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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迎接
华中校友会九十周年纪念

华中国际学校扩建项目进展

华

中董事会、华中校友会与华中国
际学校联手展开的扩建项目，把
目前华中校友会大楼改建成华中
华中国际学校扩建项目外观——夜景
国际学校教学大楼，并增设一栋可容纳华中
校友会活动中心与华中董事会大楼。
这座高4层楼的教学新翼和塔楼将拥有
教学设施与课外活动设备。新建设还包括一
个供学生展现艺术才华的顶级艺术中心，和
一个便于交流与讨论的学生活动中心。

为了铭记华中前董事长，也是校友会前
会长庄 俦对母校和校友会的巨大贡献，新
教学大楼将以他的名字命名。扩建项目占地
一公顷，建筑总面积约1万9000平方米，已
在去年10月初动工。第一阶段教学楼估计
在2014年底落成，正好赶上2015年的新学
年。另一栋设有华中校友会活动中心、华
中董事会大楼、演艺中心、室内体育馆等
其他设施，规划为第二阶段，预计在2015
年6月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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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视野
目前建造工程进展顺利，正如火
如荼地展开。施工场地的范围规划，华
侨中学游泳池运作与工作人员的临时设
施，以安全为最先考量，妥善的作出适
当安排。目前在施工期间，游泳池只供
华侨中学的学校课程使用，所有对外用
途暂时停止。校友会的活动包括了瑜伽

班、回春功班、书法班、合唱团等，在
建造期间暂时借用华中国际学校现有教
学楼的设施。旧建筑大楼的拆除与打桩
工程已在进行，打桩工程接近尾声，现
有大楼的内部拆除工程已完成。现正准
备进行另一轮的建筑工程。
各项筹款活动也在华中校友会与

华中国际学校扩建项目——打桩工程

董事会的支持下，在去年中陆续展开。
首先，华初校友会与华中校友会在去
年10月联合举办的高尔夫筹款项目，
成功筹得$219,000捐款。今年初，华
中校友会举办了“华岭美展”,也为
华中国际学校筹募建设基金，共筹得
$280,000捐款。华中国际学校也计划
了一系列的筹款活动，将陆续在今年
展开。学校在今年各个班级家长会也
传达了筹款讯息。
华中国际学校扩建项目第二阶段
竣工日期，接近陈嘉庚地铁站完成与
通车时间，将给学生与所有参与校友
会活动的成员带来更多便利。

打桩工程接近尾声

华中国际学校扩建工程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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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视野

Finest among Equals:
Interview with Timothy Yap,
Our 53rd President’s Scholar
ontrary to his imposing
stature, Timothy Yap (11A15)
comfortably eased into
conversation with his down-to-earth
nature.
T h i s A u g u s t , Ti m o t h y w a s
conferred the prestigious President’s
Scholarship 2013 to read Law at
Oxford University. He is both flattered
and humbled by this recognition.
During his time in Hwa Chong
Institution, Timothy took advantage
of the numerous opportunities the
school provided to hone his leadership
potential. With the firmest belief to
contribute his time and effort, he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High
School Council and Chairperson of the
Social and Relations Committee of the
38th Students’ Council.
The multiplicity of his school
experiences in organizing the 5th
Asia-Pacific Young Leaders Summit
and an overseas community project
in Cambodia is testament to his
capabilities and passion to serve.
Most of us are familiar with peer
pressure and stress in Hwa Chong,
and Timothy is no exception. His
advice is to take peer pressure as
both a form of encouragement and
resilience.
“Failure is an important lesson,”
he articulates. Knowing how to
improve the next time round is an
important ingredient for his success.
To handle failure, Timothy advocates
a three-step process by which one
should acknowledge one’s mistake,
resume responsibilities while reflecting
and ultimately, learn from the error.
Public service, to Timothy, has a
dual meaning — that of policy-making
and a personal conception of the
phrase. At an administrative level, he
agrees that civil service is essential to

C

n Rachel Er 13A12
Pearly Ang 13A15

Joyous occasion at the Istana (From left: Dr. Hon Chiew Weng, Principal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Timothy Yap; President Tony Tan Keng Yam; Mrs. Tony Tan;
Mdm. Teo Ching Ling, Principal of Kuo Chuan Presbyterian Primary School)

a society’s well-being. His personal
view is grounded in the school value
of 饮水思源, which he feels is an
imperative to help the less fortunate
and marginalized.
Ti m o t h y ’ s f a m i l y p l a y s a n
indispensable role in shaping his
values. He attributes his unyielding
belief in service to others to his mother,
who epitomized the notion of sacrifice,
by giving up her job to take care of
him and his brother; and his faith in

tenacious hard work to his father.
More importantly, the flame
igniting Timothy’s aspiration to take
on a uniformed career in the police
force is his older brother. From him,
Timothy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ownership of one’s country not out of
calculated, transactional benefits, but
out of the loyal desire to serve.
We congratulate Timothy on his
achievements and wish him all the
best in his future endeavors!

Timothy Yap (left) at an Overseas Community
Involvement Programme trip in Cambo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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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弦琴上的美丽情谊
n朱幸梓(12S63)、吕劲聪(13S7B)

对六弦琴的爱好把我们连在一起

的珍贵乐器。博物馆一游让我
们大开眼界，增长了不少课外
知识。大家一直待到闭馆才依
依不舍地离开。
第三天，我们有幸参加
了特别安排的大师班。学识渊
博，彬彬有礼的小林澈老师音
乐造诣很高。授课时，言无不
尽，知无不答，从调音的细节
到情感的把握，细心地指出我
指尖拨动奏出的悠扬乐音，让听众为之陶醉
们的不足，并耐心地一一改
正。他说：“在一个乐团里，
每把吉他应该犹如一根弦，在演奏时
溜过，我们的演奏技巧也有了突破。
要达到像一把吉他般协调，才是理想
行程的最高潮莫过于和神奈川县
的境界。”我们非常享受这紧凑而又充
立多摩高校六弦琴社的观摩交流。温
实的课程，三个小时竟然在不知不觉中
暖的阳光洒落在明净的音乐里，我们
虽然是初次见面，却很快就熟络起来，
还参加了他们的小组和合奏练习。轮到
我们表演时，当指尖轻轻触动琴弦，流
淌出的不仅是串串的音符，更是绵绵的
感恩。由于圣诞节将至，我们还一起合
奏了《祝你圣诞快乐》。多摩高校学生
精湛的技巧和出色的演出，让我们深深
折服，真是人外有人，我们要学习的地
方其实还很多。
离别之际，我们彼此交换了联系
方式，短暂的相聚为我们的东瀛之行
留下了最值得记忆的片段和极为珍贵
的友谊。若干年后，当我渐渐老去时，
当生命的音符伴着五线谱流淌在岁月
的间隙中时，我想我一定会听到当年
那一曲悠然。
富士山见证了我们在日本的快乐时光

2月10日夜，经过一个晚上的漫
长航程，飞越了将近40纬度，六
弦琴社一行人终于抵达日本的东
京。迈出成田机场，迎面而来的是透
骨的凉意，清晨的寒风马上吹醒了疲
惫不堪的我们，激动人心的一周音乐
旅程就此拉开帷幕！
坐在旅游巴士上，沿途的风景令
人目不暇给。一望无际的田野，小巧
精致的民房，色彩绚烂的落木，还有
那显得格外高的蓝天。看惯了新加坡
的高楼和热带的绿地，北国的冬天在
我们的眼里显得特别明媚亮丽。当天
下午，我们参观了武藏野音乐大学乐
器博物馆。这个有着50多年历史的博
物馆，收集了近5000件来自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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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

承载爱和希望的 轮椅
n张姗姗(13A12)、黄颖 (13S71)

德

育是华中全人教育的基础，
为了培育具有正直人格和献
身精神的未来栋梁，老师春
风化雨，教导学生正确的价值观，让
我们明白做人贵在有恻隐之心，我们
应该尽力付出，去传递助人为乐的精
神。每年，同学们在选择课程辅助活
动时，不少都会报名参加“社区服务
计划”；也有的会自动自发组队，展
开“服务学习项目”。选定受益单位
和慈善机构后，社区服务小组或服务
学习小组便会展开策划和统筹工作，
进行公益活动。
以“WheelchairforHope”社区服
务小组为例，几位高一学生和坎贝拉联
络所合作，在一年一度的“坎贝拉日联
欢会”上售卖由饮料公司赞助的饮品，
吸引居民踊跃购买。通过活动，他们成
功募集善款，购买了10架轮椅给联络
所，供区内的乐龄居民或体障人士免
费借用，让行动不便者能够走出家门，
参与户外活动，与其他居民交流。这不
只为他们的生活添加色彩，也促进了社
区凝聚力。组员之一的林欣颖(13S71)
说：“我和伙伴们最大的心愿就是改善
他人的生活。虽然整个过程需要不少时
间和精力，我们始终坚持下去。为了应
付繁重的课业，我们只有在周末才能到
联络所去开会，而对方也尽量配合，这
点让我很感激。”
同样是帮助身体有缺陷的人，名
为“AWWAreness”的服务学习计划
小组所筹得的善款，则是捐赠给亚洲
妇女福利协会所照顾的病童。组员们
的筹款方式，是每个周末到市区和组
屋邻里中心人流较多的地方，去售卖

