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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新的里程碑
耘耕《华岭》，己有十九年光景。

十九年来，时移节迈，世事变化，日新月异。师长们，校友们，同学们，还有各界

人士，或许对《华岭》，有了新的期望、新的要求。是时候进行一些翻新，一些改进

了。哪怕是些微的调整，循序渐进的逐步改善。

这一期的《华岭》尝试以异于昔往的面貌与大家见面，不只是版面设计更新了，内

容上也做了一番改进。希望这些改革能更好的提供母校和校友会的资讯给那些关心与维

护母校和校友会发展的人士。

《华岭》基本上将分为四大栏目：

1.	华岭动态	——	继续报导校友会主办的各项例常活动及各项不定期主要的活动。

	 我们也会报导退休师长和乐龄校友的一些生活近况，缅怀昔日共处时光。

	 有关各届校友们的聚会、茶叙等照片和短文，也可为《华岭》增添色彩。

	 欢迎投稿，以光篇幅。

2.	华岭视野	——	重点报导母校的发展动态。加强同学们、校友们及各界人士对母

校的现况和未来的发展的了解，期望加强对华中大家庭的向心力。

3.	华岭探索	——	华中的子弟在各个领域的表现，不论是在工商界、在金融界、

在科技界、在学术界、在文艺界、在医学界、在教育界、在公共服务界，佼佼

者不少，都对社会作出杰出贡献；一些华中师长在教学上或研究工作上也有骄

人成就，值得《华岭》进行专访并做出报导，抛砖引玉，希望能激发年轻的学

弟、学妹们的潜力，同时也可加强与这些校友联系。在〈华岭探索〉里也可登

载华中同学们、校友们和师长们在学术研究上的文章。

4.	华岭笔缘	——	过去，在《华岭》经常可以看到同学们和校友们的佳作，有感

言，有小品，有游记，有诗歌，有评论等等，我们将继续欢迎同学们和校友们

投稿，只要版位许可，合适的稿件将一一加以刊登，以飨读者。

由于这是新一期的革新，我们一时无法做到尽善尽美，仅将目标和范畴摆在大家面

前，以这一期作为一个试点，我们会虚心听取你们的意见，能得到你们的大力支持，共

同将《华岭》开辟成百花盛开的新天地，作为同学们、校友们和师长们聚首言欢、砌磋

探索的平台。让我们一起攀登《华岭》！

本期《华岭》也可在华中校友会网站	www.hwachongalumni.org.sg 浏览。

为使校友们更快捷地收到校友会讯息，请将您的电子邮箱地址告知校友会。

照片前排左起黄延辉、余桂和、陈兴庭、王勇诚、冯国才，后排右起寒川、傅仰曜，林瑷婷及蔡家梁
不在照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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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a Chong celebrates another year of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in 2008-2009, a year in which both 

our current students and alumni shone in both the local 
as well as the global stage. 

Outstanding Alumni Achievements 
Even after graduation, our alumni continue to distinguish 
themselves.  Many have been awarded scholarships to 
study at some of the best universities.  Even in these top 
institutions, they stand out from among their peers.  

Hwa Chong Institution CEO and Principal Ang Wee 
Hiong reported that in June 2009, a Hwa Chong alumnus 
Cong Lin (Class of 2005) was named Most Promising 
Graduate of Harvard University. 

Another Hwa Chong alumnus, Loo Jia Ming, topped 
his class a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and Justin Lee also 
emerged first at West Point Military Academy in the US. 

As Singapore’s top producer of President’s Scholars, 
Hwa Chong was proud to include two more last year 
– Amanda Chong (who was also awarded the Angus Ross 
Prize, for writing the best GCE A-Level examination script 
in English Literature outside of the UK). 

On the occasion of Hwa Chong’s 9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lauded Hwa 
Chong as a “premier institution which continues to excel in 
both academic fields.  It has nurtured many accomplished 
students who have gone on t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
tions to our society.” 

Academic Awards and Achievements 
We are very pleased to report that Hwa Chong has contin-
ued to uphold its hallmark of distinction at the GCE A-Level 
Examinations.  Seven out of 10 students scored at least 3 
H2 distinctions, making them eligible to apply for any top 
university in the world. 

This year, a record number of students also received the 
Lee Kuan Yew Award for All-Round Excellence, the Prime 
Minister’s Book Prize and the LKY Award for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Of these 14 winners, 2 won double awards, 
making us the only school with double award winners.  
We were also the Top Performing School in 4 national 
Olympiads: the Singapore Biology Olympiad, Chemistry 

Guest-of-Honour  Mr Sam Tan Chin Siong, Parliamentary Secretary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and the Arts & Ministry of Trade & Industry

  18 July 2009

Hwa Chong 

Olympiad, Mathematics Olympiad and the Informatics 
Olympiad. 

We are also proud to announce that 2 Hwa Chong stu-
dents have done Singapore and the school proud by coming 
in 1st and 3rd IN THE WORLD at the 20th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IBO) 2009.  This year, 3 out of 4 students 
representing Singapore at the 2009 IBO were from Hwa 
Chong.  Our 3 students won 2 GOLD and 1 SILVER. 

In January this year, we were also the first school to 
organize the International Science Youth Forum, a platform 
where delegates from all over Asia congregated in Hwa 
Chong for a 5-day programme, which included face-to-face 
dialogues with 3 Nobel Laureates. 

CCA Accolades 
In the past year, our debaters have swept the top prizes at 
the NUS Challenge Shield.  They have also emerged as the 
top team i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Budget Debate 2009 
and th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Debates.  Hwa 
Chong writers have also won 1st prize in many prestigious 
essay-writing competitions. 

At the national level, Hwa Chong won no less than 
37 sporting championships and first runner-up titles at 
this year’s National Schools competitions.  In music and 
the arts, Hwa Chong’s performing groups won a total of 
10 Gold, and Gold with Honours, at the 2009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Forging Forward on the Global Stage 
In the global arena, we have continued to make our mark.  
In just one year, Hwa Chong won another 4 World Champi-
onship titles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includ-
ing the World Choir Games, Stanford Global Innovation 
Tournament, Purple Comet Mathematical Competition, 
and Oracle ThinkQuest Competition.  This brings the total 
of championship titles we have won worldwide in the past 
3 years to a grand total of 12. 

