，带领观众进入欢乐的尾声。
这次演出，承蒙工委会名誉顾问李胜存董事长、孙广
安副董事长以及前会长黄世荣董事慷慨赞助演出经费，隆
情厚谊，我们致以万分谢意。

音乐会得到郑苡娜副会长及杨汶宁老师担任钢琴伴
奏，更使歌声添彩增辉。校友会合唱团的很多团员参加歌
唱活动多年，不仅守着一份始终不渝的喜爱，也守着一份
始终不渝的坚持，让歌声在华岗年年飘扬。
后起之秀的华中之声无伴奏合唱多首悦耳曲子合唱
团，于2000年由华中及华初年轻校友组织成立，是个充
满活力的合唱团，参加比赛频频得奖。今年7月15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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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
诲人不倦
年底，冯焕好
院长在南洋初
级学院荣休，
该学院的董事、教师、学生和校友都
来学院欢送她。98岁的副董事长庄右
铭也坐轮椅来向她道别，依依不舍的情
怀弥漫白云岗(南初)。这种场面曾经出
现在德新中学、华中初级学院以及达善
中学，是什么原因令她执教与掌管过的
院校，尤其是学生百分之百的尊敬与爱
戴她，值得人们了解与深思。
冯焕好受教育于养正小学、南华
女子中学及新加坡大学，每个学习阶
段，她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大学毕
业后，她申请教书，无奈当时教育部
没有华文教师空缺，她被分配到卫生
部担任行政工作，三年后才到德新中学
执教。从1969年5月到2005年12月，
前后在教育界贯彻爱的教育，春风化
雨，作育英才长达37年，其中23年在
华中初级学院，经历华初六次搬迁。
1973年10月，冯焕好接受华初首
任院长林乃田邀请，到新开办的华初
任职。1977年1月2日，华初就要正式
开学了，教职员已经聘请了，也招收
了学生，可是学院校舍还没建好，幸
好国家初级学院第一任院长林钦蕴惠
借国初的部分讲堂和课室，让华初师
生在国初上课。
第一个学期过去了，华初校舍还

2005

未建好，国初的华文源流学生要来报
到上课，没有多余课室借给华初。幸
好前新加坡大学(当时的武吉知马校园)
学生放假，课室空着，让华初租用一
个学期，华初便搬到新大校园上课。
到了同年7月新大开学了，华初
只好搬回自己尚未竣工的校舍，冯焕
好说：“当时，礼堂、餐厅、实验室
和体育设施还没建好，只有办公室和
课室勉强可用，我们在办公室的空地
搭起临时摊子做食堂，售卖饮食。一
边上课，一边听到煮炒声，闻到食物
味
”

当了副院长，学院成危楼
1987年第二学期开学，冯焕好当
了华初副院长，不再授课。谁料搬迁
与她“结缘”。当了一个多月的副院
长，学院成了危楼，被令立即迁出。
校舍拆除重建。她说：“在仓促之
间，华初搬到金文泰义安理工学院落
户三个星期。当时，华初已有130多
名教师和1700多名学生，必须找毗邻
的两所学校才够用。几经折腾，找到
了兀兰新镇的两所建好但仍空置的毗
邻学校，它们准备1988年开学，可以
让华初使用半年。”
她说那时候，在学校方圆五里之
内，荒无人烟，没有公共交通，没有
基础设施。学院只好租用40多辆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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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从各地区载送师生到兀兰上学、
回家。
在兀兰上课半年后，这两所学校
要开学了，华初再搬迁到武吉巴督。华
初在武吉巴督安家4年半后，到了1992
年，重建后的华初校舍才竣工，全体华
初师生才搬回自己的校园。

华初六迁历程1974—1992
国初—>新大—>(武吉知马校
园)—>华初—>义安理工学院—>兀兰
新镇—>武吉巴督—>华初原址
冯焕好回忆说，在华初的六次搬
迁过程中，她仿佛锻炼成了搬迁专家，
起初两次搬迁没有请搬运工人，大大小
小的物件完全由教职员和学生搬运。后
期的搬迁不得不请搬运工人，不过，许
多工作还是由师生及校友动手，令她感
动的是很多校友知道搬迁日期就自发自
动地前来帮忙，很有爱校精神。她说，
六次搬迁虽然辛苦，也培养了大家团结
合作的团队精神。

坚持“母语为本，英语为用”
的理念
在改革教育的过程中，1961年的
华校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必须与高三学
生一同参加最后一届的高中会考。高
中会考成绩等到第二年3月才公布。冯
焕好从小一至高二都是名列前茅的学

生，文科和理科俱佳，高中会考结束
后，她同时报考南洋大学数学系和新
加坡大学特地为华校生开办的大学先
修班。虽然南大录取她了，碍于南大
只能录取6年中学毕业生，开学时他们
这群高二生只能当旁听生，必须等到
会考成绩揭晓后才能获得正式录取。
与此同时，新大先修班正式接受
她，她便选择到新大，先修班结业后进
入文学院，选读一些中文系的课程。踏
入教育界后以教华文为专业。
冯焕好的教学年代恰是新加坡教
育大变动的年代。新加坡推行全国统一
教育源流，华校只剩下华文一科以华语
教学，其他科目都采用英文课本以英语
教学，传统华校走入历史。起初，还有
一科由华文教师教导的理解与写作，不
久，这个科目也终止了。
冯焕好向来热爱华文，她的英文
也不俗，可说是双语精英。但是她认
为，母语是一个人的灵魂，是民族文化
的根基，是民族身份的标志，每个人应
该先学习母语，才进一步去学习别人的
语文。教育制度的大改革，华文华语降
为弱势地位，令她失望、痛心。但是，
她并不气馁，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
极推动华文、华语。
在德新中学执教期间，在陈诗豪
校长的倡议之下，她积极鼓励学生写
作，定期出版壁报和《德新园地》刊
物，参加校际作文比赛，培养学生以
华文写作。
到了华初，即使在六次搬迁之
余，冯焕好还是满怀热忱教华文。
在擢升为副院长之后，没有机会教课
了，她依然关注学生的华文学习，关
注及参与学生推动的艺术文化活动，
如：“黄城夜韵”、华乐团、华族舞
蹈、华语辩论等。
到了南洋初级学院，她非常珍惜
这所由中正中学董事部创办的，一贯重
视华文文化传统、提倡华文文艺活动的
学院，她继承前两任院长留下的优良校
风、教风与学风，继续努力耕耘。在今
天的文化界如演艺和戏剧领域，南初校
友的比率相当高。南初继承和发扬了中
正中学的优良传统，这与南初的几位院
长和老师的推动及努力是分不开的。
到了1999年，增添华文特选课
程中心，南初被列为设立华文特选课
程的学院。但是，冯焕好认为，重视
华语、华文教学不应该是与中国的崛
起、赶搭中国的经济顺风车挂钩的。
她始终认为，母语是一个人的灵魂，
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母语为本、英语
为用”的社会。

