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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助人大会选出
新一届董事

年9月27日华侨中学有限担保公司
赞助人大会在华中国际学校学生
活动中心顺利召开，选出新一届
董事会成员。新董事会成员包括孙广安、
李胜存、李德龙、郑金城、谢南极、王勇
诚、黄世荣、洪静源、许金发、柳建兴、黄
奇锐、黄龙金、郑苡娜、黄延辉、庄绍平、
谭显浩、辛大伟、何建昌、高泉庆、林谋
铨。其中何建昌，高泉庆，林谋铨是新人。
卸任董事长李喜隆在致开幕词时指出：
华中延续了十多年来的好成绩。目前在新加
坡，是一间顶尖的学校。去年学校出了2位
总统奖学金，到目前为止华中总共有56位毕
业生获得了总统奖学金。华中是新加坡获得
总统奖学金最多的中学。
“但是，董事部更关心的是整个华中
的传统，中华文化在华社怎么继续延续下
去。董事部不断跟学校强调，中华文化不能
丢失。尽管这个工作的实施不容易，但是我
们会尽力而为。比如在学校的一些活动，如
校庆，就可以把这些元素加进去，尽力让这
个中华文化延续下去。
至于学生来源方面，李董事长说“现
在教育部强调每间学校都是好学校，所以
渐渐地，华中不一定会吸收到最顶尖的学
生，小六会考最好的学生不一定会来华中
或者莱佛士学院。这样一个趋势会慢慢发
展下去，但是这不一定是坏事。如果全部的
好学生来到几个学校，就会形成精英学校，
这不是好事。分配可以让不同阶层，不同家
庭背景的学生来到一个中学，对学生品格的
培养，人生的历练也许更好。好的学校，好
的传统，不单是取决于学生的质量。好的环
境，好的老师，好的传统能够使学生质量起
到质的变化。
李董事长也特别提到国际学校。他说国
际学校是需要我们特别重视的，必须保证国
际学校接下来的十年二十年都在很平稳地操
作，不能出现任何危机。
“国际学校是独立的学校，必须和其他
的学校一起竞争，竞争学生，竞争老师，在
这方面学校要不断求上进，不断吸引好的学
生和老师，才能保持一定的优势。
李董事长也提到2年前董事部提出把游
泳池附近发展成一个新的建筑物，今天在
这个新的大楼已落成。这是董事部在2年半

里集中精力发展的结果。这个建筑物的完成
不是国际学校一方的事情，也不是董事部一
方的事情，它的完成体现了华中大家庭的文
化。在大厦的建造中，校友会必须把原有的
60年地契让出来，这对于校友会是一个很大
的贡献及牺牲。从商业角度来讲，这块地的
价钱是不可估量的天文数字。但是秉承华中
大家庭的精神，校友会把它退还给董事部，
让董事部帷幄统筹运作，推动建设大计，为
母校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在新的大楼，规划了一个新的董事部
办公室。目前大部分学生，甚至有些老师都
不知道董事部的存在，我们和他们之间有点
脱轨。通常只有校庆，学生们才会看到董事
长和董事部成员，其他时间都印象不深。设
立董事部办公室的目的是：1. 让学生知道董
事部是华中的最高领导机构；2. 拉近学生和
董事部的距离；让学生知道董事部是默默地
在操作；3. 突出华中的传统和中华文化，希
望办公室的摆设和多媒体视频可以传达这种
文化；4. 突出国际学校和华中是一个双文化
的学校。
在这次的大会上也特别讨论并通过在
目前SIM租赁地段租约期满后将此地段保留
给华中国际学校日后发展用途的议决案。
李喜隆董事长发言指出通过这个条款，
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将来的董事部可以修
改这个议案。但是现在把它列在议程中，是
为了要提醒后人，尽管华中土地的面积很
大，但是在土地的安排上需要尽早策划。
现在80%-90%的土地都提供给母校使用，
剩下的只有游泳池这一块。国际学校目前
使用的只有两个小的地方。国际学校以后
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先讲清楚土地
的运用。这个土地大概8公顷，和SIM还有
30年的租约，到期之后就可留给国际学校使
用，以后可以用来办小学。我们要不断提醒
董事部我们还有土地没有收回，要妥善保留
和运用这些土地。
赞助人大会过后，董事会在10月29日
召开第一次会议复选出李胜存董事担任新
一届(2015-2017)董事长，副董事长由李德
龙董事和孙广安董事担任，联合秘书由谢南
极董事担任，财务由黄龙金董事担任。董事
会上也一致推选李喜隆和张拔群两位学长为
董事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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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文化中心启用
颇受各界团体青睐

华

中文化中心剧场及展览厅自2015年8月正式投入使
用以来，已承办了多项活动。
其中，展览厅举办的活动如下：

●

去年8月8日，新加坡美术总会举办的“承前启后—
新加坡艺术家作品展暨建国五十周年金禧志庆”。

●

10月7日，举办小提琴讲座及观摩会。

●

10月9日至15日，中国山东画院举办“中国韵——庆
新中建交25周年艺术作品展”。

●

11月7日至13日，新加坡美术总会、中国国画院和
新加坡逸野轩联合主办“笔墨寄情——吴休、杨乐
友书画展”。

●

值得一提的是，校友郭文荣于11月28日在展厅成
功举办了“郭文荣师生小提琴演奏会”，使得展
览厅展现出了它适合举办小型音乐会的又一功能。

●

今年2月13日，由新加坡符氏社主办，华中校友会
和海南商会协办“互联网+改变未来”讲座。

华中文化中心剧场举办的活动主要有：
●

去年8月15日，华中校友会合唱团举办了剧场首场
音乐会。

●

11月1日，海峡音乐协会举办了音乐会。

●

11月28日，华中弦乐团举办了音乐会。

●

12月12日，雨含合唱团举办了独唱音乐会。

●

12月18、19日，崇福校友会举办了百年校庆《舞
动崇福2》文娱晚会。

●

今年2月14日，华中大家庭举办了新春团拜会。

●

2月28日，宏文校友会举办“春之颂”卡拉OK演
唱会。

此外，校友会录音室已装修完毕，即将投入使用。
欢迎广大校友前来文化中心参与各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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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uncement of Results of
Hwa Chong Cultural Centre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1st Prize
Design #1: Yeo Zheng Hang (Alumnus of HCI)

In December 2015,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held a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for the new Hwa Chong
Cultural Centre. The competition saw a total submission
of 39 outstanding designs by staff, students and alumni of
both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he following
winners for winning the logo design competition.
1st Prize
Design #1 : Yeo Zheng Hang (Alumnus of HCI)
2nd Prize
Design #37 : Ang Jia Le (Existing Student of HCI)
3rd Prize
Design #9 : Loo Fang Kai (Alumnus of HCI)
Merit Prizes
The calligraphy-style logo takes the form of the
character 文 (as in 文化). Its dot is shaped like the letter
C, while the body is a H, which also resembles two Cs
placed back-to-back, thus spelling out HCCC. It also
resembles a burning torch, referencing the existing HCI
logo.