As a school, we were also named one of the World’s 
Most Innovative Schools by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ong Kong’s top English newspaper, in June this year, 
bringing us recognition for our innovative ways to provide 
quality education and experience for our students. 

Institution Awards Presentation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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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交通管理局同意采纳华侨中学董事会的建

议，把华中校门前的新地铁站命名为“陈嘉

庚站”(Tan	 Kah	 Kee)，以纪念这位对新加坡教育发

展功不可没的华中创办人。

陆交局在去年邀请公众为滨海市区线	(Downtown	

L ine) 	 第二阶段工程的地铁站命名，华中校门前

的地铁站入围让投选的三个名称是：“公爵夫人

站”(Duchess)、“华登站”(Watten)	 和“嘉庚

站”(Kah	Kee)。

但华中董事会认为，陈嘉庚是华中创办人，又是

新加坡先驱人物，如果只取“嘉庚”两个字来命名，

无法完整反映出其历史意义，而且“Kah	 Kee”在马

来话听起来像是“脚”(kaki)	 的谐音。

他们于是建议把该站定名为“陈嘉庚站”。陆交

局昨天宣布，街道与建筑名称局已批准了这个新站

名，这条新地铁线的其他站名也已敲定。

华中最初的希望是以“华中站”取代“公爵夫人

站”，还呼吁校友和学生上网参与命名，不过陆交局

最终未接受这个建议。

华中董事会秘书李德龙昨天受访时表示，很高兴

当局决定采纳“陈嘉庚”这个站名。

他说：“陈嘉庚对新加坡有巨大贡献，与华中的

关系密不可分，新地铁站就建在华中土地底下，把这

个站命名为	陈嘉庚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也能让年

轻一代的国人认识这个伟大的人物。”

为纪念陈嘉庚创校的功劳，华中刚在今年3月

庆祝建校90周年晚会上宣布，把校园里连接两个校

门的弯月形路定名为“陈嘉庚通道”(Tan	 Kah	 Kee	

Drive)。

华中“让”地建站

校方也同意暂时“让”出校园内一幅约一万平方

公尺的地段，让陆交局兴建隧道和地铁站出口。待该

站落成后，当局将把地面上的设施还原并归还华中。

“陈嘉庚站”

华中校门前
    新地铁站命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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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追忆庄昇俦学长对母校、我会及其他文教单位的贡献，我会于

今年2月15日上午在我会礼堂举行庄昇俦学长追悼会。是日，

除了母校大家庭的代表外，南洋女中、南洋艺术学院和新加坡华乐团

的代表也受邀出席，并在会上发言，追述和表扬庄学长为文教事业慷

慨捐献的精神。庄学长生前曾担任我会会长、母校和南洋女中董事

长、南洋艺术学院董事会主席，新加坡华乐团董事会主席。许多单位

都接受过他巨额捐助。

庄昇俦学长

陈龙得学长

庄昇俦纪念基金和陈龙得纪念基金

陈龙得学长曾多年担任母校董事、我会和颐年俱乐部会长。陈学长事业

有成，即本着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宗旨，慷慨捐资回馈母校。上个世

纪50年代，华中校园通往钟楼原为一条红石米路，后来陈学长带头捐款，得

到银行家李成义学长的支持，铺设了现代化的柏油路。

华中两座雄伟壮观的校门牌坊，是陈学长出资兴建的。华中校园沿着武

吉知马路的整排柚木树以及校园中的水梅，也是陈学长出钱委托专人种植

的。在逝世前几年，陈学长每年总要花上好几千元，协助母校绿化校园。

陈学长1956年出任华中校友会会长，1960至1982年继续连任22年。除了

对母校和我会做出巨大贡献，陈龙得学长生前也是武吉班让福建公会的创办

人，并担任扶轮社社长多年。

2009年4月12日我会联同颐年俱乐部在我会礼堂为陈龙得学长举行追悼

会，除了华中大家庭各单位的代表外，许多社团代表也应邀出席，共同追忆

陈学长对我国华文教育和华人社团的贡献。

为缅怀已故庄昇俦学长和陈龙得学长对母校和我会的贡献，我会理事

会决定设立两项基金，分别命名为“庄昇俦基金”和“陈龙得基

金”。基金的筹款不设时限。奖金申请人只限于母校的学生或校友。颁发对

象不以学业成绩为考量标准，而是顾及申请人的整体实践和创意思维，如：

个人或小组在科研方面、在参与社区服务方面等等的具体表现。“庄昇俦

基金”着重于颁发给在文化艺术／体育等方面有特殊成就者，“陈龙得基

金”则以国内外社区服务／福利工作等有优异表现者为对象。我会将召开多

项活动为这两项基金筹款。

追悼会�

华 岭 动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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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

