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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日，正月十一，华中大家庭在咚隆隆的锣

鼓声和欢腾舞狮的喜庆气氛中，开始了乙未

年的团拜。

李喜隆董事长给在场的三四百名师生和校友拜

年。他之后在致辞中回顾了华中大家庭在2014年的

成就以及一些重要发展。校友会大楼等主要项目预

计今年底竣工。

整个扩建项目设计完善，设备现代化，可以为

华中提供一个呈现艺术、欣赏艺术的角落。随着地

铁的开通，交通更为便利，届时向外开放，充分利

用，为艺术界提供条件，希望能够打造为我国中西

部重点文化中心之一。在这些项目完成之后，华中

大家庭建筑群将形成以华中钟楼为中心，左边华中

高中部、右边国际学校高中部的美好格局。

李喜隆董事长强调，华中大家庭过去几年的这

些重大创新项目考验了董事会的胆识和能力。整个

扩建项目预计耗资3000万元，董事会承诺筹得1000

万元，目前已完成一半，有望在年底达到目标。

瑞狮迎接团拜主宾李喜隆董事长

李喜隆董事长分派红包给参与演出代表

李喜隆董事长、校友会王勇诚会长与各单位代表向来宾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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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第1页

华中创校于1919年，再过几年就

是百年校庆。李喜隆董事长阐述了他

对百年校庆的期待。首先，他对国际

学校到了2019年能成为本地一流的国

际学校具有信心，期待到时华中国际

学校和华侨中学各领风骚。

其次，董事长强调，校友会是

董事会的后盾。他期待华中继续吸引

有干劲、有献身精神的人才组成强大

的董事会和校友会，继续发挥敢做敢

为、该出手就出手的风格。

再次，董事长期待董事会和管委

会到了百年校庆时能够重归一体，回

T
he Class of 2014 has continued 

Hwa Chong’s tradit ion of 

excellence. 

They achieved a median University 

Admission Point (UAP) of 86.63 out of 

2014 GCE A- Level Results:
Hwa Chong Students Inspire 
Holistic Excellence

90. In other words, the average Hwa 

Chong student has attained 3 distinc-

tions and 1 B for all of their H2 subjects, 

making them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any top universities locally and overseas.

Holders of the HCI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and 4 H2 Distinctions and 

better on stage with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and Deputy Principals 

Mrs Chin Bee Kuan and Mr Chan 

Kwok Leong

Dr Hon Chiew Weng, Principal, 

Hwa Chong Institution says, “Con-

gratulations to the Class of 2014! They 

have attained excellence in diverse 

fields,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The Class of 2014 tirelessly and self-

到常态。

最后，董事长期待华中、华初两

个校友会能够以整合的整体一起迎接

百年校庆。在新会所建成之后，华中

校友会将拥有很丰富的资源，如果能

团结目前的华中、华初两个校友会，

人才济济，就能够更好地服务母校、

服务华中大家庭。

团拜表演节目丰富，有中学部

的华乐演奏，有国际学校学生的舞蹈

和音乐，有校友会太极组和回春功班

的献艺，有武术表演，压轴是华侨中

学、国际学校、校友会三个合唱团的

大合唱《相亲相爱一家人》，歌词内

容很有意义，附录于后让大家再体会

一下。

最后，董事长循例给所有演出团

体代表和主持人分派红包，以示拜年

和感谢。

出席团拜的嘉宾有：校友会会

长兼管委会主席王勇诚、国会议员林

伟杰医生、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康伟

民、华中潘兆荣校长、华中国际学校

许进源校长、乙未团拜筹委会主席兼

校友会副会长蔡其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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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ssly contributed to the community, 

serving an average of 110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strong guidanc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of our teachers and parents.” 

INSPIRING HOLISTIC EXCELLENCE

For the Academic Year 2014, 

722 offers were made by prestigious 

overseas universities including Cam-

bridge, Oxford, Imperial College, Penn, 

Brown, Dartmouth, Duke and Chicago 

to Hwa Chong students in 2014.

Awarded even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A-Level results, these university 

offers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stu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the public alike on the importance 

of all-round excellence.

These university offers and schol-

arships send a strong signal to stu-

dents, teachers, parents, and the public 

alike on the importance of all-round 

excellence. 

INSPIRING ALL-ROUNDERS 

We are proud to share that 

many student leaders, sportsmen 

and women have done exceedingly 

well this year, despite their heavy 

involvements in CCA and service to 

the community.  

Our students have demonstrated 

IQ, EQ, AQ, CQ, and MQ as all-round-

ed leaders in various fields.  These are 
the hallmarks of the HCI Leadership 

Model.

《相亲相爱一家人》歌词
我喜欢一回家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一起床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哦！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 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我喜欢一回家就把乱糟糟的心情都忘掉，
我喜欢一起床就带给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一出门就为了个人和世界的美好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梦朝着同一个方向创造。哦！

当别人快乐时好像是自己获得幸福一样， 
当别人受伤时我愿意敞开最真的怀抱， 
当别人生气时告诉他就算观念不同不必激动，
当别人需要时我一定卷起袖子帮助他。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处处为你忧心，一直最忧我情，请你相信这份感情值得感激，哦！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换地久天长。

华岭
动态

3



新
加坡华语戏剧活动可以说是

上世纪本地社会运动的一部

分，而新加坡华校学生参与

戏剧演出，更是那个年代的特色。

新加坡学生戏剧发展史可以追溯

到1922年，其中中正中学的戏剧活

动，被公认起了带头作用，是当年学生

戏剧的龙头老大，其次则是华侨中学。 

近三年前的2012年6月26日，一

群参加过当年戏剧活动的华中校友，

满怀热情成立了编写组，并举行了第

一次工作会议，从此展开了长达近三

年的邀稿、资料收集、文章编写工作。

在全国集体推动新加坡记忆工程

的当儿，他们也希望在大家记忆犹新、

干劲犹在的时候，为华中人过去90多

年来在表演艺术领域，尤其在戏剧活动

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实践留下历史记录。 

由韩劳达、黎运栋、李开、吴秋

赞、网雷、王平、沈瑞海组成的编辑

委员会，经过近三年的筹划，一本厚

达528页，由一群华中校友集体编撰

的《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

实践》终于在去年11月29日下午在旧

国会大厦艺术之家正式发布。 

《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

术实践》内容包括华中学生戏剧会在

1963年被停止活动之前的戏剧表演，

以及华中校友会多年来的戏剧演出；

同时也包括1950和1960年代的华中毕

业班叙别会；另外，也记录了承继前

辈精神，于1980年代初起步的“黄城

夜韵”和1990年代初开始推展的“华

岗剧坊”的戏剧发展；最后还有1996

年校友会合唱团的成立与“歌声与微

作为上世纪本地社会运动的一部分，新加坡华校学生活
跃的戏剧演出，具有强烈的时代特色。近三年前，华中
校友会组织了一群参加过当年戏剧活动的华中校友，满
怀热情成立编写组，经过近三年筹划，在全国集体推动
新加坡记 工程的当儿，于去年11月29日在旧国会大厦
艺术之家(The Art House)推出了一本厚达528页的《山岗
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为华中人过去90多
年来在表演艺术领域，尤其在戏剧活动方面所作的努力
和实践留下历史记录。

《山岗的脚印》
为本地学生戏剧史 留下记录
n	张曦娜

《山岗的脚印》在王勇诚会长、执行
编辑黎运栋等学长的主礼下隆重面世

王勇诚会长赠书给
主讲人柯思仁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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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的演出。 

书中近40名作者来自不同时代，

也都在不同年代参与过华中戏剧的演

出；有的参与1950年代、1960年代华

中学生戏剧会和毕业班叙别会，如今

已达耳顺甚至古稀之龄，也有的是后

来参与华中校友会戏剧演出的校友，

更有80年代开始至今，参与“黄城夜

韵”和“华岗剧坊”的华中老师和校

友们，其中既有戏剧活动的领导者，

也有上过舞台演出或从事幕后工作的

参与者，由于他们曾经亲身参与，所

撰写的文章更流露出对华中戏剧发展

史别有一番感受和认知。 

中正华中两大戏剧会培养
剧坛人才

学潮风起云涌的1950年代，也是

学生戏剧活动的巅峰期，当时华校学

生的戏剧和文艺活动以毕业班叙别会

演出为主要形式，并且在英殖民地当

局的高压政策及一些不利华文教育的

政策下，戏剧演出很自然的与捍卫华文

教育挂钩，到了后来，在时代潮流中，

学生戏剧活动还结合了抵制黄色文化等

社会运动，具有强烈的时代使命感。 

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这两个最具

影响力的五六十年代学生戏剧主力，

几乎每年都落力公演，对整个新加坡

戏剧活动有十分深远影响。此外南侨女

中、南洋女中、育英中学、南华女校也

不时举办戏剧演出或通过叙别会公演话

剧。小学中的克明、爱同学校、崇正学

校、启发学校、振群学校等也各自参与

了那个年代的戏剧活动；有意思的是，

一些有戏剧活动的学校，其学生运动往

往也较为蓬勃。 

《山岗的脚印》编委们大都在五

六十年代参与过戏剧活动。执行编辑

黎运栋，曾在1960至1963年任华中学

生戏剧会执委，他说：“中正中学学

生戏剧会和华侨中学学生戏剧会，为

我国剧坛培养了许多演艺人才，如果

没有当年这些学生的垦荒耕耘，就没

有后来的艺术剧场，艺术剧场虽然以

中正人为主力，后来爱好戏剧的华中同

学的加入，壮大了艺术剧场的队伍。同

时，在表演艺术疆场驰骋的新一代华中

人，如柯思仁、林海燕、苏佳亮、卓少

杰、李集庆、谢 杰、李邪等，他们有

的参加郭宝 的剧团，有的组织自己的

剧团，有的在大学讲授戏剧等。华中人

在这个时候为这段历史留下记录是件很

有意义的事。” 

