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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是选举换届年，有三十名会员

获理事候选人提名，依校友会章

程的规定，无需选举，直接成为

2012/2014年度理事会理事。王勇诚会长向

与会者一一介绍了三十位当选理事，这届

理事出现十一位新脸孔，那是非常可喜的

现象，显示校友会后继有人。

王会长在致词中向与会者勾划了校友

会今后十年的愿景，介绍更长期的项目发

展计划，希望将校友会建设成一座现代化的

校友交流中心。它将以华中大家庭为主，配

合华侨中学及华中国际学校两个学府的发展

进行建设。在学校方面，校舍与教室等各方

面都要符合现有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目标。学

校现已开始着手实施改革，课室也将予以改

造。从全盘发展来看，华中需要更先进、更

完善的设施，国际学校更是如此。这些发展

规划，只能在现有的土地资源上进行，因此

需要华中大家庭各单位携起手来重新策划。

王会长指出，我们的发展是希望15年

后，校友会能建设成为具有私人俱乐部水

平的交流中心，开放给所有华中子弟。为

达此目标，本届理事会已开展一系列的筹

款活动，现已筹得20余万元建设基金。目

前正在收集整理母校和国际学校的资料，

探讨可资利用的土地，并将联系三家测绘

公司，与他们商议设计蓝图。泳池大厦的电

梯建设，将是最先考虑的项目。 王会长希望

会员们如果有任何建议和意见，可提出来讨

论，尽可能令设计更全面，更能照顾多方面

的合理要求。

大会按惯例通过了去年的会务报告和

财政报告，一切进行得相当顺利。会上，胡

名正学长指出校友会的盈利多来自租金，要

求校友会将餐厅部分的租金交给学校。针对

他的发言，校友们纷纷站出来 发表意见。

张拔勤学长发言指出泳池大厦的建设，

得益于庄 俦学长及其他校友的筹款和捐

款。租金本应由校友会收取。后由于泳池

亏本，才将餐厅租金划归泳池，以弥补泳

池的赤字。

杨有瑞学长更明确指出华中建泳池是大

家多年的期待，最终在校友们的大力支持下

得以建成，华初的校长曾为此感谢大家。泳

池亏损时曾交给校友会管理。许多校友是在

庄会长的号召下慷慨出

钱，所以很难划分出

钱是以个人或校友会的

名义。因此，校友会、

泳池、母校不宜刻意

去分割。“赚”与 

“不赚”要看时

代和时机，重

要是母校、校

友会的发展。

既然学校的董

事长、校友会会

长认可，就不必

为此再纠缠不清。

黄延辉学长也

说华中子弟都热爱

华中，这是关键，

校友会收取的每一

笔款项都记在校友

会的账目上。没有

进到任何个人的腰

包。现在校友会要

打造校友交流中心，

这些钱正好能发挥作

用。泳池的事，华中大

家庭各方面已经达成协议，并已解释清楚，

如果一再重提旧账，对校友会进行无谓的指

责，势必会伤害华中大家庭内部的团结。

李喜隆董事长分析，从陈嘉庚买地建

校到今天有华中、华中国际学校、华中寄

宿学校，最近又添加了华中国际学校自己

的寄宿学校，使华中成为新加坡最好的学府

之一，这些发展说明了人的因素最重要。如

果一代代人都照章行事、不求创新，华中虽

然能存在，但势必会走下坡。华中的发展，

要靠华中人有魄力、有新思维。校友会自王

勇诚会长接手，设立“庄 俦纪念基金”、 

“陈龙得纪念基金”共筹得三十多万元，

远远超过胡名正学长所说的二十多万元。

目前，董事部与校友会在商议10到20年后

华中的发展大计，华中子弟20年后将达30

万，现有设施不够，需要更大空间。

国际学校的建设和发展能有今天的成

华中校友会2012年度常年会员大会在6月24日顺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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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侨中学有限担保公司赞助人

大会在8月26日顺利召开。

李喜隆董事长在致词中说：

这一年来，董事会与大家庭各个组织

相处融洽，很多课题都可以拿出来讨

论，有些课题的讨论也非常激烈，但最

终都能取得共识。董事会内有一些资深

的老校友，包括前董事会主席，校友会

会长，及一些资深的学长等，他们都会

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提出中肯又有见

识的看法与意见。但他们从不会利用自

己的影响力来为难董事会，这是非常难

能可贵的。这让我们这些后进董事有一

个安定和谐的环境，继续为学校服务。

他进一步指出母校去年整体的表

现很好，在体育以及各项学术与课外

活动方面都取得佳绩，但相比之下去年

的会考成绩略有下降。但是学校的教育

宗旨是要求学生在德育、智育、体育方

面取得均衡。直通车计划，使我们的高

中部无法录取全国最优秀的中学生，另

一方面四年的中学教育，总有20%成绩

较弱的学生可以直接进入高中，这些措

施，必然影响到高考的表现。但办教育

要秉着“百年树人”的精神，不能以阶

段性成绩来评断一个学校的优劣，要经

过一段很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得出结论。

他也报告：学校去年有两个重要

的建筑项目，即室内体育馆及教学楼。

原本体育馆在2年前就应筹建，但考虑

到要把体育馆尽量向MRT隧道方向靠

拢，以免浪费宝贵的土地资源，经董

事会与管委会讨论后，一致同意与陆

交局讨论，将体育馆直接坐落在MRT

隧道旁边，与隧道一起先把地基建好，

因此，体育馆延迟了两年，但却保留了

宝贵的土地资源。

他告诉与会赞助人：经过7年的努

力，国际学校各项设施已经基本完成，

教学也已步入正轨。 三座新的宿舍经

已完成，从明年开始，计划让全部的

国外学生入住宿舍，总共有400个床

位，目前老师和学生的比例是1:9，但

理想比例应该是1:14，所以还有很大

的招生空间，但设施已显不足，需要

增添更多设施才能增加学生人数。因

国际学校的设施不够用，董事会将与

校友会共同发展目前校友会的占地，

建成后先让国际学校作为教学用途，

将来再拨给校友会发展成一间俱乐部。

在上次赞助人大会上，曾提及需

要修改董事会章程，以保护董事会日

渐丰盈的财产，经过董事会的反复讨

论，修正章程交由会后另行召开特别赞

助人大会审批。结果通过了下列决议：

1.  修改现有章程第7条款，由新的第

7条款取代。该条款建议增加2名

副董事长，授权董事会委任前董

事长担任公司的资深顾问。

  该顾问在董事会中享有各项礼仪

接待但无投票权。这项安排可以

保证新旧董事会顺利移交职权。

2.  修改现有章程第8条款，由新的第

8条款取代。该条款建议董事部

70%的成员必须是华中校友，而

新赞助人也必须在加入一年后，

才享有投票与被选权。

  这项修改使董事会与学校的感情

更紧密，更好地保护董事会的财

产。

3.  修改现有章程第9条款，由新的第

9条款取代。该条款建议董事长连

任不超过3届，每届2年。以便董

事长可以领导董事会进行一些较

大型与时间较长的建设项目，此

条款也规定董事长，必须是新加

坡公民和华中校友。

少数赞助人认为华中既是华社的

一份子，董事长一职并不一定要由华

中校友担任。但大部分与会者则认为

时代与大环境经已不同以往，董事长

一职须由华中校友担当，才能更好地

团结校友，维护大家庭的利益，但是

对于华中校友担任董事长一职，大家

的心态还是开放与宽容的，同意将会

继续欢迎关心华中的非华中校友参与

各项活动与建设。

华中赞助人大会顺利召开

另开特大通过修改章程

华中赞助人大会。左起：李胜存学长、孙广安博士、李喜隆董事长、李德龙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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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顾问与理事合影

最后一排左起： 康慧珍  黄保华  谢木霖  吴茂利  邹丰贤  陈金龙  曾广平  林向明  郑国伟  冯国才  林财顺

第三排左起：  谭显浩  胡益发  洪旭  庄绍平  黄国全  洪高   陈耀兴  柯金炼  洪伍迪 

第二排左起：  黄延辉  郑苡娜  林谋诠  谢水霖  吕纪葆  许金发  黄龙金  蔡其添  施宁宁  林伟民

前排左起：  郑金城  孙广安  杨有瑞  黄世荣  李喜隆  王勇诚  康伟民  潘兆荣  李胜存

理事就职典礼

李喜隆董事长致词

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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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伟民 
林伟民拥有澳大利亚昆士兰

大学的电脑博士学位。他过后也

在美国的麻省理工做数码媒体的

专题研究。他曾经在新加坡国立

大学，昆士兰大学以及麻省理工

教学和做研究。他在大学有十五

年的教学，研究和管理的经验。

他目前是中侨集团的执行董事，

负责投资和新市场和新项目的

开发。

一个成功的学校不单要有好的老师和教学体系，

学校和校友的关系和联系也是非常的重要。华中创校

已经有九十二年了。华中校友会也成立了八十九年。

前一届的华中校友会理事和会长，对学校和校友会的

发展做了很多事情和贡献。身为新一届的理事，他表

示我们也应该向前一届的理事学习和看齐。相信在

所有新理事的努力和合作下，华中校友会能够做得

更好，更成功。

他希望华中校友会能够把华中大家庭所有的成员

结合为一体，使到华中更加的强大和兴旺。

曾广平 
去 年 有 一

天，我很巧认识

了一位学弟。 这

位学弟正在国立大

学攻读商业管理硕

士学位。 他正在

搜集资料， 撰写

文章，需要帮忙。

由于我也是国大商

管硕士校友会理事兼前副总裁， 一向

很有兴趣和学生们交往。 

在偶然的谈话间，才知道他也是

来自华中华初，霎时间，就有了一种

更亲切的感觉。接下来，他还主动地

把我包括在他的华中华初校友电子邮

件列表，甚至邀请我参与华中校友会

我们的新理事

郑国伟
七十年代我在华

中受中学教育。在那四

年的学府生活，结识了

许多好朋友。离开学府

后，这三十多年来，老

同学，老校友，还时常

保持联络，互相关怀。

十分难得。

读完书，我加入

苹果电脑当自动化工程

师。在苹果许多岗位，包括便携式电脑项目经理工作了将近十

年， 遇上偶然的机会加入华登创投，参与科技投资。走了许多

创业的辛酸之路。孩子上小学时，我也有在家做陪读爸爸， 照

顾三个可爱的女儿及亲爱的太太。大约三年后孩子们的时间表逐

渐没有我的名字了。我重回投资事业，合伙管理基金，参与工业

及产品开发的投资。

踏入社会生活，偶尔也遇上校友。同门师兄弟，见面相识

后，谈起来十分投契，真有点相逢恨晚的感觉。 时常也想多接触

校友们。经过老同学的介绍下，我加入了校友理事会，希望能做

出一些有意义的贡献。

青年团的活动， 还介绍华中校友会会

长王勇诚给我认识。现在想起来，我

真要谢谢这位学弟的穿针引线。 

今年三月，我有机会与王勇诚会

长一起吃饭，才更进一步了解了校友

会的概况与活动，以及学校接下来的

计划与发展。 也因为这样，我决定加

入校友会， 希望能为母校和校友会做

出更多的贡献。 更难得的是，今年六

月校友会理事会改选前，会长竟然来了

一通电话，邀请我加入理事会。

在理事会里，我将和几个理事们

负责会员股， 还有校友会青年团以及

华岭论坛。我也将是蔡其添副会长的

助理，参与副会长交托的工作并给与

支持。  

接下来，我将和理事们商讨，

如何让校友会与学校加强合作，积极

搭建沟通和联系的有效平台，利用各

种机会，加强与各领域， 各地方的

校友的联系和交流，建立校友会社交

网站、完善校友数据库建设，广泛开

展校友征集和登记工作。我们也将积

极发挥纽带和桥梁作用，热情主动地

协助校友返校团聚、参观母校，为校

友多办事、办实事，加深校友与母校

的感情，推动校友为学校发展出谋献

策，贡献力量。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及校

友的支持，希望校友有力出力、无力

出心，关心母校的建设发展，共同打

通母校发展的瓶颈，到达胜利的彼岸。

王为兴 
我于1973年毕

业于华中高二D理

化班，由于会考成

绩不理想， 在服

完国民服役之后报

读义安工艺学院，

三年后开始步入社

会工作。

基于华中的校

训“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半工半读

的情况下我继续的进修，最终让我完

成大学课程，考获硕士文凭。

目前我是林金海电器公司执行董

事兼总经理，服务了三十二年，期间

我也活跃于社团及慈善机构的工作， 

譬如慈济功德会，西北社理会等等。

由于我的工作及上述社团的承

担，有时不能出席理事会议及活动，

深感抱歉！

往后希望我能更妥善的安排时间

承担一些理事的任务。华中毕竟是我

的母校，希望在我能力范围内的事可

以帮上忙， 为母校服务。

我将竭尽所能，尽量把理事会的

工作做好，通过校友会主办的活动，

让各个年代毕业的华中子弟加深对母

校的归属感，并希望能凝聚华中的精

英及肯付出的毕业华中校友，不仅为

华中也能为社会作出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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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显浩 
我于1980年步入华中，开始在这硕大的校园里度