本着尊师重道，饮水思源的华中精神，今年8月

23日，在副会长潘国驹个人的赞助下，校友会

首次为年逾八旬的老师长举行生日宴会。

宴会假珊敦道金玉满堂大酒楼举行，出席者除了

九位老师外，有来自陈嘉庚基金会、董事部、学校、

颐年俱乐部和校友会代表约五十余位，师生们济济一

堂，同欢共聚。

出席的九位老师中，最年长的是96的郑安仑校长

夫人黄馥老师，她身体硬朗，思路清晰。最年轻的是

84岁的徐其礼老师，他是现南大徐冠林校长的父亲。

其他老师有吴从干、陈少梅、李绍渊、胡鸿烈、高亚

思、邢济众和陈仰成。

宴会开始之前，九位老寿星在宏亮的“祝您生日

快乐”歌声中，一齐切下他们的生日蛋糕。在场的来

宾们为这短暂的时刻欢乐地鼓掌。不少校友拿起了相

机或手机拍下了这难忘的一幕。

出席的校友们看到了已阔别逾半世纪的老师们，

非常激动与兴奋，校友柯宝国还特地取消了出国的行

程来参加生日宴。香港校友会会长也特地到来与师长

们共欢。宴会上，校友们让时光倒流，回忆陈年往

事，并谈论当年的学校生活和培育他们成长的老师

们。徐其礼老师在宴会上讲话时说，他是九位寿星中

最年轻的一位，今年只有84岁。他代表在场庆祝生日

的老师们，向校友会和潘国驹教授为他们举办生日宴

会致以谢意。他很高兴华中校友还记得他。他指出前

校长杜辉生也是他的学生。徐老师也为校园外的未来

地铁站命名为“陈嘉庚站”而感到高兴。

华中的老师们，不仅为国家培育了像杜辉生、林

乃燕、陈添福等著名校长，还培养了不少我国的国家

领导人如：王鼎昌总统、易润堂部长等以及音乐家、

为年逾八旬
高龄师长庆生︱黄国全

画家、教授、高级工程师、作家、企业家等，为国家

作出巨大的贡献。华中的老师们是黉门的好园丁，桃

李满天下，在五十年代，他们也培育了中国的领导人

如全国政协前副主席罗豪才先生，广东省前副省长黄

清渠先生。

也是陈嘉庚基金会主席的潘国驹教授在宴会上讲

话。他说，当蔡乙权校友向他建议为80岁以上的老师

长们举办生日宴会时，他立即表示赞同，并愿意为第

一次生日会筹募餐费。他认为，华中是由陈嘉庚先生

所创办，作为陈嘉庚基金会主席，为老师庆祝生日，

以示尊师重道，饮水思源是义不容辞的。	

王勇诚会长发言感谢潘教授个人赞助生日宴会的

举行。同时也感谢蔡乙权校友积极的推动此项新活

动，让宴会得以成功举行。王会长希望类似的生日宴

会能每年举办两、三次。在介绍了年轻的华初校友会

会长罗佩玲医生后，他建议未来的生日宴会可由陈嘉

庚基金会和华中大家庭，包括华初校友会共同联办。

这次的宴会，为年迈师长们的健康考量，酒店特

地为老师们准备了少盐、少油且清淡的菜肴。酒店的

主厨还在盛有寿桃的白色瓷盘上，别开生面地以墨鱼

的墨汁写上以下的诗词：

华夏子弟功显赫

中坚份子栋梁才

校训严谨智者悟

友情永固倾心诉

会晤昔日同窗故

宴会在下午二时半左

右尽欢而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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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母校90周年校

庆，我会连同大家庭

其他单位，举办了华中90美

术展，万人宴和第四届华中

校友嘉年华会。其中美展于

3月8日至22日在鼎昌楼举

行，共有134位校友与师生

参与，展出了296件作品，

包括书法／绘画／雕塑／动

画／短片等，共售出74件作

品。万人宴则于3月21日在

大草场举行，共设819席。百

余名来自海外的校友（包括

家属）前来参与这些庆典活

动，参观母校并出席讲座。

美展  万人宴  嘉年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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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展  万人宴  嘉年华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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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8月30日，华中校友会青少团第一

届执行委员会正式上任了！

虽然那天早上天不作美，但是阴冷的天气对就职

典礼的现场气氛丝毫没有一点影响。担任典礼嘉宾的

华中校友三巴旺集选区议员林伟杰在致词时，台下欢

愉的笑声此起彼伏。在观看留学校友送上衷心祝福的

录像短片时，大家也都面露笑容，陶醉其中。

尽管就职典礼仅历时短短一个半小时，但简单的

仪式却是意义深远的。

酝酿了半年时间的华中校友会青少团，终于在这

一天缔造了历史。

秉持着“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理念，华中校

友青少团希望能传承华中使命，团结年轻一代的华中

校友，发扬饮水思源的精神，并竭力在接下来几年的

时间发展三个方面的活动	——	一、社交聚会；二、兴

趣小组；三、配对计划，让已毕业离校的年轻男女仍

有机会与华中大家庭保持紧密的联系。

典礼结束后，楼外的那场雨依然如故。这似乎寓

意着，在这场甘露的滋润下，华中校友会青少团这个

现仅有百人的“小幼苗”将逐渐茁壮成长，成为林伟

杰校友口中那棵“枝叶繁茂的青龙木”！

华中的学弟妹们以及年轻的校友们可以期待今年

底的“实习配对展”，还有明年即将推出的“现代中

国讨论会”和“海外社区服务计划”。

华中校友会青少团
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就职典礼

T
he spirit of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is 
very much encapsulated in the image of a tree. The 

ever-renewing leaves symbolize the youthful vibrancy that 
gives the tree its luscious glory while the roots burrow deep 
into the soil, ensuring that the tree remains upright and 
strong, symbolizing the rich traditions that lie within the 
Association. One cannot do without the other. 

It is heartwarming thus, to see young graduates of 
the former Chinese High School,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nd current students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come together in a combined endeavor to bring together 
younger generations of the Hwa Chong family for the 
simple purpose of retaining our precious connection to our 
alma mater. At the same time, such an enterprise ensures 
that the Alumni Association stays relevant in the dizzying 
lights and sounds of the 21st century where relationships 
are largely forged over instant messenger programs and 
social networking websites. 

The newly formed Youth Chapter of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aims not just to bring together 
graduates of the Hwa Chong Family for social gatherings. 
It seeks to distinguish itself by promoting social causes and 
encouraging its members to contribute back to society to 
ensure that the Hwa Chong brand name resonates with 
goodwill in Singapore and eventually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re should be no doubt that the First Executive 
Committee would do its best to reunite all members 
of the Hwa Chong Family. We salute the Committee’s 
effort and foresight and we congratulate them on their 
appoin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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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23rd Exco
 President Dr Loh Poey Ling
 1st Vice President Mr Justin Tan Kok Hiong

 2nd Vice President Mr Hendri Suwardi
 3rd Vice President / 

 Sports and Recreations Secretary Mr Puah Soon Hiang
 4th Vice President / 
 Bursary and Scholarship Fund Secretary  Ms Sanny Ong
 5th Vice President / Publications Secretary  Mr Lim Wee Meng
 Honorary Secretary Mr Ng Say Tiong
 Honorary Treasurer  Mr Jack Wang Ying Yang
 Assistant Sports and Recreations Secretary Mr Lee Puay Hien

 Committee Member  Mr Tan Kok Jin
 Committee Member  Mr Kang Choon Seng
 Committee Member  Mr Andrew Lim
 Committee Member  Mr Ng Teong Soon
 Committee Member  Mr Goh Seck Tuck
 Committee Member  Ms Low Chan Gyan
 Committee Member  Mr Ho Suu Wei
 Committee Member  Mr Leong Woei Jian Elvin
 Committee Member  Mr Justin Joo Wee Chiang
 Committee Member  Mr Clement Kho Yuan Sheng
 Committee Member  Ms He Jiawen

 Honorary Auditor #1  Ms Lim Lei Nore
 Honorary Auditor #2 Mr Jim Lim Shien Min

 Patron Dr Liew Kian Heng
 Patron BG Yam Ah Mee
 Patron Mr Lim Boh Chuan
 Patron Mr Koh Kim Huat
 Patron Mr Kho Choon Keng
 Patron Mr Ng Ooi Hooi
 Patron Mr Larry Lim Teng Ngiap
 Patron Mr Wlliam Ng Wei Yong

华初校友会本届理事会
23rd Executive Committee for 2009-2010

HL vol 48_final.indd   8 10/30/09   3:38:17 PM



��

羽球

Sharon mok fell in love with yoga after taking her 

first yoga class more than 20 years ago. Yoga has 

become part of her daily life.