编辑委员之一的韩劳达说：“我

就读中学的60年代，学校戏剧活动相

当活跃，而且水准都不低。主要是因为

有经验丰富的校友回校协助，校友往往

是演出的主力。而且经常演出的关系，

学生累积多年的经验，不论是导演、演

员或舞台美术、舞台技术等层面都达到

相当的水平。六七十年代，学生戏剧在

被卷入政治漩涡之前，所演出的剧目大

都是中国剧作家的名剧，如华中的《屈

原》《阿Q正传》，中正的《桃花扇》

《岁寒图 》，在当时的华语话剧演出

中是很受瞩目的。”

1 9 9 0 年 获 文 化 奖 的 韩 劳 达

说：“中学时代在舞台上，在排练场

上所受的艺术陶冶可说是影响我一辈

子的。90年代我回华中母校任教，

又负起推动学生戏剧的责任，成立

了‘华岗剧坊’，还创作剧本，演出

《陈嘉庚》。” 

许多华中校友也在离校后回返华

中教导学弟、学妹演出，例如1950年

代在华中读过书的郑有国 ，在中国

生活多年之后，于1989年导演华中校

友会联合华中公演《正气歌》，1994

年他参与华中校友会《满江红》的演

出，他也是1999年华中校友会公演

《屈原》的导演团成员。 

曾参与1961年华中学生戏剧会

《水产专员》和1963年华中校友会

《正气歌》演出的李开，至今怀念那

远去的岁月，他说：“那段日子对我

们日后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都有很大的

影响，也使我们由始至终都比较关注

社会问题。”。 

历经时代变革的学生戏剧
活动

本地学生戏剧活动也历经时代

变革。二战后，华校学生的课余活动

仍和战前一样，主要仍是戏剧表演，

常见于毕业班叙别会的节目和学生戏

剧会的演出。华中的毕业班叙别会演

出，最早约在1947年。这一年，华中

和中正的毕业班联合公演了陈白尘著

的《结婚进行曲》。 

成立于1952年的“华中学生戏剧

研究会”，在1957年易名为华中学生

戏剧会。1953年1月，剧研会成立不

到半年便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公演契诃

夫名著《求婚》。同年6月剧研会一口

气推出《父归》《可怜的裴迦》《同胞

姐妹》三个独幕剧，作为华中建校34

周年庆典献礼。 

1954年发生了华校生反殖民地政

府的“五一三事件”，华校戏剧活动

深受影响。这一年，华中戏剧会已排

练好的五幕历史剧《虎符》还因此事

件受到影响，以致取消演出。值得一提

《山岗的脚印》编委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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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虎符》的演出原本是为了庆祝

华中35周年，并为南洋大学筹募基金。 

1 9 5 7 年 ， 华 中 戏 剧 会 上 演 了

《未婚夫妻》《银包》，1959年演出

了《阿Q正传》，1960年推出了《心

防》《咖啡店之一夜》。1961年演了

《水产专员》，并推出日本著名剧作家

山木有三的独幕剧《婴儿杀戮》，庆祝

成立九周年纪念。这出戏竟成了华中戏

剧会的绝唱。 

值得一提的是，华中校友会曾于

1963年演出吴祖光配合抗日而写的

《正气歌》。时隔20多年之后，为庆祝

华中创校70周年校庆，华中又于1989

年演出了《正气歌》。两年之后，华

中在校友的参与下，又演出了韩劳达

编写的《陈嘉庚》。 

期待中正人启动历史记忆
工程

中正学生戏剧研究会在推动新加坡

戏剧发展上写下了功不可没的一页。它

是在戏剧家赵如琳与学生会戏剧股主任

刘仁心策划下，于1947年正式成立。

在成立初期，中正学生戏剧研究会

于1948年即演出《油漆未干》，1950

年公演《头家哲学》，1953年演出《阖

第光临》《求婚》及《蠢货》。 

在1954年五一三事件之前，中正

戏剧会还先后公演了易卜生的《娜拉》

和曹禺的《家》，尤其是《家》的演

出曾轰动一时。中正学生戏剧研究会

在1947至1959年间共演出14次，包含

19部剧本。 

现任生活剧社主席邹文学是在

1959年参加中正戏剧会演出工作，

那 年 演 出 吴 祖 光 的 三 幕 剧 《 捉 鬼

传》，动员了五六百名学生参与。邹

文学说：“《捉鬼传》至今仍是我印

象最好的演出。那时念中二，13岁，

个子矮小，只分配当食物股负责五六

百人饮食。1960年中正戏剧会演出

三个本地创作独幕剧，我也被分配演

《渔岛风云》的秋明─一个戏份很多

的小学生。” 

邹文学说，中正戏剧会对本地戏

剧活动影响很大，本地剧坛不少重要

人士如刘仁心、郑民威都来自中正中

学，他们在离开学校后，于1955年和

中正戏剧会一些成员创办新加坡艺术剧

场，艺术剧场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华语

剧团之一，60年来为本地华语剧运的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从50年代至60年代

初，艺术剧场上演了许多世界名剧，

例如《日出》《雷雨》《巡按使》《夜

店》《少奶奶的扇子》《娜拉》《家》

《林冲夜奔》《北京人》等。 

中正人的丰富文化遗产应
当保存

韩劳达先后在中正中学与华中念

过书，对这两所学校的戏剧活动在不同

阶段都有所参与。韩劳达说：“我中学

时代在中正戏剧会接受戏剧熏陶，从中

一起参与校内校外演出活动，在维多利

亚剧院的后台当一枚小螺丝钉，偶尔也

随戏剧会支援校外演出。1965年，我

读中四那一年，中正戏剧会停止活动，

全国的学生戏剧已一片沉寂，我黯然转

入华中的高中部，专心读书，1967年

毕业于华中高中。我是在70年进入师

资训练学院(教育学院前身)时再次参与

戏剧活动。” 

虽 身 为 华 中 人 ， 但 黎 运 栋

说：“中正人的戏剧表演活动，在当

年郑民威、刘仁心、冯乃尧、林锦雄、

王秋田等前辈推动下，确实缔造了辉煌

记录。我希望中正当年搞戏剧和叙别会

演出活动的同学集合力量，也搞一本中

正人的表演艺术活动史，为过去的活动

留下记录。趁着当年的组织者与参与

者还有一些仍健在，启动这个有意义

的历史记忆工程，保存中正人丰富的

文化遗产 。” 

听说华中校友编辑出版了《山岗

的脚印》，邹文学也充满期待说：“我

会联络一些过去戏剧会的伙伴以及戏剧

会的历届领袖和负责同学，希望中正校

友也可为中正戏剧会留下历史记录。”

原载于《联合早报》@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imited. Permission required for 

reproduction.

本刊编辑略为改写。

参加过华中戏剧活动的老校友合唱《满江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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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究竟是什么？

在今天的世界里，美似乎是一

种奢侈。饥饿受苦、民族仇杀、宗

教屠杀、环境污染、区域战争，遍布当今的

世界。美还有一点点力量吗？

3月1日，华中校友会请来当代美学大师

蒋勋在华中诚毅楼举办了一场文化盛宴─“

天地有大美”美学讲座。

蒋勋老师是台湾知名画家、诗人与作

家。他生于古都西安，成长于台湾。1972年

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年返

台后，先后执教于文化、辅仁大学及东海大

学美术系系主任。其文笔清丽流畅，说理明

白无碍，兼具感性与理性之美，有小说、散

文、艺术史、美学论述作品数十种，并多次

举办画展，深获各界好评。

本次“天地有大美”讲座，蒋勋老师深

入浅出，从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到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再到苏轼的“江

上清风 山间明月”，美存在于大自然中，

美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美是最大的竞争

力，是一种诉诸各种感官的力量，但它不必

言语，也无需言语，让你自己慢慢发现。在

一个半小时的讲座里，蒋勋老师把美讲得淋

漓尽致，发人深省。

蒋勋老师特地为这次的讲座写了一段

文字：

天
地
有
大
美n	许振义

我们很容易把美与艺术划等号
 
美并不等于艺术
 
美存在于艺术中
 美 更存在于大自然之中
 花的开放 鸟的鸣叫 溪流潺
 都是美
 
苏东坡说 江上清风 山间明月
 你听到了 你看到了 就都是美丽的心灵感受
 
买一张票去听音乐 去看画展
 是特殊的艺术活动
 但是 不要忽略了
 生活之中 随时随地 无所不在的美
 有多久没有在门口看到月光了
 那是汉字“ ”（闲）的提醒吗
 “忙”或许不是事情很多 而是心灵的死亡
 

天地有大美
 庄子用这句话许诺给我们
 在大自然中发现美
 在生活中发现美
 我们的 食 衣 住 行
 都可以是美好的感受
 品味生活
 生活的甜酸咸辣苦都值得品味
 也都比艺术更动人
 
美是感觉得找回
 美是心灵的救赎
 

与读者诸君共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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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a Chong alumni had in the 

past banded together to look 

for business together but this 

was done on an informal or ad hoc 

manner or as committee members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 or other 

trade groups. 