组员特别设计的小圆徽章，及协会的
义工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手工艺品等。
他们也在校内售卖商家所提供的杯子蛋
糕。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所筹到的善款
数目远远超出预订目标，组员们兴奋地
表示这些钱会充作病童物理治疗和康复
治疗之费用；其中一部分会用来购买儿
童轮椅，让小朋友能正常回校上课，不
会荒废学业。

吃可口的杯子蛋糕，
奉献美丽的爱心

组员特别设计的小圆徽章

缤纷亮丽的横幅给人温暖的感觉

林林总总的社区服务活动和服
务学习项目不但提高我们对弱势群体
的认识，更让我们从中学习，回馈社
会。“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说明了
这个道理：在方便别人的同时也会给
自己带来方便；成就别人的同时也提
升了自己。

商家提供的杯子蛋糕，深获同学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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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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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n唐嘉雷

当

华中弟子想起1919年时，也
许会记起那是母校诞生的一
年。次年1920年，正是罗锦
芳医生在新加坡出生的年份。1925年
六岁时开始就读位于目前中华总商会
现址的启发小学。1929年转入私塾，
读了两年的古书，1931年进入养正小
学1933年毕业。上世纪三十年代初
的小学还保留用方言教学，因此造就
了一位精通中英文、广东、潮州、福
建、客家等方言的人才。1934年踏入
了华侨中学，1936年初中三毕业后继
续读高中到1937年。从这位历经岁月
磨练的学长的身上，看到每条细纹都
是时光留下的烙印。华中校友罗锦芳
医生，人如其名，气质非常淡雅，言
行举止含有睿智的韵味。虽然身体经
历岁月的磨损，但头脑十分灵活，精
神奕奕。回忆起年轻的日子，93岁的
罗医生一丝不苟地为我们讲解每张照
片里的人物和建筑的背景故事。三十
年代华中的高中生，有部份同学的家
长都将孩子送到国外或转入英校，罗
医生却是少有的几位就读华校。

1990年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黄金辉颁赐“公共服务奖章”(PBM)予罗锦芳医生
罗医生对当年的校园还留下宝贵
的印象。例如大钟楼、图书馆、操场、
篮球队、排球队、足球队、田径队等，
都存活在他珍藏着，而已被时间染黄的
照片里。当时掌管学校的是林耀祥校
长，读高中时由薛永黍校长接任。曾
经和他同班的同学有陈元翼(陈嘉庚的
幼郎)，谢永璋(华中退休老师)，魏利煌
医生(前马来亚国会议员)在南洋，还有
张永河(后来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员)，谭
家维和李成本(李光前的侄子)。
肄业了半年后，满腔热血的罗学
长一人返回了父亲的祖国，到广州继

续深造。次年他考入齐鲁大学医科班，
三年后适逢日本侵略中国，他毅然献身
卫国，参军抗日战争。因为出生在南洋
熏陶了中英双语的能力，年仅22岁的
罗医生被选入了中国空军，在重庆美
国空军基地当翻译官。当年罗学长不
止在重庆度过参军生活，1944年和平
后，被调到美国德克萨斯州Texas和
科罗拉多州Colorado空军基地继续担
任翻译官，体验了十五个月的当地风
情。他的独立能力和雄心壮志给了他
探索这个世界的宝贵机会，军人生涯
开阔了他年少的视野。

左起周发兴、罗锦芳和唐嘉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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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探索
胸怀着自强不息的求知欲，罗学
长在战后直接到香港大学继续学医。学
成后，留在香港教会医院服务，罗医生
在海外度过了二十年的青春。1955年
在父亲的嘱咐下，以及自己对家园的
思念，他回到新加坡。当时，他直接
开设妇产科诊所，挂牌行医，继续发
挥他对医学的热忱。
不久后他接办了一间私人留产
院，地点就在武吉班让。这就是他为
无数准妈妈们接生的开始，前后工作
了23年。1978年他放弃留产院，转而
在金文泰住宅区开设私人诊所，直到
1989年退休。
聆听罗医生述说他的事业，建立
美满婚姻及家庭的历程，坐在对面陪
伴一身体态优雅的罗夫人，听到问起
罗医生与她如何相识，她也害羞地微
笑了。这两位恩爱到白头的伴侣，对
于当初如何相遇的细节，也记得一清二
楚。他俩在香港结识，结婚之后，罗夫
人放下了教琴的工作，“转行”做了全
职太太，不久之后便成为了两个儿子的
全职妈妈。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罗医生
对人生有种淡泊明志的心态。他父亲时
任现为裕华国货顶层“南天酒楼”的总
经理。他骄傲地为我讲解父亲的事业是
如何从底层做起。自己自幼就被灌输了
做人要脚踏实地，饮水思源的价值观。
这些简约的生活哲学体现于罗医生十分
朴素优雅的家居，以及他与太太两人长
相厮守的淳朴生活里。
谦虚的罗医生虽然十分有成就，
但他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业人物。他重
视家庭和人际关系，他一生的财富，
不是物质，而是人缘以及他璀璨的生
活经验。上府访问时，刚好罗医生的
扶轮社员们也在他的府上聚会。他说
扶轮社是一个国际性的服务组织，他
的好友们都称他和夫人是他们圈内的
一对“活宝”。
罗医生对周边的人都十分了解，
对身边的人物各方面细节上的留意，
凸显了他是多么真心全意，花心思地
对待人。并且，他依然对父亲有着深
深的敬仰及怀念，每当谈起父亲，脸
上总是带着自豪的表情。
在他成功的事业及圆满的家庭之
外，罗医生也没忘记回馈社会，以及
时常被遗忘的弱势群体。罗医生是新加
坡狮城扶轮社的创社社友，除了巨额捐
献，也出国到第三国如尼泊尔、泰国、
台湾山区和东马的偏僻乡村提供医药服
务。听着陪我一起拜访罗医生的周发兴
学长讲述他与罗医生在这些区域的服务
和旅行经历，我领悟到了“岁数只是一

罗锦芳学长在Colorado美国空军基地当翻译官

个数字”的真谛。在新加坡，罗医生长
期对社区的贡献，也让他在1990年荣
誉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颁赐“公共服务
奖章”(PBM)的荣誉。
他不累吗？2006年他跟随周发兴
学长到台湾参加扶论社活动后，因为
旅途遥远，从台北到台南一路奔波，
脊椎骨受损。接受手术后，88岁的罗
医生才完全退休，但在扶轮社的活动
至今仍未停止。现在93岁了，身体虽

然羸弱，听觉不灵，但他并未向命运
低头，他依然充满生命力，对生活有
着热烈的激情。2011年夫妇俩随周学
长与扶轮社到尼泊尔参与扶轮活动，顺
道旅行。爱刺激的他还骑上了大象游沼
地两个小时，他说只要有周学长在场的
扶轮社活动，他夫妇俩多数会参加。
正是罗医生对生活永不停息的
爱，让我更深刻地意识到，他是母校
所倡导“自强不息”的化身。

在1937年1月甫上任的薛永忝校长(前排坐者右3)和1936年毕业生合照。第二排站者
左5为罗锦芳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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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
化雨