爱的教育，有教无类
1996年底，冯焕好被大风吹进达
善中学。在分流制度下，那是一所排名
颇后的邻里学校。好几个同事关心她，
为她愤愤不平，还告诉她：“那里有很
多问题学生
”。劝她拒绝接受，甚
至有好友告诉她，某校校长要到总部，
叫她打电话去教育部要去那里，那是一
所比较好的邻里中学。
冯焕好秉持“有教无类”的宗
旨，她认为：“如果我能抱着一颗诚
挚的心，尽本分去做，总可以把工作
做好
离开名校的精英学生，走向
邻里中学，好好照顾另一个环境长大
的孩子
”
果然不出朋友的预料，一踏入学
校就发现许多学生旷课、校服不整齐、
头发金黄色、对师长不礼貌。一个老师
低声对她说：“校长，你要小心，这
个学生很暴力的”。冯焕好感到一阵
悚然，学校里怎么会有恶霸，连老师
都怕他三分？
渐渐地冯焕好了解了这些孩子的
家庭背景，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恶劣
的表现？她认为一个教师不但要给学
生教功课，期待他们考取好成绩，更
要教他们“做人”，抛弃坏的行为，
做个正当、有用的人。她要照顾和教
育这些“先天不足”的孩子，给他们
更多的爱和关怀
。
在她的爱心、耐心的努力之后，
许多问题学生逐渐改变了。
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问题学生
骆森伟和体育老师发生肢体冲突，按
照一般校长的做法，这个学生必须受
到严厉处罚，甚至开除学籍，但是冯
焕好给他机会与他约法三章，买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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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新校服给他，把他在冲突中破损的
佛牌重新镶好。从此，这个学生一身
戾气全消。
这个学生中四会考后，考进新加
坡理工学院读工程，成绩优异，有条
件上大学，但没有经济能力。报章把
他的求学故事报道后，新加坡工程集
团颁发奖学金，给他到南洋理工大学
念土木工程。如今，他已大学毕业，
结婚生子。冯焕好主持达善中学校政
4年，以“爱的教育”改变了不少问
题学生的命运。

成功女人的另一半
冯焕好以怀柔的方式感化学生，
她以身作则鼓励学生以华文写作，她
春风化雨，育人之路走了37年，退
休后她仍旧在学校和社区推广中华传
统文化，教导《弟子规》、《论语》
等经典。她说：“来世，我还当教
师”。她可说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
楷模。
其实，像所有的职业妇女一样，
她在忙碌的工作之余，还要兼顾家
庭、培养孩子。她的三个儿子都学业
有成，两个继承父业成为专科医生，
一个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人们常说：“成功男人的一半是
女人”，是支持丈夫的好妻子。冯焕
好可说是一个成功的女人，她的背后
有一个支持她的丈夫(何乃强医生)，
何医生支持她的教育事业，与她分担
家庭的责任。何医生在医学领域，仁
心仁术，治好无数的婴孩和儿童，是
一个成功的医生。夫妇俩以身作则培
育孩子，共建家庭。夫妇俩在事业上
的成功都有另一半的贡献。

华中竞走女将吴欣瑶刷新纪录为国争光
n 吴小滢 16S65

吴欣瑶为国争光
在7月18日举行的第9届亚细安学
生运动会（ASEAN Schools Games）
女子甲组3000米竞走决赛中，我校的
吴欣瑶打破了自身创下的纪录，以15
分16秒勇夺冠军宝座。她曾在4月24
日的全国校际女子甲组3000米竞走决
赛中打破往年纪录，以15分59秒的成
绩夺冠。而在此次国际赛中，她更是
发挥出色，缔造新纪录。
受访时，被问及为何当初会选择
竞走，欣瑶说是机缘巧合，在14岁以

前她从没接触过这项目。竞走与她曾接
触过的运动很不同，一开始倍觉吃力，
适应不来，每天训练后都浑身酸痛，骨
痛欲裂。过程中她曾想过放弃，但一想
到已付出的时间与心血，就咬牙坚持下
来。再加上渐渐看到成绩，给了她莫大
的鼓舞。
这是欣瑶第一次参加国际赛，竞争
对手都很强大，赛前她一直担心会表现
不好。但后来又转念，觉得压力也不全
是坏事，反倒激发了她的潜能，超越自
身的极限。当天比赛时，第一圈欣瑶是
走在最后，但她并没有阵脚大乱，而是
紧跟前面选手的步伐，把她们当作前进
的动力。“走一步，看一步。找到适当
的机会就超越。”她时刻关注选手的动
态，一旦发现她们的速度慢下来就立刻
反超，而事实也证明她做到了。
欣瑶坦言其实自己的竞走之路并非
一帆风顺。在她中四的一场比赛中，当
时离终点只剩100米，胜利就在眼前，
她却因技巧不当被裁判取消资格。这对
想要夺冠的她来说是一大打击，生气、
失望等情绪交加。后来，她开始自我反
省，吸取前车之鉴，在训练中专注改善

自己的技巧，才使她有今日的成就。
作为高中生，除了密集的训练外，
欣瑶还得面对繁重的课业。在没有训练
时，合理安排时间，劳逸结合，该学习
时就投入精力学习，该休息时她也会找
娱乐放松一下。
作为运动员，她偶尔会对频繁的
训练感到倦怠，是教练与队友给了她
动力，让她在竞走路上勇往直前。教
练会给她设定高目标，然后鞭策她，
让她相信自己的潜能。正是因为教练
对她的信任和不懈的推动，让欣瑶达
成连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事，也才能
一次次地突破。
队友更是陪伴她成长，为她打气
喝彩。对她影响最大的就是此次赛事
中获得男子竞走甲组5000米银牌的谢
竣惟。他经常督促欣瑶，相互砥砺，在
欣瑶士气低落时会开导她，平时也会一
起学习，共同努力。竣惟可说是欣瑶的
榜样。赛后，欣瑶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回
学业上。对于往后的目标，她希望自己
能够继续在跑道上燃烧永不休止的运动
魂，朝着梦想前行迈进。

透过交流体现多元文化的丰富多彩
为期8天的“第11届华中-亚太
青年领袖峰会”在7月24日于我校掀
开序幕。隆重的开幕典礼之后，来自
13个国家的103位师生代表团便移步
至高中部广场，在学生筹委会划定好
的展区里，纷纷亮出他们带过来的海
报、照片、书籍、文具、服装、美
食、玩具、手工艺、纪念品等，手脚
利落地布置代表各自国家和民族特色
的文化展摊。
这项活动从上午11点开始，到
中午12点半才结束。由于正值课间
休息时段，只见各个展摊前集聚了大
批人潮，有的兴致勃勃地与各国友人
交谈，有的好奇地品尝从未吃过的食
品，有的则在外国师生的带领下，手
舞足蹈地学习新舞技。当然各国师生
也借此难得的机会，忙里偷闲跑去参
观其他展摊，借此了解世界各地独特
的文化和有趣的习俗。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最受欢迎的
非韩国展摊莫属了，韩国代表团选择
通过现代流行元素和传统古典文化相
结合的形式来体现大韩民族的特色。
他们不仅教会参观者如何玩一些简单
的古早游戏，也放映一些最近热播的
韩国流行音乐视频。近年来，韩国音
乐团体风靡亚洲，乃至全世界，可谓
把韩式音乐和精神发扬光大。
有人说美食最能拉近人与人之
间的距离，这话一点也没错。来自法
国的学生代表便充分发挥热情开朗的
天性，一边介绍法国老百姓的日常生
活和饮食文化，一边准备法式传统煎
饼和糕点，果然吸引一大群人涌到展
摊前，轻易就征服人们的心和胃。中
国代表团则选择通过博大精深的书法
与参观者近距离互动。不同的呈献方
式，目的却是一样的——让参观者在
轻松有趣的互动中，欣赏并加深他们