Today, the Hwa Chong alumni 

has many outstanding alumni running 

traditional businesses and high tech 

businesses. Mulling over this, Chee 

Wah and myself  proposed and 

obtained approval from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HCAA in November 

2015 to form this club which we 

envisage will form a powerful network 

to grow and nurture future generations 

of successful Hwa Chong alumni and 

once again hunt as a group for global 

opportunities. 

15 January 2015 saw a gathering 

of about 20 Hwa Chong Alumni at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Entrepreneurship Club holds its 
first kopi session in 2015

Coffee Club, Holland Village who are 

involved in various types of business 

ventures ranging from a personal 

wealth portal to a trading portal. Joel 

did a quick introduction to the HCAA 

Entrepreneurship Club and the various 

alumni introduced themselves and 

what they were involved in. The alumni 

then broke out into smaller groups and 

spent time chatting and discussing 

their latest business ventures. 

Here are what some of several 

of the Hwa Chong alumni said about 

the event.

Lim Der Shing, from HCJC 92S25, 

who founded and sold Jobscentral, is 

now a Director at www.DrWealth.

com a personal finance media and 

software site. He commented that “The 

event was great fun. Happy to see so 

many old boys who have taken the 

entrepreneurship path and who still 

have that win-win hwachong spirit!”

Ling Kai Tien, HCJC 82S37, 

Founder of www.alpsoft-tech.com (an 

IT outsourcing company) said that “he 

loved the event”. 

Dennis Yeo, HCJC 01S33, 

Founder of Blimp.db, a building 

materials database and collaboration 

platform for architecture & construction, 

reported that “The kopi session was 

really bustling; there’s clearly a lot of 

interest in business among alumni. 

This crowd could potentially grow into 

a strong network of entrepreneurial 

friends.”

Wong Ling Jun, Chinese High 

Class of 1999, and HCJC 00S76, 

having launched several apps in 

the past year (see www.todo.sg) is 

currently busy with a revolutionary 

dating app for people seeking romance 

or similar interests. He commented 

that “I’m truly awed tonight by the 

power of the Hwa Chong network. I 

met so many amazing people tonight!”

Xeo Lye Wen Song, HCI 98, 

HCJC 96. Co-founder of capital gains 

LLP (www.capitalgainsgroup.com) 

commented that “the entrepreneur 

spir i t  is strong in this network, 

especially when people talk about 

“equity splitting” “series A funding” and 

“sellout”. This is very different from 

other business networking I have been 

to when people talk about more trivia 

topics and are much more guarded 

with their business insights.” 

Philip Teo Hong Yi, from Chinese 

High 4J in 1996, is the founder of 

a start-up www.traderwave.com 

that aims to be the next Bloomberg 

financial market analysis platform for 

n	Joel	Teo	(Chinese	High	School	964I	and	HCJC	97S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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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ss market. I also have a stock 

trading blog at www.stocktradingzone.

com. He commented that “He was 

glad to be part of the club member. 

Seeing people like Xeo Lye Wen 

Song coming to attend the session 

despite yesterday being his birthday 

shows how committed the people in 

the group are. 

Lin JJ Jason who was from HCJC 

05S34, is currently working with www.

Techinasia.com which is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startup ecosystem in Asia 

with our media, events, and database 

wings. He commented that it was a 

“Great event with open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ideas, nice connecting 

with alumni across the different years, 

and happy to see so many running 

their own businesses.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of such events!”

Rachel Ho, who was from HCJC 

86S24 is the founder of a young start-

up which is building its own brands 

in health supplements http://spgly.

com and http://happyoligo.com.  She 

commented that “This platform is 

exactly the thing we need where we 

can draw ideas, exchange experiences 

and may be find help. I left the event 
feeling inspired by the relentless spirit 

demonstrated among the seniors and 

juniors, which is never stop to find to 
next thing to do. Please check out our 

company site or product.” 

The Club aims to organise more 

events for both traditional and dot com 

business ventures and for Hwa Chong 

alumni that are interested in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or who have an 

interested in entrepreneurship, please 

join our Facebook Group at http://

tinyurl.com/mxtwgel and signup for our 

mailing list at http://tinyurl.com/plyljle

n	Joel	Teo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964I	and	
HCJC	97S73)

T
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launched the 

Finance Club in November 2014.  This club seeks to 

grow a network of Hwa Chong finance alumni to boost 
networking in town and also to help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by carrying out career guidance and ad hoc events to help 

the Hwa Chong schools.  Hwa Chong has many illustrious 

alumni in the finance industr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eople running banks, private equity funds and accounting 

firms in Singapore.
To help foster the next generation of Hwa Chong alumni 

in finance, this year marks the first year that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Finance Club together with the HCJC 

Alumni jointly organised the career guidance session for Hwa 

Chong students who are interested in a career in finance.
On 17th Jan 2015, the Finance Club represented by 

about 10 Hwa Chong alumni went on to share our experiences 

in the financial sector with the Hwa Chong Students.  We did 
a quick overview of the whole world of finance and then each 

The First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Finance Club 
Career Guidance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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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He hopes more alumni will 

join such sharing sessions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future batches 

of Hwa Chong students.” 

Sally Cheung, HCI (College) 

07S62, an Analyst in BBSP Pte Ltd, 

commented that “The career session 

was a unique channel of interaction for 

both the alumni and students. It had 

sparkled many intellectual questions 

from current students, including career 

paths and choices, expectations, 

and overall work-life experience. 

Through sharing with students and 

other alumni,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illustrate certain specialised roles in 

the industry, which requires first-hand 
knowledge to understand in greater 

depth. Looking forward to other 

events in the future.”

Ian Chia, Chinese High 

964A and HCJC 97S24, 

commented that “He is 

happy to see such a 

positive turnout from the 

different schools and 

especially so when some 

of the students raised 

good, inquisitive question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industry. 

He noted that career guidance is an 

important cornerstone in everyone’s 

career path and is glad to be able to 

play a part to his alma mater.” 

The HCAA Finance Club aims 

to organise more events for Hwa 

Chong alumni in the finance sector 
in Singapore so as to foster the 

Hwa Chong Spirit amongst alumni 

and also to boost deal flow amongst 
Hwa Chong alumni.  Please join our 

Facebook Group at http://tinyurl.com/

n5q83u7 and signup for our mailing list 

at http://tinyurl.com/q2zgd69.

of the seniors spent time explaining 

what their typical day entails and what 

they studied and how they ended up 

in their current roles.  The diversity of 

Hwa Chong alumni at the event was 

quite outstanding.  We had in our 

midst, alumni who were investment 

bankers, accountants, business school 

academics, management consultants, 

a technical analyst and private equity.

After the session, the alumni 

felt that it was truly an afternoon well 

spent nurturing the future generations 

of Hwa Chong alumni to “live with 

passion and lead with compassion”.