校园生活。左一为林暾

——访原电信局总工程师林暾学长
n王靖媚

回忆华中校园生活
林暾学长于1958至1960年在华中
求学，初中则是在中正分校上课。上初
中时，因为住家靠近学校，交通比较方
便，但中正总校(高中部)离家太远了，
所以林学长便放弃了在那里读书的机
会。华中对他而言，虽然并非十分靠
近，但因为有校车接送，林学长便选
择来到华中继续升学。
由于是在高中时才插班进来的学
生，好比现在以O水准成绩考进华中
的JAE学生，班上原来的大部分学生
经已认识彼此，所以林学长曾担心没
办法融入班级。幸好老师和学生们都
对他非常友善，完全没有排斥心理，
所以林学长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大家庭。
过去，一个年级只有8个班，而一班也
只有30至40名学生，和现在的学生总
人数比起来，确实小了很多。学校也
时常举办一些演讲、乒乓以及书法等
等的比赛，因此也让林学长有了很多
认识其他班同学的机会，因而变得更
加熟悉彼此。
林学长表示，现在的教育制度和
以往相比，真的改变太多了，和他那时
截然不同。在他那个年代，并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专注学习的科目。而美术、体
育等科目与现在相比，那时都非常被重
视。“以前的华中师资充足，老师们也
非常专业，但因为要学的科目比较多，
所以无法专注与钻研某个科目。”林学
长回忆道。不过，林学长认为这样的教
育制度，却让学生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基
础的认识，对自己的兴趣也能有初步的
了解，以后也就更能接受新知识。林学
长印象最深刻的老师，是他高中时代

的华文老师王卓如；王卓如老师后来
曾经担任华中校长。“王老师非常优
秀，循循善诱，会在课堂外将自己在
大学时学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们，确
实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好老师。”林学
长感激地说道。
谈到课外活动时，林学长将一叠
厚厚的照片拿了出来，开始向我讲述
他所拍摄下来的美好回忆。每一张照
片他都能一一说出时间、地点，以及
当时的情况，让人非常佩服他的记忆
力。当我问他有没有给自己留下镜头
时，他笑说自己平时都负责帮忙别人
拍照，因此很少有自己的镜头。拿起
排球队的照片时，他赞叹华中排球校
队的辉煌战绩，所向披靡，绝对是输
少赢多！林学长也曾是华中火箭组的
一员，这个名字听起来似乎很危险，
但实际上就是将干燃料打上天空，当
做是“发射火箭”，而以前的华中操
场比较大，所以危险性较低，不曾出
什么大事。
当聊到学校周年庆祝会时，林学
长回忆道：“我已经有好多年没跟校友
会联系了，最近几年都没有回去。应该
回去走走的。”林学长在高二时，是校
庆日负责招待参观美术馆来宾的工作人
员，这些经历让他在华中留下美好的回
忆，让他回味无穷！

1984年，林学长因表现优异，经
验丰富而被擢升为总工程师。随着电
信局成为新加坡唯一的电信公司，为
了与时并进，跟着当时的世界潮流进
行改革，身为管理层的林学长负责各
式各样的工作，解决了人事部、IT以
及工程方面的难题。在电信公司正式
成为上市公司，走向国际化的时候，林
学长也以业务总裁的身份巡视各处，例
如设在印度、泰国、台湾等地区的海外
公司，直到退休为止，前后共36年，
可以说是与电信部一起成长。林学长
毕生都在政府部门工作，自嘲自己是
吃“公家饭”。

潜移默化熏陶个性
六年华中生涯，无疑让林学长掌
握了基本知识，更让他明白“学无止
境”，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多，进而

获奖学金出国深造
离开山岗后，林学长获得政府的
奖学金到纽西兰修读电机工程。学成归
来后，他履行与政府签下的合同到交通
部服务，在民航局工作了四年左右。之
后，他被调到电信部工作，

学生时代的林暾
续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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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专访华中杰出校友张志华学长

张

志华校友是本地知名企业
家，他致力于情报安全和生
物制药两个领域的发展，带
领旗下的数家公司取得了不小的成就。
张学长1985年进入华中初中部，1990
年从高中毕业。在华中度过的整个中
学时代，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
为他未来的成功务实了基础。
早年，张志华学长在华中的表现
就十分突出。他在学校的考试经常拔得

n郭雁潮

头筹，并热心数学、科学，数次代表学
校参加比赛。在课余方面，张学长也参
加了各种活动，中四那年就拿到了跆拳
道黑带。基于学术上和品质上的突出表
现，他很自然的在毕业那年获颁公共服
务奖学金(PSC Scholarship)，进入新
加坡国立大学修读电子工程专业。毕业
后，张志华学长在国防部和卫生部任职
两年，然后又到了国家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Defense Science

Organization)实验室对信息科技进行
研究工作，因为张学长在国大的专长
是半导体，刚到DSO时对信息科技还
是个“门外汉”，然而他并没有轻言
放弃，而是从头学起，从零开始。对
这份自己感到热心的工作，他一做就
是九年，并且表现脱俗、多次获得擢
升。然而，政府部门的工作经验虽然可
贵，但其中的“条条框框”还是让张学
长感到无所适从，三十六岁那年，他毅
续p10

去努力的动力。”林学长说。所以，林
学长还是坚信应该让每个员工有机会提
升自己；他不需要成为最出色的员工，
但只要尽了力，足矣！
对于华中，林学长有很多的想
法，绝非语言所能慨括得尽的。“或
许有很多词语能够形容教育事业，但
却没有一个最好的词语能够概括我对
华中的感情。我想，目前来说最贴切
的就是‘春风化雨’这个成语。虽然
不是很贴切，但是我已找不到其他的
词语了。”林学长很有感触地说道。
他认为华中灌输的教育，是在潜移默
化中熏陶了他的个性，以及待人处事
的方法，总而言之，学校政策、师长
及同学们整体给他的影响很深。

妥善处理业余时间

接p8
培养了他喜欢阅读、学习的习惯。此
外，在华中度过的时光，也让林学长
明白“待人以诚”、“处世谨严”的
道理和重要性。
“管理一个拥有一万多个员工的
公司确实不容易，而我用人的方法，
可能与很多人不同。”林学长说。他对
于管理员工有自己的一套，认为每个人
都应该有机会提升自己；而身为上司，
应该尽到的责任就是激发员工的潜能，
鼓励他们提升自己。很多人认为应找最
好的人才来为公司效劳，就某个程度来
说，林学长是认同这个观点的，顶尖的
位置确实应该让顶尖的人才填补。“但
是对于一个普通职员，这样的决策有可
能让他们产生一种失望的感觉，进而失

“每个人的想法、价值观、喜好
以及对未来的期望都不一样，也没有
一句话是最适合每个人的。你们都还年
轻，有很好的学习机会，应趁早养成用
功读书的习惯。我认为喜欢读书是不会
错的，也是一生享之不尽的财富。多多
学习，养成喜欢阅读的习惯，对未来人
生会有帮助！”
爱因斯坦曾说过一句话：“一个
人的成功与失败取决于他是如何处理业
余时间的。”如果将自己的业余时间用
来读书，充实自己的知识与生活，相信
对未来是非常有用处的。林学长的这番
话确实值得我们好好琢磨！林暾学长，
也的确是一位值得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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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长的摄影作品
然放弃了在政府部门的高官厚禄，进入
了私人企业界进行创业。凭着个人的不
懈努力和丰厚的经验，张学长很快就创
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在情报安全和生
物制药方面都取得了突破。在生物制药
领域，他也积极为癌症病人着想，以疏
解他们的病痛为目地的研究新的治疗方
法。尽管这种做法成本巨大，但他还是
认为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凡事不能只
以利益为先。与此同时，张志华校友也
十分注重回馈社会。从一踏入私人企业
界开始，他也积极的帮助其他年轻的企
业家，常给于指导与鼓励，希望能帮助
于培养新一代的企业家。
然而，耀眼的成绩背后是让人钦

物理学设计比赛的报道。左二为张志华

佩的毅力和不断学习的精神，“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写
的本是读书时的乐趣，但张志华学长
却把这种不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当作
自己人生的信条。无论是他在学生时代
取得的非凡成就，还是他从政府到私人
企业界的成功转型，都有这种精神作为
支撑和动力。在他看来，人心的睿智是
由不断读书，不断汲取新的知识而得来
的，因此只要有学习的机会，哪怕是从
头做起，也不足为惧。这种精神，是华