14

n 许家维 17A15

对于各国异彩纷呈文化风貌的认识。
参与的学生领袖在受访时，一致
认为文化展让他们意识到人类文化是如
此的多元，如此的美妙。美国Staples
High School的杰生·迪葛多（Jackson
Delgado）表示参与文化展除了让他更
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之外，也同时让他
在讲述自己国家的文化特色时，为祖国
而感到自豪。

美食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H

Fruitful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for
Hwa Chong Voices

wa Chong Voices
(华中之声),
which is Hwa
Chong’s 27-strong
choir, participated in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Choral Festival held in
July 2017 and performed impressively
in the competition.
This festival brings together
various international choirs for
exchanges, and also gathers an

小品。他们的剧
本搬演客机上发
生的情景，巧妙
地引入商人、外
交官、恐怖分子
等角色，让人物
从经济、社会、
文化各方面陈述
他们对新中两国
对“一带一路”的看法。组员的演技出色，对白诙谐，让人
在欢笑声中思索本来严肃的课题，赢得满堂喝彩。
为丰富学生的体验，论坛筹委会特别安排了两次学习
之旅，让学生走访仟湖渔场与SEA公司，通过实地考察了
解“一带一路”对企业的影响与展望。在参观仟湖鱼场时，
执行总裁叶金利博士畅谈一带一路如何为仟湖打开市场，进
入中国让业务取得跨越式的发展。
负责论坛的学术组长郭晓斌(中四双文化一班)表示，在
这几天里能和来自五湖四海的组员同喜同忧，搭建友谊的
桥梁，让他分外难忘。对此，南中的梁乐宜同学亦深表认
同：“论坛的活动多姿多彩，让我收获了不少知识，更结
识新朋友，留下美好的回忆。”

亚洲青年华语论坛让
海内外学子认识“一带一路"
n 中四双文化一班 冯秉韬
“亚洲青年华语论坛”是我校年度盛事之一。6月28
日至30日，论坛迎来了海内外11所学校的学子，针对主
题“一带一路”展开讨论。参加者不仅有机会运用华语来
表达观点，畅谈国际时事，同时也能与他校师生作进一步
交流，激发思想的火花。
在中学部会堂里，报业控股新兴市场副总裁周兆呈博士
受邀担任主宾。他积极地和在座师生互动，有问必答，条理
分明地讲述他对“一带一路”构想的见解，现场气氛非常活
跃。同样的，论坛司仪和三位学生组长也是以对话的方式，
扼要地向学生介绍“一带一路”构想的主要内容，之后所有
人都被分配到三个分论题小组展开深度讨论，即“一带一
路”构想与中美关系、“一带一路”构想实施过程中面临的
挑战以及“一带一路”构想给新加坡的机遇与挑战。最后三
组分别总结观点，并以小品表演的方式作呈献。
其中让观众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分论题小组带来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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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panel of accomplished
choir performers – known as
“choral clinician” - to share on their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Hwa Chong
Voices was the champion in the open
mixed voices category. Apart from
doing well in the competition, the choir
also gained valuable exposure, as well
as acquired tips and guidance from
their choral clinician, Mr M ris Sirmais.
The new skills learnt will certainly help
the choir scale new heights.

7月17日是水球C组赛季大决赛的正日，两
支劲旅华中和莱佛士书院交手，一决胜负。当
天气温格外高，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可是在
教育部课程辅助活动发展署(位于武吉知马的游
泳池畔)却是人头攒动，观众座无虚席。下水之
前，刘次伟教练特地嘱咐我们要镇定迎战。说
真的，我们还是非常紧张。那天是他的生日，
水球队决心要捧回冠军杯，为他祝寿。
开赛了，我们暂时把紧张的情绪抛到脑后，
全心全力专注进球。接近两分钟时，队友林俊熙
把球传给我。我捉住良机往球门的方向游，攻入
第一粒球。一分钟后，对手追上扳平。很快的，
球又传到我手上，我单手举球奋力掷向球门。果
然，我从水里抬起头时，球已经在球门里了。不
料对手也不甘示弱，立刻射进一球，又在扳平！
到了第三节，泳池里每个人都紧张得猛吸
气。这时，我队球员疏忽犯规，被令出场。莱
佛士队球员趁机射球，成功得手。过一会儿，

他们也有球员因犯规而出场。刘教练要求停赛，召集我们
面授机宜。再次回到水中，眼见队友叶东轩无人防守，我
迅速把球抛给他，他也机灵地射向球门，3比3，难分高下，
形成拉锯战。
照局势来看，第四节比赛是关键。开始时，我队没防
好，给了对方进球的机会。眼见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我告
诉自己不到最后决不放弃，我也推动队友们加油。最后两分
钟，队友们几经努力，好不容易把球传给了我。为了阻止我
进球，对方球员近距离压着我。我在水里使劲把身体抬高，
把球抛出去。球先弹到门柱，瞬间分毫不差落入球门，我的
快乐非笔墨所能形容。我队越战越勇，在结束前再添一球。
裁判的哨子响起，大局已定，全场气氛沸腾，华中以5比4力
挫对手，勇夺冠军。
这次的胜利让我们在与C组冠军杯暌违10年后，再度圆
梦。我队在赛后总结经验，都觉得是彼此的默契和团队精
神，让球队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打破僵局。我很珍惜和队友
们共同创造的光辉记录，这将成为我们一辈子最美的回忆。

15

Founders’ Day
Food Drive 2017
n Ang Kok Chun 3A1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coming together for the food drive

I

n February and March 2017, Hwa
Chongians commemorated our
school’s founding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Founders’ Day Food Drive, a joint
effort between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the Chinese 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uncil.
The food drive is part of a series
of programmes lined up by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team, which aims to
impress upon students the importance
of giving back to society. This was
a value our founders so prolifically
embodied.
This year, the entire Hwa Chong
family came together to collect and
deliver food packages for four hundred
needy families, with each class
contributing food items sufficient for
10 families.
While different classes had
diverse ways of going about collecting