过丰盈的少年岁月。每当回想起母校的哺育恩泽，道

不尽的美好回忆总是在脑海里历历再现。

在华中期间的我活跃于当时刚成立的弦乐团，

在华初时醉心于合唱团及弦乐团的各项活动。我的

同学、我的朋友、我的知交，大半在这片地灵人杰

的乐土上结缘。往后我的海外留学生涯及不同阶段

的社会历练虽不乏追忆价值，但始终不如华中时期

的刻骨铭心。毕竟少年不识愁滋味，那个人生阶段的追求，应该说是人生潜意识里

最原始、最单纯、最渴望的追求，所以它最真、最持久。或许是这样，对母校的关

爱，始终未曾间断过。

时间的巨轮永不停留地在前移，华中子弟对于事物的表达方式尽管会代代不同，

但华中校风赋予师生独特的个性风范，还是代代相传着。这点，我开始从目前在华中

就读的小儿身影上看到了传承，加固了我对母校难解的情意结。

如今我处于“不惑”与“知天命”之年间(45岁)，不经意地成了华中校友会理

事。由于家有老小、工作繁冗、出差频繁，我不晓得自己是否真已能称得上“不惑”

，但能为我一直关爱的母校尽点绵力，回馈母校的恩泽，始终还是我乐见其成的。和

母校的这种缘份，又或许说得上是某种“天命”的造化吧！

我愿竭尽所能，把我在理事会的工作做好，通过校友会主办的活动，协力让各

个年代毕业的华中子弟加深对母校的归属感，并希望能从而强化华中大家庭做为一

体的凝聚力。

(注：显浩目前是虎豹集团总经理。)

林向明
“自强不息，

学以致用”

目前，我在

吉宝组合工程公司 

(新加坡吉宝企业

集团旗下负责环保

技术工程的全资子

公司)负责企业发

展和管理。为公司

在各国进行合并重组与收购的事项和

策略。我司在国际环保业上有卓越的

成绩。特别是在处理水、污水、回用

水、市政固废发电等方面，凭着专有

技术和经验，为很多城市政府和人民

致力于更洁净的未来做出贡献。

我曾经在不同行业，领域和国

家，担任了不同的角色。如在电脑硬

盘制造业，食物饮料制造业，汽车制造

业，物流管理，资讯科技策略，风险资

金管理和环保等行业，让我学习到不同

的知识，技术，文化，处事待人和企业

策略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以上的一切，终归在华中学习和

生活的那段日子打下的基础。那段日

子也是我人生中最向往的快乐时光。

参加了理事会，我希望可以为华

中尽点绵力，希望为校友会和学校，

做点事，延续华中优良的传统和寻求

突破，与时并进。可以跟各位学长们

学习和共同努力是我的荣幸。

让我们的生活，事业和生命更充

实，美好和更有意义。

洪旭
洪旭，现年

49岁，现为盛邦

国际咨询私人有

限公司副总裁，

也是一名注册建

筑师。

过 去 多 年

来他设计了不少

于一万个住屋单

位。其中一项较新、也让他比较满意的

作品，是能接合雕塑与建筑表达家庭凝

聚力的理念。以红、蓝、黄三色加上两

个暗色不锈钢环串起来的雕塑，要表达

的是家庭凝聚力和亲和力。 红、蓝、

黄分别代表父亲、母亲和孩子。希望

家庭都能和睦共处传扬没有家那有国

的传统文化观念。

2008年他带领一组设计团队赢得

华中高中部室内体育馆的设计工程。建

筑以中文字“飞”作为设计的灵感与主

轴。并借此来表达华中多年来栽培无数

品学兼优，志向远大的莘莘学子的崇高

教育理念。在设计工程期间他认识了董

事长，会长和好多华中华初校友。对他

们为华中所献出的那种无怨无悔的精神

非常感动。因此当会长邀请他加入华中

校友会理事会时，他也义不容辞。希望

能为母校和华中大家庭尽一点绵力协助

发挥华中之光“学以致用”。

洪旭小时喜欢绘画，他的小学是

在南侨附小度过。在上了华中之后，他

对陈嘉庚先生的办学和慈善精神感到十

分佩服和向往。或许是因为他的祖父是

和陈嘉庚先生来自同样一个地方-福建

同安的乡情吧！

除了工作之外，洪旭平时喜欢摄

影、参与室内设计、打高尔夫球和参

与同安会馆理事会活动。

康慧珍 
华 中 给

我许多美好的

回忆，也让我

获得许多深厚

的友谊。那些

和同学一起在

图书馆埋头苦

读、一起为应

付无穷尽的作

业与考试奋斗、一起欢笑流泪的

流金岁月，使我们建立起日久弥

新的友谊。华中是我们校友联系

情感的基石，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的岁月。

这些美好的回忆唤起了我对

华中的责任感，促使我继续与母

校保持联系，我参加了华中校友

会，就是要把对母校的深厚情谊

推展到更多的校友身上。

我很荣幸能成为校友理事会

的一个成员，为发扬华中精神尽

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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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茂利 
每当经过武

吉知马，看见钟

楼时，心里总会有

家的感觉。这种心

境，在我经过我的

小学或初院时，并

没有如此之深。我

想，可能是在不同

的年龄，对事物的

感觉并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

定，学校和校址都和我求学时一样是

主因吧。前阵子，当我无意间经过我

小学旧址时就想起大家一起蹲在水沟

旁刷牙的情景。

华中的学子们是幸运的。自创校

以来都在同一个地方。只要再踏上这

一片土地，层层回忆就如潮水涌上心

头。从小不爱吃蔬菜，生平第一次真正

喜欢的竟是餐厅里的泡菜。没有美术天

份的我，第一次，也唯一一次，作品得

到老师表扬。钟声响起，大家一起走向

操场，和在钟楼课室与走廊间班上同学

跳来跳去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在这里，老师曾经对我说过华中

广大的土地能扩大我们的胸襟。我想

我不计较，不记仇的处世态度应该是

在这里孕育的。老师也说过中学所交

的朋友将会是我们一生中的挚友。因

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小学时的稚嫩，却

还没有踏进现实的社会。现在我最好

的朋友是中学时的同窗。就算偶遇多

年没联络的同班同学也能促膝长谈。

踏出校门，经过三十多年的历

练，才了解当年李清照的凄凄惨惨戚

戚是什么心境，乐府诗集的天苍苍野

茫茫是什么意境。当年为了考试而读

的桃花源记和与妻诀别书，现在重阅

时又有另一种体会。

希望校友们能来华中，再踏上这

一片土地。

谢木霖
1 9 7 5 年在

华中完成中四课

程。如果我没记

错，那年由于华

初已经开办了两

年，学校第一次

没有开办大学先

修班课程。由于

我的“O”水准

的会考成绩不很理想，加上对念书的

兴趣不浓，就没有再继续深造。有时

不免有些懊悔，但是人生的脚步不能

停下来，最终还是在1979年服完兵役

后，踏入严峻和具有挑战性的社会。

这些年，在工作中我做了各种尝试和

辛勤奋斗，并继续争取机会进修。我

想这也许是在新加坡没有一纸有价值

的资历证书所不可避免的吧。从2002

年起，我当上森那美集团属下的Sime 

Darby Joy Industries Sdn Bhd 的工程

部主管。这家公司从事设计、组装和供

应工业冷却器，散热机，和生产石油与

黄保华
1977年我在华

中毕业，现从事海

运工业及阀门生意

离开华中已经

35年了，在华中

所接受的教育与熏

陶却植根于心灵深

处，融入于血脉之

中，成为挥之不去

的永久记忆，“自强不息”的校训成

为我人生的座右铭，陪伴我走过几十年

的风风雨雨。无论何时何地，身为“华

中子弟”，都让我感到自豪。

浓浓的华中情结，使我每当经过

天然气用的工艺设备。

后来我开始在组屋底层打起乒乓

球，四年前又加入华中校友会的乒乓

组。打乒乓，一方面是为了兴趣，一

方面也是已进入中年的我锻炼身体的

例常活动。那是我定期的身体锻炼，是

一个星期的工作辛劳后享受放松身心的

甜美时光。我也爱好阅读书刊以增长知

识和消磨时光。我的生活很平凡，我觉

得没有人能预测人生的未来，但却可以

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最主要是在下半

生充分利用时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但

事实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办得到的。

今年五月，乒乓组的一些成员和

有些校友会负责人大力鼓励我加入理

事会。我向来对这类工作不感兴趣，

这回也许是思维随岁数增长而改变，

一方面欣然接受推荐，另一方面又担

心如何做好受托的工作。

感谢校友会给我这个宝贵的机

会。我将充分发挥个人的才智和能力，

尽力做好工作。

母校，或是遇上华中校友时，都备感

亲切。有幸得到学长的信任，加入校

友会理事会，回馈母校，融入华中大

家庭，为母校、为校友略尽绵力，我

深感荣幸。

校友会的发展，离不开校友们的

支持与奉献。校友会90周年的风雨历

程中，一代代德高望重的学长们饮水

思源、回馈母校的种种仁行善举，为

我们树立了榜样。 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将秉承前辈的华中精神，实践理事就

职时的誓言，服务于校友会，做好在理

事会中的工作，与学长们密切配合、共

同努力，为校友会的发展尽一己之力。

文接第1版

就，得益于前董事长张拔勤等人具有

的前瞻性与大胆的思维。国际学校需

要场地来扩充校务，校友会、董事部

要与国际学校配合，校友交流中心的

建设由国际学校承担一部分费用，达

到双赢的结果。

华中的发展和建设所累积的资

产，都归属于华中大家庭。占母校便

宜的事不会发生在华中人身上，这也

是华中人一代代引以为荣的事。

黄世荣学长更进一步解释学校建

泳池的目的是培训学生，不在于赚钱。

本来就是有出无进的。董事会与校友会

就泳池的事做出的决定是民主的，并通

过正常的程序，是正当、正确的决策，

并没有错。希望大家能多做事少说话。

胡名正学长过去曾当众收回一些对校友

会不恰当的批评，现在却又再次提起，

希望他对自己的行为有所节制，不要再

继续以语言或书信的方式，用一些不恰

当的字眼批评校友会。校友会应有的尊

严应该维护和捍卫。今天出席会议的有

不少新理事、新面孔。希望在听完前面

的发言后，要对校友会有信心，不要受

到一些不好的影响或被误导。

这番讲话，赢得与会者热烈的掌

声。过后，与会校友纷纷发言支持前

面的讲话，强调校友们往前看才是最

重要的。希望校友会向前看，让华中

更好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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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月的华中校友会青年团圆桌

会议于2012年6月9日上午

10点30分在校友会大楼音乐

室举行。三位杰出校友——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许振义先生、新加

坡执业会计师产业发展研究院主任曾

广平先生以及3V Sourceone资本私人

O
n July 29, Mr Wong Keng 

Sio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Head Country Risk Manage-

ment, DBS Bank) and Mr Kow Juan 

Tiang (Group Director, Environment & 

Infrastructure Solutions Group, Inter-

national Enterprise Singapore) spoke 

at the July Roundtable Series themed 

“Identify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Markets”.

Mr Wong gave the example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generally re-

membered in Singapore for its nega-

tive aspects but considered a great 

success in China, for its industrial 

output is among the top 3 nationwide.

He believes it is truly remarkable 

that in Singapore, one can turn on any 

tap and drink water from it. No other 

country in the world can achieve this. 

Singapore firms can tap on emerg-

ing economies’ development needs 

such as infrastructure, consumerism, 

三位杰出校友分享在华经商之道

By Ma Huaqing

Two Hwa Chong Seniors on Identifying Risks
and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Markets 

n马华卿 报道

保，并大力推进中国国内低碳产业的发

展。此外，生态城已成为中国城市发展

的新模式。现在在保定、天津、唐山等

地，生态城已相继出现。

最后，郑金城学长介绍了中国的

私人股本市场。他以新浪成功上市为

例，告诉大家在中国有些事情虽然在

政策上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与决策

者搞好关系，就很有可能出现转机。

在中国通过仲裁解决商业纠纷，需要

耗费大量时间，所以他建议私下解决。

他奉劝大家在中国要多建立关系，少拿

白纸黑字说事。

郑学长还就国际融资市场的发展

趋势进行了分析。他表示，在全球经济

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地普遍出现了资本

吃紧的情况。要想持续融资，就应该善

用人民币基金的优势以获取最大利益。

有限公司常务董事

郑金城先生与校友

们分享了在中国经

商的经验及贴士。

许 振 义 学

长 首 先 以 新 中

两国的文化差异

为切入点，并结

合“情理法”、 

“批评教育”、 

“时间观念”等一

系列相关案例以及他自身的经验，告诉

校友们在中国做事虽然要灵活，但也不

可太灵活，尺度必须拿捏准确。

曾广平学长则分享了当今中国在

清洁能源领域的探索，并鼓励校友们充

分利用已经打响的新加坡品牌优势，抓

住商机。据了解，中国政府十分重视环

environment, energy shortage and 

increasing water consumption amid 

limited supply.