Design #21 : Lim Rui Xian (Alumnus of HCI)
Design #22 : Tay Yang Shun (Alumnus of HCI)
Design #8 : Ching Yu Han (Existing Student of HCI)
Design #15 : Kayven Tan Tzer Hsuan (Existing Student of HCI)
Design #12 : Zheng Liying (Existing student of HCI)

2nd Prize

3rd Prize

Design #37: Ang Jia Le (Existing Student of HCI)

Design #9: Loo Fang Kai (Alumnus of HCI)

With the use of modern architecture style of lines,
shapes and curves to form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 “华”, the structure-like logo encompasses the
fusion of modern techniqu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This design features the iconic clock tower of Hwa
Chong, and the rendering evokes the beauty of seal
carvings. The result is simple and elegant, a fitting
symbol for the rich history of Hwa Chong and her deep
engagement with culture.
3

华岭
视野

“互联网+改变未来”论坛
n 彭俊豪

2

月13日，华中校友会迎来了一
场“面向未来”的精彩论坛，探
讨移动互联网今日与未来的发
展。这场在华中文化中心展览厅举行
的中英文双语论坛，名为“互联网+
改变未来”，由符氏社、华中校友会
与海南商会联办，吸引了200多名校友
和公众出席。
论坛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由主讲
嘉宾符绩勋进行主题演讲。符绩勋为纪
源资本(GGV Capital) 合伙人，从事互
联网相关事业20多年，是位杰出的风
险投资能手，他曾在惠普公司担任工
程师，后加入新加坡国家科技局，并
开始接触风险投资领域。之后，他加
入一家美国风险投资公司，派驻上海，
开启了他在中国投资之路，见证了中国
互联网的萌芽及起飞。符绩勋在中国投
资成功的公司有家喻户晓的“百度”、

“优酷土豆”、“去哪儿网”等等。目
前负责投资的项目包括总部在新加坡的
“GrabTaxi”。
符绩勋先从“互联网+”的概念讲
起，再分析其变革的主要方向，最后探
讨这种新模式所带来的新秩序。符绩勋
首先提到“互联网+”是由中国总理李
克强所提出，作为互联网演进的新形
态、新业态，符绩勋认为“互联网+”
更多是一个思想、一个理念，也就是用
互联网的思维，去改造各行业及当中的
作业模式。从数据上看，互联网对于中
国当今社会所带来的变革显而易见，比
如，互联网用户从2010年的3.8亿上升
到2014年的6.5亿，时长也从2010年的
每周18个小时上升到2014年的每周27
个小时。符绩勋认为这不仅仅反映在
数量的增加，也在于质量的提升，比如
中国消费者对于“体验消费”需求的增
加，如健身、旅行，
而在消费习惯方面也
因互联网有了很大的
改变，更趋向于“提
前消费”，如通过分
期付款偿还。
符绩勋认为互
联网的新走势主要体
现在三个变革方向。
首先，是共享经济，
重塑了行业。它强调
资源的分享利用，去
中心化，从而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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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上大大提高了效率。比如，互联网
上“打车软件”的推出，让空驶率从
40%下降到30%以下。从消费者的角
度看，人们等车的时间也缩短了。这
样的模式还惠及其他领域，如房产资
源，它能让闲置房源的比例减低。其
二，是电子商业的垂直化。垂直电商利
用扁平的信息通路，使网购更加便利、
更有效率，也能聚焦于某客户群上的需
求，如白领人士、女性等。作为核心趋
势，垂直电商更加精准化、社区化，同
时它也打通并跨越了国界，让“购物
无国界”，提升互联网客户的选择。
其三，是万物互联打造了智能化
的设备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数据驱
动的互联网，具备自动识别的功能，
未来适合于不同生活场景的“智能家
庭”将指日可待。智能终端也将对无
人机、无人车的研发和使用，发挥巨
大影响，用于娱乐、农业、工业、交
通等各领域。
最后，符绩勋表示，“互联网+”
带来了很大的商机，但它的影响不仅在
金融方面，对现行法律、法规与政策的
冲击也是很大的，这就需要人们重新思
考并适当地作出调整或改变。它所建构
的新秩序，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如客户与商家之间的距离。它也把人与
物之间的距离拉近，不论是商业模式、
组织的管理模式、生活方式等各方面，
都产生巨大变化，可说是打造一种新形
态，塑造无限可能的未来。

华岭
视野
论坛的第二部分是一场座谈会，
主题是互联网对于消费者的影响，以及
公司如何从中找到商机。座谈会由华中
校友会理事张主恩律师主持，嘉宾除了
符绩勋，还包括南洋理工大学科技创业
中心副主任符之玮副教授，以及华中校
友陈英岚。陈英岚曾任新加坡贸工部高
级助理司长以及新加坡总理公署下的国
立研究基金处长，目前为红衫资本基金
(印度分部)的投资合伙人，也是南洋理
工大学的兼职助理教授。
座谈会讨论的课题范围广泛，
包括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影响、网购
中“展厅现象”(showrooming)和“反
展厅现象”(reverse showrooming)的
分析探讨、中国网络“防火墙”对创
业公司带来的帮助和挑战，以及怎样
的互联网公司或服务在东南亚市场最
能稳健成长。到场的公众也积极向专家
们发问，包括传统行业面对互联网的新
格局该如何转变、新加坡的环境是否适
合创业，以及对于“闪购电商”的看法
等。针对这些课题，嘉宾们都提出精辟
独到的见解，做了详尽的回应。例如，
符之玮教授将网络商业获取盈利的方式
分为五大类型，即：直接在网上销售、
网络广告、网上资讯订阅、捐款以及扮
演中间人或“媒人”的角色。他认为最
有经济效应的要数最后一类“媒人型”
的网络服务，如GrabTaxi、“阿里巴
巴”，都属于这一类型商业模式。陈
英岚妙趣横生地把创业公司分为三大
类，即“复制者”(Clones)、“变型
者”(Mutants)以及“新品种”(New
Species)。他认为后两者具有巨大的
发展潜能，尤其是“新品种”，如刚推
出时的“Whatsapp”、“Uber”，因
为它们引领了新的商业模式潮流，并改
变了人们的作息。符绩勋认为互联网的
价值在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但它不
会完全取代零售业。未来的商业模式
是“线上”、“线下”购物相结合的
模式。对于传统行业而言，必须突破
现有的框框，思考互联网如何能改变
产业链中的某一环，为业务带来更大
的成效。嘉宾们也都认为新加坡的企
业不能只立足于国内，而应成为跨境
企业，尤其是放眼东南亚这个具有巨
大潜能的市场。
出席论坛的校友和公众相信都满
载而归，对“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
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有了更深一层
的认识和把握。从人本的角度出发，
但愿“互联网+”能给人类谋福，提
升人类的整体生活素质，并拉近人与
人之间的距离。

网络媒体“新加坡眼”
对符绩勋的专访

在

讲座的间歇，本地主要华文网络媒体“新加坡眼”记者把
握机会，对难得回家的符绩勋进行了独家访问。符绩勋分
享了他对风险投资工作的体会，对新加坡创业环境的见解。

新加坡眼：在中国工作了十多年之后，回望当初的自己在中国遭遇的
最大困难是什么？
符绩勋：很多人以为起步阶段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其实文化差异才是
最大的困难。毕竟我和中国的创业者，没有相似的成长背景，没有共
同的话题——像新加坡男生的共同话题无疑就是服兵役。对于单枪匹
马在中国开拓市场的我，相对中国本土风投而言，没有相似的成长
背景和共同话题是个劣势。
新加坡眼按：好在拥有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和科技管理
学硕士学位的符绩勋，和创业者还有一个共同话题——互联网——那
是超越国别的世界语言。
新加坡眼：你认为自己做风投的最大优势是什么？
符绩勋：以开放心态融入群体，自我感觉最大的优势是我比较有耐
心。比方当初在劝王微将土豆网卖给优酷时，从感性上说，就是自己
十月怀胎、一手带大的孩子，哪里舍得就此割舍？但是，创业者终究
是理性的，在经过坦诚而充分的沟通，意识到合并后的资源整合效应
及发展前景都较之前有很大的提升，感性自然会退到比较后的位置。
新加坡眼：提到理性，非务实新加坡人莫属。那以您的丰富投资经
验，对新加坡的创业者有哪些建设性意见？
符绩勋：(沉吟) 对新加坡人而言，不在于人性、理性或感性，而在于
客观上无法突破的空间或者说是格局。毕竟在本地创业，过程中遇到
的沟坎等，在国外都能碰到。毕竟只有都上手做过，见多识广才有魄
力和胆量，冒更大的风险，做更多的事。
新加坡眼按：或许这就是十多年前，符绩勋
愿意放下已有一切，头也不回冲进中国的重
要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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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ing with Passion
– Hwa Chong’s 55th and 56th President’s Scholars
n Bryan Yan Kai Jie 15A14
Chrystel Ng Wei Ai 15A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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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015, Hwa Chong was honoured
to learn that out of the four
President’s Scholarships given
out that year, two were awarded to
Hwa Chong students. Russell Ewe
Yuhang (12A11) was conferred th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Scholarship
and is reading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im Tze Etsuko
(13A14) was conferred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cholarship
(Legal Service) and is reading Law at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At first glance, Hwa Chong’s
55th and 56th President’s Scholars
appear to be very different. Russell
was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St.
John’s Ambulance Brigade and later
serv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First
Aid Club. Meanwhile, Etsuko was
an accomplished member of the
school’s debating team and went on
to represent Singapore at international
debating tournaments. After interacting
with them though, it is clear that they