Fruits of the UGs’ labour - the packed
items ready for distribution

food items, most
classes opted to make
class trips to grocery
stores near the school
in the weeks leading
up to the collection.
Some classes chose St ud en ts ch ip pi
ng in du rin g th
e fo od dr iv e
to divide their work collection phase
duties, with each
student tasked to purchase specific
food items outside of curriculum time.
far from over. The four Uniformed
Chia Heang Theng (3A1) believed
Groups—NPCC, NCC, Scouts and
that the food drive was immensely
St John’s Ambulance Brigade — then
enlightening. To him, the food drive
had to collate, sort and transport the
sharpened the awareness on how
food supplies to the respective CDAC
privileged many Hwa Chongians are,
centres. As Edison Chua and Kenneth
and illuminated the importance of
Lam (both from 2A1) said, the process
empathising with the less fortunate.
was “physically exhausting” but “well
Heang Theng, who served as an
worth the effort.” All the students,
official photographer of the event,
when interviewed, instantly agreed
said that while students may see
that they would gladly and readily take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food drive as
part in the food drive again.
being inconsequential, it
The Founders’ Day Food Drive
actually meant the world
has indeed been an enriching
to the beneficiaries.
experience for all Hwa Chongians,
Heang Theng added that
reminding us that there is still much
he personally witnessed
to be done for those who are less
a low-income parent
fortunate than ourselves, and that one
tearing up when handed
should always endeavour to do good
the food items. This
for the community.
moved Heang Theng
beyond words.
Once the food
items were collected,
however, the work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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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s & Queens: Red
& Yellow ruled the 2017
National Inter-School Track
and Field Championships
By Dragon Chew (17A14)
With an astounding sweep of all
four divisional championship titles,
Hwa Chong’s Track and Field Team
cemented its place in the sporting history
for Singapore schools. It is the second
time since 2002 that Hwa Chong is
crowned the quadruple champion!
The ‘C’ Division Boys continued
their 17-year unbroken golden streak,
while the ‘B’ Boys defended their title for
the second consecutive year.
In the ‘A’ Division, both teams dug
deep to surge ahead and reclaim their
thrones. Spurred on by his schoolmates,
Justyn Phoa (16S6E) also broke a 47
year-old record in the ‘A’ Division Boys’
Javelin event, with an impressive throw
of 59.06m.
For ‘A’ Division Boys Captain
Randall Choo (16S7G), Hwa Chong’s
triumph was a form of catharsis for the
raw disappointment he felt when we
narrowly lost the ‘B’ Division Boys’ title
in 2015. As he recalled, “we walked out

of the stadium [then] vowing to come
back stronger, and this thought held
fast within my team all the way till this
year’s Nationals.” For the team, rallying
together after that setback and ending
the 15 year-long wait for another historic
quadruple title has been a surrea,l but
oh-so memorable, experience.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Championships, which was held at
the National Stadium for the second
successive year, the entire C1 cohort
– along with students from the High
School section – swarmed the stands
to cheer on their schoolmates. The Hwa
Chong spirit was stronger than ever with
students, teachers and alumni raising
their voice in unison to shake the stands
with renditions of school cheers such as
“Rock You” and “山歌”.
It is this strength of the Hwa Chong
family that willed our athletes on to
their eventual success and brought
glory to the school. Gerard Loh (4P2),
Captain of the ‘B’ and ‘C’
Division Boys, commented,
“the support can really make
or break the spirit of an athlete
and the support from the
school never fails to boost
our morale and confidence.
We are extremely thankful for
the strong support.”
Indeed, Track and Field is
as much a psychological 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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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it is a physical pursuit; it is in equal
parts marathon and sprint; and the team
is as prized as the individual. Against
this backdrop, a highly memorable
race this year was the ‘A’ Division Girl’s
4x400m relay, in which Hwa Chong,
originally trailing in third, eventually
outshone itself as anchor Audrey Sarah
Tan (16S6D) persevered in the last
50 metres to clinch second, edging
out her competitors by split seconds.
The team spirit and camaraderie was
overwhelming as Audrey’s teammates
in the stands huddled together and shed
tears of jubilation.
Chairperson of the Students’
Council’s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Committee (CCACO) Gao Yiting
(17S71) also enthused, “I am delighted
for our athletes as I witnessed their
determination and tenacity just from
watching them from the stands. This is
truly a collective victory for all of us Hwa
Chong-ians.”
Reflecting on their exploits this
year, Captain of the ‘A’ Division Girls
Natasha Weers (16S7G) mused, “the
high expectations that people will hold
henceforth may seem daunting, but
I hope this year’s success will give
the subsequent batches confidence
knowing that we can achieve such a
feat.” May the Track and Field Team
remain on course for its ceaseless
pursuit of excellence!

After the Tidal Wave
– Opinions, Musings and (Concrete) Advice
A Conversation with Yeap Yee Sing
n Chan Zhen Yuan 4R

How one goes about congealing,
within the span of a single interview
session, the ups and downs of the IB
journey into a neat set of information is
not easy. That is, unless your interviewee
is Ms Yeap Yee Sing – with her direct and
insightful responses, our conversation
on the demands of IB turned out to be
highly fruitful.
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
45-pointers do not take on the persona
of cold, distant husks of the IB system
– they come in forms similar to that
of you and I, and also in the friendly
form of Yee Sing. Having gone through
the similar tumult of growing up while
simultaneously juggling the demands of
a rigorous curriculum, she offers four key
pieces of advice.
First, find a good support system of
friends. This comes into play especially
towards the end of IB1, where all
are buried waist-deep in the murk of
deadlines. Lifting one another up in
spirits and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the
emotional well-being of those around you
becomes an integral aspect of soldier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mounting stress.
Next, she advises students to divert
their attention from frivolity. Unnecessary
drama between friends, excessive angst

With her first class in HCIS, IBF4B
2014, after winning the HCIS Gives
Back fundraising competition.

over one’s appearance in school - these
are things that will be left long forgotten in
a matter of five years.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one’s limited time holds increasing
importance as one ascends the school
years.
Third, let go of the perception
that model 45 student is one who will
never procrastinate, and systematically
churn out perfect scores like clockwork.
Although we do know such people
exist, the vast majority of us who are
emotionally sound do not possess the
capacity to turn our sentient life form
into a system of cogs. It thus becomes
important to come to terms with the fact
that procrastination and the occasional
sleep-deprivation comes in a package
with growing up and completing the IB.
From there, we can then get past the
mistaken perception that we cannot
achieve a certain score because we do
not fit perfectly into a stereotype.
The last personal piece of advice
Yee Sing gave was rather sentimental
and also very telling of how quickly
these few years in HCIS have zoomed
by for her. “Be kind to one another,
and treasure the time we have with
our friend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we
may not be most close to,” she said.
This is because when IB is over,
everyone will be catapulted into
new, diverging milestones and
everything will be different.
Moving on to more tangible
topics, as the article’s title
promises, Yee Sing also gave
her thoughts on how one should
go about tackling exams. These
are advice IB1s and 2s may find
useful to latch onto.
Starting off with exam revision, she
shared what a typical exam re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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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edule would look like for her. She
wrote down every topic in every subject,
with time allocated to each topic based
on her strength in the said topic/subject.
She emphasized that time should be
allotted realistically in order to follow
through with the schedule, and a few
days should be made free before exams
in case some scheduled tasks have not
been completed.
As for the months leading up to any
exam, she advised all to make their notes
in advance, seeing it as more of regular
maintenance, rather than a means to
cram content when the exams draw near.
Consistency is also a key factor in
guaranteeing a desired score. IB is, after
all, a gruelling process and it will do one
no good to carry along the way, the added
baggage of unfinished tasks.
This brings us to her next piece of
advice, which is to care about your work
and take genuine interest in the content
taught. While it may be true for most
of us that we just have that one or two
subjects that we simply cannot scrape
up any interest for, the onus remains on
us to make the subject more enjoyable
for ourselves.
After all this talk about how to keep
up with our studies, there remains a
problem yet to be addressed - managing
one’s stress. To this she had an interesting
solution; which was to stop perceiving our
CAS as added stress, but rather a way to
reduce our stress levels. One would thus
have to choose one’s CAS wisely, taking
up something that would be enjoyable
and relaxing for oneself. “TL;DR”, she
says, just make sure you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tent, put in your utmost effort
to meet deadlines, and remember to
check once in a while that you are going
through IB lucidly.