在校时参加科技创意比赛获奖照片。
左三为张志华

中自强不息精神的延伸，也是几代华中
人的真实写照。
张学长在华中读书时就慢慢养成
了这种难能可贵的进取心和学习精神。
他在刻苦学习的同时，每隔一天都坚持
跑十公里，以强身健体。整个中学时代
六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坚持，毅力可见
一斑。这种可贵的精神特质也让张学长
有了自己的时间管理哲学。如今的张学
长每天清晨六点送女儿上学，之后便跑
五公里，一天之中很多的事物都是在跑
步时决定的。张学长有很少的娱乐活
动，他唯一的几项爱好就是读书和运
动，而这些运动都十分有规律，有时候
在旁人看来好像是在“受苦”。张学长
对时间的珍惜，值得每一个人深省。
张志华学长的人生路也不是没有
遗憾。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因为早年
家境拮据，没有机会到英国剑桥大学研
习。然而，张学长并不为此感到懊恼不
已，他坦言道，人的一生有很多事情是
在可控范围内的，还有很多事情是在可
控范围外的。很多人就是因为过于担心
可控范围外的事情，导致浪费了很多时
间，十分可惜。这些金玉良言，让还在
学生时代的我受益良多。
如今，张志华学长还和母校有
着紧密的联系。张志华学长告诉我，
他很早就对华中产生了深深的归属
感。1989年华中危楼事件，他正好将
要进入华中高中部进行学习，但却没
有机会进入自己憧憬已久的黄城。为
此，在华中重建工程结束后，已经身
在国大的他为了体验黄城的生活，在
大学假期时，以一名实验室技工的身
份回到了母校，为自己的黄城生涯画
下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后来事业有成
的他，也继续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
是校友会里积极的一份子。2013年华
中高中部的年度颁奖典礼，张学长还
以主讲人的身份回到了华中，通过演
讲的方式激励出席的学弟学妹们，将
华中精神薪火相传。

报章关于张志华与同学的科学展览会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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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俊豪同学在七十二周年校庆典礼上从杜辉生校长手
中领取奖品

1988年中一班同学合影。前排右三为彭俊豪。

彭俊豪 怀念

华中的团队精神
到

中正湖畔专访彭俊豪校长是
一桩很有意义的事，他从小
学至今，一直笔耕不辍，可
说是一位百分之百的文艺青年，由他
主持中正总校的校政，相信中正的文
风可以传承下去。
俊豪于1976年诞生在新加坡的一
个讲华语的家庭，父亲彭霖贵是客家
人，母亲严玉娇是海南人，两人都受华
文教育，家庭的共同语言当然是华语。
小时候，父母送他到特选小学——
菩提学校念书，那是一所注重双语教育
的学校，当时主持校政的符书銮校长很
注重华文，每当学生的稿件在《联合早
报》的《学生园地》刊登出来时，他会
在周会上宣布，并将文章贴出来。回忆
这段童年就投稿报章的往事时，俊豪很
感激符校长的鼓励。

很有智慧的人，他有自己的想法，能
与学生沟通，举行周会时，他与学生
分享宝贵的智慧与经验。”
他说：“我很幸运，1988年进入
华中中一那一年，恰是华中提升为自
主学校的年头，一些成绩好的中一班级
可以学习高级数学，这是其他学校罕见
的，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我们已经
有机会学电脑，认识电脑的发展史。”

n区如柏

令俊豪最怀念的是华中的团队精
神，他说，华中校园大，从课室到实
验室必须走一段颇长的路，全班同学
在班长的带领下，以步操的雄姿走向
实验室，这是新加坡的校园独一无二
的景象，同学们都很有自豪感。
中四毕业后，俊豪获新加坡语文
特选课程奖学金，进入华中初级学院
修读语文特选课程，当时华初院长是

最怀念华中的团队精神
小六离校后俊豪转入华侨中学，
在华中他是一个全面发展的学生，他
参与中文学会的各项活动，也是英文学
会以及辩论学会(英语)的会员，同时还
是华中科学比赛训练计划的成员，代表
学校参加多项校际科学及数学比赛。
俊豪说：“我念华中的时候，恰
是杜辉生校长的年代，杜校长是一个

彭俊豪校长(中)在中正总校竹林楼前，迈步向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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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环清，冯焕好为副院长，两位院长
对学生的关怀给俊豪留下深刻的印象，
尤其是冯焕好与学生之间没有隔阂的沟
通更令他欣赏。
虽然俊豪是语文特选课程的学
生，专注语文功课外，他还修读三门
理科，并且是新加坡物理奥林匹克比
赛的学院代表。他还扩大了课外活动
的范畴，担任语文特选课程写作营组
长，中文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文
学会“黄城夜韵”演出摄影组组长，
并担任“黄城夜韵”演出司仪。

最思念华中的钟楼
俊豪在华中校园生活了6年，他
无限眷恋这个孕育他成长的校园。他
说，这6年的学习生活非常享受，华中
精神“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教导学生做人的道理，
同学们唱起《满江红》和《华中行》的
歌曲令人感到非常自豪。
谈到华中的校舍时，他最思念黄
仲涵礼堂顶层的钟楼，他说：“站在
钟楼眺望远方，胸襟顿时开阔起来。”
站在华岭举行升旗礼时，俯视下方的大
操场，自然而然萌生智者爱水，仁者爱
山的感觉。华中校园予人一种潜移默化
的力量。”

选择到北大修读中文系
1994年初级学院毕业后，俊豪申
请奖学金出国念大学，当公共服务委
员会负责人与他面谈时，向他提出两
个升学的选择：其一是到英国修读经
济学，其二是到中国北京大学修读中

彭俊豪学长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五院前留影

国语言文学系。
在一般人看来，到英国大学修读
经济是“上上策”，学成归来后的出
路宽阔，擢升的机会也很高，修读中
文系的出路则比较狭窄，充其量只能
在教育界服务或从事文字的工作，相
比之下这是“下下策”。
然而，从小接触中华文化，初院
时曾到北京和上海浸濡，也受父亲的
影响(父亲早年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
系)，又向往北大的学术氛围，俊豪
毅然接受负笈到北京大学修读中文系
的“下下策”选择。

北大学术氛围浓厚
进入北大，俊豪如鱼得水。他
说，北大的学术氛围很浓，教授博学
儒雅，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校
园里常常举办各种跨院系的学术讲座
如历史、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史等，
各院系的学生都可以出席聆听，即使
在严寒的冬天，他也如常地上晚间课
或聆听讲座。
北大的精神是“勤奋、严谨、求
实、创新”，即使经历了无数时代的
冲击，北大仍能保持早年蔡元培校长
那种“兼容并包”，吸纳各类学术大
师，追求学术自由的精神。
回忆北大的学习生活时，俊豪
说：“那4年的学习生活非常充实，
让我找到了做人的定位，虽然校舍简
朴，同学们的精神饱满，大家都很努
力追求学问”
1999年在北大毕业后，俊豪进入
新加坡国立大学修读中文系硕士课程，

在北京大学蔡元培像前

在李焯然教授指导下，撰写明清思想的
学术论文，获颁文学硕士。

走上教育的道路
修完硕士学位后，俊豪进入教
育学院实习，从此，走上教育的道
路。2003年他被分配到南洋初级学院
执教，教导语文特选课程，当时冯焕好
当院长。他说：“冯院长很关心学生，
在学习的道路上鼓励与启发学生，是年
青教育工作者的好榜样。”
在南初执教两年半后，2005年底
俊豪被调到教育部，担任教育部机构
发展司的工作。
2008年，俊豪获分配到南华中
学，担任该中学的学生发展部兼策略
管理主任。他说：“南华对我很亲
切，它是我的母亲的母校。”第二
年，他出任该中学的双文化课程兼策
略管理主任。2009年12月出任南华中
学副校长。
2011年3月他又被选调往国立教育
学院修读教育领袖课程，同年9月被派
往中正中学总校，3个月后正式受委任
为中正中学总校校长。
俊豪风趣地说，在过去的岁月
里，他与华中、中正及南华都有渊源，
他的舅舅们分别在华中与中正求学，他
曾执教的南初是中正董事部创办的初
院，与中正同一个系统，南华则是母
亲的母校，来到中正总校很有亲切感。
谈到中正的情况，他说：“从前
中正有一个美丽的中正湖，虽然现在
的中正湖缩小了，仍旧是一个有鱼儿
生活的湖泊，中正的环境很有灵气，
文化气息很浓，校友们很爱护母校。”
他认为，作为特选学校的中正很有吸引
力，每年都有许多家长殷切地希望将子
女送入中正。他也认为，新加坡的华文
前景是乐观的。
俊豪从小喜爱收集和拼凑模型，
尤其是模型飞机、坦克和跑车，他也曾
想过从事宇航方面的工作，他对文科和
理科都有热忱，在分水岭的关键时刻他
选择了中国语言文学，学成后走上了教
育的道路。然而，他不是“独行客”，
他的另一半(妻子)冯丽珊与他一同走这
条“百年树人”的道路。
丽珊是他的华初同学，比他低一
班。她同样是获得公共服务委员会颁发
奖学金，到北大修读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北大期间丽珊也是比他低一班。学成
归来后，丽珊的第一份工作同样是到南
初当教师，接着被调到教育部担任企业
通讯司，过后到淡马锡中学任母语科主
任，目前在教育部课程发展署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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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or Zhuang
Shao Ping, a senior
alumnus

Eugene’s table
tennis coach Chia
Chong Boon

Eugene with
alumni reporter
Soh Yi Da

Bronze Medals won at the 7th Para Games

OVERCOMING ALL ODDS

By Soh Yi Da

– The Story Of Eugene Soh Yew Lin

E

ugene Soh Yew Lin was an
alumnus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now Hwa Chong Institution) from 1977 to 1981. Eugene’s
story is one of courage, resilience and
fortitude in overcoming life’s odds. A
story which truly epitomizes the Hwa
Chong spirit of Zi Qiang Bu Xi.

