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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理事在董事长见证下宣读誓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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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学弟表演24节

令鼓

李胜存董事长主持校友会新理事就职典礼
2019年百年校庆筹备工作悄然启步

华

中母校2019年百年校庆筹备
工作，在7月31日(星期日)
举行的2016年至2018年新
理事就职典礼后，已悄然迈开了脚步！
新任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在典礼致
词时，对出席的近300名嘉宾及校友欣
然宣布，校友会正计划发起“百人捐
百万贺百年校庆”活动，发动100名会
员每人捐1万，筹集百万元回馈母校，
作为校友会为母校百年华诞的献礼！

董事长
李胜存致词

黄会长指出，这笔款项可用于颁
发奖学金、助学金，及各项活动的赞
助等，让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从中感受
到校友会的温暖。
华中校友会2016年至2018年新理
事就职典礼是在华中文化中心剧场举
行，由华中董事部董事长李胜存主持
监誓。
李胜存董事长在致词时强调，自
我更新、薪火相传是每个团体必经之
路，华中校友会也不例外。
他说，校友会今后应更加强青少
团的活动，让它成为校友会的骨干力
量，以培养更多关爱母校，并且对校
友会的活动深具热忱的优秀接班人。
李董事长意味深长的指出，这对
华中董事部来说，华中校友会理事会
是培养董事会接班人的温床！
他在会上也提及校友会不应轻易
满足于现今已取得的成绩，相反的，应
齐心合力，把华中校友会推上更高一层

楼，同时也应继续发扬“华中人、爱我
华中的精神！”同华中大家庭各成员紧
密合作，更加强大家庭的凝聚力，这对
母校华侨中学及华中国际学校今后的发
展是至关重要的！
黄龙金会长在较后时间的致词
时也提到在当今信息化的时代，校友
们不必回到会所就可以在手机上轻易
地和昔日同窗好友聊天叙旧，甚至视
频，想要年轻校友加入校友会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
黄会长认为，我们必须思考如何
调整和改革一些不合时宜的旧条规，
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以满足现实
的需求！
因此，黄龙金会长指出，首先是
发展新会员，尤其是吸引年轻校友加
入校友会。
他表示理事会准备更加紧密地联
系母校、国际学校、两个董事部、华
初校友会和颐年俱乐部、青少团，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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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金会长致词

齐唱校歌

新任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在致词时，对
出席的近300名嘉宾及校友欣然宣布，校
友会正计划发起“百人捐百万贺百年校
庆”活动，发动100名会员每人捐1万，
筹集百万元回馈母校，作为校友会为母
校百年华诞的献礼！
黄会长指出，这笔款项可用于颁发奖
学金、助学金，及各项活动的赞助等，
让在校的学弟学妹们从中感受到校友会
的温馨。

就职典礼结束后用餐
黄龙金会长感谢李胜存董事长莅临主持仪式
触各个不同层面的校友，包括在校的
学弟学妹，与大家庭各单位联合起来，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或者其他方式，了解
彼此的需要，拉近各方面的距离，把千
千万万毕业的校友团结在母校的周围！
黄会长认为要让校友会现有的设
施，如展厅、剧场、录音室、活动室
等更好的发挥效用、更多的为校友提
供服务。
最后，他指出我们也必须走出校
门，与其他友校校友会，尤其是南洋
女中保持密切的联系。
他说：我们华中高中部女生大多
来自南中，她们今后将同时是南中校
友会和华中校友会的会员，我们应该
加强联系，联手举办一些活动，促进

友好往来。我们还要考虑走向社会，
与其他机构联系！
黄龙金会长在较早时间提及“百
人捐百万贺百年校庆”活动时，也澄
清指出并不只限定在百人，只不过是
为了配合母校的第一个百年校庆作出
的回馈。当然，华中创校百年桃李满
天下，校友感激母校培育之恩，若想
参加捐献计划，欢迎和校友会联络。
当天的就职典礼上，嘉宾们也欣
赏了由母校学弟们的24节令鼓的精彩
表演，之后并移玉华中董事部大楼三
楼的室内体育馆享用丰盛的自由餐。

黄龙金会长在李胜存董事长的见证下
在宣誓书上签名

校友会新届理事会阵容：
会长
副会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财政
副财政
理事

:
:
:
:
:
:
:

黄龙金
郑苡娜 庄绍平 吴茂利 黄保华
黄仕文
洪 旭 沈俊明
陈兴庭
洪铭逢
龙仕文 洪伍迪 周发兴 冯国才 柯金炼 龚维权 李宗珉 林明星 林碧峰 王政钦
王世良 谢福仁 沈瑞海 陈若光 陈金龙 陈六艺 陈华明 郑国伟 王永海 叶荣波
2

华岭
动态

前排左起：沈俊明、洪旭、黄仕文、吴茂利、黄龙金、郑苡娜、庄绍平、黄保华、陈兴庭、洪铭逢。
第二排左起：陈六艺、王世良、陈华明、林碧峰、陈金龙、李宗珉、叶荣波、谢福仁、郑国伟、王政钦、沈瑞海。
第三排左起：龙仕文、冯国才、林明星、洪伍迪、周发兴、王永海、陈若光、龚维权。

2016-2018年度理事会简介
黄龙金会长

郑苡娜副会长

庄绍平副会长

吴茂利副会长

毕业年度：1982（华中）
前届副会长、华侨中学董
事、董事部财政

毕业年度：1975（华初）
前届副会长、华侨中学董
事、华中管委会委员

毕业年度：1968（华中）
前届财政、华侨中学董事

毕业年度：1981（华中）
前届副秘书长

黄保华副会长

黄仕文秘书长

洪

毕业年度：1977（华中）
曾任校友会理事

毕业年度：1983（华中）
1985（华初）
前届副财政、华中国际学
校董事

毕业年度：1979（华中）
前届理事、华中国际学校
董事

陈兴庭财政

洪铭逢副财政

毕业年度：1969（华中）
曾任校友会秘书长、财政

毕业年度：1980（华中）

旭副秘书长

沈俊明副秘书长
毕业年度： 1977（华中）

龙仕文理事

洪伍迪理事

周发兴理事

冯国才理事

毕业年度：1967（华中）

毕业年度：1971（中四）
1973（高中）
曾任校友会理事

毕业年度：1969（华中）
前届理事

毕业年度：1977（华中）
1979（华初）
曾任校友会理事

柯金炼理事

龚维权理事

李宗珉理事

林明星理事

毕业年度：1980（华初）
曾任校友会理事

毕业年度：1977（华中）

毕业年度：1993（华中）

毕业年度：1977（华中）

林碧峰理事

王政钦理事

王世良理事

谢福仁理事

毕业年度：1970（华中）

毕业年度：1982（华中）

毕业年度：1977（华中）

毕业年度：1969（华中）
曾任校友会副秘书长

沈瑞海理事

陈若光理事

陈金龙理事

陈六艺理事

毕业年度：1964（华中）
曾任校友会理事

毕业年度：1977（华初）

毕业年度：1974（华中）
前届理事

毕业年度：1963（华中）

陈华明理事

郑国伟理事

王永海理事

叶荣波理事

毕业年度：1976（华中）
曾任校友会副秘书长

毕业年度：1977（华中）
曾任校友会理事

毕业年度：1979（华中）

毕业年度：1969（华中）
曾任校友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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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家庭97周年校庆晚宴
暨新董事会就职典礼
n 彭俊豪