Next, in support for all of you who
are now going through the purgatory
that is IB2, we began discussing issues
related to university applications. For
those who are currently still ambivalent
about which university major to focus
on post-IB, she suggested that one
try to filter selection of your university
major by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firstly,
your interests, secondly your abilities
in relation to those interests and thirdly,
ease of employment post-university.
Another mode of filtering could also be
through IB subjects - for instance, in Yee
Sing’ case, despite her being a science
student, she found out that she was not
cut out for lab work as she tended to be
clumsy and will break apparatus. She
found that her interests ultimately lay in
analysis and that was what prompted
her choice of university major, which is
to read Law. As for those who are more
or less decided on their next steps, Yee
Sing’s only piece of advice would be to
pay very close attention to application
deadlines. It may seem a trivial thing, yet
the same incidents of missing deadlines
happen time and again. Overall, she
advises us to stay open-minded as our
career paths may change, but it is always
good to have a goal.
As to building one’s portfolio for
university application, she gives similar
advice in saying we should try a variety
of things that could inspire us on our
pick of a particular course. This is useful
especially in interviews and personal
statements, where one will have to
justify one’s choice of major. We should,
however, not fret if we are unable to find
any external activities or commitments
directly relevant to our desired choice of
major; she says that different activities
bring out different qualities in an
applicant, and commitments that may
seem completely unrelated may end
up to be the crown jewels in the eyes of
admissions officers. This also ties back
to her point on trying a wide variety of
external activities.
“TL;DR”, she says once again, tying
the many ends of our conversation into
a nice bow. Everything boils down to
your attitude, and this shapes how you
interpret and thus deal with the events
that spring up in your IB journey.

【多丽】山野晨征

n 柯世利 (加拿大)

渐
，曙烟微泛迷蒙。
满池塘、夜来细雨，丝萦翠柳葱茏。
遍青原、野花撩乱；传远树、杜宇声匆。
春渚前川，芳茵列岸，晴岚漠漠漫山中。
径 曲，崎岖绵亘，岗脊遇寒风。
登高望，黏天叠嶂，云海层峰。
送春归、争流万壑，岁华淹逝奔冲。
忆留痕、旧游影事；去他乡、飘转萍踪。
日月浮沉，菊梅绽谢，雪泥几处印飞鸿？
漫移步，凉吹浩浩，清冽入鸣松。
桑梓邈，关河隔越，弱水千重。
钦定词谱 / 晁端礼体 (词林正韵 / 中华新韵)

与美好的相遇

n Y3K杨一帆

英国诗人济慈曾说过：“美的事物是永恒的欢愉，其可爱日增，绝不消
逝空无。”我想，这世间万物之美，莫过于与你的相遇。
11年前的初春，我日以继夜、心心念念的疑惑终于得到了解答——小
姨被撑大的肚子里到底装着什么？是她吃太多长胖了？还是肚子里长了西
瓜？不，不是，都不是。当护士把手推车里的婴儿推进病房时，那是我与
美的事物的初识。
“以后他就是你的表弟了，他的名字叫源源，你要做好姐姐的榜样
哦！”妈妈蹲下来轻轻地对我说。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阳光透过树上的嫩叶斑驳的洒进病房里，照得暖暖的，窗外麻雀的叫
声映衬着你不为人知的语言。一切显得那么平静，却又能感受到新生命降
临的无限感慨。
看着你慢慢成长，从会喊爸爸妈妈，到会爬会走路，到盼了许久的一
声“姐姐”，我发现美的事物，其实就是简简单单地和你一起长大。
很快你会跑了，还会流利地叫着姐姐。我们俩就在外婆家对我们来说很
大的院子里一起打闹。我们会比谁抓的蝴蝶更漂亮，会比谁摘的葡萄更甜。
我们还会一起抓大青虫去吓唬外婆，会一起把吃剩的葡萄籽埋在土里盼着来
年的春天会长出一棵大葡萄树，然后转头就把它忘在脑后。
可这样朝夕相处一起玩耍的时日不长。两年后，父母就带我出国了。
无限的思念将两头的距离无限拉长，总觉得我们之间相隔了好远好远……
从那年开始，我只能每隔几年才回到外婆家。看着每次回去都有好多大
变化的你——渐渐长高的身子、渐渐变粗的声线、渐渐冒出的青春痘……对
你仔细端详好一番后，感叹一句；“哎，源源又长高了。”而心里却拂过一
丝的不甘。
也许是相处时间少的原因，又或许是你长大的原因，我们不会再打闹比
个高下，不会再因为一颗糖而吵得不可开交，而是你对我细心地照顾与悠闲
的聊天，俨然已经变成了一个小绅士。
能有你作为表弟，我很自豪；能与你相遇，便是与美好的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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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of 2016
- Scaling New Peaks of Excellence
n Wong Yang (16A14) and Joshua Ooi Wei Jin (16S79)
The Class of 2016 has done
the school proud once again, with
stellar results in the 2016 GCE A-Level
Examinations, doing the school proud
once again.
60% of H2 subjects record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and 10
subjects produced the best showing
in five years. These subjects were H1
General Paper, H2 Economics, H2
Chemistry, H2 Biology, H2 Literature
in English, H2 Geography and H2
Computing. This spread underscores
Hwa Chong’s academic strengths in
both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fields.
Our strong academic strengths
are also recognised in the fact that 173
students were offered scholarships
to prestigious local universities, while
a historic-high 52 students received
admission offers to Cambridge and
Oxford Universities. The school’s strong
bicultural emphasis was reaffirmed as
15 students have been offered places in
Peking, Tsinghua and Fudan Universities.
Another incredible 600 offers were made
to Hwa Chong students from wellrenowned universities in the US and
UK, including Harvard, Brown, LSE and

King’s College London.
On top of these outstanding
academic achievements, the
Class of 2016 also achieved
holistic development. Our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commended the graduates
on their excellence in diverse
fields. In addition to academic
pursuits, Hwa Chong students
also dedicated time and efforts to
serving the community, spending
an average of 106 hours on these
meaningful activities.
A record 63% of students were
awarded the Hwa Chong Diploma,
with 306 students receiving the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further
attesting to their all-rounded
excellence. These role models
successfully struck a balance between
their studies, leadership commitments
and passion for helping the less
privileged.
As students lined up to collect their
results on the day these were released,
nervous anticipation morphed into pure
relief. Many gratefully thanked their
tutors for their care and guidance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Tan Hong Kai (15S6P)
said, “I am very thankful for the
supportive teachers that I had
and the many opportunities
available for me to see the
fruition of my own ideas.”
In addition, the hall
was filled with juniors and
parents eager to provide
moral support as the batch
crossed an important milestone
in their educational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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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oubtedly, the graduating class
has benefitted greatly from these
unconditional sources of emotional
support.
Other seniors offered valuable
advice for juniors. Gerald Ang (15S6Q)
added, “Compiling and sharing notes
with your friends is a great way to help
one another and study effectively.”
Evidently, many were thankful for
their friends’ constant presence in their
Hwa Chong journey, with many joining
in warm embrace, realising that it may
be the last time they are all gathered
together as a batch. Nevertheless, the
shared memories over the last two years
will remain with them for many years to
come.
Panorama congratulates the Class
of 2016 and wishes them all the best in
their future endeavours!