The Darkest Days
When recounting his time in Chinese High, Eugene termed them the
‘darkest days’ of his life. A growth in
his spine had left Eugene with difficulty
walking. He took a year off for surgery
and recuperation and ended up having
to walk with clutches. In the end, after
subsequent surgery, Eugene was left
wheelchair-bound. Nevertheless, in his
darkest days, Eugene was extremely
grateful to the school for making
special arrangements for classes and
thankful to his friends who tirelessly
helped him move around the school.

An Accomplished Artist
Although Eugene had mobility challenges, Eugen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passion for painting which
he picked up in primary school. 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Arts Society in
Chinese High, he recalled spending
Saturdays indulging in painting at

the old Kuo Chuan Building. Art had
since become a therapeutic outlet
for Eugene to express his feelings.
Over the years, Eugene specialized
in landscape and seascape paintings
as part of his leisurely pursuits which
evolved into award-winning endeavours. Recently, he donated two of his
award-winning paintings for sale at
the Hua Ling Art Exhibition held at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January 2014 to help raise
funds for the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Building Expansion Project.

A Successful Sportsman
Despite being wheelchair-bound,
Eugene picked up competitive Table Tennis in September 2010 from
scratch. He trains diligently three times
a week for three hours each. With
dedication and fortitude, Eugene’s
hard work paid off. In the recent 7th
ASEAN Paralympics Games in Nay
Pyi Taw, Myanmar, Eugene clinched
two Bronze medals – one in the individual Table Tennis event and another
in the team event with teammate William Tan.

Zi Qiang Bu Xi
Emerging from the darkest
days of his life, Eugene’s dedication

and positive
outlook on
life eventually shaped
him into a
successful
sportsman
and an accomplished
artist. Eugene
attributed his
life successes to the Zi
Qiang Bu Xi spirit that was inculcated
in him during his days in Chinese High.
Eugene’s tough resilience and the
spirit of never giving up in the darkest
times prove to be an inspiration for our
Hwa Chong family. We congratulate
Eugene on his great achievements
and we are proud to have Eugene as
our Hwa Chong alumnus.

Inspire • Perspire • Aspire
When asked what advice he
would have for our Hwa Chong family, Eugene shared a quote in his table
tennis fraternity – “Inspire. Perspire.
Aspire.” He hope that everyone would
be inspired by what great people have
done, perspire as one work towards
the inspiration and continue to aspire
to achieve even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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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老学长

纪经中画家

中学长的画都是有感而绘有充实内容
的作品，不论是北京的名胜古迹、漓
江的山水、壮族的山寨、香港的船坞
⋯⋯写景写情，在笔触上、色彩中都
能看到他内心的激动。然而，经中学
长在作画过程中也善于随机应变，不
墨守成规，随着自 己情绪的变化，力
求达到写生创作的生动感。 他的艺术
造诣和创作热情，在他的水彩作品中
更是表露无遗。
勤奋的纪学长，创作了许许多多
的水彩作品，有人物、花鸟和风景。

他的水彩写生作品，每幅皆各以不同
的角度描绘京郊、农村田园的自然景
观，既有炎炎夏日打麦场上强烈的阳
光、也有清幽宁静的乡间小景，更有
以西山为背景的田野风光；对于南方
的景观，纪学长更是驾轻就熟，画来
得心应手，作品充满意境，富有引人
入胜的魅力。 其中有不少非常好的南
方写生作品，如广西桂林漓江两岸的
山水风光、阳朔的大榕树等等。 在南
方他登高望远，画了烟雨迷离的云
山，有多次写生作画时恰逢细雨纷
飞，细细雨点洒落在画面上而造成那

n龙仕文

功

力扎实、经验老到的画家
纪经中先生是我们的老学
长，上个世纪四十年代，
他就读于华侨中学。
1930年出生于广东揭阳玉湖乡
的他，自小随父母到印尼苏门答腊占
碑定居。 1946年考进新加坡华侨中
学，二年后转读华中师范班，1949
年毕业。 在母校期间纪经中学长深
受美术名家卢衡、刘抗、钟泗滨老
师们的爱戴与熏陶，点燃了他的艺
术才华。
1952年我们的纪学长成功考入
了中国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而使
他的绘画天分能够继续得到更好地
培育，粗壮成长。 在中央美院受教
期间经中学长受到吴作人、董希文、
萧淑芳、韦启美、戴泽等名师教导，
而奠下了坚实的美术基础，掌握了全
面的作画技巧。 毕业后受聘于中央美
院 ，负起执鞭教导下一代的重任。
纪学长是中央美院的优秀生，水
彩画与油画的成绩都非常好。 他在作
画之前，对所要描绘的景物皆会仔细
地观察一番，探讨它们的特点和优美
之处，深入体会之后才开始动笔。 观
赏纪经中的作品，发现不论是画自然
界的一隅，或描绘宏大的景观，他都
力求画面的整体感，非常注重艺术构
思，看得出他创作前已胸有成竹。 经

春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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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们的学长在中央美院
成功举办了他的个展“纪经中水彩
画展”。
1974 年纪学长受邀为北京饭店
新楼大厅绘制巨大篇幅的油画《万
里长城》。
七十年代中期后，纪经中学长移
居香港，继续从事美术教育工作，在
香港大学美术史系及岭海艺术专科学
校教授水彩画，并担任香港美术研究
会顾问。同时也不断地努力从事创
作，他的得意之作有《满山鲜花似
海浪》与1997年表现香港回归主题
的大幅作品《东方明珠》。该幅作品
在香港美术研究会举办庆祝回归祖国
的画展上，备受传媒的好评，被发表
刊登于香港文学175期之封面、1998
年3月1日之文汇报及香港美术研究会
回归纪念画册。

雨打画纸出彩虹

几幅作品情趣与效果皆倍增不少，确
实是可遇不可求之作。
他有不少写生作品生动地描绘了
旅途中难忘的优美景象，如河里摇船
的少年、路边不见了挑夫的货担。 这
些篇幅不大的作品却能让我们看到大
自然景观和各地风土民情的特写画
面，至今观赏起来依旧韵味盎然。
其作品水分运用自如，色彩丰富
且又充满着水彩画特有的透明感。北
京的气候很干燥，尤其是五、六月份
麦收时节，画水彩画真的是不容易，
但经中学长却画得水分充沛适中、淋
漓尽致，的确是功夫到家。
纪学长充分吸收了西方印象派的
作画技法，大胆地把西洋水彩画的现
代表现手法与中国传统水墨画的写意

技术巧妙地配合起来融于一炉，创
造出具有个性风格、有民族意味的
水彩佳作。
经中学长早年最引以为荣的油画
作品是《打麦场上的运动员》，这也
是他的中央美院毕业考试创作，描写
北方农民对丰收的喜悦情怀，因有浓
厚的生活气息，场景真实且又生动，
获得老师及传媒界的好评。
1961年纪学长以水彩成功绘出
了一幅非常精彩的年画《喜到天安
门》参加全国第三届美展，这幅构思
慎密，融庄严与生活情趣为一体的风
俗年画，荣获各界的好评与青睐，最
终被中国美术馆珍藏。
1962 年他那名为《雨蒙蒙》的作
品被挑选刊登于《美术》杂志第五期。

2008年10月北京出版的美术杂
志《名家》发表著名美术评论家邵大
箴的文章介绍纪经中的水彩画并刊登
了多幅学长的作品。同年《纪经中水
彩作品集》在香港出版。
除了他个人的绘画事业， 纪学
长在香港所设立的墨趣斋也大力推广
中国绘画艺术， 展出与销售两岸画家
的作品。其中包括李可染、刘海粟、
陆俨少、白雪石、黄君璧等。1988
年成功举办了黄秋园中国画遗作展
并出版《中国画大师黄秋园作品评
论集》。
纪经中学长饮水不忘源头，这次
母校要扩建，慷慨捐献了一百幅佳作
让第三届华岭美展义卖筹款!
感谢画家欧阳兴义先生提供明确
讯息与宝贵资料，欧阳先生是纪经中
学长在北京任教时的一位学生，师生
关系良好，至今还常有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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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老羊(中)参观新加坡书法家协会举办的潘受遗墨展。
左二、一为刘抗伉俪。

