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年会员大会如期召开
教学大楼计划提呈讨论

2013
年度会员大会在6月

9日顺利召开。这次

的大会除了例常的

会务报告和财务报告外，主要的课题是讨

论在现有泳池大厦这片土地上，重新规划

与发展国际学校和校友会共用设施的新建

筑项目。

王勇诚会长介绍了校友会活动的现状，

强调会员老年化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校

友会现有的设施也日渐陈旧，很多活动不能

吸引更多的校友，尤其是年轻校友的加入。

按照校友会现有的营运方式，各活动组自负

盈亏，校友会只能赚取部分租金，如果不考

虑重建设施，校友会的发展将受到限制。从

长远看，校友会必须吸引年轻校友加入， 并

让他们了解校友会的运作，从中培养接班人

进入董事会和管委会。因此，校友会不仅要

提升硬件，在软件方面也需要配合。理事会

已经决定组成特别的委员会，除了现有理事

外，将邀请董事会、学校、国际学校、青少

团共同参与，讨论如何将学校的毕业生纳入

校友会的运作流程中。上述两方面必须有强

而有力的理事和会员的参与和推动，希望老

会员们能在精神上、金钱上给予支持。

接着，王勇诚会长介绍了校友会会所

重建计划蓝图及董事部、校友会与国际学

校三方面的协议。会长通过视频，讲解了设

计图，同时介绍了新会所的设施、面积、用

途，各方面的条件都优于现有的水平。校友

会、董事部、国际学校都将有各自使用的空

间。校友会将有会所、餐厅、托儿所、展览

中心等的使用权，以保证校友会的收入。校

友会现有面积为2829.15平方米，新会所将

会有3164.41平方米。此外有些设施，可以

让华中大家庭共同使用，在设计上都考虑到

多种用途。这包括了分别容纳700人和1000

人的多功能礼堂及室内体育中心。

他说：这项计划起源于老校友们反映校

友会无电梯，年长校友回来参与活动面对困

难，校友会于是在两年多以前开始举办系列

筹款活动，筹集了约20多万建设基金。正好

国际学校面临现有设施不能满足已有的600

多名学生的需求，更无法实现招收900多名

学生的目标，于是董事长提出建议：校友

会的发展应从长计议，全面规划，以免浪费

资源，可以和国际学校共同发展现有的这片

土地，以达到互惠互利，为华中大家庭发展

作出贡献。接着由董事部主导，与校友会、

国际学校多次协商，共同制定重建计划，准

备将校友会现有的大楼加以改建为教学楼，

并增建新的地下停车场和新的一栋建筑物；

两个组织在同一个屋檐下共享设施，一起活

动，以避免资源的浪费。在此概念下，由于

要赶在2014年年尾完工，时不待人，很多事

情只能采取一些灵活、变通的方案，筹备小

组随即开始邀请四间建筑设计公司参与设计

评比。董事部、校友会、国际学校经过多次

商讨，不约而同地决定采用其中一间公司的

设计方案，并着手开始前期准备工作。

由于在截至五月份寄发会员大会通知之

前，上述进展的细节问题尚未敲定。最近才

有所进展，情况才逐渐明朗，无法提早将详

情向大家汇报。三方协议希望在介绍设计蓝

图后，能以临时动议的方式，提交会员大会

通过有关计划。

李喜隆董事长补充：董事部与校友会息

息相关，有强大的校友会才会有强大的董事

会；有强大的董事会，才会有能力、有效率

地参与学校的发展与管理。董事会要团结大

家庭各单位包括学校、国际学校、华中校友

会、华初校友会、颐年俱乐部，共同打造和

谐及美好的未来。这项发展计划已经商议了

两年，最近一年才有实质性进展。由于该项

目涉及的各单位都有自身利益的考量，如果

一方有私心，此项目难以完成。从国际学校

来讲，目前其发展受到限制，新加坡的国际

学校越建越好，如果我们不扶助华中国际学

校，将来它势必会走下坡。董事会希望校友

会与国际学校能增进彼此间的沟通，加强紧

密合作。改建后的会所，面积和质量都有提

高，校友会将会有更好的盈余与更宽敞的活

动场所，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个计划。

谢水霖学长认为：校友会原来和董事

部有60多年的协议，新协议则只有30年。

当然，做这件事情的整体方向、目的、动机

是善良的；对设想、愿景我个人表示支持。

但作为法律顾问，我必须提出在此会通过有

关动议是否合乎程序的疑问。

经过一番讨论，原则上大家都支持这

项计划，不过一些与会校友觉得事前这项

协议没列入议程，对项目了解不多，为了使

这个过程更谨慎、更合乎程序，应另召集一

个特别会员大会，提供必要信息，让大家讨

论及表决。

王勇诚会长(右一)介绍校友会会所重建计划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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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能以一个新形象出现；第二，30年还是63

年，应该从当初陈嘉庚等先贤筹款购置这块土地的

目的来考量，以及庄升俦学长后来筹款兴建校友会

大厦，扶助校友会壮大，也是希望校友会能对母校

发展作出贡献。

听过一些校友的发言，李喜隆董事长解释道：

这是个大项目，大家都会小心处理。董事部、校友

会、国际学校三方准备将校友会和国际学校放在一

起，是经过慎重与从长远的角度来考量的，是希

望校友们有机会多接触国际学校学生，促进了

解。之所以要放在一起，就是为了避免国际学

校再出现一个新的校友会。我们要让这些来自

不同国籍的学生，近距离接触校友会，让大家

在同一个屋檐下，唱同样的校歌，接受同样“

自强不息”的校训。国际学校可以开一堂课，

特别讲解我们校歌的含义，让他们都了解校歌

的含义。国际学校一开始就非常重视中华文化

的熏陶，与其他国际学校不一样，我校的第二

语文必须是华文。我们很重视华中精神，坚信

在国际学校办校过程中不会消失，希望不会出

现国际学校校友会，能否成功还不知道，因为

他们也会受整个大环境的影响。大家谈到30

年、63年的问题，董事部是否会在30年后把校

友会赶走，这是关键所在，没有人能知道。我

们这一代人能做的就是修改逐步完善董事部的

章程，其中包括规定董事部成员必须有70%是华

中校友，和董事长必须是华中校友，这些重要的

工作我们都在逐步进行。董事部有无可能赶走华

中校友会？当然有可能。如果董事们和校友会来

自不同背景，没有华中大家庭精神，互相内斗、

倾轧，当然就有可能。如果这样的情况出现，不

能只怪未来的校友，而是我们这一代和上一代的校

友没有把同学间相亲相爱、和谐友善的传统精神传

承下去，没有把下一代教育好。等到30年后，大家

都把土地让出来，让董事部、校友会，国际学校去

考量磨合，以他们的智慧规划出一个对华中有利的

蓝图。30年后董事部与校友会是否会对立，要看我

们这一代人工作做得如何，我们是否创造了和谐的

环境将华中精神传承下去。我们要对华中文化有信

心，对华中人团结友爱的精神有信心，这才是真正

保障校友会利益的关键所在。建设费由国际学校筹

款，校友会和董事部出钱是出于道义上的责任，是

自愿的。校友爱校，大家出钱出力，学校有很多事

需要校友们帮忙。

王勇诚会长指出因国际学校要在2015年开课，

建筑要在2014年9月建好，还要给他们多几个月的

时间为开学做准备。我们已经考虑了很多方案，只

有这个方案是最快的，这也是为了教育；国际学校

也是华中大家庭成员之一，我们是从大局出发。

杨有瑞发言表示对华中大家庭有信心。华中地

大，组织也多，有校友会、颐年、华初校友会。他

个人对国际学校不了解，希望能把国际学校学生培

养成有华中精神的人。

最后，王勇诚会长请大家对拟议的三方协议付

诸表决。现场统计，有4人反对，其余同意，正式

通过三方拟议的以30年为期限的协议。

会
员
特
大
顺
利
召
开

议
决
通
过
三
方
协
议

特
别会员大会顺利在2013年7月13日召开，

王勇诚会长再次介绍了校友会大厦建设项

目从酝酿到目前的进展情况。此设计方案

已在2013年6月9日的常年会员大会上向会员们报

告，原则上已通过了三方协议所达成的原则与共

识，现将董事部、国际学校管委会和校友会的三

方协议提交特大会议讨论与批准，并授权理事会签

署，以取代2006年校友会与董事部签署的63年的泳

池大厦使用权协议。63年协议是每七年需要更新一

次，首七年刚刚过去。依据现在的新合约，校友会

则有30年使用权。

王勇诚会长解释道：按照协议，重建费用由华

中国际学校承担，在融资方面我们要提供支持。董

事部与校友会将设法筹款约一千万元。新建筑中，

校友会和国际学校将拥有各自使用和管辖的场地。

校友会将来所拥有的面积为3164平方米，比现有的

2829平方米增加了百分之十以上的面积。此外，新

的建筑还有一些可供华中大家庭各单位共同使用的

空间。校友会和国际学校如需使用对方管辖范围内

的场地，需缴纳使用维修费。各管辖方有使用其管

辖范围内场地的优先权。大楼外墙的维修也会根据

各方所拥有的面积来分摊。

谢南极学长补充：整个土地的所有权归董事部

拥有，校友会原来有63年的使用权，现在校友会将

63年使用权归还给董事会，换回30年的使用权，看

起来是比以前年数少，但实际上，根据新合约，校

友会拥有更新、更先进的设施和增加了百分之十以

上的面积，国际学校负责重建费用，这是一个双赢

的结果。况且国际学校有IPC，可以使捐款人得到

税务回扣，有利于筹款活动。

会上校友们踊跃发言，基本上大家都赞成扩建

项目，主要关心的是期限问题，部分发言的校友都

希望使用期限长一些，也有一些校友担心可能出现

成立国际学校校友会的问题。

郑金城学长表示对学长们爱校之情深有同感。

他说：董事部、校友会理事会和国际学校董事部商

议这个项目也是用心良苦的，它涵盖了学长们所关

心的问题。华中校友会要发展，要接纳华初的毕业

生，也要包容华中国际学校学生。国际学校现任校

长也是华初毕业生，很多校友的子女也进入国际学

校，现在推出这个项目，他认为利大于弊：第一，

李喜隆董事长：大家同在一个屋檐

下，接受同样“自强不息”的校训

2

华岭
视野



33

华岭
视野

B
efore the sharing session, 

famous and world renowned 

brands l ike Prada, Toyota 

and Hermès may just occur to me as 

successful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Never would I realise that all of them 

are family businesses that have existed 

for a long time. But what are the unique 

challenges that family firms face unlike 
non-family firms? This is certainly the 
answer I hope to find out! 

To many, the phrase “family 

business” may come across one’s mind 
as a small or middle-sized company 

with a local emphasis or sometimes 

even remind us of endless disputes over 

n Lau Jun Jie

May 2013 Youth 
Chapter Round Table 
Series on Challenges 
in Running Family 
Businesses

succession.  Although some family firms 
may certainly fit the above description, 
family businesses are a critical backbone 

of the world economy.  Not only do 

they include renowned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like Walmart and Samsung, 

some of these family-owned firms 

have even survived for centuries and 

outlasted governments and nations. 

One interesting case study shared by 

Yupana Wiwattanakantang,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Business School,  would 

be the Japanese temple builder Kongo 

Gumi that lasted for 1400 years to 

eventually become the world’s oldest 
continuous operating family business. 

So what differentiates Kongo Gumi from 

the other family businesses to make it 

one of the most enduring institutions in 

human history? 
 The key lies in succession planning 

before it is too late. Succession planning 

is indeed a long process and journey that 

requires detailed and early planning by 

family firms. Professor Yupana explains 
why succession planning continues to 

be one of the most daunting challenges 

for many family firms. While many family 
firms do acknowledge that one of their 
‘top of mind’ concerns is to choose, 
prepare and train the next successor, 

this is usually easier said than done. In 

the Asian context, many family members 

avoid alluding to succession because 

it might sound as if they were wishing 

their father or grandfather ill. Also, while 

we can’t really control the genes and 
‘quality’ of our next generation, how 
do we then ensure that the upcoming 

successor would be capable enough 

to run the family firm. One interesting 
and unique approach that the Japanese 

temple builder, Kongo Gumi, advocated 

was that “it is better to have daughters 

because I am able to choose my sons”. 