Lim Tze Etsuko, with President Tony Tan Keng Yam and Mrs. Mary Tan,
together with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left), Nanyang Primary
School Principal Mrs. Lee Hui Feng (second from left), and Principal of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Mdm. Heng Boey Hong (right)
(Photo Credit: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hare one important trait: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what they want,
and the determination and tenacity to
pursue their passions.
It is this sense of purpose that
had led Russell to seek internships
with the Ministry of Defence (MINDEF)
during his Junior College years, where
he further explored his interest in
the nation’s defence and its security
issues. In Russell’s eyes, a clear
vision of one’s goals and priorities
is key. Etsuko agreed on the need
for strong motivations, saying, “You
have to work at what you want with
a ferocious intensity.” Those who are
aware of her debating feats might be
surprised at her description of herself
as “introverted and painfully shy”. Her
passion and desire to improve led her
to step out of her comfort zone in JC
by performing at a poetry slam and at
the annual DramaFe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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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Etsuko and Russell wish
to thank the school, their tutors,
their friends and their families for
all that they have achieved. Etsuko
would like to extend her thanks to Mr.
Christopher David Burge, Mr. Nicholas
Perry (Senior Consultant / English
Literature), Dr. Richard Worrall and
Mr. Lee Yung Hei, while Russell would
like to thank his Secondary 4 English
teacher Dr. Tommie Chen (Principal
Consultant / English Language), as
well as his CCA teachers Mr. Justin
Loh (Principal Consultant 2 / Science),
Ms. Yap Hui Boon, Mdm. Ng Hui Hoon
and Mdm. Lock Wan Jun.
To their juniors, Etsuko advised
them to stay humble and appreciative,
adding that “many of us mistake luck
for merit.” Russell highlighted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to know what you want,
why you want it, and never to lose sight
of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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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国际学校IB
会考成绩

再创佳绩！

年IB会考成绩公布，华中国际学校
取得全方位质量跃进，交出了漂亮
的成绩单。
IB会考成绩38分是一个重要的指标，是迈入世界顶尖
大学如美国长春藤名校、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最低录取
分。这次华中国际学校考生约40%以上考获38分，约25%考
生考获40分以上。取得如此佳绩的同学进入世界顶尖大学就
读应不在话下。
华中国际学校向来以学生为
本，尊重个别差异，因材施教。部
分考生虽然在小六会考成绩不尽理
想，但经过在华中国际学校老师的
谆谆教导下，大部分新加坡本地学
生不仅成功考获大学预科文凭，且
交出了平均37分的佳绩。
在GCE“O”水准会考后加入
华中国际学校IB大学预科的学生也
表现优异，平均分高达38分。作为
一所有深厚华文根基的学校，华中
国际学校学生也获益于双语环境的
薰陶。本届共有22名学生(27.2%)
获取双语文凭。
值得一提的是本校状元瞿兆
尊(新加坡籍)和黄语欢(加拿大籍)
目前已分别获得牛津大学和剑桥
大学录取通知书。
继上届IB会考成绩创下44
分最高分之后，本届再次取得突

破，缔造了新纪录。这骄人的成绩全
都归全校师生上下团结一心，追求卓
越的精神。
去年IB的出色成绩，也可视为对
新启用的华中国际学校新教学大楼的
一份最佳贺礼。有了这座多功能的新教
学大楼，加上市区二号线地铁的通车，相信华中国际学校
将以更卓越的教学环境来迎接更多本地和国际学生。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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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Chang Kai Lin, Reis 15S62

HCI Achieves Holistic Excellence
at the 2015 A Levels
✔
✔

HCI

has achieved its best results ever, since
the first batch of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students took the A-Levels in 2007.
This cohort has done exceedingly well, scoring a record
average UAP of 85.2. 6 out of 10 scored 3 H2 Distinctions
and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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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atulations to the Class of 2015! They have
performed well in both academic and non-academic fields,
such as serving an average of 115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This is the highest in the past four years. We are
grateful for the strong guidance and unwavering support of
our teachers and parents.”
H2 Mathematics, H2 Physics, H2 Chemistry, H2 History,
H2 Knowledge and Inquiry and H1 General Paper recorded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surpassing last year’s
cohort.
Half of 19 H2 subjects registere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distinction rates.
The following subjects have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 Close to 5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1
General Paper (Record number)
✔ Close to 8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Mathematics
✔ More than 6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Chemistry
✔ More than 7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Physics

✔
✔

7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Biology
Close to 7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History
7 out of 10 achieved distinctions for H2 Literature
7 out of 10 scored distinctions for H2 Knowledge
and Inquiry

Besides their sterling academic results, the class of
2015 has also excelled holistically.
•
This cohort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contributed
back to the community, serving an average of 115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
They have continued Hwa Chong’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with 47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2006-2016).
•
They also took home 47 Top 3 titles at the
Interschool Sports Championships in 2015 and,
•
14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at the 2015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
235 students in this batch were awarded the Hwa
Chong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These were
students who demonstrated exceptional academic
promise and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community
service and character. This is testament to the
widespread culture of holistic excellence upheld
by the Hwa Chong community.
•
To date, 17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been offered
provisional scholarships by the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also been offered
three Singapore Armed Forces Scholarships
(provisional) and one Singapore Police Force
Scholarship (provis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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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侄儿陈共存
一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
n 潘国驹

弘扬“嘉庚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我要告诉大
家，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一座陈嘉庚(化学)楼，
这是美国著名学府中有史以来第一幢以华人命名的大楼，
而这座楼是由陈嘉庚国际学会筹款命名的。当时陈共存和
我及其他人，为了把这件事做成，积极筹款，终于把这个
计划落实了。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学生知道陈嘉庚
是一位了不起的教育家和慈善家。这幢陈嘉庚(化学)楼的建
立，意义非凡。
陈共存先生也许是中华总商会任期最长的会长，他继
承陈嘉庚、林义顺、张永福、李光前、陈六使这些先贤的
精神，除了关注商业，也关注文化和教育，他积极推动晚晴
园的保留和修建、旧南大行政楼的新用途转变。据我所知，
当时晚晴园面临被拆的可能，华社也犹豫不决，无能为力。
陈共存先生很着急，他想尽一切办法要维护晚晴园。我们请
教了时任新闻与艺术部长的杨荣文先生，杨先生非常积极的
参与了协调工作，提了许多关键性的意见，并请李光耀为晚
晴园题字，也提出了晚晴园边上兴建中山公园。终于，保住
了这个历史遗迹。他同样也积极争取将怡和轩俱乐部列为国
家古迹，我和他一起努力在怡和轩里面设立了“先贤馆”，
发扬先贤精神。
陈共存先生具有国际视野和前瞻意识，在他担任中华总
商会会长期间，和林荫华先生、陈永裕先生共同争取下，新
加坡主办了1991年首届世界华商大会，并特邀李光耀资政为
大会主宾。当时，大会举办得极为成功，具有开创性的历史
意义，是全球华商加强经济合作、促进相互了解的论坛，
也是华人世界的盛事。陈共存先生是一个有魄力的人，有
眼光的人。
作为陈嘉庚的侄儿，自有独特的条件，他在收集陈嘉
庚资料方面非常用心，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整理陈嘉庚的
书信(尤其是陈嘉庚陈敬贤兄弟的通信)，以及陈嘉庚与厦大
和集美的渊源，陈共存的这些工作为后人研究陈嘉庚打下
了基础。
陈共存卧病在床的那些年，我时常去看望他，尽管我们
不能深入交谈，但从他的只言片语和眼神可以知道他一直关
心着陈嘉庚基金和陈嘉庚国际学会的工作。陈共存的逝世，
是新加坡的损失，更是新加坡华社的损失。正如李显龙总理
致函陈共存遗孀所说的话：“我们失去了一位先贤、华社的
元勋。”我们将永远怀念他。我也希望大家应该收集资料，
为他立传；同时希望设立“陈共存奖学金”，以纪念他对社
会的贡献。当然陈共存不是一个完人，但不失为一个值得我
们尊敬和怀念的君子。