九十年代中，老羊学长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
在华中校友会办公室翻阅毕业特刊。

不
再谈文学、话华中
——悼泰华文坛宿将老羊学长

自

1988年“第一届亚细安文艺
营”在新加坡金门会馆举办，
认识了老羊后，我们过从甚
密，后来知道他也是华中学长，更多
了一份亲切感。
九十年代，原名杨经乾的老羊学
长，几乎每年都来新探望他的胞姐。我
也曾陪同他回去山岗走走，或带他去参
观诸如天福宫等名胜古迹，去见当年和
他在一起搞话剧的郑民威、高金凤、刘
仁心等剧运人士！每次他来星，我们总
有几天谈文学、话华中的欢乐时光！
后来，老羊胞姐去世后，他也不
再出来了！
前几年，知道老羊学长身体不

好，我和蔡良乾、曦林等几位文友专
程北上曼谷探望他！原本平素不出外
活动的老羊学长，破例两次出来与我
们聚叙和用餐。杨玲说：“老爸好高
兴你来啊！这几年，他都待在家里养
身体，不见客⋯⋯”
今年七月亚华会议在曼谷举行。
原以为可以登门拜访卧病在床的老羊
学长，却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之前
杨玲曾托我先缴交新币一百元作为某
文友参加文协会员费，我于是请杨玲
将这一百元拿去买一些补品送给他老
爸，聊表心意⋯
返星后不过两个多月，一星期前
杨玲来电邮说刚把老爸送去医院，情

老羊小诗选

星

飞上天边
摘一颗星
捧着捧着
是一颗心
一声“爷爷”
把我唤醒
(2005年8月10日)

写诗

你说
你不作茧自缚，
不要那闷，不要那窒息。
我说
我不鹦鹉学舌，
更不做效颦东施。
(2005年10月29日)

n寒川
况不乐观⋯
今天傍晚，举家正欲出去用餐
时，智能手机传来老羊学长已走的噩
耗，享寿91。对家人和亲朋戚友来
说，毕竟是难以言喻的伤痛！然而，
老羊学长卧病在床已久，何尝不也是
一种解脱?
老羊学长毕生热爱中华文化，为
发展泰华文学不遗余力，尤其为推动
亚细安华文文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老羊学长，永远活在亚细安文艺爱好
者的心中！
老羊学长，一路走好！
(写于2013年9月9日)

老羊(杨经乾)简介
泰国华文作家协会顾问，新中原报前
经济、副刊版编辑，泰华著名作家老羊(杨
经乾)先生，2013年9月9日早上10时于华
侨医院逝世，享寿九十有一岁。
老羊先生一生热爱中华文化，为发展
泰华文学不遗馀力，尤其为推动亚细安华
文文艺贡献力量，从1988年至1998连续参
加第一届至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艺营，每
届大会结束回泰后都写了大量报导文章，
收集于《薪传》一书。另有著作《花开花
落》、《老羊文集》、《桥》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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哭老爹

n杨玲(泰国)

——深深悼念亲爱的爸爸“老羊”

(编者按，老羊(杨经乾)为泰
国资深报人与作家，战前在
华中念书。高中时，同班同
学有陈龙得、方壮璧、卢光
池、吴绍葆、伦与常、余孟
伦等20余人，但他没读完
即转校，于中正中学高中毕
业。陈龙得等为1947年高中
第六届毕业生。)

老

正在坐月子。由于叛徒出卖，领着日军
爹的一生是轰轰烈烈
直接上三姑妈家门，父亲来不及逃出被
的，他年轻时有过光
捕了。三姑妈情急抱住父亲，日军把她
辉灿烂，中年时走过
也一起逮捕送进监牢。姐弟俩在监牢受
甜酸苦辣，老年时享受天伦之
尽酷刑，九死一生，后来三姑丈花一大
乐。他一生安于现状、与世无
笔钱，才把三姑妈保释出去。她回家后
争、对人友善真诚，非常守时
病倒在船上整整一个月，才起得了床。
守信用，认真生活、工作。他热
父亲在牢里继续受刑，但他坚持
爱生活、爱家庭、爱工作、爱朋
不承认“抗日”罪名，残忍的日本军枪
友、爱文学、爱唱歌、爱说笑，
毙了很多抗日的华人，常常半夜三更就
是大家喜欢的“老羊”。
把人提出枪决。身边一位又一位难友走
从小父亲常对我说，做任
了，父亲坚强不屈，没有给吓倒。当时
何事都要投入认真，不要吝惜
父亲才18岁，个子瘦小，像个大孩子，
力气。我曾傻傻地问他力气花
2008年4月15日,老羊(前排右二)及女儿杨玲
完了怎办，他说休息了力气会重
(后排右一)与访问泰国华文作家协会的新加坡 怎么看也不像抗日风云人物，日本人没
新长出，不用怕的。待人处世方
文友合影。前排左起；蔡良乾(新)、陈博文副 证据就判了他三年刑。判了刑就到大监
面老爹总说，做人不要怕吃亏，
会长、司马攻会长、梦莉副会长、老羊、寒 牢里了，停止逼供毒打，挨到刑满释放
川(新)。后排左起；白翎、苏醒、陈小民、曾 也刚好是日本投降了。
多做好事总会有好报的。做人要
心、杨玲。
父亲参加抗日给家人带来这么多苦
厚道、气量要大，要有容忍他人
难，从那时起他就不想再涉及政治了，
的气度。他自己是这么坚持他的
但政治还要来找他。当他在中正中学高
信念，年轻时我总不以为然，认
中毕业时，出来找工作的期间，1948年马来亚公布紧急法
为老爹说的是书呆子的话，太吃亏了。现在我在世上磨砺久
令，要抓共产党和共产党嫌疑，其实父亲并不在党，当他
了，觉得老爹说的是真理。
在抗日时期太出名了，非是嫌疑不可，三姑妈怕了，劝父
老爹从小爱读书，认为知识能够改变人生，当他在新
亲到香港升大学。
加坡读高小时，就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成立了读书会，
父亲听从三姑妈劝告到香港，报名进了达德学院，这里
除了他们交换阅读书籍和读书心得之外，还为邻里妇女孩子
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基地，老师有乔冠华等等，他们向学生宣
扫盲。三姑妈和小姑在他的鼓励下，都进学校读书，都认字
传新中国，号召学生回大陆建设，一批又一批的学生偷渡回
和书写。我们的祖父是个工匠，会认字会写自己姓名，喜欢
大陆。父亲本来毕业了，在大公报工作，后来和萧农叔叔偷
听“古”。祖母是家庭妇女，但也认字，会唱潮州歌册。
渡到大南山根据地，恰好碰到东江纵队领袖吴南生，给留了
父亲上小学时，家中交学费就有困难，校服课本文具更
下来。参加了解放潮汕地区壮举，大军入城，接管了汕头日
是沉重负担，祖母东借西凑，好容易让他小学毕业了。祖父
报，全中国解放了，肃反运动来了，父亲却是肃反对象，被
祖母要他出来工作帮助家庭，但他死活不肯停学，他越来越
抓走禁锢，家中金银财物被没收。后来经甄别无罪放出，金
喜欢读书，在家又吵又闹要上中学，结果如愿考进了新加坡
银财物退回，这可把老妈给吓死了，他俩下了决心，不管如
华侨中学。到华中后他如鱼得水，各科老师都深爱这位功课
何一定要回南洋，不敢再呆下去了。
好的穷学生，甚至为他交学费。只有体育老师不放过他，因
后来的日子，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每次父亲都像擦边
为父亲常去参加社会活动而旷课，放假了体育老师把他留校
球，总被搓过，又总被好人救起。父母亲申请出国，目的
补课，通过考试才发给成绩单。晚年父亲常忆起各位恩师，
地是香港转新加坡，申请手续难上加难，屡战屡败，屡败屡
常常感叹，自己太好运了，遇到这么好的老师。
战，直至最后达到目的。因为新加坡始终不让入境，没有办
父亲当上华中学生会会长，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救国的活
法之下只得转改申请目的地，回到祖父和父亲曾经居住过的
动，宣传演说、演话剧、出壁报、募捐、号召青年回中国参
泰国。几经波折、几经碾转，父亲终于回到泰国，并做回他
军，号召参加南洋抗日运输队、等等、等等。可是突然日军
的老本行——华文报业，接着结交了许多国内外文友，又加
登上马来半岛，英军不抵抗，全部投降了。临时组织的马来
入泰国华文写作人协会(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前身)，他在华文
亚抗日游击队打没几仗也顶不住了(当时的马来亚是英国的殖
报业、文坛如鱼得水，每天认真工作和写作。
民地，包括现在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
1942底日本军人占领马来亚以后，开始大肆搜查拘捕
(摘录)(2013/10/30)
抗日分子，父亲躲到三姑妈家里，当时三姑妈刚生了二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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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笔缘