Some comments by our Hwa 

Chong Alumni at the event are set 

out below:

Joel Teo, Chinese High 964I and 

HCJC 97S73, a Partner at Lee & Lee, 

Advocates and Solicitors, commented 

that “The Finance Career Guidance 

Session was very well attended by 

both Hwa Chong Alumni and students 

alike and was a milestone for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Finance 

Club.  He noted that all the Hwa Chong 

Alumni enjoyed themselves bonding 

once again with fellow alumni and 

华中校友会太极组将在今年七月初开办新班，
供初学者学习，促进身体放松及平衡套路。
欢迎校友及非校友向秘书处报名。 电话:	6466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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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辉先生

李
大辉是新加坡最资深的童军

训练员。他自1951年加入

华中童军团，已经为本地童

军不间断地服务了六十余年。尽管年

近八旬，他老当益壮，凭着超越半个

世纪的付出和坚持，成为新加坡公认

的最活跃、最具奉献精神的童军。今

年1月，华中高一同学刘 与李大辉两

次会面，之后录文如下：

您当初为什么选择成为童军并加

入华侨中学童军团？

答：我在华中念书时是50年代，

当时课外活动不多，童军是其中一项。

然而，童军团吸引我的地方有几点：首

先是童军制服。作为一个学生，看到童

军穿着制服英姿飒爽的模样，总是令我

非常羡慕。其次，参加童军可以给予我

与异族同胞以及外校学生交往的机会。

当年，新加坡的教育系统是根据语言分

为英校、华校。通过童军活动，我可以

与很多其他学校的同龄人交流，认识更

多人。无论是作为学生童军，还是童军

训练员和童军团团长，多姿多彩的活动

让我结识了一些可能别人一辈子都很难

见到的“大人物”。因为童军，我得以

和新加坡建国以来每一位总统见面，这

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n	刘

访谈录

前排右一为李大辉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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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动力促使您为童军团服务这

么久？

答：这要从我回到华中讲起。最

初我在华中念书，得到“女皇童军”

荣衔之后便担任华中童军团团长。后

来我去了一些中小学帮助他们创立童

军团。1965年，当时华中童军团戴德

方团长找到我，邀请我回来。他郑重

地请郑安仑校长写一封信给我。我了

解华中需要我，于是便义不容辞地回

童军团服务，一直到今天。当时，团

务发展遇到了瓶颈。因此，我积极扩

展活动，加入了乐队、舞狮团等。帮

助童军团克服困难是我留守一个很重

要的理由。当然，我能够服务至今，

离不开母校对童军活动和我的支持，

其中包括历任校长的不懈努力，加上

校友会、团友会的鼎力协助。他们为

华中打造了适合童军发展的环境，大大

方便我开展工作。这也是华中会产生这

么多总统童军的缘故了。(笔者按：截

至2014年，华中童军团共培养了112

名“总统童军”，建国前旧称“英皇

童军”、“女皇童军”)。为华中培养

更多优秀童军，这一愿景也激励着我

继续服务。现在，我与年轻一代有更

多的接触，我运用经验和人脉为他们

搭建联系校友会和童军总部的桥梁。

与年轻人交流让我与时俱进，思想变

得年轻起来。

请您形容一下获得女皇童军奖

(Queen's Scout)之后的心情。

答：其实成为女皇童军的人并不

多。身为其中一位，我深觉荣幸。获

得奖章后，我感到更多的是一种简单

的满足和快乐，毕竟要完成所有的训

练项目并不容易。

在华中童军团这么多年，有哪些

经历让您印象深刻？

答：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每年

学校都会培养出很多总统童军和总监

童军，这是值得骄傲的成就。童军原

本是英国人的活动，一般盛行于传统英

校。华中虽是第一所创立童军团的华校

(笔者按：华中童军团始建于1919年)，

但仍算是后来者。然而，在多年的努力

下，我们后来居上，有百多名获得最高

奖章的童军，缔造了全国纪录。

您认为华中价值观和童军价值观

有什么相似之处吗？

答：我认为两者十分相似，有些

还是相通的，尤其是凝聚力和归属感。

学生无论是加入华中还是加入童军团，

都会有家的温馨感。童军和华中都强调

坚韧不拔和饮水思源的价值观。华中有

积极热心的校友会，童军也有团结一

心的团友会。我们都秉持回馈母校的

信念，为华中、为童军尽一份力。我

刚回来服务时，很多老童军、老校友

主动来帮我管理团务。这种献身精神

在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疏远的背景下，

显得格外珍贵。

作为优秀的童军训练员，您如何

为华中培养出人数众多的总统童军？

答：周详的计划至关重要。有了

周详的计划之后，按部就班进行指导、

训练。童军团最值得称道的是，前几届

获奖的团友会自愿帮助后来的学弟训

练。这样代代传承，我们的童军活动

才会发展得越来越好，总统童军奖得

主人数也会越来越多。

您也负责舞狮团，舞狮团和童军

团有什么关系？舞狮团又走过哪些发

展之路呢？

答：舞狮是历史悠久的华族传统

活动。每当佳节或重要庆典，华社都

会请舞狮团来表演助兴。我把舞狮团

和童军结合是为了扩展活动的范围，

加强童军团与学校和华社的关系。华

中童军醒狮团成立于1984年，有30年

的历史了。早期，每逢农历新年的初

一、初二和十五，我们都会四处去舞狮

采青。当时由于经费有限，这些庆典活

动可以筹得所需款额。最近十年，经费

较为宽裕后，这类外出活动就暂停了。

在华中服务多年，您觉得华中这

些年来有什么变化吗？

答：最明显的是人们思想的改

变，本土意识越来越强，过去是移民

心态，认为中国是祖国，连纪年也用

民国年历。随着新加坡建国，人们更

热爱这片土地。华中这些年来硬件设

施逐渐齐全，也很现代化。从前，我

们的用语是华语，随着教育制度的改

变，现在学生更普遍使用英语。有的

改变则让我担忧，过去的学生比较懂

得尊老，我带童军团去露营，吃饭时

他们会特意为我这个老人留一份；现

在的学生比较个人主义，他们自己吃

完就很少会照顾别人了。

最后，您对华中未来的童军和学

生有什么寄语呢？

答：我期盼未来的童军活动和学

生活动比现在的还要好，学校和童军团

可以有更杰出的表现。我希望华中子弟

在学业上继续争取优异的成绩，童军团

继续孕育更多的总统童军。最后，我希

望人们可以发展出融洽的人际关系，和

平相处，使社会更和谐安定！

清晰的记忆、坚毅的眼神、温文的谈吐，这是李老先生给我的印象。这些特质让我难以相信受访者是一

位几近耄耋之年，已为华中童军团服务了半个世纪以上的老人。初次采访，李老先生特地从家中带来多年的

珍藏，有条不紊地叙述照片、文件、剪报背后的故事，唯恐漏掉哪怕最细微的历史的痕迹。让我惊讶的是，

他清楚记得每一位优秀童军过去的经历，甚至是近况。让我感动的是，两次见面他都细心准备资料，帮助我

更好地理解新加坡的童军发展史和华中童军团团史。

六十余年来的风雨沧桑或许染白了李老先生的双鬓，但是并没有磨去他的赤子之情。李老先生再三叮

嘱我一定要写出童军的整体风范而不是他个人的荣誉。“一日童军，一世童军”，他对童军事业的投入、热

忱、坚守和无私，令人肃然起敬。漫长的峥嵘岁月锻就了这样一位视华中童军团的发展为终身志业的团长，

他的故事是华中“自强不息”、“饮水思源”和“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精神的体现，值得每一位华中人效

仿、看齐。最后，祝愿李大辉学长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采访后记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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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史系主任及教授，兼厦大附属高

中部主任。

1937年1月，薛永黍经同乡郑古

悦的推荐，受华侨中学董事会聘为华

侨中学第十届校长。薛永黍上任后，

把他对珠山乡教育和自治的理念用在

华中的校政管理上。他对学生采取开

明和开放的政策，废除旧式管制及惩

罚，而改以启发学生自动、自发与自

治的教育方针。二战前和二战初期，

华中是南洋华校的最高学府，吸引了

南洋各地的优秀华校生前来就读，多

寄宿在校内的学生宿舍。薛永黍在校

内成立学生自治会和学生宿舍及膳食

委员会，由学生自理学校生活。他也

鼓励各班级办壁报，培养学生的写作

能力以及组织能力。对教师的聘请，

他采取兼容与惟贤任用的政策。因

此，华中强调学术自由的学风，校内

海纳百川，各种政治思潮、流派都存

在于教师和学生间，但规定在课堂不

许谈政治。

他以慈祥和蔼的态度及诚恳爱

护的心对待全校师生，获得全校师生

们的信任，使华中展现出新的面貌，

也给校训“自强不息”奠下了坚实的

基础。华侨中学是陈嘉庚于1919年

倡办的。发展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

化，培育华人后代的意愿，获得了新

加坡、马来亚以及南洋各属华侨的支

持，因此才称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

学”。但该校创办以后，受到殖民地

政府种种的苛待与限制，以及重重的

钳制和控制，以致学校毫无生气，无

法扩充和发展。

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全面入侵中

国，华中倡办人陈嘉庚领导全南洋

侨社发动抗日救亡运动，薛永黍热

薛永黍 SY ONG SWAY 

(1889—1951)
教育家、华侨中学校长

薛
永黍，1889年7月出生在金

门县珠山乡，为杰出的教

育家。薛永黍家世不错，祖

父曾在清朝当官。珠山乡是金门模范

村，村中出洋致富者多，薛永黍父亲

薛如风就是其中之一。薛如风早年过

番到菲律宾宿务（Cebu）经商，从事

出入口贸易、船务及园丘种植业。这

些在海外事业有成的珠山商贸，侨汇

不断，村民多富裕，并且重视教育，

文风鼎盛，人才辈出，薛永黍是金门

出国留学的第一人。

薛永黍在1933年曾在家乡出版

的《显影月刊》上撰文《我们所希望

于未来的珠山》发表他对家乡发展的

厚望：“珠山建社系在明朝，至今当

已有四五百年之历史。人材辈出，物

质鼎盛，以及文化之发展代代不替，

几为国内乡村所罕见，是以在金门岛

中享有模范村之令名，可谓幸矣。惟

来日方长，吾等应继续努力奋发，

以达到止于至善之目标。欲达此一目

标，最低限度乡中当具有下列之显

绩：一、教育方面，全体乡人包括男

女在内，皆应受过高等小学之教育。

二、民生方面，男子受过教育后，便

须有职业。三、卫生方面，村中常驻

一名医生。对于公共及个人卫生时加

注意及指导。道路逐月清扫，路旁种

植花木，建设一座小公园。四、自治

方面，乡中设立一自治团体之组织，

该机构负有调处乡人争执之任务与权

力。”这里所表述的教育与社会组织

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他日后在

华中办学的措施及方针。

薛永黍年幼时在家乡受教育，

及长，负笈福州英华书院，毕业后

到美国密歇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深造，获教育学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为研究生，并考获历史硕