“Yoga makes you more tolerant and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flexible. Yoga has taught me to pay attention 

to how my body moves.” Sharon says.

With more than 6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s, 

she is instructor to staff and members of NTU, NTU 

Alumni Club and also Singapore Polytechnic.

In 2003 she was teaching in Hwa Chong Alumni 

Club and is back again and has the following 

classes:

Tuesday (beginners) 7:30pm – 9:00pm

Thursday  10:30am – 12:00pm

Saturday   10:30am – 12:00pm

YOGA

华 岭 动 态

爱好羽球活动的会员每星期

二晚上7点30分至9点30分

在母校嘉庚堂打羽毛球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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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杨志宏指挥的华中中学部合唱团也是一个进步

神速的合唱团，2007年荣获新加坡青年艺术节合唱

比赛金牌奖，这次演出它演唱体现华中学生爱校精神

的创作歌曲《华岗情》及日本民歌《八木节》(Yagi-

Bushi)。

由周小曼担任声乐指导兼指挥的华中校友会合唱

团的混声合唱演绎多首不同风格的歌曲：《让世界都

赞美你》，《在水一方》，《天伦歌》，《天路》，

《向往西藏》及《香格里拉》。

此外，还有多样化的演唱形式，包括男声合唱、

女声合唱、男声小合唱、女声小合唱、女声四重唱、

女声二重唱、男女声二重唱、独唱等。歌曲包括：	

《好汉歌》、《回娘家》、《桑塔露琪亚》、《土家

摆手舞》、《打起手唱起歌》、《含苞欲放的花》、

《远方的书信乘风来》、《月夜河边》、《母亲河我

喊你一声妈妈》等。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联合华中高中部合唱团

及华中中学部合唱团呈献“歌声与微笑

2009”音乐会，于5月9日（星期六）晚上8时正在维

多利亚音乐厅举行，取得圆满成功。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是本地知名的，活跃的合唱团

体，自1996年成立以来，每两年公演一次，歌唱水平

逐年提高，颇获好评。

这次演出也是配合庆祝华中90周年校庆的活动之

一，由华中在籍学生与校友联合演出，体现了华中大

家庭的团体合作精神。而年轻学子那充满青春活力的

歌声，更为演出增添异彩。

由林爱慧指挥的华中高中部合唱团是一支杰出的

学生合唱团体，2008年在奥地利举行的第五届世界

合唱比赛中，荣获民歌组与混合组双料冠军，更以全

场最优异表现荣获“世界冠军”的称号。这次演出它

呈献两首无伴奏混声合唱：Que	Rico	E	及	Orpheus,	

with	His	Lute.

歌声与微笑2009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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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春
功

民歌与艺术歌曲班

渊源于道家的全真华山派养生回春功，因对祛病强身、益智延年而得名。

指导老师莫壮明为全真华山派养生回春功第12代传人，现为新加坡养生长寿功学

会总教练。上课时间：每星期一晚上8时正在我会礼堂上课。

上课时间：每

星期一或星

期三晚上8时正在我

会音乐室上课。

由来自中国的花

腔女高音周小曼老师

负责指导。周老师毕

业于中国交响乐团附

属音乐学院，师从中

国著名歌唱家孙家馨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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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度华中高球友谊赛终于在7月

24日成功举行。地点在山水风景宜

人的莱佛士乡村俱乐部（R.C.C）当天11点左右，华

中大家庭的高球迷们陆陆续续的抵达。注册和领取印

有华初与华中校友会标志亮丽的球衣与纪念品。

此次友谊赛约有80多人参与盛会，分成20小组，

12:42	第一组开球至18:30，20组人打完18个洞。大

家心情愉快的享受了一个凉爽的下午。

晚餐与颁奖典礼一起举行。华中华初校友不分

彼此，乐成一团。这次高球赛打得最出色的是吴友

明学长。颁奖分2个阶段。前段由华初校友会会长

DR.LOH		颁发，后段由华中校友会会长王勇诚颁发。

气氛热烈的在吃喝谈笑声中晚餐颁奖结束。不舍得心

情期盼着下一次的高球友谊赛来临。

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些学长如杨禧年，洪静源，

把他们的第二代带来参与盛会，互相认识。这是个可

喜的现象。在此，我们要感激高球筹委会在主席陈国

雄学长的领导下完成任务及感谢赞助商，如国际海鲜

酒楼，珍宝海鲜酒楼，凯旋音响等。

Our Hwa Chong Golf 2009 event was successfully 

held on 24th July this year at the Raffles Country 

Club (RCC). A total of 70 participants from both the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lumni and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HCAA) took part in this event. It was hel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school’s 9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ur Board of Governors (BOG) Chairman Mr Peter Yeo 

took part in our event and we are grateful for his active 

participation.

The weather on that day was good and everyone en-

joyed themselves. Dinner was held at the Shanshui Palace 

Restaurant and prizes for the top golfers and lucky draw 

prizes were given out. Mr Ch’ng Jit Koon graced our oc-

casion by attending our dinner and showed his support 

for our event.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VIPs Mr Ch’ng Jit Koon, 

Mr Peter Yeo, Mr Desmond Ong and Dr Loh Poey Ling for 

supporting our event. We are also grateful to our sponsors 

Jumbo Seafood, Seafood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Restau-

rant, Merdeka Audio Pte Ltd and Singapore Asahi Chemical 

& Solder Ind. Pte Ltd for sponsoring the golf t-shirts, various 

goodie bag and lucky draw items.

We look forward to future joint events and even mor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all our alumni. 