“The world is our market,” he 

added, “Singapore companies have 

ventured into China, India, South-

east Asia, Europe and the Middle 

East but they are generally not very 

adept in India. Singapore needs to 

build globally competitive companies 

through capability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

He also emphasized that with 

globalization comes global competi-

tiveness, and whether a company can 

make profit depends on its ability to 
source for resources. The external 

market is very critical for Singapore 

since foreign trade accounts for 250% 

of her GDP. Without a single drop of 

oil, Singapore is also one of the larg-

est oil trading hubs in the Asia Pacific 
region.

Mr Kow shared on risk manage-

ment. “Reading reviews is different 

from taking a test drive,” he said, 

comparing risk management to a car 

purchase, urging investors to practice 

adequate environmental scan so as 

to evaluate and shape the exposure.

He added that there is no short-

age of opportunities in emerging 

markets, and Singapore firms should 
invest in, or with their local partners, 

as well as understand who the real 

decision maker is.

Giving the example of Vietnam, 

he warned Singapore firms of the 

transferability and convertibility risk 

that can be crippling when dealing 

with two currencies.

In his concluding remarks, Mr 

Kow commented that even business 

professionals make mistakes and 

there is no way for firms to completely 
avoid loss or risk.

左一为许振义、左二曾广平、左三郑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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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中颐年俱乐部于8月5日在珍

珠大厦春满楼举行第13届

理事就职典礼暨会员联欢聚

餐，宴开12 席，气氛热烈。

当天的就职宣誓仪式由颐年俱乐

部名誉会长叶能超主持。母校董事长

李喜隆、 董事黄世荣；母校前事务主

任戴文锦老师；校友会会长兼华中管

委会主席王勇诚、副会长黄龙金、黄

延辉、蔡其添、 秘书长施宁宁、财政

庄绍平和多位理事亲临祝贺；颐年的

钟廷基、水铭漳、李文龙、陈传德、 

黄志华、林清荣、洪源泉、郑景耀、

傅金泉、曾庆元和郑大宁等名誉会长

和顾问也拨冗出席；住在新山的老学

长叶迎章和黄俊禄，常居马六甲的陈

敬来和香港的陆文辉也都风尘仆仆，

远道前来会见老同学，充分体现了华

中大家庭的团结精神和温馨的一面。

李喜隆董事长致词时宣布董事局

将在校友会现址的空地筹建“华中校

友交流中心”，中心的设备将考虑包

括颐年俱乐部在内的活动需求，比如电

梯；希望届时老校友们可乘搭地铁多到

母校走动。校友会会长王勇诚刚连夜从

欧洲返新，一夜未眠，特来支持，致词

勉励，还高歌一曲，令人备感温馨。

颐年新任会长康伟民致词时感谢

创会的战前和50年代的校友，他呼吁

60年代或更后期的校友踊跃入会 ，使

俱乐部得以永续壮大。他说：“颐年

的存在 ，可以让年长的校友有多一个

活动的选择 ，这在新加坡校友会群体

中是比较特别的。” 

康伟民也强调了颐年俱乐部的特

点，包括(一)会员文化背景的一致性很

强；(二)会员中各行各业的退休或在业

的人士多且多元；(三)会员的区域联系

较广；(四)会员 对母校特别深情。他也

预祝董事局、管委会、校方和校友在即

将到来的母校95周年和百年大庆的筹

办工作圆满成功。

当天，颐年俱乐部发动捐树运

动筹募会务基金，计划捐一批金雨树

(Yellow Rain Tree)给母校, 每株两千

元，所得款额用于赞助颐年会务基金。

此举获得学长们热烈支持。吴定基和

王清建各捐6株，李喜隆和王勇诚各

捐5株，和利集团私人有限公司3株，

黄志华2株、林清荣、陈英和、李文

颐年俱乐部第13届(2012~2014)理事如下：
荣誉会长	： 陈共存、 洪源泉

名誉会长	： 梁庆经、 钟廷基、 许登科、 林曼椿、 水铭漳、 黄方玖、 李文龙、

    吴定基、 陈传德、 叶能超、 黄志华、 陈英和、 郑景耀、 傅金泉、

    吴斯雄、 何建元、 林世昌

会务顾问	： 林清荣、曾庆元、 杨宝进

法律顾问	： 李文龙

财务顾问	： 林财顺(兼)

医药顾问	： 徐松生， 郑大宁

会长	 ：	康伟民    副会长	：林财顺，麦全安

秘书	 ：	沈瑞发    副秘书	：黎运栋，林俊南

财政	 ： 沈舜忠    副财政	：黄锦祥

康乐组	 ： 梁启奕， 郭文英， 杨维祥

委员	 ：	王清建， 韩鉴元， 郭文庆， 杨先道， 张顺勋

候补	 ： 杨楚书， 陈福成

查账	 ： 魏健彬         

颐年俱乐部举行第13届理事就职典礼

展开捐树运动筹募会务基金
龙 、 叶能超、朱祺、

戴文锦、黄世荣、 康

伟民 、钟廷基、陈

炽成 、何森林、林

春霖、吴斯雄、黄卫

昌、何健福、陈明

铨、林世昌、洪源

泉、郑景耀、傅金泉

各捐1株 ，截至10月

31日，学长们捐赠的

雨树共47株。

捐赠给母校的金

雨树，全由树种开发者颐年副会长麦

全安报效，将陆续栽种在母校校园，

是美化母校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所得捐

款悉数交给颐年俱乐部作为会务活动基

金，学校将立牌登录捐树人的芳名以资

表扬和纪念。此前麦全安捐给母校的金

雨树已超过 110株，其中一大部分预种

在母校运动场附近的空地，待三年后市

区线地铁工程完成，将一次性移植到母

校校园的最前线，组成金雨树阵，和山

岗上雄伟的大钟楼构成武吉智马路上一

道壮丽的风景线。

01-_Layout.indd   8 11/16/12   11:40 AM



华岭
视野

99

华中热烈恭贺高中母语部特级咨询刘燕燕主任荣获2012

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为了肯定及表扬华文教师对我国华文教学的贡献，由

《联合早报》主办、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及新加坡华文

教师总会协办，李氏基金赞助以及新加坡教育部鼎力支持的 

“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每年都会收到数以百计的推荐函。

今年共有22位华文教师从100多人中脱颖而出，在华

中执教2年半的刘主任便是凭着对学生

的真切关怀，成为今年“全国模范华

文教师奖”的得主之一，我们为她的

出色表现而骄傲！

刘主任是语文特选课程第6届毕业生，对于自己这次能

获奖，她表示：“能在华中念书，并回来母校工作，让我

有机会向许多优秀的老师和同学学习，这是我的荣幸。”

On 10 March, top students in Chinese represented 

their schools in the 2012 Singapore Kwangtung Hui Kuan 

National Chinese General Knowledge Competition. The 

competition was jointly organised by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Department of Chi-

nese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fter fighting valiantly through 3 rounds of intense com-

3月10日，来自全国各所高中的华文精英齐聚肯特岗，参加由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学会、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举办的“2012

年广东会馆杯全国华语常识大赛”。我校高中部6位代表经过必

答、快速抢答以及辩论三轮奋战，由(右起)孔艺桥、郝韵晖和李宜

幸组成的我校一队气势如虹，凭着广博的知识、敏捷的应变和高度

的团队精神，力挫各路高手，成功卫冕。这也是我校在这项年度大

型比赛中三连冠。

Team Hwa Chong Crowned Champion for 3rd Year Running In

National Chinese General Knowledge Competition

刘燕燕主任荣获
2012年全国模范华文教师奖

刘燕燕主任

petition, Team Hwa Chong displayed impressive knowledge, 

quick response and strong teamwork to emerge Champi-

ons! This is also the third time Hwa Chong has claimed the 

championship title in the annual competition.   

The team comprises (from right) Kong Yiqiao, Hao Yun 

Hui and Li Yixing.

2012年全国华语常识大赛
华中成功卫冕

Embracing our school’s mission to “lead with 

compassion”, 

Lim Kang Rui Garrick 

is the first HCI student to be 
conferred the Boys’ Brigade 

President’s Award 2012 for 

his commitment to servant 

leadership. 

The award is the high-

est in the Boys’ Brigade pro-

Embracing our school’s mission to “lead with compassion”
gramme and epitomizes a Primer’s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skills an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Garrick 

receives his award on 17 July 2012 at 

the Istana. In his note, he expresses 
his heartfelt gratitude to HCI for the 
unyielding support rendered in his 

endeavors of service to The Boys’ 

Brigade 94th Singapore Company as 

his Co-curricular Activity (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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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I Alumnus Chen Jingkai, Garnered an impressive 

quadruple firsts to top his cohort at Oxford University.  Not 
only did he graduate with a ‘First’, he was conferred the 
Department George Humphrey Prize for the Best Overall 
Performance in Psychology across both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EP) as well as Psychology, Philosophy, 
and Physiology (PPP). For topping his cohort in PPP, he 
was also awarded Gibbs Prizes in Philosophy.  Jingkai’s 
superb overall performance has also earned him a rare 
Congratulatory First Class Honours with a personal note 
from the Chief of Examiners.

Shared Jingkai, “The lessons, both academic and 
moral, that I have learnt in HCI have been instrumental in 

HCI Alumnus Garnered An Impressive Quadruple Firsts 
To Top His Cohort At Oxford University.

preparing me for my un-

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career in the mili-
tary.  Thank you HCI!”

Upon graduation, 
Jingkai will be head-

ing to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to pur-
sue a Masters.   

J ingkai is the 
17th  Hwa Chong 
alumnus to top the world’s 
best universities between 2009 and 2012. 

HCI Alumnus Chen Jingkai

For three consecutive years,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brought pride to Singapore and the school by winning 
a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 at the World Scholar’s Cup. This 
is also HCI’s 26th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 from between 
2006 – 2012. 

This year, our Hwa Chong Team beat some 500 best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emerge Overall Top Team 
(Senior Division) at the 2012 World Scholar’s Cup. The team 
members also took home several individual prizes, including 
the Best Senior Division All-Round Individual and the Best 

Team Hwa Chong Wins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 at

World Scholar’s Cup for 3rd Year Running 
Senior Division Literature awards.

An annual academic tournament, the World Scholar’s 
Cup attracts a global community of future scholars and 
leaders to pit their knowledge in a host of academic niches 
including the Arts, Current Affairs and Science. 

Team Hwa Chong comprises Sara Ng Wan Yan, Yau 

Chun Shin and Ong So Phia.   
Chun Shin bagged the Best Senior Division All-Round 

Individual award while Wu Kaishi won the Best Senior 
Division Literature award.

Hwa Chong was conferred the “Best Institutional Award”
Hwa Chong was conferred the “Best Institutional Award” 

for the Upper Secondary category at the Shell Singapore 
Youth Science Festival 2012 held on 22 May.  Our promis-

ing Science and Math Talent Programme (SMTP) students 
clinched 1 gold, 1 silver, 1 most enterprising award, and 1 
merit at the Festival. 

Organised by Shell, 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and 
the Science Teachers’ Association of Singapore, the event 
emphasiszes on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the love of 
science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future generations.

The project titles and student participants are:

Gold Award

Project: Synthesis of Biodegradable Hhydrogels from 
Cchitin and Cchitosan.

Tan Jun Yang, Jaw Liwen, Tan Kwan Wei Devin and 

Mentor: Mrs Sow Yoke Keow

Silver and Most Enterprising Award

Project: Investigating the Uuse of Ssteam-Ppretreatment 
on Ccellulosic Wwaste for Bbio-Eethanol production

James Ang Jia Ming, Andrew Loh Ying Han and 

Woo Yu Xuen, Mentors: Ms Grace Leong and Mrs Sow 

Yoke Keo

Merit Award

Project: Removing Heavy Metal Lions From Water 
Using Marine Algae

Lim Song Jie Bram, Tan Wei Lin Gregory,Chua Wen 

Feng, Tseng Chun Yi and Mentor: Mr Low Swee X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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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val Officer and Hwa Chong alumnus, Sam Tan Wei 

Shen, did our nation and HCI proud by becoming the first 
foreign student to achieve top graduate honours at the presti-
gious 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USNA) on 29 May 2012.  

In 2009, Hwa Chong alumnus Justin Lee also topped 
his cohort at the prestigious U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Sam is one of 15 Hwa Chong alumni who have topped 
their cohorts at variou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s, 
including Harvard, Stanford and Oxford.  

Sam also received a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VFW) 
sword that is awarded annually to the midshipman who 
stands highest in the Order of Merit of their graduating class.