年3月21日，华
中迎来了97岁生
日，当晚，华中
大家庭的成员、校友、师长和同学齐聚
一堂，在嘉庚堂一起欢度母校97周年校
庆晚宴。晚宴嘉宾为华中校友、教育部
代部长(学校)黄志明。该晚，在黄志明
部长的见证下，也举行了庄严的华中
董事会就职典礼。
“海天寥廓，云树苍笼，中有我华
中⋯⋯”在悠扬的校歌旋律中，全体华
中人个个精神为之振奋，昂首唱起了熟
悉的校歌，想必也勾起每一位校友对于
走过的华中岁月段段美好回忆。校庆晚
宴也以此拉开了序幕。首先致词的为华
中管委会主席兼校友会会长王勇诚。王
会长感谢主宾黄志明部长出席晚宴，并
向大家报告了华中这一年来各方面取得
的成就。在学业成绩上，华中迎来自开
办直通车课程以来、11年里表现最好的
一次，高达60%的考生在A水准考试中
获得至少3科特优。此外，去年也有两
位优秀毕业生获颁总统奖学金。王会长
表示，学生在体育和艺术方面同样有非
常优异的表现，表示他们“左右脑都同
样好”，更难得的是，学生发挥饮水思
源、回馈社会的“华中精神”，在社区
服务上每位学生平均投入115个小时，

2016

更配合校庆日，参与多项社区服务活
动，让600户家庭受惠。华中校庆在学
生的心目中，也因此更富有意义与价
值。王会长接着向大家表示，华中的
校园设备也日趋完善。随着董事部、
校友会与华中国际学校联手开展的扩建
项目竣工，华中大家庭迎来了崭新的华
中文化中心，包括一个容纳700人的剧
院和一个现代化的多用途展览厅。此
外，学校也新添了一栋教学楼 - “育人
楼”，该设计结合现代化的教学理念，
更好地面向未来，而全新的室内体育馆
也将在2016年下半年完工。此外，近在
咫尺的陈嘉庚地铁站也已投入服务。王
会长希望这些崭新和现代化的设备和发
展，能进一步提升华中作为国际知名学
府的国际品牌，并希望华中人本着“自
强不息”的校训及“己利利人，己达达
人”的精神，让母校再创高峰。
晚宴嘉宾黄志明部长紧接着上台致
词。他表示，对于回到母校非常兴奋，
尤其是看到自己中四的教室，让人回味
无穷、非常温馨。唱起校歌的刹那，更
让人感到骄傲，也让他忆起在华中唱
《满江红》的情形。他表示每年的校
庆，都是对无私奉献、热心教育的华中
先驱之纪念及敬仰，尤其是创校先驱陈
嘉庚先生，更启发我们继续培养一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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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的华中
子弟。放
眼未来，
我们无法
准确预知
未来国际
关系或经济
教育部代部长(学校)
黄志明致词
发展的走向，
但是我们必须培
养能应对未来挑战的下一代。
黄部长认为，要做到这点，关键
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培养创意和企业精
神。他表示华中大家庭在这方面可说是
树立了楷模，并列举了校友当中几位具
有企业精神的佼佼者，包括水源科技公
司凯发(Hyflux)总裁林爱莲、网络公司
和线上游戏平台Garena创办人叶刚、
软件起步公司Zopim创办人郑人杰和人
力资源网站起步公司Glints的创办人谢
颖聪、杨贺翔和吕勤恩。他也认为学校
的企业领袖培育计划，为华中子弟提供
宝贵的机会，向在职场工作的校友和学
长汲取创意和企业精神。其二，是培养
爱国和回馈社会的精神。黄部长认为，
华中给予他的不仅是教育，而是做人的
价值观，包括“自强不息”、“学以致
用”和“饮水思源”。不论是当年陈
嘉庚先生创校的苦心，或是当今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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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校歌

部、管委会的付出，都蕴含着回馈社
会、培育下一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感染
每一代华中子弟，不仅追求学术卓越，
更有一颗“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爱
国爱民的心。
黄部长也认为，华中重视双语教
育，让孩子学贯中西，也至关重要。
他认为，学习一种语文，不仅学会掌
握语文能力，更是从语文蕴含的文化中
培养正确价值观，尤其是中华文化中的
人文素养。他希望华中学生能善用双语
优势，回馈社会、为民服务，让新加坡
未来更温馨、和谐。他也感谢学校董事
和管委会委员的热心付出，以及华中校
长、老师们孜孜不倦地教诲，尤其是当
年的物理老师、现任校长潘兆荣，让他
和华中子弟能有日后的成就，并勇于追