高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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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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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法
书法班主要活动如下：

1	于2009年1月间与书法组在校友会会所联合挥春，为校友会筹得二百余经费。

2	在广大爱护华中的热心人士支持之下，于2009年3月成功举办了《华中九十周

年校庆美术展》，为校友会和华中国际学校各筹得三万余元及近万元经费。

3	于2009年6月间，由书法班导师顾建平老师率领，到新加坡美术馆参观《风筝

不断线——吴冠中捐献作品展》。通过顾老师的讲解，同学们不止对画家及画

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艺术鉴赏能力也提高了。

中华游泳会宿将乒乓球赛

本会乒乓球队又有斩获！由中华游泳会主办

的宿将乒乓球赛，吸引了海内外的高手参

加，包括来自中国、台湾、日本、香港和马来西亚

的前国手，总共13队。

本会球员表现不俗，取得季军，仅次于拥有

7名外国球员助阵的太阳俱乐部和马来西亚队。这

也是本会第一次在这项比赛中获奖，在初赛时，本

会还以3比2打败马来西亚队，可惜在半决赛中，

遇上实力强大的太阳俱乐部，无法进入决赛。

三洋水族馆宿将乒乓球赛

下半年刚开始，本会代表队又传捷报！

从初赛到决赛，华中校友会五战全胜，勇夺冠军。

这是本会第四度称霸三洋水族馆宿将赛，也是今年以来

的第六项锦标，可喜可贺。

本会也参加乒总主办JOOLA	 联赛甲组和丙组，在第一

回合比赛，甲组队排名第四，丙组队列第三名。次回合比

赛将于11月13日至15日以及20日至22日，一连六天在大巴

窑乒总举行。拜五和拜六晚上7时开始，礼拜在下午1时展

开，欢迎会友前往支持、打气。

乒乓组又传捷报

书法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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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95年开始，本会开始举办“华岭论坛”专

题讲座。14年来共举行几十场讲座，成为本

会一项重要的文教活动。

“华岭论坛”讲题涵盖各个领域，包括经济、教

育、历史、宗教、法律、体育、音乐、旅游等，深受

欢迎，经常吸引众多校友和公众人士出席。

通过这些讲座，有助于人们丰富精神生活，提高

文化素养，增长知识，开阔视野。

“华岭论坛”的主讲者除学有专长的校友外，还

有各文化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医生、律师等。

丰富精神生活
提高文化素养

拥有130多位组员的华中校友会太极组，搞得红

红火火；而自2004年至今第六次举行的5月

24日太极拳观摩会2009，也搞得红红火火。

与往年一样，组员们呈献了他们挥洒汗水、刻

苦排练的24式、40式、42式和48式太极拳，32式和

42式太极剑以及华武太极扇。

教练陈耀城、曾宪垒、陈文山、何长江、吴雅莲

五位老师都粉墨登场，露一手他们精湛的武艺。

与往年不一样，今年的观摩会有几个首次亮相的

新节目：开班仅半年的八卦掌，活泼可爱的青少年武

术表演，以及荣获2009年度全国校际武术比赛甲乙组

总冠军的华中武术队的表演：武风浩气展英姿，都博

得热烈的掌声。

太极拳观摩会2009

华 岭 动 态
1�

1969年华中毕业，1979年考获伦敦大学

博士学位。现任国大微生物系副教

授。李学长从事有关科研及教学工作多年，著有3本

著作，86篇学术论文及拥有3项专利权。他也是我国

微生物学及生物科技协会会长和多个国内外科研团体

的理事和顾问。

李元昆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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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d (avian), pig (swine) and human flu virus infects 
mainly bird, pig and human respectively.   The flu virus 

of bird and human are very different, therefore the bird flu 
virus could not infect human to cause disease and vice 
versa. Type A flu viruses cause major outbreak of seasonal 
flu among human and animals. The Type A subtype H5, 
H7 and H9 belongs to bird flu, whereas H1, H2 and H3 
belongs human flu.  The “H” denotes a surface protein 
molecule haemagglutinin on the viral particles,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hooking onto the cells of specific host.    

Every year the human flu kills 600 in Singapore and 
36,000 in the US, mostly those above 65 years old and 
the very young.

In 1997, for the first time a bird flu virus H5N1 jumped 
from bird to humans in Hong Kong.  There were sufficien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surface protein of the bird 
flu virus to allow it to infect human tissue.  Humans had 
never been in contact with this particular flu virus, and 
therefore had little resistance.  The outbreak killed six 
people.  Fortunately, the changes in the bird flu virus only 
allowed it to cause infection in people who were in direct 
contact with sick birds, but did not allow it to propagate 
rapidly in human and to spread between humans.  The 
Hong Kong outbreak stopped after slaughtering tens of 
thousands of chickens. 

The bird flu virus that is involved in the 2005 human 
outbreaks in South Korea, Japan, Vietnam, Taiwan, Thai-
land, Cambodia and Indonesia belongs to the subtype 
H5N1 as well, but a slightly different variant from the HK 
H5N1.  The reason that the virus is suspected to spread 
by migratory bird is because the outbreak started in the 
northern Asia and came south as the weather in the north-
ern atmosphere got colder. From Chin Hai in China, the 
migrating birds brought the H5N1 virus to Europe, Africa 
and America.  The H5N1 flu virus persists among the bird 
population up to today.

In the early 2009 a H1N1 flu virus broke out in Oaxaca 
Mexico, first observed in pigs and therefore initially called 
“Swine Flu” and subsequently spread rapidly among hu-
man.  On the 13th April 2009, a Mexican woman died of 
flu induced pneumonia.  

H1 is basically a human flu virus and hooks onto human 
lung tissue.  The name of the flu virus was therefore changed 
to “Type A H1N1 2009”.   It turns out that the virus belongs 
to North American Human flu.  And besides the human 
genes, it also contains gens of a North American Swine, a 
Eurasian Swine, and a North American Avian flu virus.  It 
is a hybrid that resulted from crosses between human, pig 

Who is afraid of flu?
Lee Yuan Kun ❙  Department of Microbiology ß  Yong Loo Lin School of Medicine ß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bird flu virus!  The H1 allows the virus to hook onto 
human lung tissue, but our bodies do not recognize the 
pig and bird flu and not able to mount effective immune 
reactions against the virus, thus the outbreak and rapid 
spread of the flu virus among people.