士学位。学成后，先到菲律宾宿务中

华中学任教。1930年，获聘厦门大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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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响应陈嘉庚的号召领导学生宣传抗

日。1938年10月，南洋各属华侨代

表齐集在华中大礼堂举行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大会。新加坡沦

陷前夕，他到处奔波向董事会为教职

员争取少许遣散费安顿生活。

昭南岛时期(1942年2月至1945

年8月)，他逃过了大检证的劫数，

带着岳父和妻儿先避居客纳街(Club 

Street)张氏公会会所，后迁到后港四

条半石(约6公里处)朋友蔡嘉种的树胶

园居住，生活很艰苦。

日本投降后，薛永黍在艰苦的条

件下主持复办华中的工作。当时，华

中董事长李光前尚未返回新加坡，而

华中校园又被英军驻扎使用。他先行

分配教职员工的工作，便借用星洲幼

稚园为临时校舍，让学生先行登记，

接着借用南洋女中校舍上课，一年之

后才迁回武吉知马华中校园。

华中前后成立了学生自治会和

学生宿舍及膳食会，由学生自己管理

日常生活，默化潜移，华中就像个大

家庭——这就是华中“智、德、群、

体、美”五育并进的时期。在薛永黍

校长的治理下，华中更提高了学生的

文化水平与精神素质。

薛永黍办学的方法是和他思想开

明和知人善任分不开的。华中从1946

到1948年间，在薛校长的主持下可说

是达到了一个全盛时期。

薛永黍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他

曾在1938年与高佩珊、张明慈等人倡

议组织教师公会“六六社”。1939年

10月六六社成立时，他被推为第一届

主席。在成立大会上，薛永黍表明该

社宗旨，“不论是联络感情，团结精

神，提倡社会教育或谋求教界同仁的

幸福，都是以华侨教育的发展与进步

为最高的目标”。在他主持下，六六

社解决了华校教师生活问题，同时在

帮助学生回国升学等方面，也做了不

少工作。

1948年5月，华中与南洋女中的

学生自治会联合向薛永黍申请在5月

4日在华中大礼堂举办五四纪念会，

他给予批准，引起英殖民地政府的不

满，向华中董事会施压，迫使董事会

要求薛永黍制止学生开纪念会，不料

为他所拒绝。他表示如果董事会不满

他的办学作风，他宁可立即辞职，绝

不收回成命。董事会迫于无奈同意让

他辞去校长职务。他先后在华中服务

了十一年。

胡愈之于1946年6月在新加坡筹

建中国民主同盟马来亚支部并出任主

任委员，薛永黍也于成立不久加入并

积极参与会务。因此，1948年他离

开华中后就进入民主同盟会友创办的

树胶出入口商行 兴公司担任财政兼

文书。

1950年12月，他挂名为董事的

《爱华报》因登载中国出席联合国的

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发表的谈话

全文与爱华社社长吴盛育一同被捕入

狱。(林孝胜：1951年6月，一艘满

载树胶的轮船“南西摩勒”号在靠近

海南岛的水域被英国军舰拦截检查，

并押回新加坡，发现满船的橡胶是

兴公司配的货。当时正值韩战，西方

国家对华实行禁运，严禁包括橡胶在

内的所谓战略物资运到中国。)英殖

民当局于是突击 兴公司，将经理蔡

坚贞、财政薛永黍以及经常出现在

兴公司的叶帆风(后港新民学校创办

人)逮捕。后来将涉案的12人押送到

棋樟山关起来。薛永黍在棋樟山(St. 

John's Island)不到一周就患重病，

送往中央医院几天后于11月10日就

不幸逝世。

薛永黍逝世的消息轰动新马华

人社会，许多人指责殖民地政府草菅

人命，拖延被扣留者提出到中央医院

治病的请求。他的死讯传到北京，中

国政府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殖民

地政府提出抗议，指出薛永黍曾受虐

待。11日出殡，有几百人前往送殡，

棋樟山的政治犯在狱中举行追悼会，

北京归国华侨一千多人在中山公园举

行追悼大会。

薛永黍的高风亮节和崇高的教育

理念为教育界同仁和年轻学子永远称

道和敬仰。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教育

家，也是一位忠贞不渝的爱国志士；

在1979年华中庆祝建校六十周年特

刊中，载有不少回忆华中和追颂薛永

黍校长的篇章，特别是缅怀及称颂薛

永黍致力改进，使校务蒸蒸日上；一

时华中成为马来亚一带的最高学府，

其所造就的英才，不知凡几，其功

大矣。

(原载于《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新加坡

金门会馆2015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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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仑CHENG AN LUN

(1910—1998)
教育家、华侨中学校长

大学研究院继续研究社会学。1937年

七七事变后，他逃往上海回来新加坡。

在上海期间，与黄馥订婚。在上海等候

回新邮轮时仍以身作则劝售救国公债。

1937年郑安仑回到新加坡，那时

他三哥本想要他到金福源号协助商务，

同时华侨中学薛永黍校长也请他去执

教。他知道自己并不适合经商，而且

对从商也毫无兴趣，于是考虑之后决

定选择执教。当时他并未受过专业训

练，更无教学经验。执教之后，参考

了很多有关教育的书籍，也令他了解

到教育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重

要。他执教之后，边教边学，从教学

中吸取了经验，对教育也发生了很大

的兴趣，影响到他后来献身于教育的

决心。郑安仑在1982年接受口述历史

馆访谈，强调虽然自己醉心于社会学研

究，但教育是他的事业。他说：“我的

研究兴趣是社会学，但职业选择我喜欢

教育工作”。

回新之后，郑安仑本意想继续出

国深造，1938年他在燕京研究院的同

学好友费孝通由英回国经过新加坡，

谈到当时在国外读书的侨胞，因国内

战争激烈均无心向学，于是郑安仑也

放弃了出国的念头，想回国参加后方

的救国工作。

1939至1946年间，郑安仑先后

担任昆明云南大学讲师、甘肃兰州科

学馆教育组组长、陕西西北大学边政

系教授、上海大厦大学社会系教授。

1947年夏季，郑安仑全家回新探

亲，原定假期过后仍返大厦执教。当

时中正中学高中教师缺乏，庄竹林校

长情商请他暂去中正执教。

1948年，中国爆发国共内战，华

中也深受中国的政治余波的震撼。校

内弥漫着各种政治思潮，有亲共、亲

国民党及反殖。教师之间，学生之间

都在作左右思想争辩及明争暗斗。同

年年底，华中校长薛永黍因故辞职，

郑
安仑，1910年10月出生于

金门县溪边村。溪边村当时

约有40多户人家。村民多

以种田和捕鱼为生。郑安仑的家境不

错，他家种的农作物主要是麦子、花

生与番薯。子孙都曾进入私塾念几年

书，因此，村民都称呼他家是“读书

的人家”。

郑安仑祖父、父亲及伯父南来之

后，在驳船码头(Boat Quay)开铺金福

源号，经营印尼土产出入口生意，如树

胶、胡椒、咖啡等，业务不俗。

郑安仑三岁时初次随双亲到新加

坡。当时其家境可说是小康之家，住

在丝丝街(Cecil Street)。当时金门人出

洋，事业有成后时常回乡小住省亲，而

且新加坡气候炎热，

每年冬季必回金门过

冬进补，经常来往于

新金之间，所以郑安

仑的早期教育在新加

坡和乡下受教。他先

后在新加坡的兴亚学

校(一说新亚学校)、

福建会馆办的爱同学

校 及 工 商 补 习 学 校

就读。

随父母回金门省

亲 小 住 时 ， 就 在 溪

边村的私塾进修，读

三字经、千字文及四

书。1925年工商小学

毕业后，恰逢1927年

华侨中学闹学潮被关

闭，他于是和几位同

学前往厦门集美中学

升学。工商补习学校

校长特派陈国祥老师

护送他们回国。他们

乘的是林秉祥的和丰

轮船，买的是三等舱

票，却被招待住进头

等舱，由此可见当时

南洋华侨社会对教育

的重视。

郑安仑先就读陈

嘉庚办的集美中学，

后 转 入 南 京 钟 南 中

学。1936年，清华

大学毕业，进入燕京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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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应征者甚多，但董事部尚未决定