中
那一场楠榜
约
秋

时

间回转到2012年的农历八
月，我很随性又随意的跟着
云彩，飘呀飘，飘落到美丽
如画的印度尼西亚的西边，苏门答腊
南角的楠榜来。楠榜，我好陌生的一
个地方。来时，我空空如也，什么也
没有准备，一切都跟着感觉走，这样
的旅游，才会觉得无拘无束，非常畅
快。走着走着，走进了楠榜文友俱乐
部举办活动的大本营-海边渡假村。缤
纷布条的“文友俱乐部”五大字，让
我回忆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新加
坡发起组织“加东文友俱乐部”，那段
令人难忘的文艺青年岁月，那时候呼风
唤雨，爽得很。
东游西逛，轻松飘逸的来到温
泉，这么小的乡村楠榜既然有温泉，
妙哉！妙哉！他日若不能够成为著名
的旅游胜地，才怪。急冲冲用双手和双
脚，去泡温泉感觉一下，那天然的硫磺
味，多么难以想像的偶然遇上。过后，

上车去看楠榜的特色手工艺品，偶然间
见到了高贵大方的县长夫人，在门口等
候各方文友的大驾光临，让大家吓了一
大跳，这么荣幸之至，真是毕生难忘。
懒洋洋的午间，没有丝丝微风，
乡村的狗儿趴在土地上，动也不动的。
一场“文学大家谈”，三位远方的客人
(主讲嘉宾)，各显神通地催醒睡意。香
港的东瑞，如洪水猛兽般讲了“报告文
学的生命在于真实”，使大家个个鸦雀
无声的小心聆听，怕一不留神，就会惹
起大车祸。轮到了我，这吊儿郎当的文
艺浪子，则语带调皮的鼓励写作人，在
创作上遇到了瓶颈(所谓创作危机)时，
不妨考虑换换跑道后，再重新整合，提
笔冲刺，这也就是工商管理学上所说
的“转型的契机”。最后是老友寒川
发言，资深诗人作家寒川，似老农夫
在耕种，一步一脚印的说出他的文学
之路，而且还展示了一张张有历史价
值的珍藏照片，以此为证。

n李成利

下午七时三十分，猛一抬头，亮
着火的灯笼挂满夜晚，好一个楠榜的
中秋夜。在月色下的“黑店”戏中用
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中秋夜，想
不到又是一个偶然，遇上了高大又帅气
的楠榜县长，同我们这一群天南地北来
的文友们，一齐唱歌助兴，好温馨。晚
会结束后，一大群文友跑去看海，我又
偶然碰到年少时候，点起篝火，围成大
圆圈，又跳又唱的营火会。
回途的早晨，渡假村大门外，偶
见两辆警车。呵，原来是县长特地派
来为我们开道护送，而不是来抓人的。
哈，这真是咱们的殊荣，感恩！这么多
偶然相遇，原来是楠榜文友俱乐部的林
志泉，陈春海，饶秀兰，朱启刚，罗
家安以及杨惜娇等印华文友的辛苦统
筹，精心策划的必然，让五湖四海的
文友们，尽情享受甜蜜又浪漫的美好
中秋团圆雅聚。

古诗三首柯世利(加拿大2013年)
苏幕遮·
忆华中高三毕业日

少年游·
初冬暮有感

思远人·
冬日远眺洛矶山有怀

(癸巳年中秋)

(癸巳年立冬日)

(甲午年元宵日)

艳阳天，青草壤，

南归雁阵掠长空，新雪渐消融。

拂晓群山含翠意，

华岗坡前，学子马丽歌唱。

暮霭浮沉，余晖斜照，

鸿雁掠天畔。

分道扬镳今日往，世事无常，

弯月挂苍穹。

望皑皑雪地，苍苍林海，

互祝前程旺。

朝旭露晖灿。
流光逝去无踪迹，世事太匆匆。

故人久违常思盼，

望云端，天霁朗，

华中负笈，扶桑肄业，

转眼既纪半。

蓼屿荻洲，友辈应无恙。

情景若飞鸿！

纵事境已迁，壮怀犹在，

多少纷争兴废忘，

知交却离散！

云树苍茏，华岗独轩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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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笔缘

游
崇
武
古
城
系
列

之一、

之三、

登崇武古城有感

石雕公园

自古倭寇东洋来
觊觎神州心不死
崇武屠杀史册载
前事不忘后世师

一、
红楼古人物
水浒众好汉
三国英雄辈
个个此亮相

之二、
逼真塑造型
维肖维妙处
纷纷展英姿
神韵引人赞

戚继光雕像前
修城复练武
有备斯无患
试问将军在
倭寇敢来否

二、
天时
三国
角色
游人

地利
水浒
纷纷
欣赏

人杰
红楼
亮相
赞美⋯⋯

n连顺

崇武古城
附记：
据史书记载，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倭寇一千多人从大山登陆，烧杀抢
掠。崇武的千户张荣率领军民奋起抗倭，力战身死，终于保住古城，崇武城
免却一场灾难。1558年(明嘉靖三十七年)，倭寇攻城六昼夜，城被攻陷，百姓
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鉴此教训，劝募大修。1560年(嘉靖三十九年)正月，
倭寇偷袭崇武城，全城军民浴血奋战，由于孤立无援，粮尽城陷。倭寇入城洗
劫42天，无恶不作，令人发指。1567年(明隆庆元年)，福建总兵、抗倭民族英
雄戚继光屯兵在此，兴修城防，演武练兵，指挥剿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事
制度和城防设施，人民得以安居乐业。十年倭乱平定后，崇武也成了东南沿海
的重镇。古城几代军民凭借天然的屏障和牢固的石城，历经血与火的洗礼，
用生命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这里的“护龙宫”、“崇山宫”
、“崇报祠”、“元饲宫”、“十二爷宫”等，都是古城军民为纪
念抗倭牺牲的英雄而建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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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动态

乒乓缘 乒乓乐

n何秀娟

近

两年，乒乓组一直期望能组
团到中国打球兼旅游。众所
周知，乒乓球运动在中国拥
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人气旺盛，大城
小镇设有乒乓球馆，业余球员水平不
凡。我们心之向往，借助交流平台锻炼
自己，在磨练切磋中提升球艺。
原订2012年9月底启程，但因我
国有多项乒乓比赛而延后一个月。我
们全团11人，旅费自付，领队是陈元
麒学长，几位提前参加天津公开赛者
则无法随行。
九年前乒乓组曾组团北上中国，
联谊工作也是罗明光学长负责。他人
脉广，许多省市的球会领导、教练与
球友，都乐于提供友情协助，行程与
赛事在出发前一一拟妥。旅途中，莫泽
升学长负责团内沟通，赛场对垒由队长
林如南排阵，组织完整。我们于10月
25日启程，在清凉秋风中，一路享受
健身与旅游之乐，11月3日尽兴而归。
全程10天，我们先飞上海住两
日，后乘搭时速200公里、坐椅内配有
可折叠茶几的“子弹头”动车抵浙江桐
乡市，住一日夜；再到南京待两天，飞
厦门游玩三天，第九天坐快车到汕头，
隔日回国。
每到一处，都有中国朋友接送。
从关口往返酒店、球馆、用餐、景
点等等，非常周到。而我们此行的目
的，打球第一、游玩其次，因此，首
七天里都安排练球数小时，也进行好
几场友谊赛。
我们到过的球馆，包括上海皮皮
狗乒乓球俱乐部、桐乡市乒乓球中心、
南京乒乓之家俱乐部等等，稍小型者可