窗
外

n Y3B 梁文超
有时候，对事物起了珍惜之心，常
常只是因为一个念头而已，这个念头就
是来自一位英国诗人济慈说的：“美的
事情是永恒的欢愉，其可爱日增，绝不
消失空无。”
然后，所有的爱恋与疼惜都从此而

生，一发而不可收拾了，而无论求得到
或者求不到总会有忧伤和怨恨，生活因
此就开始艰难与复杂起来。
现在，坐在南下的飞机上，看窗
外风景一段一段的过去，我才会突然发
现，我一生仅有的一次又岂只是一些零
碎的事与物而已呢？
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一生，也是
我能拥有一次的，也是我仅有的一件啊！
那么一切来的，都会过去；一切过
去的，将永远不会再回来，是我这仅有
的一生，仅有的一条定律了。
那么，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对某
些事恋恋不舍，对某些人念念不忘呢？
既然没有一段永驻的时间，没有一
个永远不变的空间，我就好像一个没有
起点一个没有优点的流浪者，我又有
什么能力搜集那些我珍爱和珍惜和事物
呢？搜集了以后，我又应该放在哪里呢？

遇见
漫步在公园里的林荫小道上，道
路两旁的榕树伫立在那儿，像母亲总
会给外出的儿女备着的大伞，为他们
遮挡毒辣的阳光、享受着树荫下的凉
爽；伴着耳机里轻快的音乐，看着围
坐在凉亭里的大爷们切磋棋艺，这何
尝不是一种享受，一种美呢？
一抬头，刚好瞥见一对母子迎面
而来，孩子吃着三块钱一根的冰棒，
母亲一脸宠溺地看着他，其乐融融。
忽然，那孩子手一扬，那根被舔过的
木棒就这么划出了一道弧线，应声落

空
楼
友
谊
n
Y
3
K
刘
幸

过了两 个 隧 道 和一座高
山，独自一人又回到了这里。拿
着地址，我找到了那熟悉但却
陌生的房子。
在门口巧遇店员，他说：
“你可终于来了啊，找了很久
吧！”
“不，还行，上次来过，一
年之前的事了，我订的是哪个房
子？”我微笑的回复那个熟悉却
不认识的面孔。
“哦！就是你呀，我想起来
了，最近客人都没多少，怎么，

我一直觉得，时间的一切都早有
安排，只是，时机未到时，你就不能领
会，而到了能够让你领会的那一刹那，
就是你的缘分了。
有缘人终成眷属，而无缘的却是
苦苦等待。而此刻，坐在南下的飞机
上，窗外的天已经暗了下来。机厢里
亮起灯来，旅客很少，因而后面一节机
厢显得特别的清洁和安静，我从窗外望
去，机窗像一面暗色的镜子，照出了我
流泪的容颜。
或许在好多年以后，我唯一能记得
的，就是在这南下的飞机上，那暗黑镜
子前，我脸上的泪珠给我的那点温热又
有点珍惜的奇妙感觉吧？此刻，我想起
了济慈的话：“虽然有些美丽的东西是
永恒的，但是唯有珍惜才能令其可爱日
增，绝不消失空无。”

n Y3B 张桦燕
在他的身后。
我一惊，心想这孩子怎么这么没
有道德，正准备向前去捡木棒，没想
到，孩子的母亲比我还快了一步。她
立刻放开了孩子的手，蹲了下来，之
前一脸的笑容随之被严肃取代。
“我们要做一个有公德心的人，
不能随便乱扔垃圾，知道吗？”那母
亲盯着孩子的眼睛说道。
孩子看着母亲。
“可是那个塑料
瓶！”他说着，指了指地上。
“也有人
乱扔垃圾啊！”

“那你是认为自己要向‘不好’
的人学习吗？”
孩子顿了一下，意识到自己是真
的错了，连忙跑回去捡起了自己的木
棒和塑料瓶，并扔进了垃圾桶。
母亲看着他，欣慰一笑，重新拉
起了孩子的手。
正如约翰·济慈所言：“美的事
物是永恒的喜悦，其可爱日增，永远
不会消失。”
把垃圾扔进垃圾桶，而不随意乱
丢，何尝不是一种美呢？

上次的那群同学没有来？”店员热情的
和我聊着。
“嗯，没有来，最近中考都很忙。”
我语气降了下来，有点失落。去年是和
同学一起来的这个海滩，地方不大，有
很多房子出租，租给游客使用和居住。
虽然房价和租金不高，但游客一直都没
增加过。
“哦！这样呀，那边的房子就是你
这次订的，和上次的一样。”店员突然的
回答打断了我那悲伤的思绪。
我笑了笑，拿起自己的行李往那走
去。开门，吱一声。我对自己说：
“呀！这
地方有点旧啊！”突然我想起一年前和
同学去开门时，也是吱了一下，我对同学
说：
“这地方有点旧啊！”一个同学回答
道：
“没事，等等吃烧烤的时候就不觉得
了，哪有时间管这个？”但是，此时，没

有人回应我，我心想，同学之间的友情
会随时间而消失吗？
收完行李后，坐在去年所坐过的那
个位子上，与这空无一人的凳子一起面对
着这已经快燃尽的烧烤炉，边上便是海，
一望无际的海，却是已经退潮了的。开心
的朋友，有的回了家乡，有的去了异地，早
已分散，那还剩下了些什么？
吃着自己的烧烤和刚买的汽水，突
然想到，这次分别不过是暂时的，以后
一定会再相聚。到那时，我们必是更开
心的；到那时，我们必是更友好的；到那
时，我们必会彻夜长谈，也有可能在哪之
前一些朋友会陆陆续续的来到自己的位
子上，这样我们就好像没有分散一样了。
虽然火炉快灭，潮已退，那时，可必
会再燃烧在涨潮之时，那时，必会燃得更
加猛烈，卷得更加深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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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3K 胡露尹

感恩

一把细面、半碗高汤、一杯清水、五钱
猪油，一勺老陈家的酱油再烫上两颗挺括脆
爽的小白菜，这就是家门口的陈记阳春面。
说起陈伯，在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和蔼可
亲的人，他与妻子经营着这家小店。店面不
大却什么都显得那样井井有条。寒冬的夜总
是那样让人不禁打个冷战，一阵阵寒风吹得
刺骨，街边的老路灯忽闪忽明，唯独那家小
店灯火通明，仿佛是那温暖的家，那等待着
你回来的家。
大雨倾盆声，玻璃破碎声，哭喊声，摔
门声，下楼梯声，突然什么都安静了。我失
魂似的走在路上，任由雨打在我身上。不知
是那雨在作祟还是眼泪，总感觉眼睛沉甸甸
地睁不开，每每用手抹去又是成串的顺着头
发流在脸上。
不知过了多久，以为是那雨停了，一抬
头却对上了陈伯那温柔的眼神，再次回过神
眼前已多了一碗热腾腾的面。刚想拿起筷子的
我犹豫了，陈伯好像看出了什么，摸着我的头
说：“吃吧孩子，伯伯请你的。”
吃完面以后，我告诉陈伯，我是因为跟
父母发生了争执才跑出来的，陈伯拍了拍围
裙上的面粉给我讲起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
小男孩，他们一家都是厨师，可是自己却不
喜欢，因为这个没少挨爸妈的打，直到有一天
他吃到了爷爷做的阳春面，爷爷告诉小男孩这

n 林晓萍IB1P

年华似水。
静如流水的日子里，一些故事终将
沉寂，一些岁月终已流逝，一丝温暖也
只能留在心里。
回忆，就是一根割不断的丝线，永
远都牵引脉络。
亲情，就像双胞胎的心脏，为此跳
动，为此牵扯。
他，不善言谈，说话做事十分朴实，
但在管教我时却十分严谨。他疼我、爱
我、关心我，总是任劳任怨，毫无怨言
的将我抚养长大。但从前的我把这些付
出视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毫不加以
理会，更不用说感恩了。但如今，那位总
是默默在背后付出的他已不复存在了，
我刹那间才领悟到他的好。
人呐，总是这样，失去了才懂得珍
惜，总是认为逝去的才是最美的，鲜花
开的最好的时候，永远在昨天。这就是
人性的缺点。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现在回忆再多也不让
已逝之人重返人间了。因此，这给了我一
个警示：欲尽孝，要趁早，感恩的心也必
须时刻准备着。