This was quote definitely brought much 
discussion and applause among the 

audience. Such a refreshing approach 

towards succession planning may 

probably be the underlying reason why 

the Japanese temple builder can survive 

for 14 centuries. 

Often, the unique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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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ucture of family businesses gives 

them a long-term orientation which 

differentiates them from non-family 

firms. Both Mr Linus Lim and Mr Sim Kok 
Hwee shared how this unique feature 

allowed many family firms to outperform 
other businesses over the long term.  
While both Toyota and Samsung are 
family firms that have survived for 

many decades, it is their ability to adopt 
sustainable, stable and long term plans 
that made them stand out from the other 

businesses. 
Another important challenge that 

family firms faced would be the need to 
balance family’s welfare with the firm’s 
business and interests. In order for 
family firms to successfully passed down 
their businesses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t is usually encouraged that they set 

up a proper and good  ‘governance’ 
structure to balance both the family’s 
and the firm’s interests simultaneously. 
Personally, I feel that the importance of 
balancing family and business interests 

is very much analogous to the famous 

Chinese philosophy of Yin-Yang balance 
as illustrated in the Taiji symbol.  Often, 
family interests are not the same as 

company interests. Hence, it is a real 
and important balancing act for everyone 
involved – family, company and owner.  

After the discussion among the 

speakers, I was indeed more aware 
of the family business environment 

I would expect if I were to work in a 

family firm in the future.  There were 
also many interesting questions raised 

from the audience that included how 

the speakers decided to embark on 
their family business paths instead of 
switching to other career options. 

 Another question that struck me 
was the sheer challenge faced by family 

firms in managing and retaining top 
talents, who are non-family members, in 

the family business. Mr Sim also shared 
some of his interesting encounters with 

his father over mealtime where he would 

sometimes cleverly utilise light-hearted 

moments over meals to discuss sensitive 

issues with his boss, which happens to 
be his father. To them, family meals can 
then be regarded as important moments 

to mingle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as 

well as mingle as their employers. This 
i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hat both 
of them sometimes face with their father. 

While succession planning is 
always an emotional subject, I realised 
that it is important for family firms to 
do early planning especially when it 
concerns the passing down of critical 
assets. Besides succession planning, 
I believe that the key to success is 
for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family 
to grow. More importantly, a family 
business must be able to overcome 

critical challenges, like achieving strong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keeping 
the family committed to and capable of 
carrying on the family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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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总理书籍奖及新科工程奖学金得主

吴桐学长

为
了访问吴桐，我们特地约他

在一间连锁咖啡厅见面。抵

达时，只见学长悠闲地靠在

椅子上，脸上带着微笑，给人亲切的

感觉。当我们请他用一个词来形容他

的华中体验时，他毫不犹豫地说道：“

回味无穷”。

在华中时，吴桐除了是双文化

自理会的副主席，也参加了“黄城夜

韵”和Youth Leaders Experiential 

Programme (YLEP) 。这给他许多机会

举办一些意义非凡的活动，如为学生举

办讲座及为视障人士举办露营。虽然准

备“黄城夜韵”演出的过程备受煎熬，

但吴桐并不畏惧艰辛，因为他由始至终

都对戏剧有着一股不可动摇的热忱。吴

桐说：“能够与志同道合的同学一起熬

夜、一起奋斗、是一种享受，也是我在

华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除了在课程辅助活动上有所成

就，吴桐的学业成绩也非常出色。他

在2010年A水准会考中考获7个特优的

佳绩，也是新科工程的奖学金得主。他

目前还在实习，今年9月份即将负笈中

国清华大学攻读经济学。

在华中，吴桐学到最重要的价值

观就是“饮水思源”。虽然毕业了，

他仍然想着如何回馈母校。他表示会

加入校友会，为母校出钱出力。他同

时也呼吁学弟妹在毕业后积极回馈华

中，延续这优良传统。身为一名双文化

奖学金得主，吴桐对中国的蓬勃发展也

感触良深。他认为未来新加坡、东亚，

乃至全世界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国，因此

鼓励学弟妹多多关注中国的发展方向。

他感谢所有教过他的师长，特别是母语

部的老师。他至今仍然铭记恩师们的忠

告——“了解自己的条件，展现自己的

优势，走出自己的路。”

像吴桐这么优秀的学生，仍然在

学习生涯中面临过挑战。他面对的最

大困难就是在学业与课程辅助活动之

间找到平衡点。临别之前，他给学弟

妹几句赠言：勇敢地为兴趣去奋斗，而

非为了做而做。将来回头望，才不会后

悔。此外，高中生活虽然忙碌，还是要

明确定下自己长远的目标。理想就像一

盏明灯，它能时刻指引你前方的道路。

最后，他引用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

追的女孩》里的一句话，与我们共勉，

那就是：勇敢追梦。

勇敢的追梦人

登上印尼峇厘岛上最高的阿

贡火山，沐浴在晨光中，欣

赏日出的壮观景象。

左起：母语部方伟成主任、另一总理书

籍奖得主温承易、吴桐、祖父及梁勇老

师在总理书籍奖颁奖礼后合影留念。

香
港青年音乐训练基金成立于

2009年，宗旨是通过乐团

训练培养青少年不怕吃苦，

不畏艰难，自律尽责，努力求上进的

精神。虽然成立只有短短的四年，基

金会属下的民族乐团和西洋乐团已多

次参与当地及海外的交流活动，举办

多场深获好评的演奏会，最近一次的

演出，就是和华中的华乐团、交响乐

团和弦乐团同台演出。

7月20日，“华中音乐晚会”在

华中诚毅楼大礼堂举行，台上台下一

片热闹。晚会有不少嘉宾和观众，还

是专程从香港前来我国表示支持的，

其中就有胡文虎基金会创办人胡仙博

士。年届八旬的她如此热心推广音乐

教育，委实令人感动。华中华乐团和

香港民族乐团的合奏掀开音乐会的序

幕，描写渔民生活的《渔乡组曲》赢

得阵阵热烈的喝彩与掌声。接着是由

两地的弦乐团和交响乐团合奏《天鹅

湖》与《谜语变奏曲》。压轴是史诗式

新港合作音乐无疆

在华中陈伟信博士的指挥下，乐团把《三国》的雄健浑厚气魄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转第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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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

人物⋯⋯”

2013年5月2日，晚上11点30分。

小小的录音室里，传出一阵铿锵的吟诵

之声。站在麦克风前的同学虽然神色

微显紧张，但他一字一顿诵出的诗句

中，却仿佛真的有些“乱石崩云、惊

涛裂岸”的味道。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

杰！”

“好！那个‘如画’的意境出来

了。”录音室里的老师和同学们纷纷

拍掌称赏。

由华侨中学华文语文特选课程(简

称华中语特)策划的“锦瑟华音”诗歌

吟诵项目，此时正在进行最后一首诗

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录制。经

过两个月的筹备和十天的集训，近四

十个同学的心血终于即将大功告成。

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的潘丽珠教

授，此次特别应邀前来为同学们进行

——记2013华中语特《锦瑟华音》诗歌吟诵项目
 

诗歌吟诵指导。诗歌吟诵看似简单，

却有浓厚的传统和深广的学问。集训

过程中，潘教授循循善诱，悉心指导

每一诗句的抑扬顿挫，启发同学们感

受诗歌中的情韵。

华中语特这次的目标是录制一张

诗歌吟诵的CD以及DVD，这在新加坡

的初院中可谓是“前所未有”的尝试。

《锦瑟华音》专辑中选取的诗歌，是以

明年启用的H2华文与文学新教材为蓝

本，同学们的吟诵作品有望配合未来

的教学使用。专辑收录19首作品，包

括唐诗如《行路难》、《燕歌行》，宋

词如《声声慢》、《雨霖铃》，新诗

如《再别康桥》、《心跳》。此外，

潘教授以及华中母语部的几位老师也

现“声”说法，令同学们大饱耳福。

诗歌吟诵的魅力究竟何在？潘教

授娓娓道来：“所谓‘诗歌’，诗本

就具有可歌性，但长期以来，‘歌’

的部分常在教学中被忽略。诗歌吟诵

首先可以加强印象，让人多年不忘，

就好像大家对流行歌曲总是能朗朗上

口一样，这是对学习的一种正增强。

更重要的是，诗歌的意境、声情，是

讲义中找不到的，通过吟诵，才能感

受得到那种画面感、空间感。”

对于这一点，参与吟诵的同学们

感同身受。高一学生郭雁潮说：“锦

瑟华音激发了我们学习的热忱，可以

将平日书本上学到的诗词按照自己的

理解加以发挥，并录制下来，是一次

让每个参与者难忘和自豪的经历。”

《锦瑟华音》已于7月成功面市，

但这仅仅是开始。潘教授说：“相对而

言，新加坡的学校在诗歌吟诵方面比较

薄弱，华中作为先驱，希望会开花结

果。华文教育需要讲究情意的陶冶，

不只是知识的灌输。教育者的责任，

是要把孩子们领入‘百花园’，让他

们的心柔软。”

的巨作《三国》，中西乐器经过特殊编

排，巧妙融合，140多人把乐曲演奏得

气势磅礴，获得热烈的反响。

香港的乐手们风尘仆仆地于7月16

日晚抵达狮城，次日一早就赶来华中，

和华中三大表演团队聚在一起积极排练

四天，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团员们抓

紧时间，并肩协作，以极大的耐心与热

忱换来无比的默契。乐团中不少小团员

年仅七、八岁，却十分谦虚好学。华

中华乐团弹拨组组长林芮嘉说：“他

们虽然年幼，却很努力弹好每一个乐

句，正式演出时，面对众多观众，也

能顶住压力，尽全力完成演出的独奏

部分，令人钦佩。” 

青年音乐训练基金主席萧炯柱先

生一再强调：“演出最重要的是享受

其过程和乐趣”，也正是这种积极的

态度让全体表演者发挥出他们的水平，

为观众呈献一场完美的演出。通过此次

合作，两地的青年乐手不仅展示了演奏

才华和敬业态度，更增进了对彼此的了

解，结下坚固的友谊，磨砺了克服困难

的意志品质，增强了团队合作精神。

＞ 文接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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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泳池大厦即将进行扩建工程。扩建期间，校友会

秘书处将于2013年9月6日(星期五)迁往华中国际学校

办公，为期大约两年。

校友会的电话、传真、电邮及通信地址一律照旧：

在泳池大厦内进行的各项活动也将移至国际学校。敬

请各位校友继续保持联络。谢谢。

华中校友会秘书处 敬启

国际学校地图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681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269782

Tel: 6466 4180

Fax: 6468 5410

E-mail : hcalumni@singnet.com.sg

MAUNG THET NAING WIN@ EDMUND NG  黄晨光  11S74 

Singapore Armed Forces Overseas Scholarship

•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Chemistry)

• Student Councillor

• Organised the Hwa Chong Asia-Pacific Young Leaders Summit
• A*STAR JC Science Award (2011-2012)

YAP WEI HANG TIMOTHY  叶纬航  11A15

• Timothy Yap Wei Hang has been awarded the President’s Scholarship and he 
will be receiving his award from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Tony Tan this evening 
(16 Aug).

• Timothy Yap Wei Hang has been an active student leader in Hwa Chong who is 
very committed to serving the student community. He was the President of the 
High School Student Council in Sec 4, as well as the Chairman of Social and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 College Student Council when he was in JC. Timothy 

is also awarded th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Overseas Scholarship and he will 

be reading Law in Oxford.