Hwa Chong Alumnus Achieve Top Graduate Honours
This came as no mean feat as candidates vying for top 

honours amongst the 1099-strong batch are handpicked by 
an international fleet of navies. The cohort included 14 cadets 
from 12 countries, including Pakistan, Taiwan and Romania.

Upon commencing his training at USNA in 2008, Sam 
was also picked to be the first foreign cadet in its history to 
take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duties of 4400 cadets. Said 
Sam in an interview with The Straits Times, ”I was put in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 challenged and pushed myself beyond 
my limits and became stronger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Sam hopes to take part in international peace support 
efforts like the anti-piracy operations in the Gulf of Aden.

Our trailblazing HCI athletes did the school proud when 
they broke three National Records in the 15th Asian Junior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in Colombo, Sri Lanka. They also 
reaped three medals in the recently concluded 4th ASEAN 
School Games.

  At the 15th Asian Junior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Tan 

Zong Yang, Wong Kai Yuen and Timothee Yap Jin Wei of 
the 4 x 400m team each set a new National Junior Record 
in the event. Additionally, Kai Yuen earned himself a bronze 
medal for his extraordinary throw in discus.

Over at the 4th ASEAN School Games, gymnast Foo 

En Ning waltzed her way to a silver medal both in the 
Balance Beam section and team section. Chan Sheng Yao  

earned a bronze medal in the Pole Vault section of the Track 
and Field category.

Trailblazing HCI Athletes in Regional Sports Competitions

Our young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have 
once again done well at 
the Singapore Science 
and Engineer ing Fair 
(SSEF) 2012, held on 7 
- 8 March.  Their diverse 

topics demonstrate their curiosity, as well as passion and 
dedication towards science inquiry.  

Our participants were awarded a total of 2 Gold Medals, 
8 Silver Medals, 17 Bronze Medals and 6 Merit Awards.

The SSEF is a national competition organis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E), the 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 Research (A*STAR) and the Science Centre 
Singapore (SCS). Each project is assessed using a stringent 
criteria including  creative ability, as well as scientific thought 
and skill.

Passionate Young Scientists Bag 33 Awards
Singapor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ir 2012

The student awardees are:

Gold Medallists: Billy Andika and Xu Linfeng

Silver Medallists: Lee Puay Ling, Cai Anni, Ng Gee Ling, 
Victoria Tay Kai Lin, Chia Wan Ni Geraldine, Felix Tan 

Keng Zhe, Tan Jin Long and Yuan Han.   
 

Bronze Medallists: Lim Hui Min, Choong Ming Zhe, Yeo 

Ke Qing Sabrina, Tan Lynn, Wu Wen Jing, Ma Yanmin, 
Hou Ruomu, Tian Zhenyu, Lee Choon Kiat, Sia Han 

Yung, Ang Wei Jian, Lu Zhen, Shi Xiang, Wang Ziwen, 
Lang Yanbin, Liu Siyu, Xia Nan.
    

Merit Award Winners: Ang Ray Yan, Lim Yao Chong, Rick 

Wong Tuck Jun, Glenn Chua Jia Hoe, Ng Shang Yang, 
Jonathan Phua Kia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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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校友踊跃参与各项庆祝活动。让我们齐聚一堂，在欢歌笑语中叙旧情，结新知，为母校庆生、为校友会祝寿。

In 2012, Hwa Chongians clinched the 

highest numb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scholarships, the highest among 

all schools. They were also awarded a large 

scoop of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PSC) 

scholarships.

Many of them are headed to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U.S. and U.K. like Stanford, Oxford and 

Cambridge. 

Our 2012 scholars are:

 Hwa Chong Students Awarded

Largest Scoop of Scholarships
Ng Li Ki 黄立奇, Tee Ren Ling Alicia 池仁琳, Yeo Bing Lin 杨秉霖, 

Looi Qin En 吕勤恩, Ling Han 林晗, Liang Xiao Hua 梁潇华, Sarah 

Siaw Ming Hui 萧明晖, Izumi Tan Chuen 陈泉, Ee Feng Hui Dileen 

余凤蕙, Chiong Si Hui Joyce 钟思慧, Kee Qin Xiang 纪钦翔, Khor 

Shi-Jie 许十界,

Tan Katrina May Tan, Leow Zhi Ting 廖智婷, Alexander Lim Geng 

Wang 林庚旺, Sim Meng Ying 沈孟颖, Chong Shi Cheng 张世

程, Leong Yuan Yuh 梁元毓, Toh Yong Hui Desmond 杜勇辉, Eka 

Widianto Thamrin 谭维安, Hoang Thi Hanh Lan, Camelia Tang 

Qian Ying 陈芊颖, 

Team Hwa Chong represented Singapore at the inaugu-

ral ASEAN Plus Three Junior Science Odyssey (APT JSO) 

2012 in Brunei Darussalam. 

The students impressed the judges through various 

segments including field project work, and presentation, as 
well as laboratory skills in particular.  All three Hwa Chong 

participants attained Gold for their Laboratory Skills Assess-

ment.  They also won a Gold in Fieldwork Presentation and a 

Bronze in Field Project Work to clinch an overall 3rd position 

out of 13 representing countries!

Hwa Chong Science Students Shine in Laboratory Skills 
at Inaugural Regional Science Odyssey 2012

Held from 10 – 17 June, the competition aims to chal-

lenge and stimulate gifted science students to more deeply 

expl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also serves as a platform 

for passionate science students to network. 

The students are: Lim Song Jie Bram (Gold in Labo-

ratory Skills Assessment; Gold in Fieldwork Presentation), 

Tan Jie Feng (Gold in Laboratory Skills Assessment; Bronze 

in Field Project Work) and Daniel Tan Chee Hian (Gold in 

Laboratory Skills Assessment) 

华中校友会2013年活动预告
2013年，华中校友会将迎来90周年华诞。为此，校友会
决定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目前已确定的活动有：

一、	2013年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时间  :  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八、 

星期日)上午十点

  地点  :  母校诚毅楼

二、	2013年校庆94周年晚宴

  时间  :  3月21日(星期四)晚上七点

  地点  :  母校嘉庚堂

三、	第六届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

  时间  :  3月23日至26日

  地点  :  马来西亚槟城

四、	 歌声与微笑2013”

  时间  :  5月26日(星期日)

  地点  :  SO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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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
亮思医生是新加坡著名的妇

产科专科医生，之前在一些

公共场合见过他，但和他像

朋友般地接触，却是近三几年的事。

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筹款进行扩建，

他当仁不让，捐了五万新元。由于我

忝为该会文学顾问，自然地在海南联

谊会的活动场合上，有机会和他多聊

了几句，逐渐地也就熟络了！

连亮思医生的父亲连士升先生，

已故著名报人，他的文章是我一贯爱读

的隽文。学生时代，我曾购有多册〈海

滨寄简〉，爱不释手。在写此文时，家

里已无这些藏书，早在一年前便已送去

印尼的大专学府去了，无法重温美文，

但记忆里连士升先生的作品，充满理性

的智慧与长者的仁慈风范，却是让我感

念 深，终身受益不浅！

去年九月十七日，北京大学为 

〈连士升文集〉举行新书发布会，我

虽无缘躬逢其盛，但在南方遥祝发布

会成功。今年五月二十六目，我受邀

参加该套文集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新

书发布会，得以感受连氏家人对于离

去亲人的敬爱。似乎所有的家庭成员

都来了，我好感动；我知道好多新加

坡已故著名的作家逝世后，留下房地

产和财产给家人，却没有一名子嗣愿

意出版其父亲的遗著。

那天，来自中国的郜元宝教授为

新书作主题演讲。他指出两点，其一

是“连士升先生的为人和他在中国现

代文学史上的位置”，另一是“连士

升先生散文的特色与成就”，这两点，

也正是连士升先生超卓不朽的原因。他

坚毅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是年轻人

学习的楷模！

月前，我又参加了与连家有关的

学习连士升先生自强不息、诲人不倦、笔耕不
休的精神。前排左一为50年代毕业的华中学
长连亮思医生。

连士升精神的再现！
新书发布会。这回，是连亮思

医生的个人新著〈世界因你更

美丽〉面市。我在区域语言中

心聆听他介绍东非野生动物，

还有他感性的诗歌朗诵〈牛羚

情怀〉。在郭永秀先生优美曲

子的配搭下，连亮思医生的朗

读沉著，氛围凝重，我感受到

了诗人对牛羚经历骨肉分离的

悲悯与哀痛......

当天司仪汪丽贞女士还

介绍了连仲伦先生，一个敢于冒险，

追求梦想的年轻人，他是连亮思医生

的儿子。这位拥有三个硕士学位的年

轻人，他登珠峰，到北极，实现了自

己的梦想，也让我们看到连士升先生

精神的再现！

从连士升先生、连亮思医生到连

仲伦先生三人，我发现他们都有一个

共同点。三个“不”，“自强不息”、 

“诲人不倦”、“笔耕不休”，不仅仅

是我对连氏祖孙三代的认识，内心更是

充满无限的钦佩与敬意！

祝福学长连亮思医生，还有连氏

一家人！

1.	 谈谈你当初如何选择进入华中学习，在择校的过程中，

有什么趣事?

  我是在南洋女中直通车计划的学生之一，来到华中是自

然的选择。通过直通车计划，我在华中参加了许多课外

活动例如研讨会，讲座等等。这些平台给予我无数次机

会提早体验华中的学习生活。从中，华中温暖和优良的

学习环境与给予学生的独立自由发挥空间让我印象非常

深刻。

2.	 在华中，有什么特别的事件、或哪位老师、或哪种教学

方法对你的学习和成长有	特别的影响或启发作用？

  在华中念高中时令我最难忘的经验是我在学生理事会和

人文特选课程的美好时光。学生理事会的工作非常有挑

战性，但是同时也让我有很大的满足感。除了让我发挥

我的领导才华和领会到团体精神， 我也不断地自我挑战

和突破极限。在修人文特选课程同时，课程的自由发挥

空间也培养了我的自律。在对学术充满热诚的老师指导

下，不知不觉地对我修的不同学科产生一股热忱。累积

的这些宝贵人生经验除了帮了我的成长过程也塑造了我

的人生观念。

3.	 你对自己的将来有什么展望，会向哪个方向发展，是学

术界、政界或商界？

  我想毕业后所会走的路，大致上已经定了下来。拿了政

府奖学金，毕业后我将当一名公务员，为民服务。对于

自己的个人理想方面，我还没真正踏入“现实社会”所

以还没做个决定。但是我真是希望能够从工作中寻找到

意义和挑战，让我不断地与时并进。我最大的期望就是

能够寻找到一份我每日期待与喜爱的工作。

4.	 目前你的学习、生活状况及感受。

  我刚刚在耶鲁大学开始我的大学生涯。目前还在适应外

国留学的生活。除了要照顾学业，还需顾虑到许多人生

的点点滴滴。 目前为止，生活还舒畅。我希望能够争取

更多机会来挑战自己。 目前我非常想念新加坡，我的家

人，朋友和华中！

在
华侨中学高中部毕业的池仁琳是今年总统奖学金得主之一。她曾是学生理事会的副主席，

曾组织过华中-亚太公共青年领袖高峰论坛，积极参与国际社区服务，还领导过华中同学远

赴越南参加海外社区服务学习。她也非常活跃于学校的文学、戏剧和辩论会的活动。我们

曾和她进行了一段访谈。以下是访谈的摘要：

华中的另一颗璀璨明星－池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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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奇确实不是一般的多方位能