The Type A H1N1 2009 flu is not going to go away 
without a fight.  Seasonal flu usually appears in Novem-
ber/December, reaches the peak in February and disap-
pears sometime in April/May.  In the winter the flu virus 
and people are kept inside the house and the flu spreads 
among people.  In the summer, windows are open, the sun’s 
ray and dry weather kill the virus in the environment.  The 
current H1N1 2009 flu virus spread easily between people 
and it doesn’t expose to the weather at all.  The summer 
has begun in the Northern atmosphere in October, but the 
flu outbreak persists!

The frightening fact is that this flu virus induces strong 
body immune reactions in some individuals, resulted in 
overrun damage in lung tissue and death among the young 
and healthy, and those with underlying health problems, 
such as obesity, diabetic, respiratory and heart disease and 
pregnancy.  Old age turns out to be a “protective” factor!

If human is not able to build up resistant against 
the H1N1 2009 flu, this w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flu that is going to kill 2 to 50 million people 
worldwide as predicted by UN and WHO.   Fortunately, 
some people appear to develop resistant to the H1N1 2009 
flu virus.  When the resistant population reaches 15-25% 
of the local population, the flu outbreak will subside due 
to “herd immunity”.  The principle of herd immunity is as 
follow:  A flu patient spreads the virus to a non-resistant 
healthy individual and the healthy person falls sick.  And 
two of them spread further to others.  If the healthy person 
in contact with the flu patient is resistant to flu virus, the 
person would not fall sick and spreading of the flu virus 
stop there after the flu patient has recovered.

Singapore figures show that about half of the infected 
did not show the typical symptoms of flu, such as cough 
and fever.  They become carrier and spreading the flu virus 
among people around them.  The surgical mask help to 
prevent the spreading of the virus from flu patients, but it 
does not help to prevent inhalation of the virus, only N-95 
type of mask does the job.  The best bet in preventing seri-
ous consequence in flu infection is to maintain a balance 
and healthy physiological stage: eat right, rest enough and 
be happy! 

1st October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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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回新加坡，在蔡乙权学长的安排下，有幸与

华中校友会王勇诚会长、华中董事会张拔勤董

事长一道，拜访了陈嘉庚先生五公子陈元济先生。

当我们抵达陈府时，元济先生正含笑站在厅前草

坪招手，并把我们迎进客厅。宾主坐定，乙权学长把

我们介绍给元济先生。接着拔勤董事长和勇诚会长分

别代表学校和校友会，问候元济先生并赠送了一套华

中2007年出版的校刊和母校85周年校庆纪念特刊。我

们介绍说，今日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承前启后，继

往开来”—陈嘉庚和李光前事迹展览会，获得社会上

良好的反应，大家都很敬仰两位华社先贤。元济先生

说，他的侄儿陈立人有提起这件事，有参与这个展览

会的工作。我们说，明年是华中创校90周年，在明年

3月20日至21日，将会隆重庆祝母校校庆。第四届华

中校友嘉年华会在20日开幕，21日晚上将举办“万人

宴”。届时全球华中校友都会欢聚一堂，祝贺母校校

庆。我们欢迎元济先生来参加。元济先生很高兴表示

会来参与盛会。

元济先生介绍说，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他在

华中念过中一。后来因为学校管理不善，在半年内

闹了两次罢课学潮，造成学校混乱，让学生无法安

心读书。在那种情况下，他转去读英华学校。他还

说：“有一件事让他记忆很深。那个时期，胡文虎担

任校董会总理。他捐款建了“虎豹楼”教师宿舍，后

来又捐款建了两座校门。校门建成后，人们看到一虎

一豹高踞在校门顶上，校门上还题字：胡文虎，胡文

豹捐款。结果引起校董会不满，大家认为校门上的题

字极为不当。这样的题字会让人以为整个“南洋华

侨中学校”是胡文虎一家捐建的。“华中”是南洋

各界侨领出钱出力辛苦创办的，岂可让题字误导。

1930年，先翁又被选为校董会总理，他改校董会“总

理”之称为“主席”。在校董会的合议下，拆除了不

妥当的校门上盖”。

我们说，陈嘉庚先生一生不图名利，一心一意为

社会培育英才。他领导福建会馆办了5所小学，又领

导南洋各界侨领创办了“华中”。他从不夸耀自己的

功劳，但是，他“废家兴学”的精神，已成为国家的

香港︱吴瑞光

宝贵财富，他也成为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元济

先生说：“我们华社因为个人恩怨，时有内斗。譬如

前几年，华中曾发生内讧，在社会上造成很不好的影

响。导致政府派出管理委员会接管华中。希望华中再

不要因为个人的意气用事而闹矛盾。”元济先生的诤

言使我们感动，说明他热爱华中的一片赤诚之心。

我们见元济先生满面红光，不禁问道：“陈先生

今年高寿？”元济先生说：“小年91岁”。我们又

问：“元济先生容光焕发，精神奕奕，可有什么养生

之道？”元济先生说他喜欢运动。现在每个星期有一

个下午，自己驾车去中华游泳会游泳。有时还会到俱

乐部玩保龄球。提到中华游泳会，元济先生又追忆往

事。他说，当年英国人统治新加坡时，英国人建了好

几个高级游泳池和俱乐部，但是不许华人入会，就是

侨领也难幸免。明显是视我们华人为次等公民。于

是侨领在“怡和轩”开会，决定筹款建造“中华游泳

会”。中华游泳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建造起来的。

当时其设施绝不会输给英国人的高级俱乐部，使华人

扬眉吐气！

勇诚会长说：“华中现在也有一个很好的游泳

池，欢迎陈先生到华中来游泳。”张董事长说：“陈

先生来游泳，也请到学校来参观。”元济先生笑着连

声说：“好，好！”

后来元济先生又把前几年，中国政府和人民在集

美鰲园为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30周年而举行的集会

照片专辑，拿出来给我们看。并指着墙上挂着的照片

说，这是先翁和先母在集美家里的照片。我说，那一

年，我们华中香港校友会和新加坡校友会也曾组团参

加华中厦门校友会举办的“第二届华中校友嘉年华

会”。当年新加坡华中校友会代表团还包括前校长郑

安仑的夫人和5位女公子。我会的郑良生会长和新加

坡校友会的代表还向陈嘉庚先生墓敬献花篮，表达对

先贤的敬仰和追思！

元济先生一面请我们品尝家乡的“铁观音”，一

面娓娓述说陈年往事，大家谈兴正浓，不知不觉已经

过了两个钟头。我们怕累着元济先生，不得不起身告

辞。临别我们邀请元济先生一起合影留念。

访陈元济先生—— 陈嘉庚先生第五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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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母校90周年大庆即将来临之际，我们一群远