2013年三位奖学金得主

MARCUS LEE JIAN YING  李健颖  11S65 

Singapore Armed Forces Overseas Scholarship

• Oxford University (Physics)
• Captain of Canoeing team
• 2012 West Zone Colours Award (Team and Individual)
• World Canoe Marathon Championships
• OCIP Nepal

叶纬航

李健颖

黄晨光

华中颐年俱乐部订于9月15日(星期日)中午12点正，在海山街詠春园(唐城

坊对面)举行中秋节联欢午宴，欢迎同学参加。报名电话：6535 9705

中秋午宴

搬迁通告

颐年俱乐部
欢迎校友报名参加

29/8/13   2:29 PM



in China”，像他这个年龄层的人大多

数是在新加坡出生，或来自马来西亚，

很少从“唐山”南来。

1944年12月圣诞节的前夕，中国

还处在八年抗战的艰苦阶段，他在广

东潮安诞生，3岁时，国共内战正在

进行，他和姐姐及妹妹跟着大人漂洋

过海，过番南来，居住在美芝路的房

子，住宅距离崇正学校不远，顺理成

章地他被送入崇正学校念小学，那是

一所纯男生的学校。

坐落在小坡亚里哇街的崇正学校

和崇本女校历史悠久，它们是兄妹学

校，同是华人庙宇顺天宫以香油钱维

持生存与发展的学校。小学毕业后，

他便转到华侨中学，每天到奎因街乘

搭绿色巴士上学，下车后走一段山坡

路才到课室。

回忆那段少年时代的生活时，柯

博士说：‘在崇正是老大，到了华中

是小弟弟。“华中校园很大，过去有

些外国人经过新加坡大学和华中时，还

以为华中也是新大的校园，因为有些外

国大学设在市区，只是一幢楼罢了。”

他说，崇正的同学都是住在小坡

一带，步行上学。华中同学可不同了，

有住在裕廊、武吉班让乡村的朋友，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的孩子，同

班的陈瑞献来自印尼，更有来自台湾

的钟赐贤，他是南大物理系钟盛标教

授的儿子。到了华中，就像是从一个

小天地来到一个比较大的社会，认识

很多新朋友。

在华中除了上课之外，有许多课

外活动，柯博士参加戏剧研究会，参

与后台工作。不过，他的同学黄延辉记

得柯博士曾参与《阿Q正传》的演出。

在云南园的年代，他曾将法国战败，被

迫割让土地给德国，法国作家将老师为

学生上最后一课法文的情景写成《最后

一课》，柯博士将这篇文章写成话剧，

由黄有光饰演老师。演出效果很好。据

说，很多学校曾上演这个剧本。

他说，当年中学的功课并不繁

多
年不见了，柯新治博士依然

是笑容可掬，说话不急不

缓，态度诚恳。在宽敞幽静

的住宅大厅里，他不像接受访问，而

是接待老同学到访。

结束了长达10年的外交生涯回到

新加坡后，柯博士保持与华中校友往

来，还在校友的邀请之下，回返母校

出席华中校友会会员大会呢！他感慨

地说：“华中的变化很大，从前的建

筑较少，觉得很广阔，很乡村化。现

在可不同了，现代化的建筑很多，比

较密集。”

柯 博 士 笑 称 他 是 “ 少 数 族

群”，不在本地出生，而是“Made  

郑安仑校长签发的离校证书

同学合照（前排左五是柯新治博士）

华岭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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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华中生活

柯新治博士



重，除了戏剧会演出之外，还有叙别

会演出。课余时大家投入排练节目或

筹备后台工作，相当热闹。此外，他

也曾参加童子军活动。

他说，华中是纯男生的校园，同

学们都很粗犷，只有在举行华中、南

中联合运动会时，才有机会和许多女

生在一起，这也营造了“华中南中一

家亲”的好机会。已故王鼎昌总统和

他的夫人林秀梅表示华中南中校友结

成伴侣的例子很多。

谈到母校的老师，柯博士记得教

华文的林达老师，他教学认真，有时

候他以潮语朗读课文，非常亲切，他

跟同学的关系很好，后来当了副校长。

曾当过校长的郑金发，他是一位很好的

地理老师，他不必看课本或讲义，滔滔

不绝地讲课，教体育的林东鲁老师后来

下海从商，开设‘西湖小吃’餐馆。

在他的回忆里，华中校园很美

丽，走上山坡到课室，上学时很有趣

味。1961年他念高中二，那一年遇上

中学改制，从三 三制(初中三年，高

中三年)改为四二制(中学四年，高中

二年)，这一年的旧制的高二学生和高

三学生一同参加最后一届的高中会考。

华中5年的学习生活给他留下美好

的回忆。他说，通过课外活动可以培养

同学们的组织能力。1961年，他进入

南洋大学经济系。

他说，南大的校园更大，整个

云南园都是“树树皆相思，山山皆秀

色”，满园的相思树令人神往。同学

们来自各地，生活圈子更大了。结束

了4年的云南园生活，考取了南大商

学士后，他负笈加拿大到University of 

Manitoba深造，考获该大学的经济学

硕士及博士学位，离校后在加拿大工

作一年才回返新加坡。

1974年柯博士到新加坡大学经济

系与统计系执教。1980年他转到亮阁

私人有限公司担任董事经理。在亮阁

任职期间，他代表亮阁参加新加坡中

华总商会。1983年他当选为总商会董

事，并出任工业组主任，当时他年仅

38岁，成为最年轻的董事。接下来他

担任外贸组主任，在1991年的选举中

他出任交际主任。后来他忙于政务便

结束了总商会服务。

1991年是柯博士人生旅途的转捩

点，这一年他开始从政，代表人民行

动党参加国会大选，当选为阿裕尼集

选区国会议员，为巴耶礼 选区的居民

服务。与此同时，他受委为教育部政务

部长，不久转任新闻及艺术部部长。当

了将近三年的政务部长职务后，1994

年他卸任政务工作，重回亮阁，再度

出任董事经理。

出使港台
2002年是柯博士的另一个人生转

捩点，他受邀到外交部工作，出任新

加坡驻台湾商务代表。华文教育出身

的柯博士到以华文华语为主流的台湾

执行外交任务，游刃有余。

在台湾工作及生活了5年后，柯博

士伉俪回返新加坡。接着仍留在外交部

担任特别顾问。

2008年他受任出任新加坡驻香港

(兼澳门)总领事。香港是另一个以华

文为主流的大城市，精通华文，通晓

粤语的柯博士，工作起来驾轻就熟。

2012年9月底，他卸下外交部的工

作，回返新加坡担任家族公司的董事。

谈起出使外国的生涯，柯博士

说，台湾和香港的文化生活比较丰富，

喜爱文化生活的他，常去看文化表演。

台湾和香港有四季气候，除了夏季的气

候炎热之外，其他季节都适合户外运

动，他在港台打高尔夫球感觉比较舒

适，回来新加坡后，打高尔夫球就没有

那么舒适写意了，于是改为游泳，观看

文化演出的次数也减少了，闲暇时，看

看屋外的小鸟喝水，也是一件乐事。

柯博士夫人——李怡平是中正中

学的校友，她原是一名药剂师，2002

年她放弃自己的专业，陪伴夫婿出使

台湾。

柯博士说，他受委到台湾公干

时，两个儿子已经到外国念大学，不

必操心他们的学业与生活。长子到美

国念医科，目前是新加坡脑科部门的

专科医生。幼子到澳洲悉尼大学念生

化医学，接着到美国深造，现在在美

国史丹福大学从事干细胞研究。

柯博士曾担任多个法定机构的董

事，也曾担任新加坡广播局的董事，

以及华社自助理事会 副主席。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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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前总统布什在2011年访问香港时与柯博士合影

2012年8月，柯博士与香港
特别行政区长官梁振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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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has HCJC Alumni featured in 

your life before the presidency? What 

are your priorities and goals for the 

Alumni as President?

I have always participated in the 

HCJC Alumni activities, although I was 

not able spend more time previously due 

to work and family commitments. But 

since I have wound down in recent times 

into a semi-retirement mode, I could 

devote more time and energy to Alumni 

affairs. I had been active in helping the 

Alumni raise funds for the HCJC Alumni 

Students Bursary Fund – we raised 

about $250,000 between 2011 and 

2012. Even though I believe that one can 

always lend support to an organisation 

in any capacity, I took up the presidency 

challenge in April 2013, as I am ready to 

volunteer more time with the Alumni now. 

I am also drawn to the Alumni as there 

is the sense of rekindling old memories 

Mr Lin Weiliang, from the pioneer 1974/1975 batch in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was elected the president of the college Alumni in April 2013. As he sets 
his mind thinking on how to grow and propel the Alumni to new heights, Weiliang 
graciously agreed to share with this publication some anecdotes on his visions 
for HCJC Alumni and his personal life-stories.  

and giving back to the school. 

My first big priority is to strengthen 
the Alumni. Personally, I thought it is a 

pity that even with a large 30,000-strong 

community of ex HCJC students out 

there, the Alumni only has about 1000 

registered members. I believe that the 

Alumni’s profile is not high enough 
and many may not have heard of it or 

knew what it stood for and what it had 

done over the years. I hope to increase 

the membership and build a core of 

dedicated members in the committee. 

We need these dedicated people to 

move things forward, now and into the 

future. I know it is a big challenge as 

most would see this as non-rewarding 

work, and they also have to balance such 

contributions with other commitments 

like family, career, and pursuing their 

own life dreams. 

I hope to work closely with fellow 

committee members and grow the 

Alumni into a vibrant community of 

former students. Hopefully it will be as 

vibrant and meaningful a community to 

the members, just like how it had been 

for them when they were students in 

HCJC. 

What drew you to HCJC in 1974? 

What are your fond memories of life 

in HCJC?

I am a person who loves challenges. 

In 1974, HCJC was brand new, and only 

the second JC to open in Singapore 

then. It was also one of the very few 

schools that had a technical stream, 

which was the “in” thing in those days. 

I chose to join HCJC then for all these 

reasons and I never regretted the choice. 

As pioneer batch students, we shared a 

lot of special memories with the school. 

We had the sense of making history – 

we had to build the “good foundation” 

for the school. Interestingly, I was a 

quiet student in HCJC. I did not join any 

formal ECA groups, but I was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cross-country races and 

outdoor activities, many of which were 

organized by the students.

What I do remember very well 

were the very dedicated teachers and 

the wonderful HCJC spirit. I certainly 

learnt a lot from my teachers – not just 

on textbook materials but also useful 

soft life-skills. I remembered most 

memorably of my General Paper (GP) 

classes – I learnt so much of soft skills 

from the GP lessons and all the GP 

teachers were awesome.

I also remembered fondly Mdm Yeo, 

my first Chinese teacher at HCJC. She 
taught me for only six months but with 

her bright yellow earrings, her lessons 

were always enjoyable and interesting, 

not like the stuffy Chinese lessons I had 

Mr Lin (first from right standing), with HCJC teachers (former & present) at the 
Celebrity Chef session Mr Lin organized in 2012 to raise funds for the HCJC 
Alumni Students Bursary F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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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secondary school. Unfortunately 

I was only with her at Chinese lessons 

for six months, and I guess regretfully, 

my Chinese competency stagnated 

after that.

The school spirit was another 

awesome thing. It drew the students 

closer together and built lasting bonds. 

A manifestation of this was in the level 

of strong support the students gave to 

various school activities. It was amazing 

to note the selfless ways with which my 
fellow HCJC mates had come forward to 

participate and support, whole-heartedly, 

all school events of every nature, from 

sports, cultural to social ones. A lot 

of these activities were organized by 

students themselves.

How has it been post-HCJC? How 

does HCJC shape your outlook and 

aspirations in life? 

HCJC has definitely shaped and 
influenced my outlook in life. The biggest 
takeaway from HCJC, where I was 
surrounded by dedicated teachers and 

“clever” classmates striving to perform, is 

the sense of excellence and the notion of 

having to do your best regardless of what 

you are doing. This has been my mantra 

throughout my working life and I can say 
that while I may not have been the best, 

I have achieved whatever I can with 

the best of my ability. This is the same 

kind of philosophy that I would pass on 
to my four sons, even if they did not go 

through the HCJC journey personally. My 

elder three sons are in university and the 

youngest is in national service. 

After HCJC, I moved on to NUS 

to read engineering and thereafter 

MBA at Cranfield University, UK. After 
graduation, I worked for IBM Singapore 
from 1982 to 1989, and started my own 

IT company thereafter, which went public 

in 2002. In 2003, I left the IT industry to 

pursue my life-time interests in the food 

& beverage business. After running 

three eateries between 2003 and 2007, 

I decided to sell them off and went into 

retirement in 2007. In 2009, I took up 
some part time teaching at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Republic Polytechnic, to 

keep myself abreast with the changes 
in the IT industry. For me, the pursuit 

for knowledge has no boundaries - I will 
embark on a Doctor of Education course 
in November 2013.

It is now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both the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High and the HCJC are no longer 

separate entities. How do you think 

this might impact on HCJC Alumni 

vis-à-vis the Hwa Chong Alumni?