逐自己的梦想。
新董事会就职典礼为晚宴的重点
节目。副董事长李德龙一一介绍了新
任董事，紧接着，全体董事在新任董
事长李胜存的带领和黄部长的见证下，
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李董事长在致
词时表示，他和全体新任董事将全力以
赴为华中服务，并对带领团队多年的前
任董事长李喜隆致以由衷的感谢。他也
表示，华中自创校以来，秉持有教无类
的理念，提供全面教育，培养了一代一
代品学兼优的子弟，可说是名声远扬。
展望未来，必须继续秉持自强不息、饮
水思源的精神，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良
好价值观的下一代，让华中精神继续发
扬光大。
华中国际学校董事长郑金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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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也上台致词。郑教授表示，华中
国际学校创办至今，取得了显著的成
就。2015年对华中国际学校更是丰收
的一年，学生在2015年度的国际大学
预科文凭(IB Diploma)课程中考获优异
的成绩，而在董事部、校友会的鼎力
支持下，国际学校扩建工程也如期竣
工，拥有崭新的新教学大楼和现代化的
设施。放眼未来，华中国际学校将和华
中大家庭的其他成员携手合作、共同迈
进，尽心尽力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人才。
华中学生在校庆晚宴中也为嘉宾和
学长们呈献了精彩的节目，包括节奏明
快的24节令鼓。精湛的武术表演更是当
晚的压轴，凸现了“自强不息”的华中
精神，也让全场气氛迈向高潮，为97周
年校庆晚宴画上完美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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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coming Back Our Own
– Founders’ Day Dinner 2016
n Loh Wen Jie Zachary 16A12
The Tan Kah Kee Hall reverberated
with the voices of generations of Hwa
Chong alumni as they sung a hearty
rendition of the school song. Held on
the evening of 21st March 2016, the
Founders’ Day Dinner was an event
for generations of Hwa Chong alumni
to come together to meet old friends,
reminisce about cherished memories of
school life, and celebrate the unwavering
and resilient spirit of our founder, Mr. Tan
Kah Kee. We were honoured to have
one of own alumni, Mr. Ng Chee Meng,
Acting Minister for Education (Schools)
&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 grace the Dinner as the
Guest-of-Honour.
In his opening speech, Mr. Ng fondly recalled his experiences
as a Hwa Chong student,
and mentioned the great
pride he felt in singing the
school song. He reaffirmed

the value in Hwa Chong’s efforts to instil
an entrepreneurial spirit in her students,
saying that Singapore needs students
who are “future-ready … who can push
the envelope and who can create value
for Singapore.”
Mr. Ng cited several successful
Hwa Chong alumni who embody thi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such as Ms. Olivia
Lum, Executive Chairman and Group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water treatment firm Hyflux, as well as Mr. Ye Gang,
Chief Technology Officer and co-founder
of Garena. Garena is a successful online game distributor which has since
developed into a billion-dollar Internet
company over a period of seven years.
They are indeed worthy role models for
their juniors to emulate.
Mr. Ng also emphasised the need
for future generations to be “grounded
in sound values and strong character.”
His alma mater, Mr. Ng said with pride,
continues to nurture bicultural and entrepreneurial leaders with heart, comp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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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and love. These traits are needed
in order for Singapore’s society to grow
stronger.
The joint investiture ceremon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Board of Directors (SCHS BOD) and the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Board/
Directors (HCIS BD) followed shortly,
with the respective Chairpersons giving
their acceptance speeches. Despite their
busy schedules, these directors have
chosen to step forward and contribute
their efforts to serve the Hwa Chong family and to promote holistic development.
On our Founders’ Day, the Hwa
Chong family came together to honour
the spirit of our predecessors. The Dinner was a culmination of the unique Hwa
Chong spirit of passion and compassion
that binds all of us, no matter where we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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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颐年俱乐部第十五届理事就职典礼
七月十七日在燕阁酒楼举行

华

中颐年俱乐部第十五届理事就职
典礼在7月17日假芳林苑燕阁酒
楼举行，就职典礼由华中董事长
李胜存主持宣誓仪式。
当天出席观礼的贵宾众多，计有华中
潘兆荣校长、华中国际学校许进源校长、
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学长、华中管委会
王勇诚主席、颐年俱乐部荣誉会长洪源泉
学长、颐年俱乐部名誉会长傅金泉学长、颐
年俱乐部名誉会长黄志华学长、颐年俱乐部
名誉会长钟廷基学长、颐年俱乐部名誉会长
陈传德学长、颐年俱乐部名誉会长徐松生学
长、颐年俱乐部法律顾问李文龙学长、高亚
思老师、戴文锦老师、友校南洋女中校长代
表沈如燕老师，还有华中校友会理事代表、
华中华乐团和各界嘉宾一百三十多人，齐聚
一堂共欢乐。
就职典礼盛况也已上载到you tube 和
优酷网供在海外的校友浏览。

华中颐年俱乐部电脑班同学与董事长李胜存(后排中)，颐年会长麦全安
(前排中) 学长合影

华中华乐团演奏

华中颐年俱乐部第十五届理事
会长：
麦全安
第一副会长： 杨先道
第二副会长： 郭文英
秘书：
王金塔
第一助理秘书： 梁启奕
第二助理秘书： 郭文庆
财政：
许金福
副财政：
杨维祥
康乐：
黄精国、朱祺
理事：
黎运栋、韩鉴元

华中华乐二胡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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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圣约翰救伤队50周年庆
六七十年代团员70人归队庆祝

华

中圣约翰救伤队在9月9日(星
期五)晚在母校嘉庚堂举行成
立50周年庆祝晚会。
当天的主宾是校长潘兆荣，同时
也邀请到六、七十年代的三位负责老
师戴文锦老师、陈秀全老师、陈赐全老
师。同庆的还有第七区区监高敬发、区
主席李佩銮小姐、区长陈定兴、以及负
责学校课外活动事务的 Mr Tok Aik Lin
(Principal Consultant/PE & CCA)和Mr
Tan Chee Wee (Principal Consultant/
Student Development)
当晚出席人数将近200人，六、
七十年代的队友70多人也出席庆典。
这是该救伤队六、七十年代队友离校
后的第一次聚会，昔日同窗40多年后
再次相聚都已两鬓斑白！
晚会当天由分队队监沈茂青老师
致欢迎词，随后由沈队监、潘校长、
戴老师三人一同主持开场仪式 。开场
仪式做得特别有圣约翰的风味：在一
同按下心跳除颤器 的按钮后，播放了

开场短片，短片中附上了许多历届队
友们的照片。
晚会当中包括了两场游戏项目：
第一项考验了队友们对救伤队历史与
华中历史的认识；第二项则测试了队
友们对于急救方面的认识。
黄宇凡队官也给队友们汇报了近
五年来分队的发展与成就。
除此之外，当天也展览了一些陈

年旧照、训练器材、以及理解比赛队
伍所赢得的奖杯。有不少队友看见了
当年比赛赢得的奖杯都十分兴奋并与
其同影。展览品中也有一架十分陈旧的
担架，勾起了历届队友们对它的回忆。
晚会高潮是切蛋糕仪式与幸运抽
奖，并在大家同唱《朋友》与华中校
歌的歌声中结束。

主宾潘兆荣校长(前排坐着左三)与众同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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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毕业校友回校聚会