碗面的精髓在于那酱油——老陈家的酱油，阳
春面是一碗能给人家的感觉的面，朴素中却包
含了许多内容，再次回味又是别有一番风味。
老陈家的酱油是老陈家的智慧结晶，也是世世
代代相传的爱，从那以后小男孩改变了想法，
因为他想通过自己把这爱的味道传递给大家。
从那以后我常会去陈伯的店里，那家店
成为了我回家路上的一道美丽的风景，每次
回家都已接近晚上10点，可每当我看到那盏
挂在陈伯店门口的那摇曳在黑夜中的灯光，
我的内心就感受到无比的温暖，宛如那盏灯
是专门为我点的。
夏至，蝉鸣，最繁忙的季节，好像很久
没有去陈伯的店了，当我飞奔到店门前时，
迎接我的不是陈伯的微笑，而是一家不知何
时建的早餐店。因为巧合有一天碰到了陈伯
的妻子，她给了我一瓶酱油，她握着我的手
说：“姑娘，我家老陈生前老爱念叨说你晚
上结束课以后就爱吃上一碗阳春面，这些酱
油是剩下的，我想老陈也希望你可以带着，
想吃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做一碗。”拿着酱油
的我不知不觉已经泪流满面。
现在我虽然身在异乡，那瓶酱油我也早已
吃完，但是每当我累了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阳
春面，寻遍一家又一家店可再也尝不到陈伯做
的阳春面的味道了。那碗阳春面是给我家的感
觉的阳春面，是那永远在我记忆中的阳春面。

从我们呱呱坠地起，我们要感谢的
人就一个一个在我们成长的路上出现，
感谢为我们付出的所有过客。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们的父母。他
们含辛茹苦地把我们拉扯长大，让我们
丰衣足食，为我们倾注了心血、精力，
而我们又何曾体会他们的劳累，感激他
们，又是否察觉到那缕缕银丝，那一条
条皱纹？如果我们只感谢我们的父母，
这也太狭隘的。我们也应该感谢我们的
敌人，因为他们激发了我们的自尊，感
谢朋友对我们的帮助，给了我们再生的
希望，感谢老师孜孜不悔的教导，照亮
了我们前进的路。
古人言：
“生活不是缺少美，而是缺
少发现美的眼睛。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对
别人，对环境少一份挑剔，我们一点儿也
不难发现美。”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里
头说道，同样的一枝玫瑰，有人说：
“花
下有刺，真讨厌！”有人说：
“刺上有花，
真好！”看到刺的人，挑着毛病、盯着不
足，他们注定是不快乐的。而看到花的
人，因为怀有感恩的心，所以能看到刺
上芬芳的花朵，忘却花下扎手的刺，他
们注定是幸福的。所以，拥有感恩之心
的人是幸福的。
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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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知道感
恩、懂得感恩、学会感恩，是一种美德，
是一种觉悟。有了一颗感恩的心，你将
会发现自己是多么快乐，能够放开你的
胸怀，让自己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一
个不懂得感恩的人是最贫穷的人，就像
一个没有家室的百万富翁，即使家财万
贯，却填补不了心中的空虚，寂寞；一个
懂得感恩的人，就像沙漠遇到绿洲，世
界如此美好、灿烂！
不要总是抱怨别人欠你的，却不
曾想到别人给你的一切；这么生活是很
累的，很不快乐的。曾经有位哲学家说
过：
“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或不幸就是一
个人大言不惭地说‘没有人给我任何东
西’。”感恩是生活中最大的智慧，心存
感恩，才能收获更多的人生幸福和生活
快乐，才能摈弃没有意义的怨天尤人，才
会朝气蓬勃，远离烦恼。正所谓：
“乌鸦
有反哺之义，羊知跪乳之恩。”当远行
的列车急速的消失在茫茫的戈壁滩，切
勿忘了回头看看那些一直在背后为你付
出，帮助你的人，并回报他们。
人生是一场漫长的苦旅，但是就是
因为它的漫长，我们才有时间驻留下来
看看，感恩我们所得到的所有恩惠，并加
以回报。也许，这就是人生吧！

遥寄
老外婆是妈妈的外婆，她的故事是
母亲和外婆讲给我的。
老外公是个老红军，老外婆是个极
贤惠的农村妇女.
老外婆给老外公生了五个孩子，老
外公在外面打仗的时候，老外婆带着孩
子，搀着她的婆婆，和无数的家庭一样，
无目的地逃难，逃难。
解放了，老外公终于回到了家，老外
婆每次做好吃的，都会先给老外公盛出
来，让他吃好，接着是孩子，最后，残存
的一点汤，她才会美美地喝掉。
外婆说，老外婆一辈子没有跟谁红
过脸，浮夸风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她都
依然微笑着，带着饿得皮包骨头的女儿
们（那时，她两个儿子还没出生），在寸
草不生的土地深处，挖着任何可以吃进
肚子里的东西。
后来，老外公半身不遂，老外婆昼
夜地照顾，老外公死的时候，很安详，嘴
角带着笑。老外公是老红军，老党员，在
那个沸沸扬扬全民响应新形式丧葬政策
的年代，他在去世的一周后火化，什么都
没有留下，甚至一 土，一缕灰。
老外婆一个人撑了几年，也中风了。
本来可以在城市的医院里做康复治疗，
可是，儿子儿媳说没钱啊，别治了，躺着
的老人多了去了！跟着儿子，死后可以留
下一块坟地，可以长埋地下，这是老外婆
在老外公去世后最大的心愿！她无法执
拗儿子们的意见，于是，在外婆的千般
不舍，万般牵挂中，老外婆被她的儿子
们拉回了农村，然后，我听到的就是老