陈

共存先生于2015年10月27日仙逝，享年98岁。新
加坡失去一位德高望重的华社领袖，我们深感悲
痛。陈共存先生在商界、教育界、公共服务等领
域有着重大贡献。陈共存先生做事认真，追求完美，高瞻
远瞩。他一生致力推动华文教育、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具
有民族气节。
陈共存先生19岁丧父，伴随伯父陈嘉庚的日子反而较
多，在很多方面受到陈嘉庚先生的影响，他一生追随陈嘉
庚、学习陈嘉庚，在他身上延续了陈嘉庚的精神。从某种意
义上说，陈共存先生的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
我和陈共存先生相识四十多年，下面就谈谈我所了解的
陈先生。大家提到陈共存先生，都不会忘记他为华文教育所
做的贡献——重振华中、创立华初，他更是不遗余力。大约
在1973年，经林荫华先生引介，我结识了陈先生，成为忘年
交。他邀请我加入华初董事会，希望我能把学术上、科技上
的人才、大学老师以及一些诺贝尔奖得主带入华中和华初。
陈共存先生对于创办陈嘉庚基金及陈嘉庚国际学会，居
功至伟。他认为陈嘉庚不仅仅属于新加坡，应该把陈嘉庚精
神推向世界。1988年，陈共存先生参与发起成立了中国陈嘉
庚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合作设立“陈嘉庚奖”。这个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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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长徐松生医生专访
n 周伯昕（华侨中学14S6T）

徐学长1953年在华中教高中一生物课和初中一卫生课，当年王鼎昌总统是高一班的学生，1995年新春晚宴相片中，徐学长
前排右二，王总统前排右六。

在

徐松生学长家楼下等待时，
看到他衣着简单朴素，从
远处缓缓走来。虽已过耄耋
之年，两鬓已然斑白，但依然精神抖
擞，目光炯炯有神，给我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求学时光
徐学长初中时就读于华侨中学。
在那个普遍认为学业比较重要的年代，
徐学长在加入华中这个大家庭后，却是
积极参加课外活动。他一度活跃于羽毛
球社团中。虽然没有成为专业的羽球选
手，但是每星期一两次大汗淋漓的训练
让他更加充满活力，生活也因此更加丰
富多彩。如今回想起来，他依旧会时不
时地露出会心一笑。在他心中，武吉知
马山上有一所永远承载着他的青春记忆
的中学——华侨中学。
高中时期，徐学长进入了ACS
(英华中学)。得益于华中传统华校的背
景，徐学长的华文在英华中学里独占鳌
头，不仅能在华文课上给予老师帮助，
课外时间还能帮同学补习。其实徐学长
不单华文课成绩优秀，他的英文也是响
当当的，因此他也能给来自华文背景的
学生们补习英文。他说：“自己有机会

掌握好双语，就应该好好利用自己所
学，将这些教给更多的人，回馈给社
会。”他的这种“己立立人”精神正
是华中精神之一。
想当年，由于错过了理科班的招
收，徐学长只好到文科班。在当时，想
要学医的话，高中时期所选的科目必须
包括生物、物理及化学。凭着自己的一
份执着与努力，徐学长在文科班中取得
优秀的成绩，收到了许多著名大学如香
港大学、爱尔兰大学以及悉尼大学医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路永远都是自己走出
来的，唯有自己努力，才有收获。在咖
啡的氤氲中，徐学长不禁感叹，“有时
候旁人是帮助不了你的，只有靠自己不
懈的努力。”是啊，想要取得好成绩已
经不容易，想要用文科的成绩打动当时
只收理科生的医学院更是难上加难。不
过，皇天不负苦心人，徐学长做到了！
徐学长在成为医生前，曾先后
在养正学校、真理学校、华侨中学任
教。1953年徐学长在华侨中学教高一
生物和中一卫生课，而我们已故前总统
王鼎昌校友还曾经是徐学长的学生呢！

医学之路
当年的新加坡只承认英国、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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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香港和加拿大的医生文凭，为此，
徐学长在接到通知书后，特赴澳洲参加
最后一轮面试，最后成功地进入了悉尼
大学医学院。徐学长表示，在求学期
间，需要积累的专业知识可能会让人
望而却步，然而，这确实一个必不可
少的厚积的过程。而这更是为日后自
己专科的专业性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徐学长在担任实习医生时，力争上游，
取得骄人成绩，但是，摆在他眼前的医
学之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在毕业后
的专业选择中，徐医生并没有和其他人
一样获得妇产科、内科以及手术科等热
门领域的机会。
当时的耳鼻喉科以及眼科，都属
于冷门的领域，以至大学里连一个这
些专业的本科教授都没有。然而，即
便面对这样的困境，徐学长并没有气
馁。在没有本科专业教授的情况下，
徐学长没有害怕开展尝试。他相信路
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想做，敢做，便
去做。正是本着这样的信念，徐学长
成为了新加坡第二个耳鼻喉专科医生。
在成为马来亚大学医学院耳鼻喉
科第一任主任医生(1965-1969年)前，
徐学长付出的努力并不是短短几行文
字能够形容的。经过了自己一步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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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印的坚持而取得辉煌的成绩，再回
望过往时光，不管已经多么云淡风轻，
徐学长依然会由衷地感谢当初从澳洲过
来传授经验的专科医生。“如果没有他
们，我会多走很多冤枉路。或者说，如
果没有他们，我就不会成为这么专业的
专科医生。”学习与指导，都是一种难
得缘分。在我们以为到了穷途末路时，
如果我们愿意继续走下去，就会柳暗花
明又有一村。
徐学长依然清楚的记得，当初自
己刚刚加入医院时，一星期内有最少
两三个晚上是需要留下来做夜班的，
而第二天小睡一会儿便需要立刻上班。
许多没经历过这种日子的人们和一些正
在经历中的医科实习生肯定觉得苦不堪
言，然而这在他看来却是一段必经的过
程；一段如若不经历过便永远无法做出
高深的学问达到专业的水准；一段成蝶
前无法避免的破茧的历练。因为只有在
这期间，刚从医学院毕业的年轻的医生
们才能在最短最有效的时间内将课本上
学到的与实际中看到的融会贯通，最后
以自己不断积累的经验给出最及时、最
有效的诊断治疗。澳洲医生的教导起
到了指导点拨的作用，而自己时时刻
刻如海绵般地吸收更是让自己更快具
备高超的医术。