8

月13日下午6时，来自1991年毕业的182名校友和20多名当年教过这批校友
n 谢明聪
的老师出席了一项简单、但意义深长的聚会。
老师与校友们准时在下午6时，集合在当年就读的
其中一间中四课室里，回顾当年的学校生活与叙旧，之后移
步到陈嘉庚老先生铜像前拍团体照。
聚会的重点节目在礼堂举行，首先由当年的杜辉生校长
和大家说话， 再由1991 年4H班（4H班28名同学共有25名
参与这次
聚会，也
是出席的
班级中最
多的）代
前校长杜辉生聚会上发言
4H班的代表
表献词,。
大
伙又唱校
乐融融。
歌、又唱 “满江红”， 随后
这次活动是继1991年毕业班于
宴席开始。会场上也展示 1991
2012年（也在校园）举行的同学聚会
年班当年的一些旧照片和近照。
干杯！4H班的同学
后，在2016年的毕业25周年后的一次
大家边吃、边叙旧、边拍照，其
较大型的活动。

1991年校友与师长们在钟楼前合影

不欢不散！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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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新加坡国际武林大会
我队表现优异获奖无数

n 施宁宁

华

中校友会最近受邀于王蓉武
术学院，有幸参加了2016
年5月28日及29日两天在大
巴窑体育中心举办的第七届新加坡国
际武林大会，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
切磋武艺。
这是校友会太极组第一次走出校
园去见识太极比赛。我们不敢掉以轻
心，共派出15位学员加上一位教练陈
文山老师应战。
经过两天的激战，我队获得个人
组比赛14面金牌，3面银牌及2面铜
牌。在集体赛方面，我队也以整齐步
伐、优美的基本功获得了银牌，成绩是
超过了我们的期待。学员们好不兴奋。
华中校友会旗帜也在大会上飘扬不停。
在这里除了要感谢所有老师从初
级班开始给学员打好基本功外，更要
感谢吴雅莲老师和陈文山老师在课外
给比赛学员额外授课，无私付出，让
华中校友会太极组的程度不断提高。
加油！
较早时，2016年5月15日早上八
点，我校友会太极组在华中国际学校室
内体育馆举办了内部观摩会，让百多位
学员表演他们一年来所学的各级套路，
老师们也呈献了各自的拿手好拳，让大

会生色不少。观摩会之后大家享用
了丰富的午餐，边吃边交流，拉近
关系，互相讨教，度过了一个快乐
的星期天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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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世界华人篮球赛
广西南宁市·5月26日至5月29日
一年一度，由中国北京篮总主办的
世界华人篮球赛，假广西南宁市举行，
由5月26日至5月29日，一共四天。
今年共有88队参赛，来自法国，
香港、台湾、美国、新加坡和中国各
省市队伍。
我队参加男中年组(55-60组)，编
入第三分组，此组有北京老园丁、成
都干川木业、江苏红日及华中校友共

四队。
经过三天的坚苦奋战，总成绩为
二胜一负。
此次主办当局强调以球会友，增
加交流，不设名次排名。各队都获送
奖杯一座及奖牌十二个。
华中校友篮球队自组队，多年以
来，在许可的条件下，每年都尽量参
加各地赛事，把“华中”这一品牌，

11

让他国学子了解，吸引他们来“华中”
求学，同时也提供热爱篮球的校友，
准校友们，一个参加篮球活动，以球
会友的机会。
近两年，2015、2016 ，幸有李氏
基金会的部分津贴，使到不足的经费大
大降低，减少队友们的负担。
篮球队对李氏基金的赞助和校友
会的支持表示感谢。

华岭
动态

2016年新加坡排球公开赛
刚成立不久的华中校友会排球
队，参加了新加坡排球总会举办的
2016 新加坡排球公开赛”
至截稿为止，打了两场比赛，都
以二比零胜出。
接下来还有两场，再胜一场就可
进入第二轮， 十二强。
我们期待队员们能取得好成绩！
校友会排球队组成人员如下：
(括号里为华中毕业年度)
主教练 : 欧阳文展 (1985)
副教练 : 杨记远 (1991)
副教练 : 谢明聪 (1993)
领队

: 黄狄文 (1995)

领队

: 孙健强 (2009)

队员：
李函颖
熊保安
林祷
陈子捷
陈伟衡
蔡昆翰
刘恩晖
杨景为
萧羯铭
汪明成
黄锐峰
潘相宇
王志颖
孔繁基

（2013）
（2012）
（2012）
（2009）
（2015）
（2012）
（2015）
（2015）
（2013）
（2012）
（在籍学生）
（在籍学生）
（在籍学生）
（在籍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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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 vs Present

I

nto its 9th year, the Hwa Chong
Past vs Present is a signature
initiative by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Youth Chapter. Held on 10
September 2016, Past vs Present 2016
brought past and present students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back together on home
grounds, in an array of exciting sporting
competitions. Over 200 participants
joined us for a day of adrenaline-pumping
action, in Captain's Ball, Floorball, and
Ultmate Frisbee, reliving good old days
with their comrades.

青少团新旧

争霸赛

新加坡华中香港校友会第七届委员会(2016-2018)
名誉会长 ： 朱国怀 吴树杞 纪经中 吴世宗 廖春慧 吴定基
会长
： 郑良生
副会长
： 黎才伍(常务副会长) 谢炎辉 吴 平 潘德坚
校友会顾问 ： 杨庆波
秘书长
： 符致川
副秘书长 ：潘先仍
财政
： 会计： 叶德民
出纳
：颜振南
查账
： 吴瑞光
委员
： 郑有
张恒志 蔡梅团 李森达 顾合利
福利组
： 徐仕豪 张恒志 云昌钧
康乐组
： 郑有
李森达 颜丽心 马宝焕 杨璇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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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5日，我校书画研究会在陈笃生医院举
行春联义卖，我们不仅想把佳节的快乐气
氛带入医院，也希望能把写好的书法作品
卖给公众，为医院的低收入病友筹款，一举两
得。一早，医院大厅里人来人往，可大家都行
色匆匆，有些人的脸上还略带着焦虑的神情，
总让人觉得气氛低沉。
活动正式开始，我们陆续写好春联，围观者
也渐渐多了起来。不一会儿，写出的作品越来越
多，铺满了长长的桌子。撒金龙纹的红纸给医院
带来了别样的生命力，那一抹红色点亮了大厅，
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他们有的停下来与我们交
谈，有的细细斟酌着哪幅作品更加称心，有的静
静站在一边，看我们挥舞着毛笔。当他们听说我
们是为医院筹款时，许多人的脸上流露出赞许的
微笑，纷纷慷慨解囊购，掏钱买下春联。我们也
备受鼓舞，为他们介绍春联的内容，尽力为他们
写出最美的字。大家的支持让我们无比感动，我
们甚至幸运地碰到一位在医院任职的校友，为
我们买来饮料，给炎热的午后捎来一丝清凉。
今年的活动非常成功，我们一共为医院的
社区基金(TTSH Community Fund)募得近千元，
几乎是前年善款的两倍。当天，鲜艳的红纸也为
医院带来喜庆色彩，而许多春联上也写着我们真
诚祝愿病人早日康复的祝福。也许我们不像医生