Yes, it is a question in everyone’s 
mind. But I am of the view that it will take 
more time before anything definitively 

Mr Lin Weiliang (third from left standing back row) and the HCJC overseas students (UK) group. 

different from status quo can be 

established. After all, the cultur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e quite different - HCJC 

was a co-ed school and we do have 

students from non-Chinese speaking 
sectors. HCJC was founded on a multi-

lingual, multi-cultural environment, while 

the Chinese High was predominantly 

Chinese speaking with a very long 
history as a school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 merger of the two Alumni, 

if it is really to come, will take time. I am 
of the opinion that this is not a priority 

for now, and what is more important is 

that both Alumni stay relevant to their 

respective members and alma mata. We 

can work together as separate alumni 
for the benefit of our members and 

the current students. Where common 

goal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joint 

organ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HCJC 

Alumni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these 

wholeheartedly.

HCJC Alumni welcomes former 

students as Alumni members. 

You may enrol as members online 

with immediate approval. For 

members benefits and planned 

activities please visit our website 

at www.hwachongjcalumni.org.

sg or contact us at hcjcalumni@

hc.edu.sg



自强不息的奋斗历程

1976年携妻视察阿尔柏达省南部油田

- 访华中校友、著名地质专家柯世利博士
n 张惠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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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中旬报考了华中高中部。我记

得当时我只身来到新加坡，在华中礼堂

考试了整整两天。数日后，华中在报纸

上“发榜”，我被录取进高中一，59

年1月入学后编入丙班。

惠雯：回顾你在华中的学习和生活，有
什么特别的怀念和感想？
柯世利：我记得华中的老师大部分来自

中国，同学们对老师的乡音多少有个适

应过程。我进校后一个多月才逐渐听懂

一位三角学老师的华语和英语。我尤其

记得教华文的卢涛老师，他学识渊博，

讲课用的是“海南华语”。还有一位教

历史的陈辅老师，他讲课谈笑风生、妙

语如珠，使我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从高二起，我和几位同学常一起

学习，相互勉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我在高三时，利用课余时间参与了华中

戏剧会的事务。1961年，我与几位同

学为华中毕业特刊争取经费，数星期

里，每天放学后，我们就到“坡底”

或郊区，走访大小企业，招徕广告，

最后不辱使命，完成经费筹集工作。

这些工作是对我的磨练，为我以后进

入社会积累了实际的经验。

二、赴日留学，远渡重洋的求
知路
惠雯：华中毕业后，你在职业和升学
方面经历如何？
柯世利：1961年底我自华中毕业，

并考取了新加坡政府高中会考文

凭。1962年我报考并通过了南洋大学

入学考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放弃

了到南大读书的机会，选择了在新加

坡的住联和贩总做文教工作。我的工

作主要涉及办儿童夜学班、妇女缝纫

班，以及替一些华校校友会搞宣传。

由于我爱好文学，在1962年至64年期

间，我以柯扬的笔名写了一些诗歌、

散文和评论，先后登载于《南洋商

报》和《星洲日报》。此外，我的一

篇杂文《论蛀虫》发表在新加坡人民

党党报上。

1963年8月底我离开住了近五年的

新加坡。从63年10月到64年9月，我在

吉隆坡马来亚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在那

里，我阅读了许多科学书籍，萌生了出

国留学的念头。1964年6月，我申请了

日本留学签证。此前，我曾结识马来

亚劳工党的国会议员陈志勤医生，几

乎当上国会中文秘书，但最后我还是

选择了留学。

惠雯：谈一谈你在日本留学的情况。
柯世利：1964年10月，我回到新加

坡，从红灯码头搭乘一艘英国邮船到

日本。我首先在东京的国际学友会学

校进修日语和大学预科，并于1965年

2月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通过毕业考

试。之后，我报考了当时日本矿业地

质界最负盛名的秋田大学，并于1965

年3月被录取(录取率为1:25)。我在秋

田市度过了四年的留学生活。我修的

科目范围很广，除与地质和矿业相关

的专业科目外，还包括经济学、心理

学、日本法律、英语、德语、高数等

科目。头三年夏季假期，我都会去东

京打工挣钱，先后做过“国铁”列车

站辅导员、建筑工、糕饼店助手。我

于1969年2月通过毕业论文考试，3月

获得地质工学士学位，立即离开日本，

返回了马来亚。

三、学而不倦，再赴加拿大
深造
惠雯：从日本回国后，你是怎么决定再
去加拿大深造的？
柯世利：我在日本的两位论文指导老师

都曾到加拿大的大学做过研究学者，

经他们的鼓励和推荐，我向加拿大阿

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及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申请了就读硕士学位。这两

所大学都录取了我，并答应提供助学

金。我最终选择了阿尔伯塔大学，原

因是它的地质学院拥有当时世界上数一

数二的地球化学同位素研究和岩石年代

测定研究的师资及设备，此外，它给我

柯
世利博士于1959年进入华中

高中班求学，1961年底从

华中毕业。三年的华中生活

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培养了他

孜孜求学、不断进取的精神。柯博士

后来留学日本，在日本获得本科学位

后，又远赴加拿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

位。作为著名的地质专家，柯博士不

仅对地质学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

献，更积累了三十多年的企业咨询经

验。相信柯博士自强不息的奋斗经历

将激励一代代的华中学子。

一、 只身赴新，求学华中
惠雯：谈谈你是如何从马来西亚来到
华中求学的？
柯世利：我于1943年出生于马来亚的

吉兰丹州哥打 汝市，在那里度过了童

年和少年时代。1958年我初中毕业，

由于父亲的一位挚友的推荐，我于58



的助学金和旅费资助更高，并且免除硕

士课程的学费。1969年8月，我从马来

亚飞赴加拿大，到达阿尔伯塔大学所在

地艾特门登市。

惠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你的生
活和心得如何？
柯世利：从1969年9月至1972年初，

我选修了10个研究院科目，取得优越

成绩，并完成了硕士研究项目——阿

尔伯塔省东北部“加拿大 状地”之

铀-钍-铅同位素年代测定，1972年初，

我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考试，取得理学

硕士学位。70、71和72年的夏季，我

被加拿大几家矿业公司聘用为地质勘

探工程师，到加拿大由孔地区(Yukon 

Territory)及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山区做

地质勘探、矿床分析等工作。在此期

间，我有计划地收集了许多当地的地

质资料，积累了宝贵经验和知识，为我

以后的博士研究课题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6月，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研究院录取我攻读博士学位，我随后

办理了入学手续。入学后，我向该院

的博导委员会提出我的研究课题，但

我的指导教授坚持我接受他的课题，

而他对加拿大西北地区毫无兴趣。结

果我在多伦多待了三个星期，在获知

阿尔伯塔大学一位资深教授同意接纳

我的研究课题后，又匆匆回到阿尔伯

塔大学，开始了我的博士课程。这是

我人生中的又一个挑战。

惠雯：你的博士研究是否很艰巨？你取
得了哪些成果？
柯世利：从1973年起，我除了开始着

手准备有关研究和实验的材料之外，

还需选修几科高级课程，作为研究院

助手，我还要协助教授进行教课、实

验、为本科生试卷打分等工作。我的博

士研究课题是加拿大西北地区(Yukon 

Territory及Northwest Territories)古生

代矿床之地质学及地球物理化学研究。

由于其内容牵涉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及

地球化学，我所进行的研究和实验就广

泛应用了地质学院、地球物理学院和

化学院的多种设备和仪器，我自己也

设计了一些实验仪器。我觉得我首创

了对地球上一个区域的矿床进行全面

性和广泛性的研究(包括岩石、矿物之

铅、硫、氧同位素研究，岩石、矿物

及其液体包裹物之物理化学、热力学

研究及其年代测定，矿床之区域地质

构造学分析等)。

我的博士研究实验花了近3年时

间，其间1974年夏，我曾到加拿大西

北地区实地考查3个月。我的博士论

文于1976年初呈交给审查委员会，需

等待3-4个月的批阅时间。我在此期间

应一家美国咨询公司聘请，到阿拉斯

加进行了5个月的资源勘探与咨询工

作。我于1976年10月正式获得博士学

位。除了博士论文外，我还发表了两篇

重要学术论文，分别刊于《美国经济地

质学会期刊国际专题研讨会论文集》和

《加拿大矿物学期刊》，其他论著散见

于1971-1973年的加拿大企业报告中。

概而言之，我的博士研究为“大

西洋式大陆边缘”之地向斜内的沉积

槽，及深地槽里矿床生成所具备的各

种地质、地球物理化学的条件和特征

提供了重要的模式，对此后全球各年

代同类矿床的勘察和研究具有指导和

应用价值。

四、从理论走向应用，投身石
油工业界
惠雯：取得博士学位后，你是否继续
从事学术研究，还是改变了事业的发
展方向？
柯世利：获得博士学位后，英属哥伦

比亚大学地球物理学院一位教授邀我

去他那里做博士后研究；澳大利亚的

CSIRO的JS教授也通过我的博士导

师，表示欢迎我去他处任职。同时，

我的博士导师也安排我去德国阿肯的

矿物矿床学院做研究助理。我慎重考虑

后，最终放弃了这些机会，因为我已经

从事了6年的学术研究，并不想将来当

教授、一辈子做学术。

1977年，我决意改弦易辙，投身

石油工业界。我搬到了阿尔伯塔省南部

的卡尔加利市(加拿大的石油之都)，开

始从事油气工程咨询事业，并于1979

年正式成立“柯氏咨询公司”。自

1978年起，为加拿大石油天然气企业

提供关于钻井地质、油气测井及物理测

井分析等方面的技术工程咨询服务，业

务范围遍布“西部沉积盆地”各地，工

程项目总计达400个以上，所涉及的油

气工程包括原油、天然气、重油及油砂

等种类。八十年代末，我还协助促进卡

尔加利市、阿尔伯塔省与大庆市、黑龙

江省之间的技术人员交流，先后向中国

的一些油田提供了先进的、有经济效益

的技术指导和建议。

惠雯：请问你后来怎麽再和华中同学
取得联系？
柯世利：2006年，我和妻子到新加坡

访问，与阔别多年的高三丙班同学们

相聚，也到母校华中旧地重游，看到

华中已经增设学院和国际学士IB课程，

在国际上声望日隆，我们都为华中感到

高兴和自豪！在此，我想引用华中校歌

里每段的最后三句，向母校华中献上我

的衷心祝愿：

雄立狮岛，式是炎荒，万世其无疆！

1968年于日本秋田市千秋公园

1969年秋田大学毕业日

1972年加拿大阿尔柏塔
大学理科硕士毕业留影

左二是柯世利

前排中是柯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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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ocal film-maker and director, 

Anthony Chen, who is also a Hwa 

Chong alumnus, became the first 
Singaporean to win a prize at the 2013 

Cannes Film Festival. Anthony Chen’s 
debut feature film Ilo Ilo had its world 
premiere under the Directors’ Fortnight 
section at Cannes, touching the hearts 

of the audience who immediately gave 

Anthony and his cast a 15-minute 

standing ovation. Ilo Ilo then took home 
the coveted Caméra d’Or Award, making 
Anthony our latest hero. 

Set in Singapore during the 1997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lo Ilo chronicl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young boy 

and his new maid from Iloilo, a province 
in the Philippines. The cast includes 

veteran actor Chen Tianwen, Malaysian 

actress Yeo Yann Yann, award-winning 

Filipino actress Angeli Bayani and 

newcomer Koh Jia Ler. I managed to 
track Anthony Chen down this August to 

ask him several questions!  

Congratulations Anthony for winning 

the Camera d’Or prize for best feature 
film debut at the 66th Cannes Film 
Festival this year! To start off, what 
was going through your mind when 

they first announced Ilo Ilo as the 

winner? 

I didn’t quite believe it actually at 
that time. My mind was like thinking, 

“really?!” I just told myself that I better 
thank the right people and say the 

right thing on stage because this will 

Talk to                                Director 

n Lau Jun Ji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Youth Chapter) 

Anthony Chen

be screened live across the whole of 

Europe! 

Compared to your experience 6 
years ago at the 60th Cannes Film 
Festival with your short film “Ah Ma 
(Grandma)”, was your experience at 
this year’s festival different? 

Yes,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6 years 

ago when I was featuring my short film, 
the screening consists of 10 short films 
altogether. However, for Ilo Ilo, the 
whole screening belonged to you and 

it felt especially different this time when 

you received such a huge response in 

Cannes. The audience was clapping and 

no one wanted to leave. People were 

crying and it just felt so surreal. In fact, 
the experience was quite electrifying! 