者。他不只是赢得2010年度

李光耀全方位杰出奖，也获

颁2011年度金融管理局初院学习奖，

及新加坡警察部队书籍奖。

立奇也是人文科奖学金得主。他

也是个世界级的学生辩论员，曾屡次

代表新加坡出赛，其中还在欧亚学校

辩论大赛中获得团体冠军。

在学校里，立奇除了是新成立

的华中绿化理事会的主席，也是学生

理事会成员之一。他也参与华中－亚

太青年领袖大会筹委会，另外也在一

个于越南进行的海外社区服务计划

里担任助理组长一职。立奇也喜爱

和关注艺术活动。他曾在由华中英

国文学、戏剧、辩论及影片协会及

在“CAMPRE:ACT”的艺术交流营

上发言。

立奇已成功获得由新加坡公共服

务委员会和新加坡警察部队联发的奖

学金，将负笈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政治

学，哲学和经济学(也称PPE配套课

程)。

在立奇出国深造前，我们和他作

了一段访谈，简述如下：

立奇是在小六参加华中所主办的

小学数学奥林匹克竞赛时首次来到华

中。他打趣说由于当时年纪小，

非常专注于比赛，

没特别留意华中校

景是如此优美。那

年，莱佛士书院与

华中的开放日同在

一天，他虽然没有

参与华中开放日的

各项活动。但可能当

天天色阴暗，令他感

觉到莱佛士书院的环

境比较暗淡，缺乏校

魂。就这样的，他下定

决心要成为华中大家庭

的一员。六年过去了，

多姿多采的学习生涯，

黄立奇, 我们的荣耀

让他不曾后悔当初的抉择。

问起在华中，有什么特别的事

件、或哪位老师、哪种教学方法对他

的学习和成长有特别的影响或启发作

用？答案是“太多太多！”在中学

部，他的华文老师是陈元才师。陈老

师对同学们的要求十分苛刻，比如要

他们时时刻刻紧握作文的主题，稍微

离题就大扣分。当时的确很有怨言，

但高级华文成绩放榜时，感激师恩之

情油然而生，马上意识到不应该指望

老师单方面的教导，自己也要配合老

师，才会事半功倍，获得最好的学习

成果。

中学部的“专题作业日”也让他

获益良多。主动的户外研究学习是不

简单的；四年的专题作业，有探讨安

乐死的伦理、新加坡强制性死刑，以

及为学弟主办英语拼字游戏比赛、研

究全球变暖有关概念是如何广泛传播

等等。其中所学的自律和团体精神，

屡败屡战的拼搏心态，都具有非常宝

贵的研习价值。

在高中部，他选修知识与探索，

讲师DrMercer引导学生细读著名哲学

家的思想理论，讲述这思想如何展现

在社会里。让他认识到大道理不外都

是由小原则所建立，若不细读细学是

不可能吸取哲学的精华的。在

整个学习过程中，知识与探索

的认识论也让他重审自己多年

来累积的偏见，也让他深入了解各门

学科的哲理。这样广泛的教学大纲，

刺激了他对哲学的兴趣。

询及他对将来的愿望，会往哪个

方向发展，是学术界、政界或商界？

他回答说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社会，

学术界、政界和商界这三大领域的联

系很密切，他不会一生锁定在某一个

领域里。他向往在公务领域发展，却

不排除将来往其他领域发展的可能

性。接下来的十几年，既然承诺领取

新加坡警察部队奖学金应履行的责

任，回国后当然是在警察部队效劳。

希望能在“社会大学”中磨练自己，

吸取人生经验。

他说：“华中重视永恒明确的

价值观。学校注重及要求学生们在生

活各方面取得平衡，包括在学习与游

乐之间，在打稳基础与开扩新领域之

间，在冲劲与软性之间，及在追求完

美与有包容心之间，这有助于塑造年

轻人良好的品格。”立奇在牛津大学

选修《哲学，政治和经济》这门学

科，这是他的心愿。他表示，出国深

造在即，很挂念兵营中的弟兄和家人

的一切，当然也会怀念华中的老师和

朋友。他重申非常感激华中为他打下

的价值观和学习基础，希望未来能为

华中争光。

华侨中学2011年度荣誉学生荣获全方位杰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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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亏在华中学到了这么多中国文史的知识，现在真是

受用无穷啊。”采访完老校友康伟民，我的脑海中反

复浮现出这句话。康伟民学长是南洋华侨中学1969年

的毕业生，数年后又从新加坡大学建筑系（新加坡国立大学

前身）毕业，1975年加入当时刚成立的新加坡市区重建局工

作，参与了新加坡建国后发展最迅速的近十五年的城市建设

工作。期间，更曾两度获取奖学金赴澳洲和美国深造，修读

城市设计和规划，以及考察城市发展和维护的做法。如今，

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虽然满头银丝，但行走时步履稳健，

言谈思路清晰，眼神中仍透着坚定与智慧。

谈起华中对他成长的影响，康伟民一口气说出了三点：

“华中让我学会了用手中的画笔去观察世界。”
当时，南洋画坛的先驱陈文希、陈宗瑞先生在华中执教

美术。老师们经常带领伟民学长以及一批热爱绘画的同学到

全岛各地去写生，逐渐养成了随时随地画画的习惯，后来还

在新加坡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画展。对画笔

的掌握使伟民学长容易察觉外在世界

的性质和捕捉设计契机；而老

师口中那些已经在纽约

或者巴黎立业的画

家校友们的事迹更

是开拓了伟民学长

的眼界，而要求自

己关注新加坡以外

的世界。

“求知的氛围非常活
泼。”

虽然学校的课程在

下午一点就已经结束

了，但是同学们都会结伴

去图书馆阅读书报。当时华侨中学是

全新加坡唯一拥有独立的图书馆建筑

的中学，学校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舍得花钱买书，馆

中就有四万余册中英文藏书，包括大量的期刊和报纸。图

书分成总类，哲学，语文，史地，文学，美术，宗教，自然

科学，社会科学，应用技术十大类，可借回家。丰富的课外

阅读，广泛的涉猎，使大批的华中子弟养成了放眼四海的胸

怀，这种国际视野对伟民学长日后的业务和深造有莫大的帮

助。他特别缅怀文风各异，但汉文文采隽美的五四作家的著

作；还有新中国初期水彩画家的画册，这些对生活充满热爱

的作品一直激励着他积极看待周边的事物。当时藏品丰富的

科学馆和美术馆也激发了学生们探索知识的风气。

据康老回忆，教文史的丁水涵老师上课时，把陆游的

著名的词作《钗头凤》唱成歌谣，时至今日他仍能记起这

曲调。而当时的训育主任李绍渊老师在其历史课上，旁征博

引，时事资料往往是信手拈来，用其独到的见解为同学们解

读。同学们往往听得大呼过瘾，犹如醍醐灌顶。

另外更有传说学校的一位校工曾经做过鲁迅的书童，这

些轶事都使华中散发着浓厚的书香气息。

说起曾经授业的恩师，康老忍不住又报出了一串人名。

如规定他必须把英文学好的郑安仑校长，启发数学不是用来

算东西，而是用来训练脑子的戴德芳老师，特别会表扬和鼓

励学生的戴文锦老师，反复提醒做人做事要不亢不卑的彭海

成老师等等，不胜枚举。

“在华中学到的中国文化、历史知识使我一生受用。”
通过学习中国的文化历史，康伟民隐隐预见到中国在不

久的将来一定会崛起，于是一直坚定学习华文和中国文史，

以加深对中华文化内涵的领会。这些努力为他后来在中国大

江南北作规划和设计夯实了基础。 当伟民学长向我展示了他

2007年的项目——武当山旅游服务区规划设计的时候，他再

次强调了若不是当年在华中受过中国文化的熏陶和中文作文

的训练，现在做起这些项目绝不会这么得心应手。而对中国

近代史的认识使他当年参与新加坡旧城区的保留工作时，对

一些老街坊的渊源有更深的体会；中国古建筑的知识则帮助

他修复了包括柔佛古庙在内的几处南洋华人传统建筑。

华中很早就注重双语教育，培养学生既有中华文化底

蕴，易于融入汉文化圈；也能直接探索西方文化，易与世

界接轨。这对专业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的康伟民学长的成

长影响深刻。

如今，康伟民学长除了主持自己的专业公司，

也是华中国际学校的一名董事，还担任了

华中颐年俱乐部的会长，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不忘为老校友们安排活动，与昔日的老友

一起喝茶，聚餐，听讲座，旅行⋯⋯

访
康
伟
民
学
长

华
中
给
我
的
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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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年8月8日星期三，新加坡华

中国际学校的开幕典礼于学校礼

堂拉开帷幕。

这次开幕典礼最精彩，最热闹的

部分是击鼓表演：参加表演的鼓手有

24人，他们分别击打8种不同种类的24

面鼓，有时分开表演，有时齐奏。鼓点

整齐，节奏清晰，气势磅礴，极具感染

力。而这24面鼓不仅代表了一年中24

个农历节气，也与我校校训“驰骋寰

宇”和开幕庆典口号“树人育英，傲立

寰球”声声相应。开幕典礼在激情洋溢

的鼓声中达到高潮，当鼓声渐渐减弱，

幻灯上显示出倒计时5..4..3..2..1..0，

教育部部长王瑞杰先生为华中国际学

校揭幕。礼堂内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

掌声，开幕典礼顺利圆满结束。

下午5点钟左右，礼堂外的服务台

登记处就迎来陆陆续续光临的宾客，有

学生家长，有课外活动小组的老师，有

学校董事会成员，还有来自其他学校的

贵宾们。与此同时，训练有素的学生们

热情、礼貌地将宾客引至座位，井然有

序。待礼堂里的人们都坐定后，此次开

幕典礼最重要的贵宾——王瑞杰，在醒

狮团、各位校董和校长的陪同下步入礼

2012年8月8日注定是华中国际学

校校史上重要的一天，因为学校办学不

仅迎来了第八个年头，更是学校正式揭

幕的日子。韶光流转，迎来盛事，连校

园内的行人道树上的叶子都似乎喜悦的

迎风摇曳着。包括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

杰先生在内的两百余名贵宾齐聚一堂，

共襄盛举。在庄严隆重的开幕典礼后，

礼堂外操场上的美食村拉开了序幕。

有人曾言，食是世界历史上最丰

富的文化载体之一，漫长时间里人们

不断积淀形成的食文化，是历史与风

俗的缩影。美食村是由校内来自各国

的学生设计呈现的学生自主活动，提供

来自中国、新加坡、泰国、越南、印度

尼西亚、马来西亚、日本、韩国、印度

和西方的十种精致料理，而大到联系食

物供应商，民俗服饰的选择，小到每个

国家的食铺的装饰，都是学生一手操办

的。为了给贵宾们提供最多元化最道地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美食村

华中国际学校开幕典礼

堂。当贵宾们坐下后，两位司仪用华英

双语宣布典礼正式开始。

在司仪讲开场白过后,一段精彩的

视频开演了，视频介绍了同学们在校

的丰富学习生活，同时展现了我校学

生骄人的学术成绩和课外特长等。之

后便依次是许进源校长、华侨中学董

事主席李喜隆先生和教育部长王瑞杰

先生发表开幕典礼的演讲。三位的演

讲各具特色。许校长认真严谨，李喜

隆董事长轻松、幽默，而王瑞杰先生

的演讲则内涵丰富、发人深省。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思

其源”是我校的一贯传统，为了向华

中国际学校创建者们表示最诚挚的感

谢，此次开幕典礼特地向他们颁发了

绘有华中国际学校教学楼的水晶纪念

品。紧接着，开匾仪式在热闹的鼓声

中完成，我校中三学生陈美玲向王瑞

杰部长赠送她亲手书写的人名联。上

联是：瑞策教民国本立，下联是：杰

操垂范仁道行。

最后，全场齐唱校歌，声音嘹

亮，在礼堂回荡不息。

的饕餮享受，同学们早在半年前就开始

精心筹备，并投入了许多心血，连王部

长都对学生的努力赞不绝口，连夸“有

新意，很好吃”。

美食村不仅体现了华中国际学校

学生格致创新的精神，更是校训“驰

骋寰宇”四字的绝佳注脚。来自各国的

求学者和各国璀璨的文化在华中国际学

校这个大家庭水乳交融，

使得每个学生都成为了拥

有国际视角的国际人。就

比如这次美食村的活动，

让参加组织的同学们受益

匪浅，对自己国家和外国

的美食文化都有了更深刻

的了解。

不同于一般重要场合

后的茶叙环节，美食村给

贵宾们提供了更舒适自由

的交流平台，让贵宾们大

饱口福的同时更饱足眼福。华中国际

学校用自己独特的而又国际化的方式

招待着四方贵宾，也为整晚的正式揭

幕礼画下了浓重绚烂的句号。然而这一

晚，对于所有华中国际人来说，是一个

新的开始，我们将带着梦想和学校的校

训启航，走得更远。相信华中下一个八

年，十年，二十年，会更加辉煌美好！

n刘力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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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路上，窗外划过的是无限的

田园风光，崇山峻岭，蓝天

白云；窗内，大家是一路欢

笑的好心情，时而引吭高歌，时而为妙

语如珠的笑话迸发阵阵笑声，车中满载

欢声笑语，五小时的车程不知不觉过去

了，抵达武当山师行功夫馆时，大家仍

精神奕奕，一点倦意也没有。

师行功夫馆建在地势稍高的山坡

上，馆内长着十几棵松树，中间有一

片约有篮球场大的空地。空地上，来

自国内外的习武弟子专心致志地练习，

场内虽有二十多人，但周围寂静无声，

他们都浑然忘我地沉浸于学习之中。一

位据说已达七十高龄的老妇左脚与松树

平行，右脚劈直贴近树身呈180度，她

双手环抱树身与右腿，看得我们目瞪口

呆，简直不敢相信如此高龄腿部的肌肉

与韧带的柔韧性能够这样强！

此馆由年轻有为的陈师行道长创

办，历经长期锻炼的陈道长个子瘦小清

矍，说话不缓不急，一派温文尔雅，具

有一种超凡脱俗的道家风范，令人留下

深刻的印象。由于我们未曾练过武当太

极拳，而且在武当山停留的时间较短，

陈师行道长建议我们先从武当太极拳的

基本功——太极三盘功法学起。太极三

盘功法指的是下盘(武当步法)，中盘 

(道教活骨气功)，上盘(太极基本功)，

下盘强调腿部的训练，中盘强调腰部

的训练，上盘注重手部训练，这套功

法是学习武当太极拳的必修课程。后

来他还教大家丹田调吸聚气桩和太极

领劲桩，使我们领略了传统武当太极

的无穷魅力。

每天早上和下午，陈师父会前来

亲自解说功法要点与作用，过后，便

由李维老师带领我们复习。李老师很

有耐心，也善解人意，对我们这群上

了年纪，容易忘记招式的学员，他不

厌其烦地重复指导。李老师上课时话

不多，似乎不善言辞，然而最后一天

问道武当山，养生太极湖
武当山学习之旅(2-12/6/12)