月21日，我校迎来建校97周年。长期受到华中价值观熏陶的学生，没
有准备巨大的蛋糕，没有举行隆重的庆祝会，而是承继先贤的优良传
统，展开一系列回馈社会的活动。 当天超过3000名师生参与了多项
大型社区服务计划。其中一项便是与西北社区发展理事会携手展开的西北
资源减量计划(Reduce @ North West)及西北绿色环保计划(Go Green
@ North West)。
当天，中三、中四学生到武吉班让组屋区，高一学生则是到义顺组屋
区，逐家宣传节省能源的重要性，告诉住户极端气候变化的严重后果，以
及如何节省能源，并呼吁他们签同意书。在两项计划下，只要参与的家庭
使用绿色家电，并持续半年保持节省能源的好习惯，商家将协助区内一些
有需要的贫困家庭支付部分水电费。因此，居民除了能替自家省钱外，兼而
惠及他人，可谓一举两得。
志愿参与计划的林潮芝先生表示自己平时用电就很省，毕竟爱护地球
是每个人的责任。当他知道这样做还能帮助人，便毫不犹豫地签名支持。交
谈中，他听说华中以这个方式庆祝校庆，不禁竖起大拇指表示赞同，并希望
学生多参与此类活动。
尽管过程中学生会遇到一些问题，如无人在家，或被拒之门外，或遇语
言障碍，但同学们仍坚持挨门发传单，遇到有人在就耐心地解说。功夫不负
有心人，多数居民在得知学生此行的目的后，转而以热情友善的态度相待。
高一的蔡诗琪(16S65)认为通过社区服务来纪念校庆日很特别，比起在礼堂
观赏文娱表演，更为创新，更有意义。她不仅从中学到实用的环保知识，接
触广大群众也让她看到一些家庭或个人的需要。
活动结束后，同学都认为这是一次宝贵的经验，像如此大型的社区活
动，办起来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可以想象当年创办人陈嘉庚先生及其团队的
巨大付出，他们必定是经历千辛万苦，克服种种困难，才把学校办好，他们锲
而不舍的精神值得后人效仿。正是先贤无私奉献的榜样，让华中儿女深受感
召，只要我们保持对学校，对社会的感恩之心，华中的未来必定更璀璨！

3

铭记先贤，
回馈社会
别具意义的校庆活动
n 吴小滢

那样为人疗伤止痛，但我们都尽自己所能，为病
友加油打气。
这活动之所以成功，除了全体会员的努力，
也要感谢南中学妹们抽空下来帮忙写字，以及华
中校友大方捐赠春联的精致红纸。从活动中，我
们感受到学校提倡的道德教育并非课本上的教
条，而是真正的“德育在于行动”。我们不仅为
陈笃生医院募集善款，自己也在这次的社区服务
中学习成长，收获良多。南中的蔡诗敏认为，这
次活动不仅能将春节的祥和之气带给人，还能让
人们也行善，可谓一举两得。书画研究会总务肖
淞元(15S7J)则觉得，大家对这项慈善活动的支
持令他感动，正因为有那么多有爱心的人，新加
坡社会才会和谐美好。华中书画研究会将会把书
法艺术传承下去，同时为社群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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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以明理，论以会友
我校辩论队勇夺2016年狮城杯中学组亚军

n 陈翰勋

两队过招，吸引观众与评判团竖耳聆听，点头叫好。胜负揭
晓，我队拿下中学组亚军。
两年一度的狮城杯辩论赛是本地中学辩论圈的盛事。为
了做好充分的准备，学长李士达特地筹办了校内选拔赛，挑
选并训练具潜力的辩论员。此外，我们也有幸请到辩论经验
丰富的万华明老师。尽管他白天的教学工作异常繁忙，仍然
每晚前来华中，帮忙剖析辩题，无偿地陪我队挑灯夜战。他
们不辞辛劳的付出令人感佩。
小组赛里，我们的对手分别是海星中学和莱佛士女中，
经过激烈的交锋，我们有惊无险地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线。
半决赛，我们对垒南华中学，辩题是《应不应该鼓励中小学
生参加校外补习》，最终以二比一的成绩打进决赛，创下了
我校辩论队多年来出战狮城杯的最佳成绩。决赛的对手是南
中，该校辩论队向来水平很高，交手后发现果然是名不虚传，
互相切磋，收获颇丰。
中四双文化一班的陈致远说：“我们每晚都待在校内讨
论，有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的时候，也享受妙语如珠，
说服对方的快乐。我们更了解彼此，领略团体合作的重要性。
我们学会相信对方，学会分担,所以胜负还是其次，参赛的过
程以及和友队结下的情谊，才是真正的瑰宝。”

月2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第二十七讲堂里，南中代表
与我校辩论队就“学校应不应该向老师收取停车费”的
论题，展开一场唇枪舌剑。女将们本着从严治国，杜绝
贪腐的立场，毫不留情地坚持收取费用的立场。而男士们则
是旁征博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力陈不应收费的理由。

3

无悔的青春
━记“2016年黄城夜韵”
月14日晚，
“黄城夜韵”圆满落幕了。在沸腾的喝彩声中，
耳畔回响着：
“我们明年‘黄城夜韵’再见！” 过去几个
月的生活顿时缩成一格格的画面，在脑海里迅速倒带。望
向四周，只见同学们带着喜悦泪水的脸颊和空空如也的观众
席，似乎一切都结束了。但细细想来，这82天的准备过程中，黄
城人之间所建立的友谊，工作当中所积累的经验以及太多太多
美好的回忆，都将久久地在心头停留。
参与筹备工作，让我们看见三部戏的演员如何一幕一幕地
将剧情拼成完美的故事，亲眼目睹背后工作人员的付出。演员王
鹏飞(16S6B)说道：
“每天下午4点准时开工，也许在当时特别辛
苦，但在黄城结束后才发现那每一次的开工都在我们生命中留下
无法抹灭的痕迹。黄城的路一点都不简单，不同小组各司其职，