I was actually in shock and the actors 
were also moved to tears. In fact, we did 
also have a good screening in Cannes 

6 years ago! I remembered we were the 
last short film to be screened and even 
won a Special Mention award that year. 

One thing that was also different 
was that I was much younger then. I 
think that the fact that the film is going 
back and selected in Cannes again is 

any director’s dream! Cannes is like the 
Olympics and it is sort of a place where 
you want to make it there. The selectors 

of the festival were telling me that they 

saw 3000 films in the Director’s Fortnight 
section. I felt that it is already an honor 
and recognition to be selected as one of 

the 23 films out of all the films. 

I understand that you have made 9 
short films before making your first 
feature film, Ilo Ilo.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journey so far? 

I felt that there was really a huge 
learning curve from making short films 
to my first feature film. While short 

films usually only require 3 to 8 days 
of shooting, feature films sometimes 

demand more than 25 days of filming. It 
is in fact similar to the difference between 

finishing a 100 metre race and running a 
marathon. It requires a lot of my stamina, 
determination and the same amount of 

concentration every single day. I believe 
that the magic of the cinema is that the 

entire cinema is ‘wrapped’ and once a 
scene is not perfect, it could have easily 

spoiled the whole cinematic experience. 

I am curious why did you choose the 

film name as Ilo Ilo? 
I think because the film was partly 

inspired by my own childhood memories. 

When I was growing up, we had a 
Filipino maid named Teresa and we 

called her Auntie Terry. I could only 
remember that she was from a province 

from the Philippines called IloIlo. I started 
writing the script with this name in mind. 

We did consider changing this name but 

we eventually decided to stay with this 

original title we feel it is quite a cheeky 

little name. It is also an interesting and 
iconic name that you won’t know what 
it is until you ‘Google’ it! By keeping the 
film name as Ilo Ilo, I think that this was 
one of the best decisions I had mad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as 
a director or filmmaker?

A very stubborn one! I don’t like to 
compromise and I am very obse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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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I make my films which means if I 
want something I won’t let it go I make 
sure I get it! 

What do you think makes up a good 

film? 
I think a good film is one that strikes 

a chord emotionally with the audience. A 
film can be a social commentary or even 
a comedy. But at the heart of the cinema 
and film making, I feel that the media of 
film is an emotional medium. It is about 
using visuals and sounds to move the 
audience, not literally to tears, but more 
on creating an emotional response. The 
best film does that in ways that you just 
can’t quite describe it. 

When do you actually start developing 
your passion in film making and 
directing? 

I actually cannot recall exactly 
when I started developing the passion 
in film making. For a long time, I have 
always have been more interested in 
theatre. Even outside of Hwa Chong, I 
was always acting in numerous children 
musicals since I was 10 years old. 

But I can recall when I made the 
decision to pursue my passion, I made 
it at the age of 15 when everyone 
was busy studying for their O’ Level 
Chinese. While everyone was busy 
preparing for their O’ level examinations, 
I remembered that I was alway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Kinokuniya and 
Borders. I was borrowing and buying 
all those books about film makers and 
wondering how they became what they 
became. I wrote to many famous film 
schools around the world like NYU and 
UCLA to enquire about their film schools. 
Eventually, I decided to enroll into Ngee 
Ann Polytechnic as it was the only film 
school available then. 

Back in your Hwa Chong’s days, I 
understand that you were previously 
involved in Chinese Drama (Huagang). 
What roles where you playing then in 
the CCA? 

I was actually the Chief Planner 
(编导) of the general affairs of the CCA, 
where I was required to plan activities 
for the CCA. In fact, I was also acting in 
various roles since Secondary 1. 

Can you also share with us some of 
your memorable experience during 
the 4 years in Hwa Chong?

Yes, I could actually recall that I was 

always very involved in the Hwa Chong 
Talentime Performance. In Secondary 3 
and 4, I was always doing the Talentime 
together with my class and we won 
every year. I was either directing or 
choreographing a mime or dance. In fact, 
there was one year when I gathered all 
the Secondary 1 students from Chinese 
Drama CCA (Huagang) to compete as a 
team in the Talentime Competition!  

Where was your favorite hangout 
place near Bukit Timah or even in 
Hwa Chong? 

The western food and free flow 
drinks at the Coronation Plaza Prince 
Café! In Hwa Chong, I quite like the Lee 
Kong Chian Library! 

What kind of student would you 
describe yourself as when you were 
in Hwa Chong? 

I can easily say that I was a very 
‘du’ student! 

Do you have any word of advice for 
your juniors or anyone who may be 
interested in film making? 

I think my advice is not about 
film making but it’s more about being 
daring to dream! I think that this is very 
important. I feel that a lot of Singaporeans 
do not dare to dream. I can tell you that it 
requires a lot of hard work to fulfill your 
dreams. For me, it took 10 years of hard 
work and I really started at 15 years old. I 
think that it is incredibly important to have 
a passion in life, to have something that 
you will are willing to fight for, die for and 
do anything for. My worry is that a lot of 
people don’t know what they want and 
this may be why so many Singaporeans 
are so unhappy. 

Where are usually your sources of 
inspiration for your films? 

I would say my life and the people 
around me. I like observing people and 
I think a lot of good directors are very 
good at reading people. Usually in 10 
minutes, I can read a person quite 
clearly. I think it’s an asset that a director 
needs to have. 

If you like to make films, do you enjoy 
watching films too?

Of course, I do! I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to watch films to make good 
films. It is the same thing as you need 
to read a lot of books to write a good 
novel you need to read a lot of books. 

My all-time favorite film is “A Brighter 
Summer Day” by a Taiwanese director 
named Yang Dechang. It is a very rare 
4-hour film that I will recommend all of 
you to watch. 

Can you also share with us your 
favorite theatre in Singapore? 

It will definitely be the Gallery 
Theatre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Singapore! 

Are you looking forward to Ilo Ilo’s 
premiere on 29 Aug in Singapore? 

I am very excited but at the same 
time very worried. I really do not know 
what will Singapore’s reaction to this 
movie. Although Ilo Ilo had won a 
huge award, I am quite worried that 
Singaporeans may have too high 
expectations of it. The Singapore 
audience is one that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at around the world. I would 
dare say that this film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usual Singaporean film. I have 
completely no sense of what will be the 
reception from the audience. I sincerely 
hope that people will come and watch 
and support the film! 

If there is one thing you hope the 
audience will take away after watching 
Ilo Ilo, what will it be? 

I hope that it can connect with 
them in a way that they can probably 
see part of themselves e, or their family 
members in the film. I think that this film 
is one that you can very easily connect 
with scenarios and the people around 
you. I set out to make a very sincere and 
honest film and I hope that Singaporeans 
will be moved by it. I hope that the 
audience can see the sincerity in the film 
and appreciate it. 

Lastly, what do you hope to achieve 
in the next 5 years? 

I hope to make more films!! I think 
as a film maker, my only hope and wish 
is to continue making films until the day I 
die. I think it will be very sad for me if one 
day I couldn’t make any films because of 
any problems. 

Ilo Ilo will be screened island wide 
in cinemas on 29th August. Do support 
Anthony and catch the film! Once again, 
we congratulate Anthony for doing 
Singapore proud and wish him success 
in his future endeavou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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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一直在思考教育的问

题、方向以及目的。

几天前(2012年9月12

日)，我参与了教育部的2012工作蓝图

大会后，听了王瑞杰部长的发言，思潮

不断，久久未能平息那股“革命”的冲

动。当年孙中山先生在发动其革命事业

时，应该也有过类似激励人心的演说，

最终打动了人们渴望平等民主之心，才

改写了历史。

我有幸参与了工作蓝图大会的卫

星校群工作坊，是其中一名小组协调

员。我们这些协调员在大会之前，事

先知道了会议大纲，以便完善小组讨

论的质量与结果。我以为自己资料上

的内容和部长的发言将大同小异。然

而，演说后，我深深地感受到，王部

长不是一般的“背稿”政客。他真的

是深入民间，看到了、感受到了我们

教育工作者第一线的辛酸和困惑，在

演说中提到了我们一直都在关注的课

题，更重要的是，他提供了应对的策

略以及明确的未来方向。我深信，他

背后的教育高层，如我最尊敬的何品提

学司，便是向他献谋出策的功臣之一。

他们令我对本国的教育以及下一代的未

来，燃起了炙热的育人之火，使我更坚

定的认同自己目前的定位以及对未来的

抱负。在小组进行讨论时，我从同行们

的分享中，取得了宝贵的讯息，不但得

到应对第一线老师的顾虑的机会，并且

还从中习得如何把部长的主要讯息传递

给他们，引导他们正面的思考未来要实

践的改革之路。

打着我们都熟悉的“以学生为中

心，以品格教育为先”的教育旗帜，

王部长在言论中提到了四个核心讯息：

1)   每一位学生——积极、好学：

如何重燃孩子们的学习热忱、巩

固品格的教育

2) 每一所学校——均是好学校：

如何让各个学校独具一格，有效

分配资源，实践全人教育

3) 每一位教师——关怀备至：

如何启迪教师的心灵，照顾教师

的需要，传承树人的力量

4) 每一位家长——相辅相持的伙伴：

与为人父母者协作，完善教育与

教养的任务及责任

 

王部长像剥葱皮一样，利用这四

大环节一层层地加以说明并分析了我

国的教育现状以及未来的趋势。他没有

好高骛远的计划，只用了自己一年来深

入民间的调查，反馈了他的所见所闻，

并针对一些例子来婉转地传达一些敏感

讯息。我最欣赏他不畏目前日趋上涨的

无理家长的气焰，扼要简单地反驳了一

些家长对教育部及教师的指责，令长久

被“欺压”的校方有“沉冤得雪”的快

感。以下是我记忆犹新的两个例子：

1)王部长有一回在一次周末会谈

场合上，碰到一位当面质问他的家长。

那位家长投诉学校一周里占用了孩子三

天的课后时间，导致他和孩子失去了宝

贵的家庭时间。当部长反问他，今天周

末他的孩子在哪里时，那位家长才告诉

他每个周末都安排孩子上补习班或强化

教
育
革
命 n 文：陈琦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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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上梁不正下梁歪，该位家长错误

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得到纠正，其儿子以

后会拥有什么样的人格是可想而知的。

如果教育部不坚持立场，传递了错误的

实惠讯息，那我们不仅仅是祸害了下一

代，也直接打击所有有心把这份育人事

业搞好的教育工作者，流失更多的好老

师、好校长。

同事们对部长的这番言论激赏万

分，认为他传达给家长非常重要的讯

息：请在指责别人时，先反省自己。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倾全力着重品

格教育，不希望再让成绩牵着鼻子走。

除了品格教育，部长也提到如

何让孩子们重新体会到学习的乐趣，

这让我不期然想起自己不久前读过的

一本书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的著作 ：

《学习的革命》。他分析了当代学

生“逃学”(不爱学习，没有学习动

机)的心理，也谴责了现实社会的应试

教育带来的祸害，并推崇学习革命，

让孩子们能再次从学习的世界中，持

续与事物、与他人、更与自己对话。

佐藤学说：“学习的世界，是瓦解内

在的自我，与外部世界组织关联的世

界；是透过省视自己，搭建一座桥梁

与他人沟通的世界。”