清晨，他带我们去登山远眺时，我们

才发现原来他很健谈，对道家学说认

识颇深，是个很有内涵的人。

我们被安排在历史悠久、环境清

幽的元和观的高台基上练功，虽然这

座历经元、明、清三代的古建筑道观正

在进行小规模的修缮工作，但一点也不

妨碍我们的学习。练功之前，我们会独

立摆脚于石栏上压腿松筋，这一动作使

我们练功之后，没有丝毫肌肉酸痛的感

觉，而且有增强腿力之效，这一体会，

可说是这回练功的一大收获。

练功不忘娱乐，我们趁武馆休息

日登中国道教圣山——武当山。在导

游的解说与带领下，我们进入了武当

文化之旅。

武当山，古称“太和山”，位居

四大道教名山之首，是中国著名的道

教圣地。唐末，武当山被列为道教72

福地之一。宋元时，皇室将武当山作

为“告天祝寿”的重要场所。明代，

武当山被皇室封为“大岳”，尊为“皇

室家庙”，以“五岳之冠”的显赫地位

标名于世，被列为道教第一名山。武当

山古建筑群建于唐贞观年间，明代达到

鼎盛，历代皇帝都把武当山作为皇室家

庙来修建。明永乐年间，“北建故宫，

南修武当”。武当山的建筑群绵延140

里，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宗教建筑群。

武当山位于中国湖北省十堰市境

内，拥有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国家5A

级景区、国家风景名胜区、道教圣地、

太极拳发源地、中国七大奇观、国家地

质公园等十余项桂冠。这里还有亚洲最

大的人工湖——太极湖(南水北调中线水

源地)。武当山风光旖旎，山川秀美。

胜景有箭镞林立的72峰、绝壁深悬的

36岩、急湍飞流24涧等，主峰天柱峰

海拔1612米，被誉为“一柱擎天”。

天柱峰上的金顶是武当山的精华和象

征，也是明成祖朱棣扶持下走向鼎盛

高峰的标志。

武当山，可谓“大山大水大人

文，神秘神奇又神圣”，堪称是“世

界上最美的地方之一”。

我们乘观光车至琼台(索道上下)游

金顶，回转乘车游了太子坡、紫霄宫、

逍遥谷(武术表演)，用了十个小时只游

了东路线，西路线还无法走完，即使

如此，我们还是满怀欢愉的心情告别

武当金顶。

这回的武当之行，学员们虽然目

的各异，但是大家充分地发挥了互助、

友爱、团结的精神，连武当师父们也对

我们刮目相看。我们难忘每天早上坐在

树下促膝聊天和吃清淡的面条、馒头，

喝香浓的豆浆、自带的咖啡；难忘餐

馆厢房内自在的餐饮；难忘顶着大太

阳，不参与练功但协助摄影的君祥大

哥默默工作；难忘聪明、调皮的“周伯

通”——发兴带给大家的欢乐；难忘公

交车师傅浓郁的人情味。感谢在陈文山

老师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武当这一座

武学圣殿；感谢劳苦功高的财政巧杏、

加松、宝金，当大家轻松谈笑之际，他

们为大家埋头整理财务；感谢美璇为大

家预先准备了一百包的咖啡，每天都为

大家喝咖啡的事而忙碌；感谢妙姬与厨

师的沟通工作，使得厨师煮出“少油、

少盐、少辣”，合乎新加坡人口味的餐

食；感谢惠贞忙着为大家买水果、切水

果；感谢为大家留下美好记忆，却少了

自己身影的文山老师和祥碧。就连无法

与我们同行的曾洁也帮我们安排在武汉

的住宿与旅游，还得到她姐姐和好友孙

先生的热情款待；电脑技术比我们强的

锦德当仁不让地挑起前期筹备和后期的

照片、录影的整理工作，还有热心的祥

碧为了防止我们这群上了年纪的老学生

忘个精光，自动自发地发动队友，把学

过的招式——录影下来，制成光碟，方

便大家日后练习。大家的奉献，为我们

跋涉千山万水练功画下圆满的句号。期

待，再次登山！

n整理：林丽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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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华中校友会与南洋孔教会联

办，教育部推广华文学习委

员会及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支

持的 “全国中学生孝道营”活动，

于2012年7月28日在华中校友会庄丕

唐礼堂圆满举行。主宾杨木光国会议

员为孝道营主持开幕并致辞，南洋孔

教会会长郭文龙及我会会长王勇诚致

辞时都不忘勉励同学们时刻记著父母

的养育之恩，必须要好好孝顺父母。

此次孝道营共吸引了18所中学

60多名学生参加。为了让学生能进一

全国中学生孝道营

步了解什么是孝？孝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邀请梁勇博士及吴中山先生讲解

孝道。

除了讲座外，我们也安排了庄杰

先生演唱孝道歌曲，并由陈兆锦先生

讲述孝道故事。节目的高潮是通过分

组，让各组学生参与演出与孝道有关

的短剧。让我们欣慰的是，虽然是临

时组成的小组，但可以看出同学们都

非常落力的演出。

我们相信，同学们通过听歌曲、

看短片、讲座、游戏、演短剧等活

由
南洋孔教会主办，华中校友

会、人协百盛艺术、中区社区

发展理事会、及新加坡宗乡会

馆联合总会协办的“新加坡第一届孝道

奖”即将开始接受报名。

百善孝为先！孝是人类最美好

新加坡第一届孝道奖

泼的形式，必能深一层体会到父母对

子女的良苦用心，学习到了感恩和尊

敬，并启发他们以实际行动关心和孝

顺父母。一位男同学在活动结束前发

表感言时说，他从现在开始，每个星

期六都要煮饭给父母吃。由此印证了

整个活动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最令我们欣慰的是，八位中学的

老师也参与了整个活动，他们希望从

中汲取经验，回到各自的学校去推广

孝道。这或许也是主办“全国中学生

孝道营”最大的收获。

的品德与情感。在我们的身边，每天

都在上演着温馨感人的一幕，为了让

大家一起分享孝子孝女的故事，“孝

道奖”的主办目的在于发掘新加坡的 

“二十四孝”。

孝敬父母、敬老尊贤是中华文化

的优良美德。宋代文学家欧阳修说： 

“祭而丰，不如养之薄”。又说：“养不

必丰，要于孝”。孔子说：“今之孝者，是

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

以别乎？”。也就是说，孝敬父母才是

孝顺的最高美德。

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

家昏乱有忠臣。”因此，我们相信，在

您周遭的亲朋戚友中，肯定有我们要找

的孝子孝女，盼望大家大力推荐，详情

请向校友会秘书处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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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风吹凉北方大地，又是出门

旅游的好时节。华中校友会

主办的《北疆金秋游》一行

30人，9月16日出发，经北京转机飞

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12天的塞外边

疆逍遥之旅。

新疆位于中国西北边境，166多万

平方公里广袤土地，相当于全中国总面

积的六分之一，可以想见那疆域有多辽

阔。这一大片古称西域的地方，悠长的

历史可以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

壮丽的山川、旖旎的风光、瑰丽

多彩的民族风情、东西方交融的丰富

文化，新疆长久以来一直是令我们梦

寐向往的地方。我们这趟行程主要在

北疆，路线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

库尔勒、巴音布鲁克、那拉提、伊宁

市、奎屯、布尔津、禾木、贾登峪、

喀纳斯湖、可可托海、富蕴、直达天

山天池，然后再回返乌鲁木齐。

吐鲁番——全中国海拔最低的盆

地。时令已入秋，天气仍然炎热，果

然不虚“火洲”之名，还好有香甜的

西瓜、哈密瓜和葡萄解渴；火焰山下

虽不见盛夏的热浪滚滚，但烈日酷晒

下却找不到孙悟空向铁扇公主借来的芭

蕉扇；坎儿井地下水利工程，见证了新

疆人远古以来的智慧，干旱土地变绿洲

良田的引水灌溉技术令人惊叹！高昌故

城虽经风吹日晒，两千多年来仍屹立于

苍凉大漠上，在我们驴车经过的茫茫黄

沙里，静静叙述着唐玄奘西域取经在这

里写下的历史。

葡萄沟、苏公塔、柏孜克里可千

佛洞，都留下我们的欢歌笑影；博斯

腾湖芦苇荡令人心旷神怡；伫立库尔

勒铁门关的峡谷边，刹那感觉置身于

丝绸古道历史上的天险要冲。

仆仆风尘、漫漫车途上，是看不

尽的戈壁滩，有时见棉花田、玉米田，

黄澄澄葵花田令人惊艳，红艳艳辣椒晒

场也叫你屏息凝神；无以计数的羊群牛

群经常在弯曲的山路上与我们的车子交

错而过。深山公路开通了，是方便了我

们这些观光客？还是干扰了牧民和牲畜

恬静宁谧的生活？

巴音布鲁克大草原上，登高眺望

九曲十八弯，天鹅忽悠在水一方；踏

着栈道上的白霜，漫行于晨雾缭绕中，

喜遇雪花轻轻飘在身上；那拉提大草原

绿草如茵的山坡上，点点羊群恍若朵朵

白棉，牧民的白色毡房缀饰着宽阔的草

原和连绵的雪山，或有牛马骆驼悠闲，

毡房顶上冒起的袅袅炊烟，飘出一幅人

间幸福的画卷。

想不到我们竟还跑到新疆最西境

北
疆
金
秋

逍
遥
游
通往哈萨克斯坦的霍尔果斯口岸，一

睹边疆贸易往来的活跃图景，还难忘

紫蓝黄红外墙鲜艳的乡镇民房；而赛

里木湖清澈的湖水、层次丰富的蔚蓝

色湖光，更叫人凝望中久久不舍离去。

经过克拉玛依戈壁滩的百里油

田，来到乌尔禾的魔鬼城，因山岩经

长年风蚀而雕琢成奇形怪状的雅丹地

貌，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艺术杰作。

在新疆最北端阿勒泰山脉下，茫

茫雪原、层层雪山，积雪铺满毡房、

板屋和云杉，交织成一片白茫茫的凄

美天地；在喀纳斯风景区的禾木乡，

大家愉快骑着马儿，游荡于峡谷草原

间。让哈萨克马夫教我们当“马背上

的民族”，自然山水欢快策骑中，真

实体验了草原民族之所以性情豪迈精

神爽朗的原因。

乘船游喀纳斯湖、俯瞰卧龙湾、

月亮湾、神仙湾，亲临岩石脉络起伏

多变色泽绚丽的五彩滩；徜徉于可可托

海，清澈见底的额尔齐斯河水在峡谷碎

石间川流不息，满山遍野高低错落，尽

是欧洲杉杨、西伯利亚落叶杉和白桦林

熏染成的金黄天地。晶莹透亮的金秋美

色和四季常绿的雪里云杉，在雪山流泉

的衬托下，看得人如痴如醉。我们恍如

进入仙境，眷恋着那一座座曾因地震断

裂而堆成的奇特山岩和嶙峋怪石。观景

台上仰望高耸的神钟山，变成一种对大

自然最虔诚的膜拜。

迂回曲折绕过重重盘山路，登上

天山天池是此行的最高潮了。白雪皑

皑的天山雪峰，含蓄地躲在云杉环绕的

黛蓝山峦后。山川美景真有让人回返童

真的神奇魅力，望着这碧水似镜的高山

湖泊，这西王母宴群仙的瑶池，我们曾

经有的最神秘最遥远的向往，历历正在

眼前。告别时依依不舍，下山路上三回

头，深情望了一遍又一遍。

12日畅游，玩得开心，坏事也变

好事。某日因车途漫长，路上状况又

难测，迟至晚上八时才吃到午餐。而

往可可托海那天，午后三时午饭还没

下肚，饥肠辘辘里有人得把风景区看

板上的“飞来峰”读作“飞米峰”，

真是饿得太昏了!

n刘培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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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何秀娟