5

麻雀终究会回巢，
《麻雀回家》让观众
体会亲情的重要
为最后的公演互相打气，互相帮助。”
第一幕剧《麻雀回家》讲述一个离家多年的男人，在母亲
去世后重新回到家人身边，与弟妹争执如何安放母亲的骨灰，
最终才意识到母亲需要的是家人的陪伴，这场戏让我们学会
追溯生命的本源，从回望与顾念中，寻找生命存在的意义，探
求灵魂的归属之地。
第二幕剧《逆流》刻画了一名子承父业的消防员，在震区
寻找生还者时，不禁想起与母亲以及爱人相处时的点点滴滴。
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他不放弃生的希望，想着与至爱的约定，
在艰险的路上一步一脚印，最后终于超脱父亲被永埋在废墟下
的宿命，回到母亲与爱人的身边。
压轴戏《生命的契约》引人深思。它讲述一位残疾女作家
与素未谋面的信中情人一起谱写了一个个美好的爱情故事。女
作家临终时，信中主人公终于出现在她的面前，只是已经晚了
半个世纪，他们生命的契约随着那一封封被丢入火盆的信一起
灰飞烟灭！
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每年的演出都极为不易，
但我们付出的心血终于从观众热烈的掌声中得到了回报。青春
无悔，我们明年“黄城夜韵”再见！

《逆流》反映了一个年轻消防员在梦想与现实之间
的苦苦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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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学苑

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致华中国际学校恩师
(一)
自小爱李白，听说他是诗仙。
仙人多美，一袭白衣，隐隐而来，翩
翩而去。境界高深，不畏凡尘。
当年，我常想象自己变成仙人，
极痴迷华人世界盛行的金庸小说。
心中没有成形的梦想，只有对朦胧
的“美人”的热衷向往。
老子曰：“天地有大美而不
言。”美的定义实在太模糊。由于长
期培养了自己空幻想，凡事不切实际的
习惯，我逐渐成为了一个现实主义的恐
惧者，和理想主义的信仰者。
这样的我，让自己觉得有点儿不
太合理，有点儿恐惧。
我还记得，就是那样一个当年的
我，突兀地来到了华中国际学校。不知
道会遇见什么人，不知道会来到一个什
么世界，也不知道会被何种文化塑造。

中国际学校度过的青春期，充满了对
未知的探索。
华中国际学校，是一个自由的完
美天堂。没有父母的管制，我得以尽
情体验青春。在这里，我从没放弃对
美的探求。和不同国籍的同学学习生
活，我领悟到：世界是美的，它诞生
了那么丰富的种族，不同的语言，灿
烂的文化；在课堂上的学习探讨，我
领悟到：知识是美的，它使人明智，
让人的心灵豁然开朗。
华中国际学校，是一个压抑的绝
望地狱。没有管制的自由，是另一种
无形的束缚。随着进入高中，升学的
压力如洪水猛兽，挑战的是智力、身
体与心灵的和谐。当压力来袭，我仿
佛失去了对美的感知。
以前认为仙人就是美，可凡间哪
来仙人？

(二)
青春是塑造自己的过程。我在华

(三)
华夏大地曾诞一美人，人称诗仙

n 陈静雨
李太白，其心敏锐，其气恢宏，诗作
出色无人比。一日，寻隐居尊师，途
中遇深山幽境，见青牛趟卧万花丛，
白鹤栖树而息，感其美，诗出：花暖
青牛卧，松高白鹤眠。
凡人李白千里跋涉来拜访老师，
在途中，他见到了美、学到了美。李
白潜心求知，一直学到了黄昏时分，
才挥别恩师。他背上行囊，又孤独地
踏上了他人生的旅程。
这个世界没有生来的仙人，仙人
不过是凡人给的名号。美，是经历天
堂和地狱之后的领悟。
就快毕业了，很多个黄昏，我漫
步在华中校园里，看天空慢慢显出青灰
色，空气渐渐透出寒冷的气息。我回忆
起在华中学习生活的这五年，内心生出
一种感觉，有点一语难尽。
我想，我也要像凡人李白那样，
挥别恩师，踏上一个人更远的求学旅
途了。
千里江山寒色远。

成功不是偶然：

专访华中国际学校首位国大医学系录取者林昕晨
n 马明捷

老

子曰：“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很多人的成功并非一
朝一夕，而在于长期的积累
和努力。近几个月2015届毕业生捷报
频传：牛津大学、伦敦大学学院、加
州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等世界顶级学
府都有我校毕业生的身影。值得一提的
是我校林昕晨是首位收到新加坡国立大
学医学系录取通知书的毕业生。据悉，
与昕晨同时申报国大医学系的毕业生有
近三千人，而只有三百名能够被录取。
在十里挑一的甄选中脱颖而出，她的成
功并不是偶然。
昕晨坦言，在华中国际学校就
读国际预科证书课程(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的确
是她获得录取资格的奠基。“授人以鱼

不如授人以渔”，她这样总结道。IB，
作为总和了各个发达国家教育系统长
处的课程，更为注重教导学习的方法
和作为国际公民的基本素质。在基本
的课业要求外，学生还需要完成知识
理论(Theory of Knowledge)、扩展论
文(Extended Essay)和实践活动(CAS,
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这三个部分
以取得毕业证书。也正是这样多元化的
教学要求，激发昕晨去做一些和她所感
兴趣的医学相关的课外活动：比如参加
照顾老人和病患的义工活动、在国大医
院的儿童急救部门实习、在儿童癌症关
怀基金会帮忙等等。不仅如此，在国际
化学习环境的影响下，昕晨的申请文件
也展现了她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际公民
和拥有国际宏观视野的当代学生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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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这些经历在一方面坚定了昕晨学
医救人的决心，同时也给她的申请履历
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华中国际学校对于昕晨的意义，
不只是她成功的垫脚石，更多的是和学
校老师、同学们亲人般的情感纽带。说
起校园生活，食堂里好吃的面摊、热闹
的新年捞鱼生和中秋嘉年华、同学们一
起做的义工活动、校长和老师们给予的
鼓励等，昕晨都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她表示，她会珍惜在国大学习的机会，
同时也感谢学校的培养，让她在面对挑
战的时候更加地自信和勇敢。
回顾华中国际建校十一年，无数
优秀学子从我校起跳，去到更高的国
际平台。展望未来，相信2016届的毕
业生又会给学校带来新的惊喜。