寄语学弟学妹
在问及对将来想从医的学弟学妹
最想说些什么时，徐学长想了许久，
最后给出了两条最基本但却是最重要
的建议。首先自己要清楚的感受到自
己对医科有浓厚的兴趣。唯有记得自

1955年王鼎昌总统与
徐学长宴会前闲聊话
旧，王总统手中拿一本
书是徐学长送的艺雅文
物出版“狮城藏画”，
王总统旁是华中前校长
郑安仑先生。

己一开始的热忱，不忘初心，最后在
求学或者是工作中不管遇到多大的风
浪都能找到方向。其次，便是需要清
楚的认识医生的职业道德。对医科的
热忱可以有许多不同的理由，但是最
根本的一条是治病救人，万万不能把
医生与名利挂钩。只有认清这两点，
才能走好医学这条路。
对于那些已经行走在这条路上的
学弟学妹们，徐学长希望他们可以如
华中的校训一般，时时刻刻勉励自己，
永远自强不息。入行时，也要时刻保持
着学习的态度，观察前辈们怎么询问病
人，护士怎么帮助病人等等。
最后，当然还需要记住不要急于
求成，慢火才能炖出一锅好汤。行医
亦是如此，经验需要日积月累的，而
不是一朝一夕就有的。

乐龄时光
徐学长退休后的生活也过得丰富
多彩，绘画、书法、歌唱、旅游都是
他的爱好，许多社团活动更是少不了
他。所有到访徐学长家的人，进门时
一定会被挂在门口的几副花草油画所
吸引。步入家中，更是可以看到许多
风景油画如永定土楼等等，画中风景
真的是栩栩如生。除了油画，还有书
法。看到这些精彩作品的人，会以为
他们是出自多年的老行家之手。殊不
知，徐学长是在退休后才慢慢接触书
画的。退休后的充裕时间，加上他闲
适恬淡的心境，成就了徐学长书画作
品的云淡风轻，悠然自得的意境。他
的书画还曾参加在中国和新加坡举办
的书画展十多次呢。

回馈社会
徐学长曾一手创办了艺雅文物鉴
赏社。他说，艺术是人类文明和成就
的标志，而新加坡早已经发展成一个
区域文化中心。艺雅文物鉴赏社的宗
旨增加生活情趣，提升文化品味，追
求真善美，最后让新加坡在优雅社会
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不仅如此，祖籍福建省永定县的
徐学长，曾在退休后担任了新加坡永
定会馆会长一职，为期四年。期间，徐
学长曾三次回乡，前后修建了下洋侨育
中学、思源温泉澡堂、初溪村松莲亭观
景台以及初溪村松莲路等设施，为提高
家乡父老的生活水平做出巨大贡献。

1953年华中高一班的教学长合影，徐学长右一，前校长郑安仑右二，王鼎昌总
统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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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听着这样一位堪称有着完
美人生的老学长娓娓道来他的人生故
事，我不禁深思：人生，要非常非常
努力做好自己，同时也要关心他人，
回馈社会，这样的人生才无怨无悔！

华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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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校友

高允裕学长
热心社会公益
领导华社转型
n 苏奕达

高

允裕学长1970年毕业于华侨
中学。高学长不仅仅是华中
的杰出校友，也是活跃的华
社领袖。高学长目前在许多社团身居
要职。除了担任新加坡龙溪会馆、高
氏公会与漳州总会的会长，他也是新
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福建会
馆理事、新加坡华社自助会信托委员。

非凡一生
高学长出生于一个不平凡的家
庭，他伯父高德根、父亲高德祥都是
本地战后著名华社领袖。高德根曾担
任中华总商会会长多年，是南洋大学
的创办人之一，也曾是我国派驻马来
西亚的最高专员。高德祥则曾任华侨
中学、南洋小学及女中，以及南洋艺
术学院等学校校董、董事长，任职长
达一二十年之久。
从华中毕业后，高学长便到英国
留学。归来后，他先从贸易做起，在
家族经营的高登百货担任采购工作，
采办各类商品。1987年，三十来岁的
高允裕以700万元标得加冷一块永久地

皮。他表示，以当时的市况来说，700
万元的标价算是偏高，加上建造费，
总计约1200万元。今日，这栋楼高七
层、楼面7万平方英尺的宏益工业大厦
的市价已经增值了好几倍。
由于经商和孩子求学的关系，高
学长在澳洲居住了十二三年，时而回
新加坡处理家族企业德丽集团的一些
业务。由于长年忙于来往新澳两地，
高学长当时从未想到要参与社团活动。

薪火相传，领导会馆转型
在采访中，我问高学长，为何近
年决定积极投身为会馆服务？他透露，
早期受过华文教育，铭记“取诸社会，
用诸社会”的宗旨。他本身也希望传承
父辈为社会服务的精神。他说，父亲高
德祥在世时曾嘱咐过他，将来生意稳
定后，不妨花一些时间为会馆服务。
自从加入会馆领导层后，在短短
两三年里，高学长便先后获选为高氏
公会和龙溪会馆的最高领导人，这两
个组织都具有六七十年历史。在谈到
它们的不同特点时，他说：“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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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是，高氏公会是个血缘组织，
龙溪会馆则是个地缘组织。由于属下
青年组和妇女组的活动甚多，高氏公
会的活动显得多姿多彩，而历史较悠
久的龙溪会馆难免出现老化的迹象，会
馆的会务较简单，开会时谈的多是财务
汇报。不过这两个华人社团都面对引进
新血、注入生气、活力的问题。因此公
会、会馆要长久生存下去，就必须加快
步伐转型，而且还要多管齐下才能取得
更大的效益。”
谈到做会长，高学长很直率的
说：“做会长或任职就要为社团做事，
不应该做一个只挂名的会长。”在领导
会馆时，高学长更是利用他的经商经验
和网络，让会馆和公会的闲置资金发挥
更大效益。在2012年，龙溪会馆拨出
900余万元资金，买下珊顿道商业区和
广东民路的两栋受保留旧店屋，如今这
两栋永久地契的房地产，市值已经翻了
一番。近年在会馆投资小组的多番努力
下，投资所得都很不错，使会馆比较有
余力，从事文化与教育方面的工作。

热心办教育
高学长追随着父亲与伯父热心办
教育的脚步，他在推动会馆转型的其
中一个要点就是多资助教育事业，栽
培莘莘学子。他说，今天会馆所拥有的
资金，已无法再按照先辈办校的教育宏
愿。尽管如此，龙溪会馆近年转型后设
立了千万元教育基金，以基金的运作来
赚取利润，然后每年以奖学金、助学金
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受惠。目前会馆不
仅向祖籍龙溪的子弟颁发助学金或免息
贷学金，也对有经济困难的闽籍大学生
伸出援手，获得五所大学很好的反应。
高学长透露，在不久的将来，他
和会馆打算把受惠对象从会员和乡亲子
女扩大至所有华族甚至非华族子女。他
希望助学金得主日后有所成就，能多支
持会馆的活动。假以时日，人们一提到
龙溪会馆，自然而然就想到会馆在教育
方面的诸多贡献。

送华中子弟的金玉良言

高允裕学长在任龙溪会馆会长时连续获得宗乡总会举办的优秀与杰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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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心公益的高允裕学长对华社与
新加坡下一代所做出的无私贡献，可
说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当被问到
有何金玉良言与我们分享，高学长便
送我们华中子弟们八个字：“用心做
事，用情做人”。这简单的八个字包
含了高学长的做人道理，也是他待人
处事领导华社的成功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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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未
来
华
中
校
友
嘉
年
华
会
的
期
盼