华
中校友会乒乓组近期举办了

两场比赛，性质略有不同，

但效果没有差异。老将新兵

场上竞技，即为锻炼自己，亦为探索

学习，没有酣战，赛后谈笑风生，握

手祝福，确实享受友谊之战。 

以下记述两场乒乓球竞赛之点点

滴滴。 

有朋自远方来 
7月29日乒乓室热闹欢腾，上午

9时迎来了两支球队，一支是来自远

方的朋友，中国广东省江门市乒乓球

协会一行22人，穿着整齐的橙红色队

服，在正副团长的率领下抵达。正团

长吴森先生是江门市政协副主席、五

邑大学副校长；副团长陈年胜先生是

江门乒协会长。该协会第一次出国访

问，选择新加坡作为首站，这是我们

的荣幸。另一支队伍，是新加坡冈州

会馆乒乓球队20余人，虽是道地新加

坡 人，但追溯历史渊源，祖辈隶属中

国广东省江门市，两队血脉相承，都

是一家人。 

会长王勇诚学长在致欢迎词时

说，华中校友会乒乓队在新加坡成绩

优异，今次两支队伍到访，肯定能让

我们学习新的经验，提升技术水平，

如果时间允许，欢迎大家参观校园。

江门乒协团长吴森先生欣喜表

示，通过小小银球作体育交流，搭建

友谊之桥，必能促进大家对乒乓球的

热爱。巧的是，到场支持的冈州会馆

理事长卢鹤龄学长也是华中校友，与

已故前会长陈龙得学长是挚友，过去

经常相约喝茶。当天他辛苦步行于梯

级多的校舍，坚持来到乒乓室，重返

小小银球传友谊

黄龙金副会长颁赠纪

念品给江门乒协团长

吴森先生(右)代表领奖

母校备感亲切，看到球场上的热闹，

学弟与自己乡亲正在切磋交流，兴奋

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队中最年长的杨先景学长，

今年80高龄，是一位退休校长，年

轻时就爱打乒乓球，获奖无数。友谊

赛当天特作一首七言绝句以兹纪念： 

“江门乒运誉神州，亲善交流友谊酬；

宿将新兵锋稳健，银球疾舞赞声稠。” 

结束友谊之战，中午12时半在华

中湖畔酒楼

举行午宴，

款待所有嘉宾

朋友，席间受

到江门乒协之

邀，希望我们

组团到那里再

作交流。

感 谢 促

成友谊赛的

冈州会馆副

会长周奕年

先生，他年

前加入乒乓

组，适时给予

乒乓组支持。

当天的七席午

宴，全由他赞助。另外，也感谢陈炳

泉学长报效的两个水晶奖座，赠送给

到访的朋友。 

我们乒乓组庆祝成立14周年纪念
今年能如期举办组员乒乓擂台

赛，以庆祝14周年纪念，要感谢杨有

瑞学长在新春晚宴上慷慨赞助5000

元。我们善用款项，1200元购买练球

机，1800元订购球衣，400余元作活

动经费，剩余用于主办擂台赛。 

擂台赛分两天举行，10月7日是

小组循环赛，14日是半决赛与大决

赛，组员分配由抽签决定，共8组，

每组5人。 

擂台赛特有的规定，就是循环赛

阶段全部计分，认同所有参赛者的成

绩。8支队伍当中，上半场的4队竞争

较为激烈，下半场的4队胜负分明。上

半场由陈国平领军的队伍，在扫除所有

拦路虎之后，终于进入大决赛；而下半

场由莫泽升领导的战阵，则势如破竹，

一路横扫，毫无悬念进入最后的对决。

去年决赛他们相遇，今年再次碰头，

主帅一样组员不同，战果则跟去年相

反，莫泽升学长的队伍夺得冠军。古

语云：“既生瑜，何生亮！”但我们

没有瑜亮之分，胜利属于整个队伍。

为勉励参赛者，今年人人有奖，

先由副会长黄龙金学长颁发后面4个团

体奖项，再请会长王勇诚学长颁发首4

个团体奖项。王会长曾是乒乓组的一

员，对我们有些熟悉，在颁奖前致词

时说，很高兴看到许多旧脸孔、新脸

孔，又有一位印度人，大家一起打球

真好。华中乒乓室是特殊的，希望大

家善用这样好的环境，努力练球，保

持身心愉快。 

乒乓组的功臣很多，莫泽升学长

借此庆典一一道谢。首谢杨有瑞学长

成就今年的擂台赛，次谢陈炳泉学长

赞助全数星期四晚上的活动费用。饮

水思源，感谢洪伍迪学长在14年前发

起筹办乒乓组，我们才能有今天。14

年来道路坎坷不平，感谢魏健彬学长

应时协助。还有顾问谢水霖学长，担任

领队10年，耗资3万余元支持乒乓队，

即使辞却领队之衔，在陈元麒学长支付

乒乓队开销时，偶尔也赞助费用，大家

应报以掌声感激他对乒乓组之贡献。补

上一笔，谢谢出席观赛的校友会理事，

王会长、黄副会长以及秘书长施宁宁学

长。今年6月，谢木霖学长加入校友会

理事，乒乓组与校友会之间必能取得良

好沟通，祝福乒乓组！

03-_Layout.indd   20 11/15/12   2: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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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缘

(一)

戴文锦老师告诉我他的 

《笔墨情缘》回忆录出版了，要

我在发布会当天为新书作介绍

与推荐。戴文锦老师，我没称他

为校长(他曾经在新加坡德兰中

学担任校长)，是因为他在华中

执教时，我恰好也在山岗求学。

虽然他没真正教过我，但那时

他是事务主任，在校园里碰头，

如果在早上，我们都会说：“老

师！早！”

戴老师是学生圣约翰救伤

队教官。我在华中时，课外比较经常接触

的是林东鲁和赵满源两位老师。中三时，

我被选为华中篮球和排球校队代表，林

东鲁老师是负责指导校队球员的体育主

任。赵满源老师则是我高二出任中华文

学研究会主席的会务顾问。他们两位是

我经常得接触与汇报的老师！

什么时候开始与戴老师联系，我已

记不起。总之是在我离开南洋大学，受

邀主编华中校友会的《华岭》会讯开始

吧！近十年来，又因为我们的住家相距

不远，都在武吉知马区，见面的机会多

了，有时到戴老师府上拜访，让我有更多

聆听教益的机会。

上述可说是开场白，是师生缘！

(二)

戴老师在战前1938年出生，祖籍福

建同安，启蒙教育是在道南小学，后进入

华中，196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生物系；两

年后师资训练学院毕业。

戴老师在2006年与2009年分别出

版了两本回忆录。第一本《问题学生可

教也》，另一本为《华中与我》。这回，

回忆录之三的《笔墨情缘》，既是续篇，

却也附录了华中同学和李豪老师的介绍

文章，以及华中师长和同学的美术作品，

真可说是图文并茂，意义深远！

南大毕业后，戴老师原本被分配到

Ahmad Ibrahim 中学教书，然而华中郑

安仑校长的一通电话，晓以大义，1963

年戴老师终于回到母校担任科学老师。

两年后，他因工作勤奋、表现优异而被

擢升为事务主任。

70年代初，戴老师受母校董事会

委任，负责华初建校的募捐事宜，稍后

担任母校董事会会务顾问。他也积极

协助物色华中校友回来担任校友会理

事。此外，他也协助校友与师长举办画

展等等！

戴老师在《华中与我》回忆录里的

篇章，我读来备感亲切。作为华中的一

份子，我从书中知道了华初的建校过程、

郑金发校长弃教从商后华中校长人选之

谜。书中许多熟悉的师长名字出现了，我

也仿佛回到了山岗，走在两旁尽是木麻黄

树的山坡上，走向钟楼⋯

戴老师在1977-1978年，曾担任前

教育学院兼职讲师。1978-1980年，先

后担任大仁与裕廊中学副校长，1983年

底出任德兰中学校长，一直到1998年

学校停办，前后15年，调回教育部私立

学校组当教育官，直到60岁正式退休！

(三)

德兰中学的学生，基本上来自中下

层。虽然，有些学生的家庭背景复杂，有

的无心向学，但并不影响戴老师整顿校

风，提高学生会考成绩的决心与毅力！

戴老师接管后，学生的“O”水准考试，

及格率从32%上升到93%；学生人数也

从200多名增加到将近500名。

戴老师在书中坦言德兰中学真正的

成功秘诀是“爱心”。他认为：“只要老师

教书有“爱心”，学生上课有“留心”， 

成绩就会好”。戴老师不怕辛苦，逐一

interview全校每个同学，并进行“学生

家庭访问”，亲自到学生家里去深入了解

学生的家庭背景和情况，“期望找出问题

症结，有效地对症下药。”

写到这里，我不禁在想，现在的校

长和教师，还会这么做吗？

戴老师的努力毕竟没有白费，学

生家长也开始勤督孩子。在校方、学

生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之下，德兰

中学终于不是人们看不起的“三星” 

(闽南语，意即流氓、私会党徒) 学校！

《问题学生可教也》里有一段文字

记录，很是令人感动。这是一名毕业了的

学生来函，信这么写道：

“最令我难忘的是校长的亲力亲为

和爱心。对于坏学生，您会适当的处罚，

并且加以开导，使他们改过自新，走上正

路。我记得中二那年，您为了奖励我在体

育方面的特出表现，送了一双钉鞋给我，

并且鼓励我继续努力。您可知道这双鞋

子在我往后的岁月里，陪伴着我囊括了

无数大大小小的奖项⋯⋯当年校长给

予我的激励，让我在跑道上以及人生道

路上勇敢地闯过每一关。”

原来，这位爱好田径的吴美珠同

学，家境贫寒，苦于没有一双运动鞋，是

戴老师购买给她当奖励的。这名学生不

但运动好，学业成绩也顶呱呱，后来成

为职场一名成功人士！无怪乎，同学毕

业后，好多都常与戴老师联系，或是拜

访老师！

《笔墨情缘》里也有一篇访问稿，

记载戴老师和家人到一家餐厅用餐，最

后付账时，服务生告诉他，刚才有位先

生已经替他付账了。戴老师赶紧追出门

外，那人走没多远，原来是戴老师在国

民急救课教过的学生。虽然25年没见

面，但戴老师却马上叫出了他的名字。

由此不仅可见戴老师记忆力好；更重要

的是他爱学生、关心学生，把学生当成

自己的孩子看待，认真地尽量记住每个

学生的名字。

 1998年从德兰中学退休后，戴老师

旋即加入乐龄义工服务，并协助新加坡

组织RSVP乐龄义工协会，后出任该会

华文组主席(2000-2009年)。戴老师也

是新加坡乐龄联合会(SAGE)的委员兼

第一副秘书长(2001-2010)，举办了许多

乐龄活动，例如：讲座会、读书会、文化

之旅等。此外，戴老师也担任新加坡救伤

总会副主席一职多年，2009年荣获英女

皇封赐圣约翰服务勋章(SB St.John)。

细读三本回忆录，让我们看到深受

中华文化薰陶的戴老师有着许多优良传

统美德，诸如：饮水思源、尊师重道、敬

业爱业、谆谆善诱.......都可从戴老师身上

找到。细读三本回忆录，感觉戴老师是富

有的。这富有并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享受，

更重要的是人生的理念与生活的充实。

为这三本回忆录撰序的鸿儒学者已很

清楚地为戴老师的人生诠释，我这后生

小子，心里只有对老师的崇敬与景仰，希

望这些书对教育部和教育工作者都是一

种鞭策，并从中找到正确的教育方向！

细读三本回忆录
——从戴文锦老师的《笔墨情缘》谈起 n寒川

戴文锦老师与出席者交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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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84年12月 23日，虽然阳光灿

烂，但天气还很寒冷。新加坡北京华

中/南中校友会成立大会，假国务院侨

办二楼会议室举行。出席的近五十名

校友，平日工作繁忙，很少见面，今

天有机会碰在一起，非常高兴，三三

两两谈笑风生。 

全国侨联主席张国基出席了大会

并致词。二十年代他曾在这两所学校

担任教师。回顾两所学校创办初期的情

况后，他拿出两张相片，一张是那年六

月在香港和一位老太太合照的照片，她

是当年他的学生。没想到此事成了当地

大新闻，许多媒体都刊登这张照片；美

国华文报章刊登了这张照片，并附上说

明，指出这是九十一岁老师和八十一岁

的学生的合影。讲到这里，大家不禁响

起热烈的掌声。 

接着，陆续讲话者有汪金丁、赵

 、张绍谨老师。汪老师战前在南中

任职，战后在华中执教，他曾是我们

高一下的中国语文老师。有一次，他

在班上评述我的一篇作文《读〈双城

记 〉有感》。他说，这篇文章对《双

城记》的时代背景有很好的叙述，但

结局稍嫌草率些。汪老师现为中国人

民大学教授。他回顾了战前在两校的

执教生涯后说,    感情是割不断的。同

学尽管很少见面，有的甚至二、三十

年未见面，但是同窗的这份友情让我

们永远无法忘怀。 

赵 老师则说，当年他和汪老师

风华正茂，如今都已近古稀。他说： 

“去年我去香港，消息很快传到新加

坡。新加坡一名学生特专程飞到香港

请我吃一顿饭。临走前还送我一个昂

贵的烟斗⋯⋯几年前新加坡的代表团来

n陈立贵 (北京) 