致

华岭
学苑

青春

n 陈静雨

如果你问我

几只黑白相间的花鸽子

为何如此明媚

会被我们的到来

却又为何如此忧伤

倏然惊起
落下破碎的羽毛

可天还明亮着

如果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转瞬 轻轻落脚在

夜幕还未拉下来

我会在此刻

另一边的天台水箱

黄昏的灯光在远方
忽闪忽明 忽闪忽暗

和你爬上天台 那架
生锈的梯子

这时 你抬头 会骤然望见

然后爬上 高高的水箱

一轮浅浅的圆月

看见了吗？

高悬于空

那就是我

皎洁、端庄、优雅

在白昼与黑夜之间

像未经打磨的璞玉

纯粹的

如此纯净 如此美好

不合时宜的存在

华中文化中心录音棚
华中文化中心录音棚(以下简称“录音棚”)建成于2016年第一季度，录音棚
由专人设计，采用专业级声学装修，使用众多专业软硬件录音设备，聘用专业录
音师操控，最大程度保证录音作品的质量。
录音棚录音室占地面积50平米，拥有霍夫曼立式钢琴一架，适合各类中小型
团队录音，尤其适合古典室内乐以及各类独唱合唱的录制。
立足学校，放眼全岛。华中文化中心录音棚欢迎华中学子来一展所长，更欢
迎新加坡各界人士在这里留下您的艺术痕迹。
详情请询校友会网站: http://www.hwachongalumi.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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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学苑
Holders of the HCI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on stage with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and Deputy Principals Mrs. Chin Bee Kwan and Mr. Chan Kwok Leong

Hwa Chong Students Reach New Heights at
the 2015 GCE A-Level Examinations

T

he Class of 2015 has performed
exceedingly well in the 2015
GCE A-Level Examinations,
achieving the best results since the first
batch of Integrated Programme (IP)
students took the A-Levels in 2007. This
was no easy feat, given that the bar was
regularly raised by their seniors over
the years.
The average Hwa Chong student
scored a record average University
Admissions Point of 85.2, with 6 out
of 10 students scoring 3 Higher-2 (H2)
Distinctions and above. This makes
them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many
top universities worldwide. Significant
improvements in distinction rates
were achieved in half of the 19 H2
subjects offered. These subjects are
from both the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underscoring Hwa Chong’s status as an
academic powerhouse.
Beyond attaining outstanding
academic results, the Class of 2015
also continued Hwa Chong’s tradition
of holistic excellence. Their passion
was not just in learning. Despite their
busy schedules, many students carved
out time to serve the community with

equal fervour, serving an average
of 115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This is the highest number in the past
four years. Principal Dr. Hon Chiew
Weng commended them as good role
models for their juniors to emulate and
encouraged them to continue playing an
active role in the community even after
leaving Hwa Chong.
In addition, 235 students from the
Class of 2015 were awarded the Hwa
Chong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These
students demonstrated exceptional
academic promise and displayed
excellence in leadership, community

Mr. Lim Junyang with his
graduated students

Reaping the fruits of hard work
with delight

Welcoming home the Class of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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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and character – a testament
to the culture of all-round excellence
upheld by the Hwa Chong community.
Finally, the time came for students
to receive their individual result slips.
The hall buzzed with a palpable sense
of both nervousness and excitement
as students lined up in front of their
tutors, who had stood by them in this
arduous but rewarding journey. As
Natalie Yu (14S7B) said, “I am thankful
for all the opportunities that Hwa Chong
has given me in these two years. I am
even more grateful to have had such
wonderful and understanding tutors,
who have supported and guided me
tirelessly.”
The collection of A-Level results
might be the last time the Class of 2015
gathers as one. Undoubtedly though,
the collective memories forged through
their Hwa Chong journey will continue to
bind them, no matter where they will be.
Panorama congratulates the Class
of 2015 and wishes them all the best in
their future endeavours!

华岭
学苑

Developing Capacities
at the Hwa Chong
Model ASEAN Summit
n Low Yu Teng 4S3

T

he Hwa Chong Model ASEAN
Summit (HCMAS) brings
together student delegates
from various ASEAN countries
and gives them the opportunity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facing the
ASEAN region by experienc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crafting. This year,
the 14th edition of the event was held
from 7th to 11th March 2016.
At the five-day conference, student
delegates engaged in a simulation
of diplomatic work by representing
countries within ASEAN and five of
the organisation’s partners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ustrali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s in an actua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the delegates were
split into various Committees, such as a
Peace and Security Committee and an
Environment Council. Each Committee
was chaired by a student Director and
one or two student Assistant Directors,
all of whom were chosen based on the
significant experience they had amassed
in attending and facilitating Model United
Nations (MUNs), events organised along
the lines of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s.

They had the important task of driving
debate along the right direction during
the five-day conference.
With HCMAS meant to be as
close a simulation of an actual regional
conference as possible, delegates
engaged in debates, drafted Declarations
(policy statements), and lobbied for other
delegates’ support. The delegates
discussed in detail a wide range of
salient challenges confronting the
ASEAN region and its partners, such
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freedom
of speech in political dissent. It was
thu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both local
and foreign student delegates to focus
on ASEANspecific issues.
For example,
the escalating
tension over
the question
of dominanc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
problem that is
of major interest
to all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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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in the ASEAN region, but it may
not be given special attention at other
Conferences or MUNs with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oncerns.
HCMAS also built various student
capacities. For instance, HCMAS
allowed first-time student delegates
to familiarise themselves with Council
protocols. All delegates, regardless of
experience, also honed the negotiation
skills so necessary in the modern
workplace. Delegates learnt too to
balance their country’s own national
interests with ASEAN’s interests as a
region – exemplifying the Hwa Chong
“win-win” mindset. Furthermore,
HCMAS was a platform for student
delegates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interact and build relationships with
those of different races and cultures.
HCMAS was truly an enriching and
fulfilling experience, with participants
developing their capacities in the
critical, creative, as well as caring
domains.