在陈嘉庚纪念馆的华中钟楼模型旁留影

从
n
黎
运
栋

2002年至今，两年一度的全球华中
校友嘉年华会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散
居各地的华中校友聚集一堂共叙同窗
情，在新加坡的校友会当中，我相信全球华中
校友嘉年华会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聚会，已经连
办了七届，令人瞩目。
去年10月在厦门和金门举办的第七届华中
校友嘉年华会，参加的新加坡校友连家眷在内
大约百人，香港和广州只得五人参加。本来在
厦门/金门举办，对中国内地和香港的校友而

言，比较方便，他们无须千里迢迢到新加坡或
马来西亚，然而此次参加的人数却不比2006年
马六甲嘉年华会和2013年槟城嘉年华会热烈。
事后了解，广东的校友都垂垂老矣，走不
动了，故反应不佳。广州的麦亚南学长在电邮
中透露：“主要是年龄问题，我们的会员多已
到耄耋之年，老弱病残较多，如没家属陪同，
真不敢远行。”定居在厦门和香港的校友相信
也出现类似的情况，此外，有些香港校友常到
厦门和金门省亲，不想旧地重游，对这次聚会

参观金门马山观测所

看客家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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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兴阑珊。
和新加坡只有一水之隔的马来西亚，有许多华中
校友，却没有人参加。到底是宣传力度不够，或有其
他原因，都是应该检讨的。
香港的郑良生会长和大家碰头时说，近年有许多
华中校友在中国经商和就业，应该同他们建立联系，
争取他们参加来届的嘉年华会。他建议下届嘉年华会
可考虑在上海举行。
我倒觉得，不仅要同中国的年轻华中校友建立联
系，也要同马来西亚的年轻华中校友建立联系，这是
延续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优良传统的途径。
1999年母校庆祝创校80周年时，新加坡华中校
友会和颐年俱乐部在富丽华酒店举办的欢迎海外校友
回母校参加庆典的午宴上，香港校友会倡议举办全球
华中校友嘉年华会，就是要让海内外的华中校友有团
聚的机会。当时身为香港校友会副会长的郑良生说，
华中校友已走向世界，以后的华中校友聚会不妨在世
界各地举行，他建议大家不妨考虑轮流在世界各地举
行“全球华中校友联欢会”的可能性。后来在各地校
友会的努力下，第一届嘉年华会终于在2002年5月在
广州举行。
为了使嘉年华会越办越好，我建议，新加坡华中
校友会应继续肩负重任，负起统筹工作。2011年在博
鳌嘉年华会五方代表联系会议上，已决定全球华中校

在金门大学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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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嘉年华会的永久秘书处设在新加坡，新加坡华中校
友会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必须发挥主导作用。
另一方面，相信许多校友都盼望马来西亚的华
中校友重振旗鼓，使马来西亚华中校友会“复兴”
，有的校友已在槟城嘉年华会的讨论会上指出，马来
西亚有许多华中校友，竟然没有一个华中校友会，的
确不应该。
新加坡华中校友会秘书处有全职人员，在我国的
中学校友会中是组织比较健全的，是能够担当而且义
不容辞。新加坡华中校友会应该对各地校友的分布情
况展开全面调查，以这个调查为基础，建立联络网，
制定未来嘉年华会的计划。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沟通
无远弗届，相信这不是难事。
华中校友嘉年华会不是一个纯粹的旅行活动，如
果是单纯的旅行活动，那就叫做华中校友旅行团。华
中校友嘉年华会既有旅行观光性质，也有增长知识、
交流经验、互通信息的意义，更有团结校友协助母校
发展的意义。在槟城和博鳌嘉年华会上，参与者曾针
对特定课题进行讨论，记得2011年海南岛博鳌嘉年华
会，曾以“关心母语教育”为题进行了交流。我希望
未来的嘉年华会，每届都应该选择一个课题，让大家
参与讨论，使它和普通的旅游活动有一定的区别，也
希望未来的嘉年华会，人数能超越2011年的博鳌嘉
年华会(400多人)，这是我对未来嘉年华会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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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交流会上

“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展望
n 网雷

首

届“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于2002年在广州举
行，十三年来共举办了七届。
除最早两届外，我连续参加了五届，即第
三届(2007，马六甲)、第四届(2009，新加坡)、第五届
(2011，海南岛)、第六届(2013，槟城)以及2015年10月17
日至23日在厦门和金门举行的第七届。
母校华中历史悠久，近百年来，曾经投入山岗的怀抱学
习成长的华中子弟累计有几万人，因此，嘉年华会可让分散
世界各地的华中校友聚首叙旧。很多人都承认，在新加坡的
传统华校中，华中校友对母校的感情最深，凝聚力最强。
虽然意义非凡，不过嘉年华会参加人数似乎越来越少，
规模似乎越办越小。以本届为例，只有百人，除了见到几位
香港校友，似乎变成纯粹是新加坡华中校友的聚会，以前嘉
年华会都有出席的华中风云人物陈新嵘、邓亮洪等，这次也
不见踪影。
而且，这次嘉年华会只是宴会、旅游，没有像以前那
样，有安排各地校友参与的座谈会及各地校友呈献异彩纷
呈节目的文娱晚会，嘉年华会变成一项纯粹的旅游活动。
现在出国旅游很普遍，有时我们约了十几位好友，可以
自己组团出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玩得很开心，所以现
在纯粹旅游的嘉年华会是不会吸引太多人参加的。
当然，我们也知道嘉年华会面对不少难题，主要是那
些二战后初期甚至二战前回中国的校友，已经垂垂老矣！
除香港外，目前中国其他城市的老校友，看来不但很难在
他们居住的城市举办嘉年华会，即使要出国参加，也深感
行动不便。
所以，如果要展望未来一二十年的嘉年华会，当然是不
实际的，不过，我们是可以展望未来四年两届(2017及2019)
的嘉年华会。
希望以后的嘉年华会能够做到以下几点：
(一)名实相符的“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新加坡以
外的华中校友参加人数至少有两三成，才称得上“全球”。
能够参加的中国老校友越来越少，可否邀请人数日渐增多的
到中国读书或工作的年轻的华中校友参加？
(二)要进行宣传。大中小学传统华校的南大、黄埔、培
华的老校友聚会，报纸曾有大篇幅报道；我们两年一度的华

中校友嘉年华会，也应该在报章上宣传、报道。
(三)不是纯旅游的嘉年华会。旅游只是校友联欢聚会
后的活动，之前应有丰富多采的座谈、讲座、文娱晚会等
活动。
2017年的嘉年华会若要选个以前还未举行过的地点，
那么可选择以下两个城市：一是香港。香港有活跃的华中
校友会，能参与筹备工作；而且近水楼台，能吸引较多中
国内地老校友出来参加；聚会结束后，可到邻近的深圳、
珠海、广州旅游观光。另一是古晋。马来西亚是新加坡之
外华中校友最多的国家，嘉年华会曾在西马的马六甲和槟城
举行过，若能到东马砂劳越首府古晋举行，有可能吸引较多
马国的华中校友参加。聚会后除了古晋，还可到诗巫、美里
及拉让江旅游。
至于2019年，恰逢华中百年校庆，所以嘉年华会最适
合在新加坡举行。即使不包括新加坡一日游，单单在华中
校园，就可以参加几天节目丰富的活动。
3月21日晚上，各地校友可出席在华中大操场举行的百
年校庆万人宴，这是一生难得参加几回的盛会；而且地铁已
开到华中校门口，交通便利，没有停车的烦恼。
在嘉年华会期间，可考虑让来自各地的校友，在巍峨
堂皇的华中文化中心剧场，观赏以下几场表演艺术活动：
(一)综合文娱晚会：由华中学生和华中校友会各活动组
表演华乐、歌唱、舞蹈、武术、太极拳、回春功等节目；
(二)音乐会： 由华中校友会合唱团、华中中学部合唱
团、华中高中部合唱团及华中之声合唱团老中青歌手联合
呈献一场歌曲风格多样化的音乐会；
(三)戏剧演出：中学时代在山岗曾参与华中学生戏剧
会、黄城夜韵及华岗剧坊戏剧演出的老中青三代校友，若
能联合起来，呈献一出大型多幕剧，这将延续山岗戏剧火
种不灭的优良传统。
此外，过去曾在华中鼎昌楼和中华总商会举行过华中校
友美术展览，颇获好评。2019年若能在崭新宽敞的华中文化
中心展厅举行华中校友百年校庆美展，无疑能进一步丰富嘉
年华会的节目。
期待“全球华中校友嘉年华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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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莎行》三首
n 柯世利 (加拿大)
赋洛矶山游之 一