在北国的华中学子，衷心祝愿母校鹏程万里，

万寿无疆！

我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投奔祖国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的一群热血青年。当年离开母校的时候，正是

风华正茂，弹指间时光已逾一甲子。如今，白发苍

苍，已是耄耋的老人了，回顾往事，吾老矣！时隔漫

长的岁月，我想新加坡的学长们，一定会很想知道，

关心我们的生活吧！特趁母校90周年纪念出版特辑之

际，向学长们回报我们的近况。

根据我们2003年的统计，当年已知在中国广东省

有71人，福建省40人；北京市40人；上海12人；天

津2人；香港80人，约为250人。

除学生之外，尚有一批老师，他们是：赵 、方

宗熙、汪金丁、蔡自新、朱奇卓、马宁、刘尧咨、卢

衡、杨越、林枫等。岁月催人老，月前尚健在的，据

知只有杨越、林枫、蔡自新（美国）三位。让我们永

远怀念已离我们远去的师长吧！

全国各地有华中校友会组织的有北京、广东、福

建、厦门、天津和香港，其余个别分布在各省的有吉

林、辽宁、山东、浙江、湖北、湖南、广西、陕西、

青海、河南、江西、四川、安徽等省，名副其实，桃

李满天下。

由于华中培育的学子，一般具有高中水准，当年

回国后大部分进入大学深造，有些校友直接进入清

华、北大。经数年后国家的栽培，很多校友成为学

者、教授、医师、中学高级教师、工矿企业界里的高

级工程师、总经理；以及国家各级公务员、高层领导

等。例如中央政协副主席罗豪才、侨办领导彭海涵、

广东省副省长黄清渠（已故）。尚有各省侨办侨联领

导，不少还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他们大部分

对国家做出贡献，献身祖国。

这批健在的校友，如今大都退休，安享晚年。又

或儿女已成长，继承父业。又者儿女出洋深造，定居

他国，各奔前程，令父母仅成了候鸟，在各大洲来回

腾飞，也不胜伤感。

由于我们这些出身在国外资本主义社会的知识分

子，在1957-1978年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以

及在反右至文革时代，整整20年，海外归侨无不遭

受折腾，造成多少冤屈、苦难、伤痕和惆怅，成为憾

事！因而1971年国门大开放时，大批归侨出走⋯⋯逝

者已矣！就让这段历史成为过去吧！

北国的祝贺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议，正式宣布

文革结束，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轨道上，成立

了经济开发区，对外宣布改革开放，利用海外华侨众

多的优势，引进外资。在短时间内，利用丰富的劳动

资源，把中国变成世界工厂，钢铁产量世界第一。价

廉物美的工业产品、电子、纺织、汽车、机械等充塞

国际市场，显示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外汇储备由80年

代初的100多亿美元，飙升至2008年的世界第一，

外汇储备高达2万多亿美元，令人难以置信；不仅如

此，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

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中国游客成为世界各

国竞相争取的对象，中国不仅是政治大国，还是经

济、体育大国；中国人民有了自豪感，开始感到生活

的美好，体会到国泰民安的实惠。

最近广州流传四句打油诗，描述退休老人的生态。

1、度日如年，生活潇洒，享受天伦之乐，月月

退休金有盈余，快乐似过年。

2、到处流浪，荷包涨了有闲钱，可遨游神州大

好河山、星马泰、日韩欧美出国游，早已不新鲜了。

3、食艰难，食在广州，食肆丰富，嘴巴吃刁

了，到处打听找价廉物美好吃的食肆，城市吃腻了，

有了免费车送到乡间田野去寻吃。

4、坐以待币。是指退休后可以不工作，每月中

旬社保局把退休金打入银行，让人领取人民币。

有趣的是，香港校友说：香港立法会有议员

用“坐以待毙”这句成语抨击政府说香港人生活困

难，民不聊生，坐以待毙，而大陆人民却在坐以待

币（人民币）。

目前在中国的二百多位校友，生活如何？可以告

慰母校学长们的是：我们过得很好，放心吧！热烈欢

迎你们来做客。不久前，新加坡颐年俱乐部前秘书长

曾庆元学长与我们促膝长谈，对我们舒适惬意的生活

深表羡慕。因为：

1、居者有其屋，按照目前这批退休级别待遇，

一般均有科、处级以上标准，可廉价分到三房一厅约

80-120m2	钢筋结构楼宇，归私人所有。

2、倘若原是政府机关事业、医疗卫生、大中院

校退休的职员，每月工作至少可领3至4000元，属离

休每月可领5000，领导层每月在8000元以上。

3、退休享受医疗保险待遇，可少付或免付医

药费。

说来有趣，领退休金还会不断上涨，恐怕是世界

少有的，像这样的生活还有什么可怨的呢？

广东︱蓝展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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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中，当华中校友会庆祝母校90周年校庆纪

念特刊的初样本设计出来时，主编王勇诚会

长在审阅历任董事长图表时，发现了自第一届陈嘉庚

创校主以来，继林义顺、林推迁之后，空有第四届

董事长王水斗得大名和任职年代（即从1922年8月至

1923年8月），却没有这位董事长的玉照，诚属美中

不足。

“找不到这位先贤的照片吗？”他问。

他后来知道，上几本纪念特刊王水斗董事长的图

片也是付诸阙如的！大家似乎都认定了，应该是无法

找到这位董事长的图片。否则，以往的特刊就不会只

差这位董事长的玉照了！

王勇诚会长请美术设计员何秀云为这位董事长画

了一个人头像。他说：“与其悬空在那儿，倒不如有

一个人头模样，象征性地排列在图标里也好！”