这样的一个学习的世界，需要孩

子们能先得到自我认同，明白自己在

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意义。这也令我想

起，不久前许荣哲老师透过电影《雨

果》(HUGO)，透彻地分析了自我认

同的重要性。自我认同传达了一个重要

的讯息：懂得和自己对话，认同自己的

理想和人生，才能取得生命的和谐与心

灵的平静。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能做好

什么，比别人叫你做什么而你又能做好

的意义来得更深远。一个是对自己的认

同，另一个是别人对你的认同。许多人

需要从别人的身上得到自我认同，如美

女一定要身材好、人才一定是学历高、

赚很多钱的人。但其实，多数的人喜欢

的、赞同的，并不一定是对的、好的。

有些人就是没有办法从自己的身上得到

自我认同，因为他们的生命中有太多的

打击、挫折和失望，因此得靠同侪的认

同才能建立自信，他人的眼光和许可对

这些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自我认同可以通过不同的面貌呈

现在你的人生里。

在电影里，导演简单地交待了一

个迂回的过程：电影抓住魔术师，让

他认同自己的魔术事业，甚至开创电

影新世纪——魔术师被世界大战打败，

失去了自我认同的能力——小男孩，雨

果，反过来透过寻找父亲逝世前的遗

课。另一位家长也投诉了类似的状况，

说学校在假期时安排补课，没有让孩子

好好度假，虽然不是强制性的补课，但

是如果他不让孩子去，又担心自己的孩

子会输给别人。此自相矛盾的例子比比

皆是，这种观念上的矛盾实在令人啼笑

皆非，亦同时令我们意识到成绩至上所

带来的种种副作用。大家的功利观念始

于社会，而当社会把文凭捧成未来前途

的通行证，把入学的起跑点当成日后人

生轨道上的直通车，这些过度怕输的心

态和心理，促使应试教育的产生，同时

也是导致教育的意义与目的逐渐被扭曲

的元凶之一。

各位家长，人生最大的乐趣，不

是去预测未获得的成功；人生之所以

美好，在于能够经历了无可预知的磨

难后，破茧而出，成功蜕变成意想不

到的美丽蝴蝶，自由飞跃于万紫千红

中。为什么要把我们的孩子困在狭隘

的成功方格里？成功的指标不应该被

定型，更不能有形，因为每一个孩子

都不一样。如部长所说的，成功的教

育，不应该局限于学术成绩的高低好

坏，因为人生的选择怎么能由一纸文凭

来涵盖？我们应该与孩子们共同寻觅能

发挥他们潜质的学习平台，这样才能让

每一个孩子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获得属

于他们的成功。将来的社会，需要的不

是成绩优异，却不懂得处事待人、自私

自利的草莓族；未来的世界，必须要有

品德兼具、才华各异的下一代才能维持

一个优雅的和谐社会。

 所以我们首先得努力改变大家对

成功指标的概念，而部长提出的废除

中学等级制、取消“奖励计划总蓝图”

制度以及检讨“卓越学校模式”的学校

评估制度，便是在这方面作出的努力。

这些新策略鼓动了我们这些长久以来努

力摆脱旧有成功框架的“叛逆老师”的

士气。部长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了

曙光，让我们相信这是值得我们继续奋

斗下去的！

 

２)另一个更绝的例子便是不久前

闹得沸沸腾腾的剪发风波。该位无理

的家长为校方擅自剪短儿子的头发，

毁了儿子六十元理发费的形象而报警。

她无视于校方之前的多次提醒，仅迁怒

校方擅作主张。她没有反省自己的态度

以及传达给孩子的错误教养讯息。部长

直接抨击了家长对学校的无理指责，并

重申校方在面对家长不合理的控诉，以

及无礼行为时，无需唯唯诺诺，忍辱迁

就；校方必需维护应有的教育原则，不

能助长任何不道德、不公平，不合理的

言，进入了电影史，不但找到了自己

的生命价值，也为魔术师寻回了失去

已久的自我价值。

雨果一直认为，只要修好父亲遗

留的机器人，他就能找到父亲留给他

的信息。但是当他从机器人的画中知

道父亲并没有留给他任何遗言时，他

以为自己的生命里从此没有意义了。

然而那幅画却让他看到了魔术师，梅

利耶的秘密，从而给了他另一个人生

目标：拯救梅利耶。

很喜欢电影里的这句雨果的台

词：“全世界是部巨大的机器，机器

从来不会多出零件，他们需要的零件

总是刚刚好。所以我想象如果全世界

是个巨大机器，我不能当个多出来的零

件，我待在这个世界一定要有理由。”

雨果的这番话不就意味着，天生我材

必有用吗？

如果整个世界是个大机器，那世

上的每一个人都是机器的零件，这些零

件都有它的作用，因此没有一个人是多

余的。我们勇于寻找并实践自我的价值

时，我们就能同时体会、明白、了解学

习带给我们的真正乐趣。

许荣哲老师在解析电影的主旨

时，利用自己的求学过程——如何从一

个理科生，一个理性十足的研究生蜕变

成今天理性、感性兼具的大作家——让

我们明白自我认同的重要性。他说，敢

于宣泄情感，容易流眼泪的人，不是弱

者。眼泪是正视心中所感的一种表现，

一种和自我的对话。现代人的冷感及麻

木始于自我的不认同，长期活在别人的

要求与期待中，忘了自己真正的追求和

想望。因为现实和理想的落差，我们常

常要从别人身上得到外在的自我认同、

价值观的自我认同、甚至是身份的自我

认同。我们常常忘了，我们其实最需要

的是自己对自己的肯定。许多时候，

当我们找到了那个肯定自己的点，我

们的潜质和能力就会无限量地发挥出

来。是很玄的一种说法，但是它有一

个很简单的道理：你要相信自己，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我们永远不会

知道自己对别人能造成什么样的改变，

但是我们每踏出的一步，其实都让昨天

不一样了。当你的心房被打开后，当你

发现自己是有能力改变一些事时，你就

一定能创造奇迹。

你相信吗？当你真心喜欢一件事

情时，全世界都会联合起来帮你！

教育的本质，便是回到根本：尊

重选择、发挥所能、敢于创造、勇于

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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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华中校友会

n 杨有瑞

当
我收到华中校友会的传

真“华中快讯”，提起校友

会将于今年举办一系列庆祝

成立90周年纪念活动，深感欣慰。在

王勇诚会长领导下的理事会，不愧是

一支生气勃勃的队伍。

校友会每年于3月21日，从不间断

地为母校校庆日举办宴会，但为自己的

周年纪念庆祝一番，却是屈指可数。

1989年是母校创校70周年，校方

准备出版70周年纪念特刊。黄嘉昌校

友与我，代表校友会参任“华中创校

七十周年纪念特刊”编辑委员。我们

受托编写华中校友会活动史迹。由于

当年才加入校友会理事会不久，对校

友会之过去，所知不多，得下一番功

夫，询问旧理事，向他们请教。陈树

德学长非常热心，送了我两本特刊，

即“新加坡华中校友会第十三周年纪

念特刊”与“新加坡华中校友会三十

周年纪念刊”。这两本特刊，对华中

校友会过去的活动，提供了十分丰富

的资料。可惜对校友会于何年何月何

日成立及怎样成立，都交待得不太清

楚，说法不一。

为了确认校友会究竟是哪年、哪

月、哪日成立，我到社团注册局审阅

资料。记得那位负责管理资料的职员

是位中年人，和蔼可亲，毫无官方气

派。资料清清楚楚展示：

DATE OF REGISTRATION: 11 

SEP 1923

REGISTER NUMBER: 528/47/

BOS

以我对成立有限公司的执业知

识，按当时的编排规则，47应该指

1947年注册，但何以档案却指明校

友会是1923年9月11日成立？他不厌

其烦地为我解答疑问，指出那是因为

1947年殖民地政府颁布了社团注册

法令，规定战后战前的社团，都必须

重新向注册局登记。华中校友会确确

实实是1923年9月11日成立，毫无差

错。

也许是职业病，一有疑问，总想

打破沙锅问到底，将心中的疑惑向他

请教：“我们华中于1919年创校，怎

么1923年才有校友会？”

他很耐心地回答道：“那是你们

华中的事，应该回去问华中校长”。

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并没有到华

中询问校长。因为当年的校长是杜辉

生。杜校长与我同一届毕业于华中。

心想，我不清楚的事，大概他也清楚

不了多少，还是自己寻找答案吧！原

来，华中开始办的是三年制中学，第

一届毕业生于1922年出炉。

9月11日似乎是一个不太寻常的日

子。十年前奥萨马的人员，用飞机横蛮

撞穿美国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以视死如

归而又惊心动魄的恐怖行动，震撼了全

世界，史称“9.11”。

马来西亚霹雳州南大校友会准备

于今年9月7日及8日，在怡保举办大规

模纪念南大创办人陈六使先生的活动。

文告指出，陈六使先贤于1972年9月11

日辞世。真是凑巧，又是9月11日。

华中校友会宣告今年庆祝校友会

成立90周年，等于正式确认校友会于

1923年成立，这也是令我特别感到愉

快的原因。

无须讳言，我与当初筹备华中颐

年俱乐部的老学长，意见相左。嘉年

华会原是颐年俱乐部学长们的活动，

故而一向退避三舍，从未参加盛会。

今年声称由华中校友会承办，又将它

列为庆祝90周年庆典活动之一。想

起我与校友会结下不解之缘，又是现

存历任会长最“早”的一位，理应参

加。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华中校友嘉年

华会。

对在槟城举行的嘉年华会，印象

深刻。平时难得见面的校友，反而一

一会见。林玉虎与我同一届毕业，但

碰头的机会，少之又少。他依然那么

讲究，陪他到街头巷尾寻找理发店，

美容一番，准备拍集体照。十几年未

见的“老调”王熙平，江山易改，本性

难移，照旧高谈阔论，老调重弹。黄志

华校友风尘仆仆，自称是“插班”，他

原是为一项工程先到槟城，闻风而来参

加盛会。难得瞧见邓亮洪学长。大家取

举办90周年庆典
其英文名字，LIANG HONG TANG，

说是难怪他会“亮红灯”不能进入新加

坡。他的英文字开头字母TLH，使他命

中注定成为“THE LAST HERO”惹得

大伙捧腹大笑。

第二天，进早餐时，在电梯内

看到一位老学长，牌上写着“陈新

嵘”。猛然记起，他是“MEN  IN 

WHITE”一书中，排名第一，赫赫

有名之人物。正在犹豫是否向他打个

招呼，哪知他却抢先问我：“杨缵文

老先生是你的什么人？”。我回答

道：“是先祖父”。他告诉我，我的堂

兄杨秀锐与他同班。并且问起为何秀锐

没来？我回答道：堂兄不良于行，城市

的人，毕竟容易衰老。还是他在森林边

疆好，身体健康，不见老态。他还提起

先祖父在华中演讲，没有人听得懂，说

是只见“鲤鱼开口，一开一关”。没料

到，陈学长这么坦爽风趣。 

交流会上，华中董事长李喜隆、

华中校友会会长王勇诚及华中颐年俱

乐部会长康伟民、三位校友，再次传

达他们的雄心壮志，筹建一座足以让

校友、董事及在籍同学济济一堂，各

取所需的活动大厦。广东华中校友会

麦华南及香港华中校友会叶德民二位

学长，表达了期待华中校友会再接再

厉承办二年一度的嘉年华会之愿望。

接着自由发挥“什么是华中精

神”。其实“精神”为抽象为名词，

难以讲得一清二楚。拙见以为，具体

之表达，一提起在山岗的日子，总是

那么亲切。记得你喊过口号，我写过

标语。记得你高歌一曲，我把鼓声响

起。记得你杀了不少乒乓，我投了很

多篮球，离开华中后，在不同的场合，

总是那么开心地见到华中子弟，那不可

言喻的凝集力，便是华中精神。又如，

在第二天的午餐，由于餐馆才开张，冷

气房容纳不下这么多华中校友，在馆外

搭棚，我们那一桌刚好惨被烈日斜照，

大伙索性将餐桌搬到一棵大树下，别具

一格。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其他校友，

争着拍“特景”照，嘻嘻哈哈，乐趣无

穷，这便是华中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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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寒川的《红豆》与《钟楼》 n 林乔