合摄于厦门集杰号乒乓球运动俱乐部

放置至少十张球桌，大型者则有二三十
张，大人小孩全情投入球桌上，打球者
以此为乐，看球者现场感染那股银球的
活力，哇！运动的普及度，果真是这么
多人爱打乒乓球。
友谊赛是很好的学习管道，在场
上，不论是凌厉进攻，或稳健防守，
都能展现个人风格、智慧、水平，如此
难得的机会，绝不轻易放松，双方在挥
汗如雨、斗志昂扬中进行一场又一场的
交流。我们的对手，老、中、青、少都
有，年长者七八十岁，年幼者仅十岁，
有者天天练球。竞赛本身充满悬念，胜
与败对我们而言都是收获。在互动中学
习对方的长处，认识自己之不足，挑战
中增强反应度、协调性。当然，短短数
日几场较量只是经验，还需时间与精力

在清凉秋风中参观南京中山陵

的投入，方能打出好成绩。
趁不打球的时间，我们就参观名
胜。长期在上海经商的陈炳泉学长，当
时正在杭州，专程回上海招待我们，耗
资宴请，还安排大家夜游东方明珠塔，
俯瞰上海城市。到浙江，又受到桐乡市
乒乓球协会理事们的盛情款待。在南
京，大伙参观了中山陵与灵谷寺。之
后南下厦门，一天游览陈嘉庚先生故
居、胡里山炮台，另一天到中山路步行
街购物，在那里巧遇谢木霖学长夫妇，
他俩到惠安祖乡探亲，经泉州到厦门，
真是有缘，没一起打球却也相遇。旅程
最后一站，所住的汕头华侨大厦附近有
商场、夜市以及地方美食，除用餐外大
家自由活动。就这样，结束10天游，
满愿，归来。

参观陈嘉庚先生故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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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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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喜隆董事长(左四)与华中大家庭成员向来宾们贺年

送

万 奔腾呈吉祥
华中子弟喜迎春

走金蛇，迎来宝马。三对瑞
狮，六六大顺，为华中大家
庭团拜会掀开序幕。在二月
九日的团拜会上，李喜隆董事长在致
开幕词时说：去年，不论是母校或国
际学校都取得很辉煌的成绩，这是令华
中大家庭每个人都感到很欣慰的事，期
望大家秉着千里马的精神，继续努力奋
斗，争取更好的成绩。他说这几个月大

家特别忙碌，一心投入为国际学校的扩
建而进行的筹款活动。虽然还没有达到
预期定的一千万元目标，但也已取得不
错的成绩，只要我们继续努力，应该不
难达到目标。他希望大家继续秉承陈嘉
庚老先生的办学精神，善用所筹到的款
项，遵循“不可浪费，不可奢华”的原
则，好好将款项运用在必要的建设上，
以达到办好教育的宗旨。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之所以能在各项工作上取得良好成
绩，完全是因为我们办的是一件善良的
事，而大家都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方
向一致，就能众志成城。他很欣慰看到
今年的团拜会有更多在校同学参加，也
鼓励华中的学弟学妹们能继承大家庭的
精神，为华中作出贡献。
今年团拜会的节目很精彩，有振
奋人心的华乐演奏；有传播健康信息，
鼓励大家多多锻炼身体，保持健康身心
的《回春功》和《东岳太极拳》；有歌
颂春天的舞蹈《春暖花开》；有传统艺
术《数来宝》；有师父（老师）亲自出
马，亦舞亦武的《舞佳武韵》，还有迎
春合唱等。华中国际学校的同学的小
组合唱更是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
还“请”来了一对可爱的熊猫伴舞，
唱出了年轻人的心声：

想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想做的梦，
不怕别人看见
在这里我都能实现，
大声欢笑让你我肩并肩
何处不能欢乐无限，抛开烦恼，
勇敢的大步向前

新春团拜，节目多姿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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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天鹅湖 油彩 龙仕文

等待黎明 胶彩 苏有仁

华岭美展硕果累累

华

岭美展已于2014年1月1日
至1月5日假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大礼堂嘉庚堂成功举行。
华岭美展原是华中校友会两年一
度举办的定期活动，作为推广华中大
家庭美术活动的平台，目的在于联络
与团结校友，加强在籍学生和校友的
美术修养，并提供交流和观摩的机会。

今年则是配合校友会成立90周
年，特别为华中国际学校扩建工程筹
款， 这次的美展，获得了母校、校友
与艺术界的支持，共展出一百九十幅
作品。展出的作品比以往更多元化。
包括了油画、水墨画、书法、水彩画、
雕刻，塑像、剪纸及摄影等。值得一提
的是，为了这次的美展，校友纪经中

华中校景 水彩 陈隆庆

n黄仕文

学长还慷慨捐献了一百幅心血之作。
纪学长于中国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绘画
系毕业并任教于美术学院。七十年代
中后期移居香港，还是努力不懈，不
断地进行创作。
美展的开幕礼主宾为中华总商会
文教与社会事务委员会主席吴学光学
长。吴学长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华中
校友会举办此次美展的意义重大，源
远流长，本着华中自强不息，饮水思
源的精神为华中国际学校筹募建设基
金，确实令人钦佩。他说华中校园内
有嘉庚堂，中华总商会也有嘉庚堂，
今天美展在嘉庚堂举行，意义非凡。
校友会王勇诚会长在致词中表示，此
次美展意义重大，既能庆祝校友会成
立90周年纪念，同时也能为华中国际
学校扩建工程筹款，为教育工作做出
宝贵的贡献。华中董事长李喜隆学长
也致词感谢各界对于美展的热烈支持
与慷慨解囊。
展出期间，4日与5日下午2至5点
还进行挥春活动。由知名书法家林书香
前辈与校友会书法组成员即席挥毫，获
得了不俗反应，让参观者对于中华传统
的挥春书法有进一步的了解与认识。
此次美展盛况空前，获得了各界
热烈支持与响应，共筹得了大约二十八
万元(未扣除费用)，圆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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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动态
细水长流 油彩 洪笃恭

春江水暖鸭先知 摄影 庄绍平

良骏 雕塑 林龙成

锦鲤 油彩 许锡勇

文华酒店 水彩 陈宗瑞

热心人士罗大民(左二)购买图中龙仕文学长(右二)作品。左一为王勇诚会长。右一为美展开幕礼主宾吴学光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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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金刚(左起黄世荣、钟亚礼、黄龙金、杨禧年)

工委们(左起黄保华、黄龙金、王为兴、柯金炼、施宁宁、洪旭)

2013年华中校友会高尔夫球筹款赛

为

了表达对华中国际学校教育基金
的支持，华中校友会联合华初校友
会，2013年10月4日，假NSRCC举办
了一场规模不小的高尔夫球筹款赛，报名人数有
144人。当天天气良好，大家以短枪方式开打，
高高兴兴的玩了一场意义深长的球赛。晚间大
伙在球场内的珍宝海鲜楼用餐，节目丰富，包括
幸运抽奖及义卖钟表等，一直到十点多才结束。
这场球赛共筹得219,376.00元，扣除成本尚
余184,536.46元，悉数捐给华中
国际学校教育基金。看到了这美
好成绩，黄龙金副会长领导下的
高球工委成员都感到欣慰。
我们感谢黄副会长的成功领
导及柯金炼学长的马不停蹄、东
奔西跑的筹备，给其他工委会留
下深刻印象！
黄龙金副会长(左)将支票交给
国际学校许进源校长

工委们与热心支持高球筹款赛的嘉宾
合影留念

《巫启贤〜相约在华中》
2
“华中95周年音乐飨宴”
1
活

动
预
告

华中大家庭将于2014年3月21日举办较为盛大的校
庆晚宴和大型音乐剧——华中颂，为母校庆生。

其中，“华中颂” 音乐会以钟楼和陈嘉庚雕像作为
宏大实景，由序曲及四个乐章组成，分别从战前岁月、
战后历程、自主时期、今日风采和尾声，讲述华中弦歌
不辍，再奏新声的“自强不息”精神。
欢迎各位校友邀约亲朋好友共同回返校园，为母校
庆生，为华中祝福！

——旧雨新知大家唱

华中校友会将于2014年4月26日在母校大操场举
办大型演唱会《巫启贤〜相约在华中》 ——旧雨新知
大家唱。
除了请巫启贤学长重返校园领衔演唱外，参与演
出的还会有曾经活跃于新谣、出自华中、华初的歌手。
让新老校友们欢聚一堂，在母校的怀抱里连同观众
纵情高歌，唱响华中情怀。
有意购票者，请于3月7日后，登录SISTIC网站
www.sistic.com.sg订购

上述两项活动，都是为华中国际学校扩建项目筹募
建设基金。让我们为华中大家庭的发展共同努力！

欲知详情，请联络校友会秘书处。
电话：6466 4180
邮箱：hcalumni@singnet.c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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