一段历史
——回忆新加坡北京华中／南中校友会成立日

北京，我有事去外地，一名学生留下一

个计算机给我，却没有留下名字，也不

知这位学生是谁？”赵 老师原在华中

教音乐与中国语文。我们上他的音乐课

时，都觉得很轻松。如今，他是中国中

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

张绍谨老师原在南中教体育。她

指出，南中学生早就希望成立校友会，

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成立校友会 

后 ，一定会在联系校友间的感情上发

挥更大的作用。 

到会的尚有卢心远，卢老师原是

华中教师，曾经教过我中国语文。高

一下时，我先后呈交了几篇作文，有一

篇说了进步话，另一篇则写马来民族。

此两篇各获得不同分数。前者高些。

后者低些。他回中国后，原是中侨委

办公厅主任，现为全国政协委员。 还

有刘尧咨老师，他曾是华中的教务长。 

校友则有：外贸部副部长李克。

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副社长李菊生。

广东华中和南中校友会代表杨宜珍参

加了这次大会，并带来贺信。东北辽

阳市副市长，原南中学生林勋娟也赶

来参加大会并发言。

在山东海洋学院的方宗熙教授，

原是华中教师。初中一下，他教我们

一门“博物”。上课时的方宗熙教师，

讲起生物的起源，头头是道，教人听了

不易忘怀。 

天津的吴增才校友也发来贺信。

新加坡华中校友会会长王声泽，和新

加坡南中校友会会长黄美云，也都发

来贺信。

那天的会员大会，最后选出陈德

鸿为会长，陈圣信为副会长。

(二)

回头来谈谈新加坡北京华中/南中

校友会成立的经过。 

1978年，在“对内搞活，对外开

放”的指引下，新加坡北京华中/南中

校友会要成为联络海内外校友间感情

的桥梁，为祖国四化尽一份力量。基

于此，1982年5月2日，新加坡北京华

中/南中两校校友陈德鸿、陈立贵、沈

清熙、王昌远、张绍谨、陈风鸣、郭

素良、张衣霞，在北京进行新加坡北

京华中/南中校友会成立事宜会议。会

后于1982年5月16日，以两校北京校

友会筹备会议名义向国务院侨办申请

批准成立。后因侨办领导认为“时机

尚不成熟”而暂缓进行。 

1984年11月18 日，全国侨联主席

张国基在北京华侨补校倡议，或分别

成立南洋各华校北京校友会。1984年

11月25日，根据张国基主席的倡议，

陈德鸿、陈立贵、沈清熙、王昌远、

柯昆仑、陈风鸣、郭素良、张衣霞，

在北京华侨补校会议室商议成立新加

坡北京华中/南中校友会筹备会。 当

时，来京参加会议的广东华中校友会

会长黄清渠，表示热烈支持新加坡北

京华中/南中校友会早日成立。1984年

12月16日，陈德鸿、张绍谨等商议，

积极召开新加坡北京华中/南中北京校

友会成立大会事宜。 

应该一提的是，新加坡北京华中/

南中校友会的成立，获得媒体的重视与

报导。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发： 以“

友谊的纽带”，录音通讯：友谊的纽

带----记新加坡华中/南中北京校友会

成立大会。《广西侨报》和 《羊城晚

报》也分别在1985年1月4日和1月6日

报道两校在北京成立校友会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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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年是我们这些1961年毕业的

华中校友离校整整半个世纪的时

光，一些同学有感于光阴的流

失，觉得召集当年毕业的同学来一次

大聚餐与叙旧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对此我也深感兴趣，毅然报名参加于

11月5日在燕阁酒家所举行的大集会。

欢乐的午宴过后，领导人已安

排好大家一同回校参观，一面回顾母

校的情景，一面目睹崭新的面貌。许

多同学都感到兴趣盎然，纷纷乘坐已

定好的巴士或自备车辆到武吉知马

校园去。校友们来齐后，大家迅速聚

集在宽敞的大钟楼台阶上，于陈嘉

庚先生的塑像前拍一张纪念照，让 

“珍惜同窗情，友情万古青”真正体现

在这永恒的一刻。

过后负责人又带我们到“戏剧中

心”去。对我们来说，这是焕然一新

的建设，在我们过去求学的时代，还

未见到如此堂皇壮丽的剧院。在入场

前，我们每人各获一份礼物，其中包

括<华岭>期刊、华岭美展及<华中90

周年校庆纪念特刊>各一册，以便让

我们对华中这些年来的发展情况有更

深一层的了解。

一进入剧场，在一个大银幕

上，“热烈欢迎校友们回来母校”的

一行文字，立刻呈现在大家眼前，令

人颇觉热情与温馨。除了主持人致欢

迎词表示对我们感谢外，校长潘兆荣

不但回顾校史，讲述学校过去的发展

概况，还把近年来学校的进展状况，

向校友们详细说明，他更壮志凌云地

表示要使华中“迈向世界，臻至世界

水准”。我们也期望华中能真正成功

地达致这远大的目标。

除此之外，戏剧中心也不忘为校

友们带来一些余兴节目，首先是歌咏

大合唱，在许其明教授的巧妙生动指

挥下，队员们都落力把嘹亮的歌声呈

现出来，每一曲唱毕，整个剧院都报

以热烈的掌声。还有“寻人启事”短

剧，展现老师指导学生如何写通告的

过程，其中学生与老师的对话，妙趣

横生，也显示老师在教学时经常会遇

到许多困难。接着是太极剑表演，演

员们都把太极剑的精华以舞蹈的形式

展现出来。最后是美妙的扇舞，演员

也以中国的武术配上舞蹈，让大家开

开眼界，欣赏扇舞的精粹。

观赏过演出节目，大家又马不停

蹄到“华侨中学文物馆”。首先见到

在该馆两旁挂起两行“仁义诚信、精

诚团结；好善乐施、造福人群”的大

对联，立刻振奋人心，令人精神舒爽。

进入文化馆，有个蓝色大花瓶出

现在眼前，显出浓厚的艺术气息。校

友们鱼贯上楼，已有一本大纪念册摆在

长桌上，大家陆续签名，留下难忘的纪

念。再往前走，见到华中两大功臣陈嘉

庚与李光前先生的塑像与图像，他们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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炯有神的眼光，呈现出伟大的

胸襟与博爱的精神，并对华中

作出极大的贡献。文化馆的墙

上都以明显的文字说明一切，

其中有华中校歌，华中历任董

事长及校长的肖像，让参观者

了解这些人物对华中曾负起重

大的使命。再走走看看，你能

见到过去学校所使用的一个大

钟，它曾协助无数学子完成学

习的任务，现已正式告退。华

中的精英分子可真不少，单单

从壁橱所摆放的奖杯与奖牌便

可见一斑。在其他的橱子里又

可看到许多有纪念性的书籍及

文物，只要你亲历其境到此一

游，便可对华中的许多情况一

目了然了。

对我们这些离开母校半

世纪的老校友来说，从前可未

曾听过“华中国际学校”这名

称，现在既回到华中便非参观不可了。

当你走到大门口，直书的“华中国际学

校”及校徽已出现在一道笔直的白墙

上，非常醒目。进入大门，横写的校名

及校徽又出现在整齐美观的墙上，让你

感受到已真正踏进国际学校的门槛。

望向左墙，直书的华中校训“自

强不息”以草书表达出苍劲有力的笔

法，激起强力的鼓励作用。那时刻，

所有的到访校友都不忘集合在校名下

拍一张团体照，不忘曾到此一游。走

到正在扩建的校舍旁，听了副校长讲

述国际学校的运作情况，我才了解到它

与华中是两个不同的运作体系，行政分

开进行，让我对“华中国际学校”有更

深一层的认识。

这一次聚餐与回校，我觉得华中

已焕然一新，一切的建设和面貌跟五

十年代的华中已有天渊之别，一眼望

去不愧是一所整洁美观的豪华学府，

莘莘学子能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可

说是无限幸福的！

这次的相聚，有个给我留下最深

刻印象的人，不妨在此提一提，他就是

校友会王勇诚会长。那是我第一次见到

他，听他的演讲，说话温文尔雅，态度

亲切和善。在华中参观时，他都紧跟校

友在一起，指示他们参观的行程，其间

还主动要为我拍照留念。他对校友们时

时显得关怀备至，和蔼可亲，表现出大

将之风，我要特此向他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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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满脸

在跋涉的浮世间

有谁念你有谁惦我

记忆细嚼时谁该告诉谁

之前的石叻道甘榜屋

之后的加东老洋房

我们曾经当瓦遮雨过

所以我开始写了

那儿的笑靥是期期壁报

那里的心情是首首火中的诗

注：〈火中的诗〉、〈红睡莲〉、〈山岗的脚步〉、〈银河系列〉、〈山山皆秀色〉

皆为寒川，或与同窗友好的合集。

开始亮起的过去   
——诗赠认识40年的寒川学长

所以我开始写了

第一朵红睡莲绽放在山岗的脚步

山岗的脚步有我的梦幻

你相信的理想

梦幻和理想

风雨中闪灼着烈火

亮起银河系列

点燃山山皆秀色

炽热的心熊熊燃烧

在跋涉的浮世间

岁寒三友(七律)   

松

云根挺立 涛歌，

门雨迎风拒雪磨。

济世为怀恭五味，

千峰守望绿山河。

注：花果叶节脂五味均入药

 

竹

千年择简撰皇朝，

战地为弓闲作箫。

霜雨镂雕心笛 ，

一身劲节忆板桥。

 

梅

千山素裹百花残，

万径冰封行路难。

不慕浮名欣雅洁，

红梅傲雪独依 。

n李森达

近
半个世纪，好些事物，都随

着时间表的淌流声，冲刷得

荡然无痕，沧海桑田，面目

已非，使我们悄然的散失了记忆。但也

有些东西，如百年老酒， 盖一掀，香

味四溢，一嗅闻即迷醉了，想挥去，也

挥不掉。想把它忘了，又纠缠不清，那

是高岗上隆咚钟声，不知怎么的，老是

在涸干的心井里，清脆地激起一阵又一

回的涟漪，撞击着发霉枯老的心弦⋯⋯

忆想起往日，在距离高岗不远的

古老乡村，花拉律、荷兰路郊野的加

冕路地带，随时都可从微风里，清晰

地传来阵阵的钟声，隆隆咚咚的震撼

着屋宇，栖息在椰林树丛的飞鸟，受惊

吓得振翅高飞。我在声声的钟声里，在

猛暴的风雨吹击里长大，几十年一晃而

逝，但那震撼人心的钟鸣响，时刻的在

敲打着，梦睡里也倾听见宏亮的钟声，

n莫河隆咚咚的钟声
我们活跃在钟声里，从黑夜到黎明。从

失望到期盼。经历了多少的折磨，拥有

多少的梦魇，恶梦连连。但在宏响的钟

声里，磨炼得更充实，更坚强。山岗上

的友伴，是在严冬里受煎熬的腊梅，开

遍缤纷的，扑鼻的梅香，是值得追寻，

惦念的梦乡⋯⋯

拉起绳索敲钟的老人，已不在

了，但会时时想起他的举止，他的背

影，他敲击的清脆响鸣的钟声，声声有

力的传遍四方。在远方的旷野，听见隆

隆咚咚的钟声，声声敲击在心扉，有一

股无名的力量，催促着我们。只有生活

在钟声里的人，才会感触到这股力量，

像怒涛冲击礁岩，澎湃声，是雷哮雨

吼，是心海波涛的撞击。在钟声里，不

会恐惧鬼魔的张牙舞爪，别的东西可以

强夺占有，仅有心弦震动的钟声，是任

谁也抢夺不了的，阵阵隆咚的钟声里，

我们不曾沮丧过，不曾被击倒过。虽然

铃声还在得意地响闹，钟声被消灭在历

史辗过的悲歌里，在历史的碎瓦断垣，

在沧海桑田，厘清历史遗留下的斑斑点

点，也是回顾历史的脚迹，瞬息间的脚

迹回忆，是我最为珍惜的。

掩饰历史的，将被历史巨轮辗碎

压烂，暗黝的黑夜，仍有一丝一缕的

微弱的灯火，被蹂躏的心弦，隆咚的

钟声，还有着微微不绝的弦音。钟声

是一朵绚烂在心坎里怒放的鲜花。梦

里有钟声，心海里有怒潮滚滚，宏亮

的钟声，在冲击着寂寞无助的人生起

落，朝向着颠簸的心路迈进。有着钟

声的响亮，我们不会轻易地倒下⋯⋯

钟声的回响，钟声的回忆，心弦

的颤抖，是洪亮的心钟隆咚隆咚⋯⋯

 

写于2012年8月26日

联邦街·望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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