人选。是年秋，《大公报》驻新办事

处郭祖任将郑安仑推荐予李光前。不

久，李光前宣布决定聘请郑安仑担任

校长。消息传出后，很多亲友都为他

大胆接受此重任而担心，因他年尚未

满四十，且无办学行政经验，大家公

认华中问题复杂，凭他单枪匹马负此

重任恐难以胜任，但他所考虑的乃如

何将华中办好。

郑安仑于1948年12月1日走马上

任。当时华中学生有731人，教员37

人，高初中19班。接掌华中之后，为

早晚管教方便，于是全家搬进虎豹楼，

利用楼上走廊边两小房间作为住家，但

无厨房可用，乃将伙食由寄宿生伙食团

代办。每天清晨即到校内各处巡视，不

断在思索校政计划及修整扩展等问题。

每晚寄宿生自修完毕后，才回宿舍。

华中日治时代校舍曾被日军占

据，一切设备均被摧毁无存。于1946

年复校后虽曾扩充，但自1948年郑安

仑接掌华中后，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原有的教室已不敷应用，乃计划扩建。

当时学校一切经费均由董事部负担，欲

扩展其他建设须由校长负责筹募，不

敷之数则由董事部负责。当时董事部

监理庄丕唐为了筹募建校经费，经常

由京士路住家步行到华中陪同校长，

每人各持捐簿一本，去向富商们劝募

建校基金。那时捐款也利用校庆由学

生公演话剧及体育表演等售 募捐。

于是由1949年至1953年先后完成了28

间新教室。原本位于礼堂前一大片约8

亩杂草丛生的崎岖斜坡，开辟为大运动

场。礼堂右侧也先后兴建科学馆、图书

馆、教员宿舍等。

1954年5月13日，华校中学生发

动示威反对国民服役法令。请愿学生

和警方发生冲突，结果有20名学生受

伤，48名学生被捕，数千名学生集中

在中正和华中，后来在警察和家长的

劝告和平结束示威。身为校长的郑安

仑深感责任重大，他说：“我采取冷

静的态度，慢慢跟董教家长协商来处

理⋯每天到校观察，有时和学生代表

谈谈。主席孙罗文是华中学生，常和他

接触，劝导学生们把事情交给中华总商

会及董教来处理，希望同学不要冲动。

集中22天，无事发生，感觉安慰。”

郑安仑校长任内还发生1956年

中学联解散和1961年中四罢考学潮。

二战之前，华校普遍采用中国出

版的教科书。二战后，亚洲兴起民族

主义运动，各国人民纷纷争取独立。

殖民地政府因大势所趋开始教育改革

措施，于1952年成立星马政府华校教

科书中央委员会，郑安仑受委为咨询

委员会主席，在改编马来亚华校教科

书方面作出贡献。

华中在他任内稳健成长。当他于

1968年12月1日退休时，华中高初中

共有56班，学生2,216人，教师92人。

他对图书馆藏书及参考书的充实不遗余

力，也大量购置物理、化学、生物各种

实验仪器、生物模型及标本等。

郑安仑的教育观是“教育就是启

发人类的智慧。使得我们能够得到生活

上所必需的知识，进而培养一个健全的

人格，成为良好的公民⋯因此，广义来

讲，教育是在求个人和团体的生活与发

展，以及社会文化的传达和发扬，人类

生活之所以能够慢慢地进步和繁荣，完

全是教育的力量。”

郑安仑历任华文教师总会理事长

(1953-57、1958-60)，华校联合会理

事会理事，各民族中学体育理事会理

事长、华中和华初董事等职，为新加

坡文化教育事业贡献良多。他也对金

门会馆作出积极贡献，自1965年起历

任数届金门会馆董事，1980年至1984

年间为信托人。

郑安仑执掌华中长达20年，1968

年5月退休后，他仍然关心华中，华

中校庆、新春团拜、校友集会，他都

出席。1998年3月25日逝世。生前由

华中陈瑞献校友作书，中正中学黄永

恩校友所撰送给郑安仑的一副嵌名联，

形容他的为人：

安心抗暑寒 虚中坚节笑黄落

仑理分清浊 弃垢凌波扬馥香

(原载于《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新加坡

金门会馆2015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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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National Universi ty of 

Singapore (NUS) announced 

on 1 March that Professor 

Ho Teck Hua, an award-winning 

Singapore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and 

chaired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and an 

alumnus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will be 

appointed Deputy Presid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rom 1 June 2015.

Said NUS President Professor Tan 

Chorh Chuan, “We are pleased and 

truly fortunate to have Professor Ho 

Teck Hua return to NUS and Singapore 

to succeed Professor Barry Halliwell 

as Deputy Presid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from June 2015. Teck Hua 

began his academic career at NUS in 

1988, and went on to achieve stellar 

success in the behavioural,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sciences, winning 

multiple accolades for his teaching 

and research.

Teck Hua is  a wor ld-c lass 

researcher who sets very high 

standards for research, and is 

passionate about how it can improve 

the lives of Singaporeans and the 

communities around u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Teck Hua has already 

made many impressive and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quality, impact and 

Prominent Behavioural Scientist 

Ho Teck Hua 
to Head NUS Research

application of NUS’ research. I am 

confident that his leadership will help 
bring NUS’ research and its translation 

to the next level of excellence.”

Prof Ho, a prominent behavioural 

scientist who is on a part-t ime 

appointment as Vice President 

(Research Strategy) at NUS and 

Tan Chin Tuan Centennial Professor, 

said, “NUS today is widely respected 

as one of the top research-intensive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I am thrilled 

to have worked with Professor Barry 

Halliwell as part of his leadership team, 

and to now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uild on what he has done at NUS. 

Excellent research creates knowledge 

and transforms lives - I hope to work 

with fellow researchers at NUS to 

continue producing excellent and high 

impact research.”

Prof Ho is the first Singaporean 
to be Editor-in-Chief of the venerable 

US-based publication Management 

Science, the flagship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for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the Management Sciences 

(INFORMS), and one of the world’s 

top journals that publishes scientific 
research relating to all areas of 

management. 

Prof Ho’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s of behavioural economics, 

management science, and marketing. 

His most notable work includes an 

alternative to the Nash Equilibrium (the 

central solution concept in economics); 

this alternative accounts for what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call “irrational” 
human behaviour and models realistic 

market situations more accurately. He 

is also known for developing one of 

the leading mathematical models of 

learning in strategic situations. 

An award-winning academic and 

researcher, Prof Ho was recently 

awarded a grant from Singapore’s 

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under 

its Returning Singaporean Scientists 

Scheme for a proposal to solve societal 

challenges using big data-driven 

decision sciences.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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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雪侵晨寧靜，銀裝玉琢朗淨。

邈邈眾山蒼含翠，雪域天光相映。

睹斷雁離群，遠浦渚汀泊定。

 

椰雨蕉風村景，棕樹橡膠林徑。

夕暮海濱觀日沒，望里鄉關憧憬。    

悵往事暝茫， 身處北國方醒。

按《欽定詞譜》

《離亭燕》̇ 冬晨憶南洋 (甲午年初冬) 
n	柯世利　加拿大

n	杨有瑞

戏剧、叙别会、黄城夜韵及合唱四大名

牌。尽管如此，这本特辑从召集乐意相

助的校友开会，探讨编写，敲定内容，

一直到付梓，竟熬尽三年光景，才大功

告成。这股傻劲，正是华中子弟自强不

息最传统之表现。

《山岗的脚印》忠实地反映了华

中子弟在礼门义路、云树苍茏的山岗

上，为特定范围内表演艺术而留下难

以磨灭的脚印。它一幕一幕，活生生

地展示华中子弟在不同时代的精神面

貌。这些脚印都是充满着青春活力的

年轻小伙子的脚印，都是不死读书，

不读死书而好好活动的学子的脚印。

翻阅至第423页，“华中卅周年纪

念游艺晚会节目”，触目瞧见王文清老

师以男高音姿态独唱两首歌曲，勾起一

段有趣回忆。

1960年，念高中三时，王文清

老师教导英文，是我们高三乙班主

任。我们尊称他“Mr King”。King

者，王也。他知晓我爱好参加课外活

动，说我“生来就捣蛋”。我忽然想

起，1956年念初中二时，华中校友会

曾为母校各间课室装置播音系统，于

休息时间播放音乐，并邀请王文清老

师高歌几曲。我提起往事，说：“看

来王老师也是爱好搞活动之士，like 

teacher, like student。”王老师反驳

说：“英语只有like father, like son。

我唱歌不是好搞活动，而是潮州人‘好

亮’。‘好亮’有光彩，不过，要象我

往事悠悠 活得精彩

自
从2013年4月28日出席了在华

中校友会音乐室举行的茶话

会，倾听了黎运栋校友正式宣

告，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校友决意将华中

子弟在表演艺术上不断耕耘之气派及其

活动的史迹，收集在一本专刊，定名为

《山岗的脚印》，我便望眼欲穿地期待

这本刊物早期出炉。

《山岗的脚印》终于在去年11月

29日假旧国会会议厅以隆重的发布会

面世。

请你老实相信，我对“艺术”似

懂非懂，从未认真研究。倒是明了，

在艺术前头加上“表演”二字，基本上

将文学及书画拒于门外，大大地缩小了

探索的范围。编委诸君又将表演局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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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从小就是一个潮州戏迷。