Loggie
对于华中国际
学校的同学来说，
最新潮的社交软件不
是Facebook，不是
Instagram，而是一
款有着橙色图标的软件，
“Loggie”。现
在在华中国际学校，Loggie已经成了一
个重要的信息分享平台。不管是学校任
何重要的活动，还是同学之间的状态分
享，都会在Loggie上进行。在Loggie的
推波助澜下，成功地充实了同学们的课
余活动，丰富了校园生活，学生们也由
此交到了更多朋友。
“创建Loggie的初衷是建立一个
学生的网上的‘微型社区’，方便有
相同爱好或属于同一个团体的学生互相
交流，使他们社交圈不会只限制于一个

n Y4C 朱哲慧
外婆一日复一日地坐在炕上，一日复一
日地沉默。外婆半个月回去一次，帮她
清洗，擦身。外婆说，半个月，老外婆棉
裤都可以站立起来─那是掉下来的老
皮和没有清洗的污物。外婆想在老外婆
家住下，可是，嫁出去的女儿怎么可以常
住呢？何况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于是，
外婆只能来回地跑，其他两个姨外婆也
只能来回地跑，慢慢地，冬天来了，天气
越来越冷，外婆说，心也越来越冷。老
外婆终究没有老外公的福气，一个人在
冰冷的小屋里，静静地去了。早晨，她的
儿媳看她时，老外婆的身体已经比那间
小屋还要冰冷。
外婆伤心了许久，母亲安慰外婆，老
外婆应该很开心吧，她终于又可以自由地
去看外公了。
后来，母亲和外婆离开了家乡。一
走，就是十几年。关于老外婆的故事似
乎应该结束了。
今年清明前，母亲带着内心的牵挂
和无尽的思念，再一次回到了老外婆的
老家。
于是，我看到母亲发来的照片，新
农村的建设已经让那片破旧的农房显得
敞亮，显得高大，甚至已经成了新“农
家乐”的旅游地。只是，一片绿油油的
麦田，我诧异：老外婆的坟冢在哪里？
母亲默然，她的心情估计更加沉
重。她只是继续低头和姨娘、舅婆在麦
田中穿行，然后，在一个小小的土堆前停
下，对我说，外婆就埋在这里！
我惊 呆了！照 片中只是 几片瓦片

堆起来的，甚至没有锅盖大的小小的土
堆啊！─ 老外婆熬了那么久，如今换
来的，就是这些土砾包着的两片瓦吗？
舅婆有些尴尬，说土地流转的缘
故，原本是我们家的土地，现在又流转
给了别人。
“死人为大，这一点 点地方总归
要留着的啊！”母亲有些愤怒，声音却
低沉。
“他们种田不方便，要不是我压了
两片瓦，现在连这个地方也没了!”
我不想再看这些照片，也不想再让
伤痛的母亲更加伤感。我闭上眼睛，耳
边似乎传来北方春天呼呼的风声里，带
着远方的鸟的呜鸣。
四月的北方，柳条已经抽芽，传统
的沙尘还未开始，是一年中最好的时
候了。
细雨微蒙的清晨，母亲又要离开，
她的伤感在一帧帧照片中，被北方的春
雨勾起，又会在雨中沉淀成回忆。
“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淮南
秋雨夜，高斋闻雁来”的诗句的最后两
句似乎可以改一下，
“江南春雨夜，高斋
寄燕来”吧！
母亲幽幽地讲着老外婆的故事，
我童年时记忆中的黄土、红瓦和故乡的
小溪慢慢地从尘封中醒来，尽管依旧模
糊，但丝丝缕缕中，总会有一些过往，牵
动着我内心中最细微的地方，变成对遥
远亲人最刻骨的记忆。
─谨以此文遥寄我的老外婆 大二级

n Y4K 叶佳霖
学校内。”Loggie的核心开发者之一，
同时也曾经是华中国际学校学生的Chris
这样说。从各个方面来看，Loggie确实
拥有出色的信息分类功能。与Facebook
不同，用户不仅仅能看到自己好友的照
片与消息，你发的每一条动态，只要是
身处同一个群组中的人就都可以看到。
这样十分有效地加强了群组中的信息沟
通，适合组织或活动的管理组织团队使
用，同时方便社交圈之内的人们交流。
针对随之而来的用户的隐私问题，开发
团队也在近期做出了更新，使得Loggie
的隐私功能更加完善。“在尝试了当今
市面上的其他社交软件后，我仍坚信
Loggie有自己的独到之处，我和我的
团队正尝试将Loggie向亚洲其他地区
推广，让它可以为更多的人带来沟通
上的便捷。我们也正尝试开发更多功

23

能，使Loggie成为一个更完善的社交软
件。”Chris说。
当然，没有一个精英团队作为后
盾，如此的野心很难成为现实。不过
在所有人的齐心协力之下，开发团队
克服了在软件的开发与推广中遇到的
种种困难与阻碍。“我最想感谢的人其
实是我父亲，他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和动
力。”Chris说。
在软件开发过程中，Chris所用的
处理问题的方法以及态度大多养成于
他的学生时代，“我从来不是一个顶尖
学生，但是在华中国际学校老师的帮助
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总是能获得
不差的成绩。我相信只要足够刻苦，人
人都能取得成功。”这对于华中国际学
校的学弟学妹无疑是很大的鼓励，相信
有朝一日，他们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潘兆荣校长荣休
本会设宴欢送

黄龙金会长代

表校友会赠送

在

母校服务达35年，而执校长
职历14年的潘兆荣博士，将
在今年底卸下校长职；本会
已在11月10日(星期五)晚上7时，在华
中文化中心展览厅设宴欢送。
出席当晚欢送宴的理事众多，
除此之外，李德龙董事长、前校长杜
辉生、前副校长李仰渠、副校长陈鹏
仲、颐年俱乐部会长麦全安、华初校
友会会长刘步青、老师们和家长会成
员皆受邀出席。
当晚，特别受邀校友嘉宾徐芳达
部长、林伟杰国会议员也为座上宾，
而即将接任母校校长职的本会特别理
事彭俊豪出席晚宴，成为当晚的另一
个亮点。

予潘兆荣校
骑着摩哆车的 长(右)
肖像礼物

左起即将卸任的潘兆荣校长、原杜辉生校长、黄龙金会长与即将上任的彭俊豪
校长
本会会长黄龙金席上致词时感谢
潘兆荣校长在这35年来对母校尽心尽
力的付出，使母校校务更上另一个台
阶，成为我国首屈一指的中学。
在黄会长的致词
中，他打趣地告诉在场
的来宾，当他还是华中
学生时，潘校长是他的
物理学老师，当他背不
了物理公式时，就得做
伏地挺身！
黄龙金会长说：
“可惜，对我的身材还
是没有帮助。”
当晚，校友会也特
制了一个以潘兆荣校长
为肖像骑着摩哆车的礼
物赠予潘校长。
黄龙金会长在解释
这个别出心裁的礼物时
指出，这份礼物的灵感
来自潘兆荣校长第一天
来华中上课时，是骑着

摩哆车来的。
即将接任母校校长职的本会特别
理事彭俊豪会上也受邀致词，他为能
回母校服务感到骄傲，但也任重道远。
他感谢潘兆荣校长和出席晚宴的
原杜辉生校长对华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在
各领域的付出，并紧记华中校训“自强
不息”所体现的价值观。
潘兆荣校长在回礼演说时，以清
唱一首“最后一夜”回答了他此时此
刻的心境。
母校师生在较早前，10月27日已
在校园内为潘校长举行了一个温馨的
欢送会。
当天，潘校长在一名学校同事驾
驶的电动高球车带领下到科研楼前时，
沿途受到学弟、学妹们的夹道欢迎，并
接受他们献上的祝福。
据悉，潘兆荣校长退休后，计划
前往中国内地或台湾游学，研究他感
兴趣的《中国哲学》。在此，祝福潘
校长退休生活愉快、活到老学到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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