记得十年前仓促受命，主编母校80周年校庆纪念

特刊时，我也没注意这方面的缺憾。当时对其他编委

整理发来的资料，因为知道是从之前的特刊复印转载

过来的，也不疑有他。“上几本纪念特刊既然没有资

料，一定是找不到！”大家都这么说，当时的我也这

么想！

离开世界科技出版公司回到家后，当晚心血来

潮，首次上网查询这位20年代的人物究竟是何方神

圣，竟能贵为当时有着“东南亚最高学府”美誉的华

中董事长？互联网没有他的庐山真面目，但生平倒是

略有记载，指出他是福建漳州东山人！漳州东山人？

我于是又翻查手上的宗乡团体资料，发现“漳州总

会”之外，新加坡仅有一间“东山励志社”，在芽笼

40巷。我找来了这两间社团的电话号码，拨过去，许

是晚上九时多了，都没人接听！

暂且把地缘性的漳州总会与东山励志社搁置一

旁。我想到了另一个可能的线索是血缘性团体。多年

前，王秀南教授编纂的一本有关开闽王氏总会百年特

刊忽地闪进我的脑海中。百年历史特刊？或许可找到

王水斗先贤的图片也说不定！

翌日早上，我在前往国家图书馆之前几分钟，电

邮国大中文图书馆主任李金生，也请他代为查询这本

特刊与王水斗先贤的图片。在国家图书馆，我轻易地

便找到《新加坡开闽王氏总会庆先贤置山建祠设会百

年纪念特刊》。厚达一寸多的巨作共分上中下三大

篇：就在下篇《追思先贤联络宗谊》这一章里，我看

到了可敬的王水斗董事长三寸X	 二寸大的半身照。虽

是黑白图片，但仍看得出他目光炯炯有神，一副器宇

轩昂的姿态。

我好高兴，赶紧复印了两份，并拨电到开闽王氏

总会找座办洪建兴，我认识的一位老友。30年前我参

与黎达材议员主编《新加坡月刊》，他是黎议员视事

的亨德申候选区的基层领袖，性喜摄影，经常为该刊

提供照片。洪先生答曰正前往会长家途中，如果我要

索取特刊，明天可到该会。

我等不及，想到复印和印刷本其实并无太大差

别，便谢谢说不必了，迅速驱车前往世界科技出版公

司，把“照片”交给何秀云，并请她“善待”这位董

事长，照片尽量修饰使其清晰！

王秀南教授编纂的这本特刊，《王水斗先贤传

略》一文的撰稿人署名逸民。文分三段，现摘录如

下：

“王水斗宗先生，福建省东山县人。幼年孤苦，

于十五岁时跟水客来新加坡，无亲可投，便以小贩为

生。所幸秉性聪颖，习于因应。克勤克俭，不断奋

斗。亦以小贩为业之故，因缘进入当日英商最大规模

之“端士基黄梨广”，由打杂而监工，而升至一部分

之主事，六年来步步高升，深得该英主人之喜悦，视

为左右手。适该英人病故，先生以盘盘大材，为华

商“日新黄梨广”所征聘，延为总司事。但龙究非池

中物，以积资既厚，经验又丰，何苦为人做嫁衣，乃

自创“新记成黄梨广”装运出国，市场遍欧美，获利

甚丰，已昂然一富翁矣！

“顾先生以白手起家，富而好施，历任“中华总

商会”要职，及“华侨中学”第四届董事会总理。此

外，“中南学校”、“中华女校”、“工商补习学

校”等，或迎聘为总理，或担任真董事，俱欢然就

一份努力，一份惊喜 ︱寒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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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华岭 下华岭

︱康静城

祝贺母校90周年
暨校友嘉年华
双庆圆满成功

忆四十五年前

天天

上华岭

下华岭

八载时光

为了学习

为了求知

如今

也时常

上华岭

下华岭

聘。葢彼以曩年贫苦，无法接受教育，故亦乐于建校

施教，使莘莘学子不必重蹈覆辙也。且也，乡情宗

谊，亦极重视，曾为“漳州十属会馆”发起人已新加

坡“闽王祠总会”赞助人，对于乡亲族人，无不力加

提携。当日英殖民地政府，知先生乐善好施，特延为

保良局参议。

《华中9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如期在3月21日出

版。那晚万人宴会上，拿着刚出炉的特刊，翻到历届

董事长图表时，我心里不胜欣慰，毕竟，只是那么一

丁点的努力，我们至少让所有的华中人“认识”了这

位当年对我校有贡献的董事长。而不再是之前的空有

其名而无人头照，唯一一位没有图片的董事长！

我在《华中9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共撰写了两篇

文章，所花的时间远比寻找这张图片多，然而，至今

我还是对能够让历届董事长人头像完整无缺而感到无

比的兴奋！一点努力所带来的一份惊喜，毕竟始料不

及，却让我心中得到很大的满足。

或早或晚

为了送儿

到来求学

华岭建筑

已经焕然一新

校舍整齐美丽

走廊宽敞清洁

图书馆	实验室

设备现代化

校园处处

绿树葱茏

鸟语花香

校董关怀

校长尽责

老师辛勤

学生奋发

今日华中

蜚声国际

五湖四海学子

争相投入怀抱

当年纯男生

今有高中女

新设国际学校

男女不偏

不再是当年

和尚学校

母校华中

学子铭记校训

自强不息

校友更树榜样

饮水思源

图报母校

回馈社会

不忘当年

先贤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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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8月1日起，我会秘书处的办公时间改为：

周日：	 上午9时30分至下午5时30分

星期天：	上午9时正至中午1时正	• 公共假日休息

秘书处办公时间

鸣谢

高尔夫球友谊赛
为筹募《庄昇俦纪念基金》和《陈龙得纪念基

金》，我会连同华初校友会订于2010年3月初联

办高尔夫球友谊赛，届时请热爱高球的校友们

踊跃报名参与。

第12届六校友会（育英／光华／华中／中华／道南／南侨）

卡拉OK观摩会，今年轮到南侨校友会主办，演出日期定于

12月27日，时间：中午2时至5时，地点：南侨小学礼堂。

有意前往观赏者，届时可联络我会秘书处。

六校友会 
卡拉OK观摩会

话剧《陈嘉庚传》演出
校友会工委会成员

黄龙金  郑苡娜  黄延辉  陈兴庭  李秉萱  陈金龙

胡益发  施宁宁  梁伟图  周发兴  蔡家樑  陈华明

陈嘉庚
我会连同母校师生定于2010年3月19和20日假
维多利亚剧院公演话剧《陈嘉庚传》，为庄昇

俦纪念基金和陈龙得纪念基金筹款。

话剧《陈嘉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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