眼昏花，两鬓斑白，抑或青春正富，

驰骋商海，眷念母校的情怀依旧，爱

恋母校之心也必永恒：

路过母校

钟楼远远微笑望我

半个世纪了，从少年到青年

再到老年

钟楼依旧。看我变老

步履蹒跚

钟楼依旧屹立山岗上，相思树下

依旧铺满相思豆。那年我走在斜坡上，

最爱俯拾落叶堆里一颗颗的红豆。

今日，当你重返母校的怀抱，若

干地方或已走入历史，代替的是你倍

感陌生的情景；今日，当你漫步山岗

的小径，若干人事或已不尽相似，相

交的是你倍感陌生的音影。那不要紧，

斗大的“自强不息，学以致用”是我们

共同的信念，也是我们一脉相传的“华

中精神”。

让我们拾起一地的红豆，缀满一

个永恒的“华中心”⋯⋯

永远的华中人，一颗红豆一世

情。

2013年5月16日

写于望梅小筑

那
天收到校友会寄来的今年3

月出版的会讯《华岭》，在

第20及21版分别看到由寒

川学长写的《在山岗学习的日子》和

沙凡学长的诗作《红豆》；5月14日在

《联合早报--文艺城》又拜读了寒川学

长的《钟楼》。及后，知道署名沙凡

的诗人原来就是寒川学长。

3篇作品，不论是诗歌，抑或是

散文，内容围绕着的都是对母校华中

的眷念与6年岗上学习情怀；爱我华中

之心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是的，凡我华中子弟，6年的寒

窗苦读，无论之后咫尺天涯，一颗爱

校之心，不会因为日月星辰的转移，

更不会春夏秋冬的流逝而与母校越走

越远。诚如寒川学长在《钟楼》里写

道：

再过许多年

毕业了的学生路过

我的孩子路过

或许，我的孙子路过

文字是那么的纯朴，但是，感情

是那么的缠绵。再看《红豆》里，诗

人寒川这么写道：

半个世纪过去了

红豆没变形

颜色依旧

如同当年对山岗的爱念

不曾褪色

 寒川学长在《红豆》里对母校华

中的表白，所用的文字是那么的平易

浅显，可是，诗人对母校人、事、物

的感情却是那么的浓烈，致使他一气

呵成、气势紧凑，让人有屏气的感觉：

有一颗，给钟楼

有一颗，给黄仲涵礼堂

有一颗，给图书馆

有一颗，给餐厅

有一颗，给长长的走廊

有一颗，给贩卖部

有一颗，给壁报

有一颗，给运动场

有一颗，给虎豹楼

有一颗，给那当年写诗的少年

还有很多颗

不会忘记

送给每一位敬爱的老师

送给六年一起欢笑的

同学

最后一颗

红彤彤的相思

对母校的怀念

留给自己

诗人的回忆，诗人的缅怀，让曾

经在山岗上学习、追逐的莘莘学子，

勾起无限的怀念；即使你现在已是老

一颗红豆一世情

n 
世
利

华中学子聚芸窗，气轩昂，正翱翔。 

分道扬镳，辗转去他乡⋯⋯ 

旧地重游春丽日，心喜悦，意端庄。 

 

忆昔奔走在穷乡，办学堂，设缝坊。 

羁旅少年，犹意气昂扬⋯⋯ 

遥望苍茏云树处，独巍屹，是华冈。

江
城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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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黎运栋    李开

戏剧活动，起初只是不同科系的比赛，后来又搞对外演出，

经过不断的努力，后来学生自己写剧本。我们扎下了根，师

生的付出终于开花结果，现在有《黄城夜韵》，有 《华岗剧

坊 》。她认为过去的创业是值得的。

离开了校友会，搞不出大戏
曾在《满江红》中饰演宗泽元帅，也曾执导《正气歌》

和《屈原》的郑有国，在发言时强调，华中能演水准相当高

的大戏，校友会功不可没，离开了校友会，搞不出这样好的

大戏。前校友会理事胡名正透露，当年搞几个大戏，前前后

后，有形无形，差不多花了将近15万元。

韩劳达因为有事，未能分身参加茶话会，但他发表了书

面谈话，由蔡世居宣读：

“我对于发起这个记忆工程的几位学长的毅力和魄力

感到鼓舞⋯⋯他们的不甘寂寞，是拿起一项巨大的历史记

忆工程，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搞这样一个需要动员人

力物力，还需要财力支援的工程，套句广东话，叫‘拿苦来

辛’，而且工程进展期间，有太多繁琐的事务要一一兼顾。

光是这次茶话会的筹备，早在去年底就提出计划，然后多方

联系校友，几个主要负责人事事全力以赴。他们的工作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因经验不足带来的问题，但我相信‘天道酬

勤’这句话，他们会得到来自各方面的大力而且是无私的援

助。因为，他们的工作就是无私的，他们全部是不领酬劳的

义务工作。这种精神延续了华校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社会

是弥足珍贵的。”

前校友会会长杨有瑞发言幽默，引得笑声连连。他说，

记得他曾参加排演“学联万岁”和“新加坡颂”，但这两个

节目都未获准上演。他带着自我调侃的语气说：“我虽然讲

的是潮州华语，但我是朗诵‘新加坡颂’的主角⋯⋯我的诗

歌朗诵是很动人的⋯⋯我参加的节目都不被批准，我只能搞

后台。”

华中名堂响亮
曾于1960年校友会第一次公演《屈原》时扮演屈原的

朱运良说，因为华中名堂响亮，他和几个同学离开华中的

时候，外面的团体都找他们演戏，记得那时国家剧场刚刚建

成，有一个戏剧小组，在那儿参加了几个戏。

他希望《山岗的脚印》这个历史记忆工程能顺利完

成：“真的很佩服这些同学到今天还保持自强不息的精神，

还有那股劲，不怕艰难把这个大工程包揽来做，帮助我们回

想当年在华中的美好生活。

前华中副校长李仰渠回忆，1979年他到华中担任教务主

《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茶话会于4月

28日上午成功举行，共有56人出席。

茶话会主持人蔡世居在开场白中指出，华中人过去几

十年的表演艺术实践，已成为新加坡艺术发展史的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不愿让这段历史湮没。正如我们的青春不留白一

样，我们希望，依靠华中人的集体力量，完成这个历史记忆

工程，这是我们主办茶话会的目的。

编写组召集人黎运栋介绍这个历史记忆工程的来龙去

脉。他说，2009年底，国家图书馆与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联合举办了两个月的“认识新加坡华语话剧与其他表演艺

术展”。

他发现，这次展览所展示的华中人表演艺术资料并不全

面，就引起他要发起这个历史记忆工程的冲动。经过了一段

时间的酝酿，他联系了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编写组，于去年

6月28日举行第一次会议，拟定了编写大纲，分头向国内外

同学约稿，正式启动这个浩大的工程。他希望这本历史巨

著完成后，将成为研究华中人表演艺术史的必需参考资料。

华中校友会会长兼华中管委会主席王勇诚应邀讲话。他

说：当他第一次看到《山岗的脚印》这个概念时，就觉得这

不是容易做的事情，但这的确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程。因

为，不论过去和现在，华中的表演艺术活动非常特出，目前

华中高中部的“黄城夜韵”年年举行，表演的节目是学生自

己的创作。他强调，我们过去的历史，真的需要重新整理成

为史册，不然，整个历史就会湮没。

华中将主办艺术节
王勇诚接着说，在今年的校庆晚宴上，他已经宣布华中

以后每两年将主办一次艺术节，时间大概在校庆前后，在指

定的一个星期里，学生不用上课，专门准备艺术表演，让大

家放松精神，展开方方面面的艺术活动。他已经和校长谈过

这个计划，校长也同意。过去根据教育部的计划，每年有青

年节比赛，学生从3月到5月都非常忙碌，教育部已修改了这

个计划，改为两年举办一次青年节，学生就有机会透一透

气，搞自己的艺术节。

王勇诚表示希望学长和学姐们考虑参与艺术节活动，年

轻的学生表演得非常好，但年长的学长和学姐宝刀未老，可

以参与演出，聚合在一起，重拾过去的乐趣。

华中初级学院前副院长冯焕好回忆：1974年，华中停

办高中；华初创立后，她到华初担任华文老师，为了保持华

中的特色，必须做一些推展华文的工作，1975年，就准备搞

出版，可是学校不给钱，当时华初没有校友会，她就去找华

中校友会的王声泽和庄升俦会长寻求赞助。1976年进一步搞

——记《山岗的脚印》茶话会
依靠华中人的集体力量，完成历史记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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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当时华中正处于低潮，成绩不是很好，为了鼓起士气，

我们唱“满江红”，后来就有了《满江红》的演出(注)。大概

在筹备庆祝创校7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杜辉生校长就提起，

华中在新加坡华语剧坛占有重要一席，应该挽回，于是学校

就和校友会合作搞大型的戏剧演出。

在五、六十年代曾负责《心防》、《水产专员》、

《屈原》、《正气歌》等剧的导演或剧务的陶祚增，拄着

拐杖来到三楼的茶话会。他说，华中有很多人才和巨大财

力，同学和校友们又很勤奋合作和尊师重道，能发挥“自强

不息”的母校拼搏精神，加上功不可没的导演叶文祺老师的

引导，还有郑安仑校长、陈龙得会长和张国汉、朱一飞、邓

锡明学长等的配合，那时候我们才能连续成功地推出多部大

型的话剧演出，引起本地剧坛的极大反响。记得以前叶老师

还曾说过，打算演出《秦始皇》和《武则天》，后来由于导

演团意见分歧，才没有了下文。

林海燕说25年前(1987年)她有幸进入华初，学了很多东

西，一直很感激、很怀念母校。当年她碰到一位好老师——

教华文的冯焕好老师，虽然那年校舍成了危楼，一年内一连

搬了三次，她还是照样用心教课；作文都加上评语，鼓励学

生，激发了她写作的兴趣。88年，她参加了“黄城夜韵”，

许多学长都前来帮助。其中有个节目叫《阿珠剧场》，她饰

演一个小角色，第一次上台显得有点紧张；隔年她自己导了

一出戏《巴德林先生的故事》(得了最佳导演奖很受鼓舞)，

演到最后一天的时候，大家都哭了。那时她才十七、八岁，

正值青春年华，现在回想起来很感动，毕生难忘！

时，曾提议成立百人合唱团，过了两三年，合唱团还看不到

影子，1996年中，校友会举行新理事就职典礼，他和瑞海就

当场宣布要成立合唱团，成立当天，杨有瑞会计公司的女职

员、李伍华的艺术之家乐龄组成员和宏文的女校友也来支

持，合唱团终于成立，并且坚持到现在。

在母校负责戏剧活动的杨文仲老师，还有王如明、何子

煌、池方盛、刘扬、吴秋赞、王平等多位同学，莫雪黛及郑

有国的太太，都相继起来发言。

茶话会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享用自由餐时，大家继续

畅谈，久久不舍离去。

注：前校友会理事沈瑞海回忆：

1989年演《正气歌》、1994年演《满江红》及1999年
演《屈原》，这三个大戏从开始排练到演出结束，单单伙
食费，每个戏的开销就达四万多元到五万元，三个大戏单
单伙食就花去15万元。如果加上演员的服装费，开销更为
惊人，何况我们演的是古装戏，布料非常考究，第二次公演
《屈原》的服装，特地到北京定制。此外，排戏非常辛苦，
导演和演员一开始就全情投入，一刻也不能放松，往往一个
星期排练六、七天，有时排到晚上11点多，校友会负责人还
得载小演员回家。负责道具的校友也忙得不可开交，单单找
制作道具的材料就够他们疲于奔命。例如《满江红》和《屈
原》中的圣旨，是有人偶然发现大巴窑的一名德士司机会削
竹子做鸟笼，手艺非常好，就央求他帮忙用竹子做成竹简，
《满江红》和《屈原》的圣旨才有着落。

70年代末华中正处于低潮，杜校长为了鼓舞士气，就
号召学生唱“满江红”。记得1989年演《正气歌》时，当
时的董事长陈共存每晚都到后台探望演员和工作人员，买
包点给演员和工作人员吃，每晚参加演出的同学和其他人
员都唱“满江红”，最后一晚唱得很悲切，陈共存有感而
发，当场就说“我们下回就演满江红吧！”。因为没有现成
的《满江红》剧本，陈共存特地到中国找剧作家杨村彬写剧
本，不料杨村彬开始动笔就病逝了，后来校友会几经转折才
找到北京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马惠田编剧和导戏。记得《满江
红》演出第一晚，杜辉生上台致词时泣不成声，他解释“满
江红”为什么是华中的第二首校歌，为的是“待从头收拾旧
山河，朝天阙”。

向逝者致敬

在茶话会上，蔡世居说，有一些师长和学长的名字，

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来。

他们包括叶文祺老师、赵满源老师。这两位老师，

曾为当年的华中戏剧会演出当过导演。还有戏剧会主席

何东源、叙别会筹委曾胜来、黄成发，导演刘炳麟、谢

于对，还有蔡妈德、蔡仲英、朱修荣、符策机、傅振源、

何荣源、陈子权、林木清、王禄敬、林士雄、陈春裕、洪

才明等学长。

他们有的负责演员化妆，有的负责剧务，有的负

责灯光布景，有的粉墨登场，还有郑安仑校长，校友会

前会长王声泽、陈龙得，庄升俦学长，他们有的提供指

导，有的出钱出力，积极支持华中的演艺活动。名单可

能还有遗漏。这些师长和同学都已逝世，永远离开我们

了，但我们没有忘记他们对华中表演艺术的贡献，我们

永远怀念他们。

“人一旦踏上舞台，就会永远爱上它。”
曾扮演南后的谢芝炫，很兴奋地回忆，1999年，华中

校友会又要演《屈原》了，沈瑞海请她再度出马，她就饰

演了南后——1960年首次演南后的莫雪黛来探班，两代南后

碰头，一时传为佳话，还一起拍照留念。她感受深刻，华中

就像个大家庭，校友会大力支持，后台工作人员默默耕耘，

大家互相合作，才能成功推出几部大型演出。她想起台湾著

名艺术家李国修老师说过：“人一旦踏上舞台，就会永远爱

上它。”她觉得自己是：“一旦踏进华中的舞台，就永远走

不出来了！”