踏莎行·夏游路易斯湖山景
夜宿楼台，晨趋游景，湖山探胜寻幽境。
冰川岫壑断崖边，野花馥郁林湍净。

拂霓裳·加西山城春暮

瀑练泠然，岩峦峻挺，攀登冰谷天桥顶。
碧波滟潋漾清涟，斜阳照处群峰映。

n 柯世利 (加拿大)

路易斯湖: 加拿大洛矶山班芙国家公园之一胜景。

雨潇潇，北国冬尽草犹凋。

冰谷天桥： 英文名是“Glacier (Valley)
Skywalk”，直译——冰川(谷地)观望天桥
步道。

凝望处，雾薄风澹退寒潮。
水鸟栖塘坳，归雁叫云霄。
乐逍遥；问何时，春至蕊含苞？

赋洛矶山游之二

踏莎行·初夏午后游洛矶山麓

轻烟远岫，天霁朗、露霞绡；

细雨方停，云天初霁，麓原坡陡林幽寂。

方眺望，乍闻城镇晚钟敲。

泉随灌木径弯通，壑横岗峦溪壅闭。

流泉鸣涧谷，归路过悬桥。

洞嵌悬崖，岩临削壁，再攀却步愁无力。

客魂销；正回头，明月挂林梢。

劲风吹过动归心，夕阳将下远山嵴。
按 《钦定词谱》 晏殊体
初夏午后，驶车到山麓，从公路穿过半里松林，就
见坡陡径曲，灌木丛生，流水其间，似泉似涧。攀
登良久，见深壑横

(附游记)： 仲春日午后五时许，处守油田区有闲暇， 到
附近小山城郊游览。 值寒潮已退， 微晴天
霁；

于岗峦前，积水其间，似溪似塘。沿着壑缘再攀登，
就见峦侧悬崖削壁，巨岩洞，奇景无穷。流览观望
许久。这时，强劲山风从山谷吹来, 夕阳偏西, 是该
踏上归途了。

过涧谷吊桥， 登山崖， 至顶见一平地， 池
塘遍布， 山道旁流泉淙 ； 远山笼烟，西
天霞绡彩绚 。
流连良久， 天色将黯时方返。 途中， 林
间露出一轮圆月。

赋洛矶山游之三

踏莎行·夏日游峭壁岩
眺望云烟，瞻观奇树，危岩峭壁销魂处。
日沉岫后静无声，谷中鸟雀归巢促。
野径冥 ，石阶危步，峰 又见崎岖路。
麓原草绿伴山花，红情欲系行人住。
按 《钦定词谱》 晏殊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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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趋临复兴来
节令华中喜颜开

——记2016年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n 许振义

大

年初七，正值人日，华中大家庭在灵猴报喜、瑞
狮呈祥的欢腾气氛中拉响了丙申年新春团拜的爆
竹声！
华中校友会会长兼华中管委会主席王勇诚学长在欢迎词
中很高兴地表示，这是华中大家庭第一次在华中文化中心举
办新春团拜。华中文化中心设有剧场，还有展览厅、录音室
等，可以举办画展、音乐会、讲座等各种文化活动；文化中

心内还设有国际学校的室内体育馆、董事部会议厅、校友会
会所等。他指出，自从去年年中交付使用之后，华中文化中
心已经接待了不少文化演出和活动，其中包括不少校友的活
动。王勇诚会长也鼓励大家多参与华中的各种活动，包括3
月21日的校庆晚会。
本次团拜主宾、华中董事会董事长李胜存学长在致辞
中表示，2015年无论对新加坡或对华中都是硕果累累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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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一年，在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华中国际学校三方的通力合作以及社会
贤达和校友们的支持下，庄昇俦大楼最终落成，为国际学校添置了教学和体育场地
和设施，也为校友会添置了许多设施。
另一方面，李胜存董事长说，华中的教学大楼“育人楼”也顺利竣工，目前在
施工的室内体育馆也将在今年年底之前竣工，届时将是一座设施齐全并十分现代化
的室内体育馆，能给学生提供完善的体育设施。华中与华中国际学校的同学德智体
群教育发展良好，成绩可圈可点，来之不易，值得鼓励。
本次团拜节目丰富精彩，一如既往，有中学部华乐团、高中部华族舞蹈团、华
侨中学武术队、校友会太极组、校友会合唱团、国际学校韵律舞、中学部弦乐队、
郭文荣校友的小提琴组合、国际学校舞蹈组、国际学校歌唱组等，节目的选择有中
有西，有动有静，有文有武，有古有今，有急有缓，演出的朋友有老有少，有壮有
幼，众口皆调，而且交口称赞。
华中董事、华中校友会理事、老师、家长、同学等三四百人参加了本次团拜。
除了李胜存、王勇诚两位学长之外，其他出席团拜的嘉宾和学长、学姐有：华中董
事会李喜隆顾问、张拔群顾问、华中校友会顾问潘国驹教授、华中国际学校董事会
郑金城主席、华侨中学陈鹏仲副校长、华中国际学校许进源校长、华中颐年俱乐部
康伟民会长、华初校友会王馨仪副会长、华中香港校友会郑良生会长、华中校友会
副会长兼本届新春团拜工委会主席蔡其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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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endly Match with NUSS Badminton Club

B

y the invitation from the NUSS Badminton Club, we had a friendly match on 12 December
2015 at NUSS Kent Ridge. We thank Mr Chua Kee Thiam, vice president of HCAA who
turned up to support our players at the NUSS Badminton Hall.
While Hwa Chong trained hard in the weeks leading to the game, after 9 gruelling sets, NUSS
emerged victorious on their home ground with a score of 12 to Hwa Chong’s 6. Both sides thoroughly
enjoyed the matches and getting to spar with new players, continuing to play after the official games
were over, as well as snacking on cakes and tea. We look forward to the next friendly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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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apsulating
Memories,
Visions and
Hopes
n Zhao Jiayi (15A15)

Rachel Kok Chian Yee (15S65)

President of the 41st College Student
Council Danyon Low (14A14) leading
the College item-bearers

I

n 1995, a time capsule
encapsulating the hopes and
dreams of Hwa Chong was sealed
in the College Block ‘B’ Courtyard. On
6th August 2015, this time capsule was
unsealed, and the items displayed at
a temporary exhibition to hundreds of
returning and current Hwa Chongians.
These artifacts not only marked the
progress that Hwa Chong has made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but also
exemplified the steadfast values that
enable the school to thrive in an everchanging environment.