我生长的那个年代，新加坡生活都很简朴。我家就在市镇的

边沿，除了学校偶尔放映露天电影，另一项娱乐就是街头表演的

潮州或福建大戏了。恰好我家的女佣也是个戏迷，所以每逢村里酬神演出，

我就与她及邻居结伴去看戏。回家的路上，有些路段是没有街灯的，我们

还得提着手电筒，踏着乡间的小径，步行回家。那时候我不过才七八岁。

念小学三年级时，我们搬到了后港六英里。家的隔壁，就是后港六英

里唯一的电影院─英华戏院，票价只需三毛钱，我也就成为戏院的常客。

我就读于离家不远的新民小学。这是一间男女生混合小学，可我们班

上尽是女生，所以下课了会在班上玩得比较放，比较开心！我平时在班上

很会搞笑，诸如模仿老师啦，作弄同学等等，把同学和老师都逗乐了。回

忆起来，真是一段快乐、多姿多彩的人生阶段。

转眼间，小学就将毕业了。新民小学就在这年设立了中学部。

班主任是陈新珠老师，她是中正中学的校友。她建议我选读中正中学，

因为中正中学的戏剧是学生课外活动的强项。她认为我有表演的细胞，应该

到那里去发挥！

念初中二那年(1957)，中正戏剧会公布将公演吴祖光先生的《牛郎织

女》，导演是刘仁心先生。我被录取了。父亲开始时反对，后来接到了

竹林校长的来信，他才答应让我参加演出。我扮演九奶奶和玉女两个角色。

新加坡国泰电影制片厂一向以制作马来片为主。记得当年以一片鬼戏

Pontianak而爆红，还吸引了不少华人观众。国泰总经理汤伯逊(易水)先生，

计划创立华文部电影制作组。他观看了我在《牛郎织女》的演出，通过了在

报馆工作的叔叔莫理光，邀我加入他的演员训练班。后来陈伯汉、曾鹏翔及

后来的著名戏剧家郭宝 先生都参加了。负责导演的有刘仁心、王秋田、朱

绪等剧坛前辈。一共排练了两个剧目：《大马戏团》和《女子公寓》。郭宝

是《大马戏团》的男主角，我参加由王秋田先生导演的《女子公寓》。不

过，我在三个月后，第一个退出国泰演员训练班。

1959年，就读高中时，我参加了工商校友会《春》的演出，由林晨导

演。我饰演蕙表姐，是一个悲剧人物。1960年，我又参加华中校友会公演

的《屈原》，剧中扮演南后，导演是华中老师叶文祺。叶先生虽非专业导

演，然而才华毕露，再加上校友会领导有方，演员的落力，使那次演出非常

成功。1963年，华中校友会又排练《正气歌》，差不多演《屈原》的整班人

马上阵，大家很有默契，合作十分愉快。剧中我扮演七夫人。

1963年，我就读义安学院会计系。本着对戏剧的热爱，组织了戏剧会，

曾在学校礼堂演出一个独幕剧─中国戏剧家丁西林先生的《瞎了一只眼》。

今天我已进入古稀之年了，这辈子只演过五个剧目，对于一位一心想把

人生奉献给表演艺术的我，未免嫌少了，心中难免感到遗憾！

在这里我也感恩工商校友会、华中校友会给我演出的平台。在我就读的

母校中正中学，因为我参加了国泰演员训练班，当时被戏剧会拒于门外，让

我在中正湖畔流下了不少眼泪！

(作者在1960年华中校友会公演的《屈原》中饰演南后，颇受好评。)

意犹未尽的
戏剧生涯

n	莫雪黛

王文清这样有基础的‘好亮’，不要象

班长杨有瑞那样，只喜欢搞活动，没有

基础的‘好亮’。”

在发布会上，碰到几年未曾露面

的张国汉学长，十分欣慰。1989年，

校友会理事会议决不再设名誉会长职

位时，庄升俦会长提议另设两个永久

名誉会长职位，一以赞赏陈龙得老会

长不时出钱赞助校友会活动，二以表

扬张国汉学长劳苦功高。

发布会当天，不少已经很久未曾

参加校友会活动的老学长及校友，如

杨世彬、庄元森、王亚平、王一平、

冯俊水、李伍华、方良、叶瑞祺、陈

国防、胡名正等，都来捧场。华中子

弟的凝聚力就是如此可贵，世代相传。

一向勤勤恳恳、忙忙碌碌且日

以继夜督促戏剧演出排练的沈瑞海校

友，当天特地带来一张《屈原》演出

时几位“招魂”群众排练的相片，送

我留念。

1999年华中校友会为庆祝母校

八十大寿，推出大型古装戏剧《屈

原》，作为贺礼。我不时到排练场所

观赏。马惠田老师导演手法，是一面排

演，一面修改，以达尽善尽美。例如，

仅仅屈原的花环道具就做了又改，改了

又重做，好几回合。我想，庄元森校友

体会最深。庄校友负责道具，做得十分

冒火。冒火归冒火，还得忍气吞声，依

马老师的吩咐修改，直到马老师满意为

止。这也是华中精神，不但遵照校训，

自强不息，且得止于至善。

当排练“招魂”那一幕时，马老

师感到群众演员太少，不成气候，要

校友会多找一些校友或同学当群众演

员。我想，当“群众”，没有大不了的

难度，上台走走而已，便自告奋勇，当

起“群众”。排练不久，马老师又觉得

应该有一个老人家带领群众高喊：“三

闾大夫，你回来吧”。马老师一看我满

头白发，不在话下，自然点名要我扮演

老人家。这可乐了，不但有机会上舞台

走走，还能喊几句，虽是跑龙套，起码

也是演员。从演出至今，已度过15年

了，我依然保存那件为屈原演出制作

的衬衫T Shirt，因为这是我一生中有

机会上舞台当演员的唯一可贵回忆。

衷心对《山岗的脚印》编辑工作

组的学长、校友之执着，深表敬意。

一口气翻了整本特辑，深深地感

到，往事悠悠，好搞活动的华中子弟，

都活得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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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旧照片

我
国第五任总统王鼎昌，乃我华中1955年高中毕业同

学，他在华中受完整6年教育。后来获得澳洲阿德

莱德大学(University of Adelaide)建筑绘测学士，

英国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城市规划硕士学位。

回国进入国家发展部任公务员，协助制定城市重建及交通

指南方案。1971年辞职，与青梅竹马的南中同学暨夫人林秀梅

创立王与王建筑绘测师公司。

1972年起当选金吉区议员，历任内阁各部部长、第二副总

理、副总理。1993年当选第一任民选总统，为期6年。

鼎昌从政时，以直言敢言见称，大力主张发展地铁，为关

注沉默的大多数华文教育选民力争。对职工总会及其合作社的

发展多有建树。

1998年获利物浦大学颁赠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这张旧照片是1995年2月28日(星期二)，他在总统任内时，

与1955年华中毕业同学、老师、校长，假巴士立职工总会假日

营，举行不结领带的，纪念毕业40周年晚宴全体留影。晚宴是

胡铁鹏和黄启提议、联系、组织和安排下，成功举行。是一次

非常圆满温馨，欢乐愉快的集会。师生同学大家多年不见，在

此难得久别重逢场合，多年埋藏心中的怀想及思念，昔年嘻哈

亲热的同窗情谊汹涌喷发，相互握手问候，无拘无束，交融无

间，似瀑泉不息。

时光如箭，于今又快20年了。

第一排坐者左起：

黄启，林东鲁师，盛鹏远师，王卓如副校长，

徐松生医生，郑安仑校长，王鼎昌总统，刘抗

师，叶文祺师，陈祖铭师，陈仰成师，黄念贤

师，谢永璋师。

第二排站者左起：

孙罗文，黄明虎，张新华，蓝越赍，丘柳曼，

郑良生，涂明灯，王振辉，叶添福， 亨雄，

林锦辉，黄火城，蔡耀国，周金麟博士，梁国

新博士，符和宁，傅城富，黎经富博士。

第三排站者左起：

陈其溥，詹三光，陈世聪，陈子权，刘谓权，

林亚四，陈松冠，苏伟哲，张明辉，何裕生，

罗彰景，黄华昌，黎德明，龙田 ，莫泽飞，

李怡民，李水成，符昌选，朱建人，陈达茂，

胡铁鹏。

第四排站者左起：

黄书桂，冯耀泰，吴诸庆，林鸿标，黄光义，

陈福源，欧明德博士，郑境堂，符任之，罗锦

超，林森茂，郑国雄，张远志，翁书焕，王树

谦，黄逢荣，何和应，吴世宗，林汉成，林金

振，卢炳，陈汉荣。

n	伍五

20

华岭
笔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们是山岗的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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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周伯昕	(14S6T)