李伍华和庄元森两位学长回忆当年他们和沈瑞海合力推

动华中校友会合唱团的成立，心情特别激动。

庄元森说，他曾担任校友会五届理事，庄升俦担任会长

《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

筹募出版经费
   正在策划编写的《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

术实践》是一部大型史料论著，既有翔实史料，又有总

结评论，是为了肯定华中人过去在表演艺术活动方面的

杰出贡献，也是为了不要让这段历史湮没，要让过去华

中人挥洒汗水、奉献青春和力量的表演艺术实践，载入

新加坡艺术发展史册。  

这部华中人的历史文献，全书约300多页，印刷1000

本，预定在2014年出版，作为向母校95周年校庆的献礼。

这项历史记忆工程印刷经费至少两万元，谨此呼吁同

学们热烈捐款，多少不拘，共襄盛举。

注：捐款支票请付予“华中校友会”

  支票背页请注明“赞助《山岗的脚印》出版经

费”，捐款至少100元者，名字将列在赞助人名单内。

《山岗的脚印》编写组  谨启

2013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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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期4天，在槟城乔治市举行

的第六届全球华中校友嘉年

华会，终于在3月26日落下

帷幕。这次的嘉年华会吸引了216位来

自英、美、中国内地、澳州、香港、泰

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年龄从近90

岁到20来岁的老、中、少三代华中校

友和家属的参与，聚集一堂，盛况不

减往年。华中董事主席李喜隆、华中

校友会会长王勇诚、华中颐年俱乐部

会长康伟民、香港华中校友会会长郑

良生、广州华中校友会副会长蓝展勇

也参与其盛，为嘉年华会增添色彩。 

嘉年华会举行的第一天，来自不

同地区的校友在不同时间先后来到了

聚会的槟岛龙城酒店报到。参与者秩

序井然地向工委会领取了房间锁匙、礼

包和团员证。礼包内有嘉年华会手册、

纪念品和槟城糕饼。团员证写上团员名

字、所属团队(A班至F班)、每日集合时

间和地点、用餐桌号、酒店地址以及紧

急电话号码，为团员带来不少方便。

 

欢迎晚宴 
当天晚上，团员们在住宿的酒店

举行了欢迎晚宴，为嘉年华会掀开序

幕。晚宴前，团员们在酒店大堂拍了

集体照。来自不同地方的校友看到了

久未谋面的同窗，无不兴高采烈，万

分兴奋。大堂一片沸腾，场面热烈。

团员们不乏白发斑白的华岗学

子，纵然青春不再，仍然充满热情地

周旋于校友之间，或高谈阔论，或闲

话家常，有说有笑，欢乐心情所表现

的笑容挂在他们的脸上。笑声更是此

起彼落，热闹之余，倍感温馨。 

广州的校友带来了因高龄不便于

行或其他原因而无法出席嘉年华的老

校友录像光碟在晚宴上放映。久别的

老校友个个脸带笑容，祝贺第六届华

中校友嘉年华成功举行。他们的热情

不减当年。

 

参观韩江华人文化馆 
第二天，团员们乘坐六辆旅游巴

士游览槟城名胜古迹。在极乐寺素菜馆

用完午餐后，浩浩荡荡到韩江学院参观

设在校园内，耗资约800万马币的韩江

华人文化馆，受到韩江学院、韩江中学

和韩江小学三校董事长拿督黄赐兴博士

和韩江学院名誉院长拿督谢诗坚博士的

迎迓和热烈接待。谢博士还亲自带领团

员们参观，为团员们全程导览文化馆。 

文化馆内容丰富，展示了1919

年，槟城先贤林连登为传承民族教育，

创办韩江小学的经过以及学校逐渐发展

为中学、学院的历史发展过程，让参观

者走入历史的长廊。谢博士告诉我们，

韩江董事部还计划在不久的将来，把学

院发展为韩江媒体大学。韩江的发展史

可说是大马华社一路来为维护华文教育

和传承华族传统文化做出不懈努力，艰

苦奋斗的历史缩影。参观了文化馆内展

示的南洋大学图书馆图像，顿时领悟到

林连登先生就是在半世纪前，捐款500

万元建造这座图书馆(今改为华裔馆)的

先贤人物。图书馆是南洋大学的标志性

建筑，是我脑海里常浮现的一座大楼。

参观文化馆后，韩江董事会成员

和团员们在学院礼堂举行了交流会。

谢诗坚博士播放了韩江三校的介绍片，

讲述韩院的历史和未来走向。华中董事

长李喜隆和校友会会长王勇诚在会上讲

话，赞扬韩江董事会为学校所做的各种

努力以及韩江的骄人发展。同时也邀请

韩江董事部到华中互相交流。 

参观文化馆令人感受到占槟州人

口比率仅41%的槟城华人对捍卫与支

持华文教育的热心与执着。这种努力

不懈的精神，令人钦佩。 

参观后已近黄昏，团员们在离酒

店不远的风味小食馆用晚餐，享用槟

城美食。饭后，团员们各别逛游市场

和宵夜。

参观孙中山槟城基地纪念馆
第三天，团员们在酒店用完早

餐，便前往参观了几个历史景点，其

中包括了打铜仔街120号，曾是同盟

会南洋总机关部的孙中山槟城基地纪

念馆。馆内设有“孙中山在槟榔屿”

图文展。1910年11月14日，孙中山先

生在这里召开了继“庇能会议”后的一

次紧急会议，为策划“黄花岗起义”筹

款。黄花岗72烈士包括了4名来自槟城

的华人在这场起义中从容就义。 

1910年，由于孙中山先生所发动

的多次起义都告失败，一些在新加坡

的同盟会成员对他渐失信心，他发觉

在新加坡仅能获得有限的支持。与此

同时，以吴世荣为首的槟城同盟会成员

却对他忠心耿耿，继续给他大力的经济

支援和鼓励。孙中山先生于是在8月间

把“南洋同盟会总部”从新加坡晚晴园

迁移到槟城，并在槟城柑仔园404号寓

欢聚槟岛
交流会

王勇诚会长(左)送纪念品给香港郑良生会长

参观张弼士故居美丽的槟城侨生博物馆

为本届嘉年华会顺利落幕而干杯

n 黄国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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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召开中国辛亥革命史上有名的“庇能

会议”，策划了黄花岗起义。

为了在财务上支持革命，吴世荣

说服妻子变卖了岳父遗留下的五层楼

豪宅，还典当了妻子的首饰以资助革

命，导致他后来须举债度日，其革命

热忱由此可见。 

“747餐馆”用餐的小插曲
参观结束后，大伙儿200多人浩

浩荡荡地来到了一间“747餐馆”用午

餐。由于餐馆太小，无法容纳所有的团

员，餐馆在室外安排了数桌餐位。由于

当时天气非常炎热，分配在室外用餐的

团员大表不满。 

工委会成员当机立断，要餐馆停

用室外餐桌，改分两批在室内先后进

餐。这时，董事长、校友会会长和理

事、各工委会成员纷纷让出座位，让其

他团员在有空调的室内先填饱肚子，解

决了这场小风波。王勇诚会长更在第一

批团员用完餐后，亲自协助餐馆员工分

发餐具给第二批用餐者。王会长的服务

精神令人钦佩。

交流会 
当天下午，校友们回到酒店出席

了由新一代嘉年华会统筹林向明主持的

华中校友交流会。交流会台上的主讲者

有李喜隆、王勇诚、康伟民和香港以及

广州校友会代表。讨论的课题为校友会

的未来发展、华中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以及嘉年华会的展望。

李喜隆以影像详细讲述拟议中的

校友会新会所和新礼堂/剧院两大楼美

轮美奂的设计蓝图以及各建筑单位的使

用计划。康伟民和台下的校友对蓝图和

建筑材料的使用发表了他们的看法，并

建议对蓝图作更详尽和深入的研究。 

谈到母校的未来，王勇诚对母校

的发展和学生的表现感到满意，但他

认为，和马来西亚的独立中学相比，

华中学生的华文水平一般上不如独中

的学生。他希望今后华中学生的华文

水平能进一步提升。针对这课题，香

港和广州校友会代表以及多名校友发

言热烈，提出了他们的观察与见解。 

王勇诚和其他兄弟校友会会长相

继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嘉年华会深具意

义，是华中人交流的重要平台，应排

除万难继续举办。郑良生会长在会上

报告了华中厦门校友会有意在金门承

办下一届嘉年华会的好消息。他也建

议考虑今后嘉年华会以新的方式在游

轮上举行的可行性。 

交流会充实了嘉年华的意义和内

容,出席交流会者发言热烈，各抒己

见。由于时间的局限，有参与者失去

在会上发言的机会。在交流会主持人

林向明总结陈词后，交流会在预定时

间圆满结束。 

年轻的林向明以很轻松、开放的

姿态，让台上与台下互动的对话方式

主持了这场交流会，让出席的老校友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作为嘉年华会的

统筹，林向明展现了新一代年轻理事

的组织能力与才华。

告别晚会
25日晚上，工委会举办了节目丰

富的告别晚会，为参与者饯行。晚会

是嘉年华会的重头戏，由周发兴和校

友会副会长郑苡娜主持。韩江学院董

事会代表，拿督谢诗坚博士受邀为晚

会嘉宾。郑苡娜是前校长郑安仑的五

朵姐妹花之一，她们五姐妹包括两位

分别来自英、美的姐姐也到来参加嘉

年华会，突显姐妹情深。 

晚会以唱校歌为前奏曲，“海天

寥廓云树苍茏⋯⋯”的歌声响彻了宴

会大厅。接着，大会主席、董事长、

各会长们先后作了简短的讲话并互赠

纪念品。董事长也和韩江学院代表互

赠了纪念品。 

之后，晚会的娱兴节目演出便开

始。参加演出的有太极班、香港校友

会舞蹈团、颐年俱乐部会员、华中合

唱团和卡拉OK班。香港校友会舞蹈团

成员包括了郑良生夫妇，团员平均年

龄约65岁。年逾70高龄的吴文国和苏

伟哲、叶慧贤夫妇也参与了香港校友会

的舞蹈演出，他们和香港舞蹈员的舞艺

精湛。舞姿优美，不减当年，堪称是宝

刀未老，博得不少的掌声。 

随后，王勇诚介绍了工委会的成

员，并领导各兄弟校友会代表向全场

敬酒，掀起了嘉年华会的高潮。晚会在

嘹亮的“友谊万岁”歌声中宣告结束。

 

再见了，槟岛!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26日是大伙

儿离开槟岛的日子，在酒店用完早餐

后，团员们回房收拾好行李，带着一

包包的槟城土产和美食，分批离开了酒

店，各奔归途或再续另一旅程。 

槟岛相聚，再次带给华中人另一

个难忘的回忆。

嘉年华会才开始，你们便那么开心 参观韩江华人文化馆享用极乐寺旁的素食午餐
王勇诚会长(左二)与王龙金副会长(左三)
忙着招待学长们

周发兴学长带领表演骑马舞，
欢迎各路学长飞马抵槟城

周发兴夫妇献唱北京一夜

欢送晚宴舞蹈表演

欢送晚宴太极表演



华岭
动态

24

华
中校友会太极组已成立了十五周年。为了庆祝十五周

年纪念，太极组在今年五月十九日举办了观摩会，除

了五位现任教练老师单独表演外，各班学员也落力呈

献了这些年来努力学习太极套路和基本功的成果。此外，太极组

更邀请了吴雅莲老师的蔡厝港第四分区居委会太极组表演三项太

极拳、剑、刀项目。

大家交流拳术后，一起到池畔餐厅享用由我太极组薛柄国师

兄所赞助的丰富潮州稀饭午餐。百多人把餐厅挤满，笑声此起彼

落，好不开心。

太
极
十
五
周
年
观
摩
会 王勇诚会长(左)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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