It was clear
from the speeches
of Dr. Hon Chiew
Time capsule
Weng (Principal)
and esteemed
pioneer teacher
Mrs. Ang Lai Kuin that the old time
capsule epitomizes many changes that
the school has undergone – be it the
merging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or
the evolution of teaching pedagogies.
However, as Dr. Hon mentioned, the
friendships we have forged through the
years will stand the test of time despite
the changes.
Even as Hwa Chong celebrates
its past, it also looks ahead to its
future and Singapore’s. During the
school’s momentous celebration
of Singapore’s Golden Jubilee, a
ceremony was held to showcase the
new time capsule containing artifacts
from both students and staff, the
alumni bodies, and the Parent Support
Groups. These 75 artifacts represent
the vibrancy of life in Hwa Chong – be
it items from academic departments
and Co-Curricular Activities, or from
the Consortia and Faculties. In the

Unveiling the old time caps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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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of Singapore’s Golden Jubilee,
included among the artifacts was also
a student-assembled SG50 Lego
construction.
This time capsule will be
uncovered at Hwa Chong’s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 in 2040. VicePresident of the 42nd High School
Student Council Zhuang Shengbin
(16S72), who was one of the itembearers at the time capsule ceremony,
asserts that “things would be different
by then, but the one constant would be
the Hwa Chong spirit. It will continue
to live on.”
Fellow item-bearer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42nd College Student
Council, Benjamin Tan (15S7B),
concurs, adding that in 25 years’
time, “we hope to not only relive
our precious memories, but also
appreciate how the Hwa Chong spirit
has spurred us on to live with passion,
and lead with compassion.”

华岭
动态

在现代甘榜观赏古典华乐
n 吕静宽 15S7F

为

了配合SG50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由推
广绿色甘榜情怀的非盈利组织聚友爱
(Ground-Up Initiative，简称GUI)发起
的嘉年华会“一起回甘榜”(Mega Balik Kampung
2015)于8月1日、2日两天在卡迪地铁站旁的Orto
休闲公园里举行。这项大型社区活动旨在让久居
城市的国人趁着金禧国庆前夕，融入全城同欢的
喜气氛围里，大家聚在一起增进彼此间的感情。
走进休闲公园，人们可以通过参加园里的有机蔬
菜种植、做木工等活动，体验耕田、劳动和手作
的乐趣。
我校华乐团接到主办方的邀请函后，觉得能
为逛公园的各族民众演奏华乐是非常有意义的，
便决定给予支持。阳光普照的星期天午后，华乐
团一行人准时抵达目的地。在清风吹拂下，我们
一边把乐器搬上靠近湖边的舞台，一边极目远
望，映入眼帘的尽是满满的绿意。公园中央的度
假式木屋还可了望莲花池，欣赏360度的美景，
让人充分领略大自然的清新气息，感受回返甘榜
的绿色体验，这除了能唤起人们的环保意识，还
可以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岛国这片土地的热爱。

由于时间尚早，我们便四处参观，发现那里
有提供昔日甘榜游戏的小摊位，还有很多有趣的
小作坊。几位打击乐小组的同学在园里居然发现
了一个手工制作简易木箱鼓(cajon)的小摊位，便
决定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笑容可掬的义工们都
很和蔼，耐心地手把手教导如何使用工具，经过
一番又捶又打，这件简易的小乐器终于在一片欢
笑声中完成了。它发出来的声音当然没有真正的
木箱鼓那么好听，但是这次动手的经历，对于我
们来说还是相当难得的体验。
演出时间到了，我们纯熟地弹奏《赛
马》、《三寸天堂》、《奔驰在草原》、《火把
节之夜》和《龙腾虎跃》五首脍炙人口的曲目。
悠扬悦耳的琴声、振奋人心的鼓声引来台下热烈
的喝彩。观众当中不乏观赏演奏的马来同胞、印
度同胞和其他族群，这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所有
团员都真心希望给他们带来精彩的音乐与感动。
在和主持人互动时，我们也为观众介绍了主要的
华乐乐器。演出圆满结束，我们希望更多人在生
活节奏快速的网络时代，能抛开电脑，多拥抱自
然，多亲近音乐，让心灵得到满足与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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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努力的成果，欢笑挂在每个人的脸上。

沙滩共筑和谐梦
n 王纪远 中三聚英一班

天

我们不仅建立起沙堡，更建立起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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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蓝得让人心醉，如棉絮般的白云
随风飘动。美丽的东海岸公园海边
迎来了50名朝气蓬勃的中二学生，
原来这天是我校为“2015年种族和谐日”所
举办的户外活动，邀请了圣升英校、马西岭
中学和裕廊中学的异族同胞，和我们一起来
学习堆沙堡。
老师先把几间学校的学生进行分组。在
简单自我介绍后，每组需要在十分钟之内构
思出沙堡乐园的设计图，并自行给组员分派任
务。设计图获批准后，讲解员先扼要传授堆沙
堡的要诀，接着一声令下，大家才正式动手。
只见同学们迅速冲向沙滩，拿起铲子、
水桶等工具，开始堆砌建造。之前看讲解员示
范时觉得易如反掌，等到自己做时才发现不简
单。要达到设计图的效果不易，要不就是堆好
了，轻轻一碰就坍塌！大家只有互相提醒，通
力合作，小心翼翼地施工。不久，一座座沙堡
乐园逐渐成形，看着好有成就感！骄阳似火，
众人却兴致不减，铲泥的手完全没停下。
这时，几位异族同学热情地给大家分发矿
泉水和面包，我们在完成沙堡后，也立刻去帮
其他组。此刻，众人为着共同的目标而努力，
这让我了解在多元种族的社会里，唯有各族同
胞齐心协力，国家才能进步繁荣。活动过后，
我们都一致认为有机会认识外校的朋友，跟他
们一起学习是难得的体验，留在照片上一张张
青春的笑脸就是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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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具
意
义
的
贵
州
支
教
n 胡慧瑶 15S6Q

去

年11月30日，我校双文化浸濡团56名师生抵达贵州黔东南自治州凯里
市，在下司小学展开5天支教，帮助当地小学生加强英语会话能力。此
外，我们也希望能协助学校改善环境，因此早在放假前便通过义卖和募
捐筹到一些钱，特地根据下司小学的需要，购买了一些物品，给他们增添了一套
簧管乐器芦笙、一台打印机、20个书柜以及15棵桂花树。这是我们为期三周浸濡
活动的最后一站，前面十来天我们更多的是参访、进修和游览，在这里，我们做
的是社区服务，感觉很新鲜，特别有意义。
贵州是个山峦叠嶂，常年云雾缭绕的省份，年底气温颇低，但下司小学师
生的热情却让浸濡团倍感温暖。我们一到下司古镇，便受到了隆重的欢迎。学
校位于古镇的最高处，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我们攀爬了一百多级石阶才进入
校园。谁知孩子们不畏冷风，早已在校门外两侧一字排开，等候多时了。只见
身穿苗族与侗族少数民族服装的可爱女童，在芦笙乐队悠扬悦耳的迎宾乐中喊
着响亮的口号，欢迎着从新加坡远道而来的客人。
我们按照校方的分配，到各自的支教班去，和学生进行互动，他们淳朴天
真的笑脸，明亮如秋水的双眸，让人第一眼就产生好感。几天的支教内容主要是
英语会话，孩子们认真好学，在课堂上专心听讲，积极发问，我们也教得十分来
劲。为了使教学更生活化，我们也为小学生介绍了新加坡的多元文化，精美的幻
灯片让孩子们连连发出惊叹声，让我们觉得之前花了不少时间制作是值得的。
第四天的文娱联欢会是各班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不同年级分别呈献他们
这几天在小老师们的带领下准备的节目。四年级表演绕口令，五年级表演唱歌，
六年级表演话剧。孩子们都很卖力地演出，让小老师为他们感到骄傲。最后，
浸濡团也呈献时尚的舞蹈和音乐，劲歌热舞的节目赢得全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天下无不散的筵席，第五天告别的日子终于还是来了。在浓烈的伤感氛围
中，那天下午，我们一群小老师和小学生互相拥抱、交换礼物，很多人都难忍离
情别绪，纷纷流下不舍的泪水。在下司支教的那几天，华中师生深深地被孩子们
无邪的童真和向上的精神所打动，彼此之间结下的深厚情谊不会就此结束。即使
天各一方，我们仍然会和小学生保持联系，继续向他们传递爱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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