1
1月22日， 语文特选课程一行27

人启程来到位于四川盆地的天府

之国─成都。在亚热带湿冷的强

风中，开始了为期15天的文化浸濡之

旅。在这趟收获颇丰的行程里，至今

仍令我回味的有以下三个地方。

都江堰
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巧

妙的都江堰因水利工程而闻名。 所

谓“百闻不如一见”，此言不虚。倚

在秦堰楼的栏杆上俯瞰，你不得不被

战国时期的水利工程专家李冰父子俩

所折服，他们充分掌握地理、物理和

工程等各种知识，无论是将岷江水流

一分为二的鱼嘴分水，调节水位控制水

流的宝瓶口，又或者是保证内江无害的

飞沙堰，都无一不是智慧的结晶，并且

是从2000多年以前的先秦时期就被善

加利用，为开发成都平原、发展农业

生产做出重大贡献，促进了这块土地

的富庶与和谐。

慕名而来的四方游客熙来攘往， 

然而，有多少人会用心领略都江堰冬

季里如诗般的景色呢？无论是长长的

栈道，还是伫足风口的观望台，四周

的花草树木依然茂盛，黄的绿的红的紫

的，一派生机勃勃的气息。就在一条小

径上，我捡起一片叶子，仿佛看到它在

在现代时空里

翻阅历史篇章

油绿的夏天里尽情舒展，慢慢转淡带出

了金黄的秋天，而在冬天的阳光里，它

却张扬地褪去自己的颜色，缓缓飘落。

青城山
青城山是中国第一个宗教发源

地，这里群峰环绕起伏、林木葱茏幽

翠，享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誊。登

向山顶的路在今天已经不再崎岖难走, 

因为修建了专供游人登山的走道。蜿

蜒的山路上，富有历史感的古旧亭子

与阁楼都保存了下来，越靠近山顶，

便越能感受到那股浓厚的庄严肃穆的

氛围。香烟缭绕的巨鼎后是通往不同

大殿的走道。庙前集聚了虔诚膜拜的

信众，在道教神 的注视下祈求达成

自己的心愿。走出上清宫之前，我瞥

见了悬挂在一旁的书画，一个遒劲有

力韵味无穷的“静”字，正对着庙宇

大门上的牌匾“大道无为”，这应该

就是道家所追求的境界吧！ 

三星堆
参观三星堆博物馆给我带来最大

的震撼。 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文字记

载的三星堆文明，到如今只剩下符号与

器皿遗留世间，同时给予参观者对盆地

里远古文明猜测和想象的空间。巴蜀的

神像都以动物、植物和人类的造型为基

础，而遗留下来不规则但却又极为和谐

的通天神树, 是古代巴蜀人对于通往上

天的一份憧憬与期待。

美石为玉，三星堆博物馆里的美

石在经过先民反复的切割、雕琢与加

工后, 无不彰显出昔日巴蜀国的繁华。

看着这些玉做成的祭器与饰物, 看着人

们对于手艺的精心追求，你不得不说他

们是讲究生活, 享受生活的。这些器皿

物件呈现的不只是先民自己，更是将

当时整个巴蜀地区的发达与昌盛呈现

在世人面前。 

历史留下了许多文明让我们去探

索，而在这新的时空背景下，我们只

有亲临这些地方，才能重新翻阅过去

光辉的历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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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tarting with 18 students in IB 

cohort five years ago, 2014’s 

batch of 91 students is the 

largest that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has ever fielded for the IB 

examinations.  

98.9 per cent of the students 

obtained the IB Diploma, continuing 

HCIS’ trend of high pass rates above 

90 per cent.  General performance was 

steady with half the students scoring 

36 points and above.  Almost one in 

five (18 per cent) students achieving 
at least 40 points, and one in three 

(32 per cent) students achieving 38 

or higher points. 16 students (18 per 

cent) of the cohort were also awarded 

the Bilingual Diploma.

In addition, using the 38 point 

HCIS Adds Value to Students
benchmark which measures student 

qual i fy ing for admission to top 

universities in the world like the Ivy 

League universities and the Oxbridge, 

one out of three students (32%) in the 

batch qualifies.  This is consistent and 
close to 2013’s all-time high of 36%.   

On the top score, this cohort has 

achieved a breakthrough, breaching 

the 3-year top score of 42 convincingly.  

Four students scored 44 points 

while four more scored 43 points, 

overturning the 3-year top score of 42.  

The top scorers in this cohort are:  Ong 

Chong Tao (Malaysian), Zhu Zhennan 

(China), Loh Ben Yang (Malaysian), 

Darren Chak Siu Jin (Singaporean).  

Out of the four, only Ben Yang joined 

directly for the last two years while 

2
014年8月16日，由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和

《逗号》联合主办的“全国中学/高中华语演

讲比赛”圆满结束。 此次比赛高手云集，经过

严格的选拔与激烈的竞争，我校代表辛嘉文(14S66)

一路过关斩将，越战越勇，晋级参加最后的角逐。

辛嘉文演讲的题目是《笛声何在》，他紧扣

主办方所订的“发扬华族传统文化”的主题，娓娓

道来，深情演绎，流露他对传统吹管乐器笛子的

热爱，并表达现代人对传统文化不够重视的深思

与担忧。

辛嘉文以大热门的姿态在台上尽显大将之风，

展现了高超的口才艺术。精彩的演讲引来阵阵的掌

声，赢得评判与观众的一致肯定，勇夺冠军。他

已于2014年11月14日出席在大巴窑报业中心礼堂

举行的颁奖典礼，从主宾陈振泉政务部长手中接

过奖杯。

Chong Tao and Darren were with HCIS 

for the full six years, and Zhennan for 

four years.

Consistent with the school’s 

emphasis on helping the students 

achieve their real potential, the cohort’s 

performance continued to show high 

value-add in their performance.  One 

fine example is the top Singaporean, 
Darren Chak.  In this cohort, a number 

of students with unimpressive PSLE 

scores also did HCIS proud by 

attaining the IB Diploma despite their 

lower starting points, the lowest at 165.  

This is a concrete evidence that HCIS 

strives to give all students, despite 

their previous performance, a chance 

to mature and excel, and this is proven 

a success.

Hwa Chong Student Emerges 
Champion in National Mandarin 
Oratorical Competition

X
in Jiawen (14S66) took the champion title in the 

Junior College category of the National Mandarin 

Oratorical Competition, which is jointly organized by 

the Singapore Chinese Teachers Union and Zaobao Comma.

Jiawen’s speech, 笛声何在 (Where are the sounds of 

the flute?), clearly displayed his passion for the traditional 
art of playing the Chinese flute, and he laments how culture 
and traditions have lost its significance in today’s society, 
and worries about a future that is not rooted in culture. His 

emotional delivery struck a chord with the audience and 

judges, and resonated with the theme of promo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He eventually saw off very tough competition from fellow 

competitors to win the competition, and received his trophy 

at the 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Auditorium on 14 November 

2014.

辛嘉文展现一流口才和大将之风
勇夺全国高中华语演讲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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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14年11月29日，我校26名高

一双文化的学生经过两个小时

的航程，从厦门抵达贵阳。甫下

飞机，映入眼帘的是崇山峻岭、密林

流水，都是新加坡前所未见的壮观景

象，令我们感到新鲜神奇。我们就是

这样慢慢地迷上了神秘的贵阳，等着

去探索它的奥妙。

第三天，我们来到了下司镇的马

场小学，并入住其宿舍。学校的师生对

我们十分热情，小学生们还为我们跳起

迎宾舞。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天，我

们展开了支教活动。第一次教英文，我

们带着既兴奋又忐忑的心情踏入教室。

看着眼前四十双纯真无邪，水汪汪的眼

睛，我们渐渐地被学生的灿烂微笑和热 情打动了，很快就跟他们打成一片。我

们努力教学，并尝试使用不同的方式让

学生明白和记住英语单词，比如说，通

过用比赛和奖品来激励学生积极参与。

上课时，学生们都专心致志听

课，并且充满了好奇心。虽然有些新

的英语单词不会念，但他们还是尽最

大的努力来念。而我们当小老师虽然不

简单，但看到学生们那么有上进心，也

感到十分欣慰，这也是我们坚持下去的

动力。下课后，学生们一窝蜂冲出教室

到广场玩耍。我们大手拉着小手，陪着

他们一起玩，笑声在空中回荡。这些孩

子，纯洁、可爱、无忧无虑。他们虽然

是来自乡村的小孩，但抱着梦想，勇于

追求梦想。很多人是留守儿童，但他们

依然坚强，快乐，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心

里其实埋藏了多少委屈和对远在他乡的

父母的思念。我们不由得感叹我们在新

加坡的生活有多么的安逸。

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

暂，九天似乎一眨眼就过去了。告别

贵州，最舍不下的还是马场小学的孩

子；最让我们铭记在心的就是我们离

开时他们悲泣的模样，我们有说不完

的千言万语，但最想给他们留下心中

最真诚的祝福语，愿他们健康快乐成

长，努力学习，为自己打造美丽人生。 

播撒希望的种子
   ━贵州支教后记
n	颜铭 	(14S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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