华岭
笔缘

歌声回荡

微笑常留

侧记《歌声与微笑2016音乐会》

“

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
的微笑留下⋯⋯明天这歌声飞遍
海角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
春花。” 闭幕前与资深歌友、青少学
弟学妹放声高唱主打歌曲《歌声与微
笑》，汩汩暖流，注入心窝。
首次参加华中校友会为庆祝合唱
团成立20周年，《歌声与微笑》系
列音乐会，于2016年5月21日，与华
中大家庭里的高中部合唱团、中学合
唱团、华中之声合唱团和国际学校代
表，同台欢歌。
开幕前一刻，从侧幕窥探台
下，560多个座位，几乎全满。座上
嘉宾并非全是熟头熟脸的华文歌曲老
歌迷，很大部分是陌生年轻脸孔。能
吸引年轻的支持者，反映出音乐会的
表演形式顺应时代要求，配合听众喜
闻乐见，选曲内容涵盖广阔地域、兼
容不同语文、顾及老少听众品味。

校友会合唱团获得声乐教学经验
丰富的指挥姬福荣悉心训练、团长兼
指挥许其明领导，唱出细腻与深刻的
领会。高中部合唱团以训练有素的音
调和音色演绎旋律变化复杂的马来歌
曲和日本歌曲；中学部合唱团以少年
清脆天籁之声描绘两个不同地区的生
活画面，华中之声合唱团抒发梦幻般
的情怀。这三支青少年合唱团在教育
工作者兼实力深厚的指挥林爱慧， Lee
Kun Won与Low Xu Hao专业指导下，
以无伴奏呈献，发挥目精耳灵、掌握准
确音高音准的技巧。压轴三首好歌，
由全体老中青团员一百五十多人混声
演绎《希伯莱奴隶合唱----在幼发拉底
河岸》、《细水长流》以及主打歌曲
《歌声与微笑》，把音乐会推向欢腾
的高潮，随着观众热烈的掌声化为尾
声，晚会画上完美休止符。
校友会合唱团队经验丰富，基本

许其明学长指挥合唱团员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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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高昭楷 (1958年)
成员五十多名，每个声部声量均匀，
加上青少年团队，人力资源充足，配
搭新落成的文化中心，相得益彰。华
中文化中心的启用，为表演艺术的教
学与中华文化的展演增设一个平台。
灯光、音响设备齐备、舞台宽阔，加
上舒适的观众席；后台通达二和三楼
的练习室、体育室和集会厅，后备的
空间可供百人以上的表演者休息、化
装、彩排。文化中心提供硬件，凝聚
华中老中青三代合唱团，在共同的表
演中心联合演出，互相观摩借鉴，彰
显华中人的团结、友爱、合作精神。
同日下午举行上装彩排，做最后
的微调与优化，检视演出流程舒畅，
确定细节没有疏漏。从全盘活动看得
出团队组织严密、合作无间，各团演
员各组人员工作安排到位，上下一心，
各守岗位：集散迅速，有条不紊；各队
遵守预定时间，预先列队等候，随传随

华岭
笔缘

郑苡娜钢琴伴奏
上；安静不喧哗，严守纪律，服从负
责人调度。青少年合唱团员表现可圈
可点，应该赞扬。调度联合大合唱一
百五十多人大队型时，不足五分钟。
指挥老师轻声提醒学弟学妹，让出平
台给昂哥安娣学长，到第五层表演台
阶上列队，小伙子们马上行动；退场
时沿梯阶回到观众席时，年轻指挥在
舞台边，伸手搀扶老学兄学姐，也提
醒青少年也来扶持老弱。多么温馨的
老幼有序，相互尊重场景。华中要传
承的传统文化，品德的培养，就在身
体力行中，在生活实践里潜移默化。
绚丽的光彩，悦耳的共鸣的余
音，随着舞台灯光淡化而渐行远去。

苦苦背诵的歌词可能不久也错漏不全。
然而，一起努力的伙伴所留下的美好印
象仍将历久弥新。那一大群人：有为了
合唱团而献出宝贵岁月的歌友，有不停
歇地在台前幕后走动的舞台监督：认真
确认演员的台位，目测聚光灯光影，测
试麦克风的声量，丝毫不忽略，胜于专
业会展策划人；而全职的管控音像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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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保护麦克风如战士手中枪的，拒
绝让别人迳自调整；照顾饮食，搬动
桌椅的事务员，确保大家不饿不渴。
热心赞助人的支持，热情的观众莅临
捧场，居功至伟。
有众人的投入，共鸣的歌声才如
此响亮，演出才绽放这般精彩。

华岭
动态

新加坡地铁
三十年拾遗
n 许福佐
岁月悠悠，三十年一晃而过。
1986年7月8日，日本川崎重工
(kawasaki Heavy Industries) 列车移
交仪式在碧山车厂的1.8公里试车轨道
举行。川崎总裁把一支启动金钥匙交给
前地铁局主席范佑安先生(Dr. Michael
Fam)，范主席又把它交到我手上。在
驾驶室里，我把钥匙插进启动插座。
贵宾们全部从临时站台进入车厢就座
后，我就把车门关上。车前面大约40
米轨道上早就竖起仪式拱门，中间用
米质纸封住。全部准备就绪，我把大
拇指紧紧按住喇叭按钮，足足长鸣了
8，9秒钟，然后把启动柄向前一推，
列车就飞速前进，冲过仪式拱门撞破
封纸那一刻成为历史时刻，成为新加
坡地铁的里程碑。冲破封纸那一幕也
在当时SBC电视每晚午夜收台时播放
了好几个月。

前总统王鼎昌学长(右三)主持地铁通车揭幕典礼。
左边为林良玉，右二为杨林丰，右一为范佑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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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笔缘

那一天距离1987年11月7日地铁
正式通车,杨厝港至大芭窑5个站开始
正式营运还有16个月。 正式通车的
揭幕典礼理所当然的是由王鼎昌先生
担任。
在这16个月期间,我们的列车在
碧山的试轨上来回不停的测试。起先
的头6个月里列车只能由我们4个从香
港训练回来的监督员驾驶。我们这4
个Train Superintendent，3个来自船
厂，另一个来自制造业。我们18个被
派去香港训练的同事中，只有两三个
是非制造业背景。我们交通部门后来
进来的六七十个第二级下属也多数属
于制造业，其中不少来自船厂。维修
部门来自制造行业的更是不在话下。
指出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来自制造
业特别是船厂的员工多数是亲力亲为
工程经理和工程师，他们很快就成为
整个运营部门的中坚力量。当时的运
营部门下辖维修，交通和培训。
前总理李光耀先生在80年代末的
一次国庆演讲中曾提到当时新加坡三
位最杰出的人士和工程师。其中两位
就是MRTC的主席范佑安先生和地铁
局局长林良玉先生。
我们怀念林良玉先生。他已经离
开我们十二年了。林良玉是抗日英雄
林谋盛烈士的长子。他是1982年政府
成立MRTC时的地铁局局长。在林局长
的领导下，新加坡地铁第一期／第二
期总共42个站的建设全面紧张有序的
展开。对工程高质量的要求和监督，
安全稳健的进展，各个阶段提前和如

期地完工。第一期／第二期工程的总
预算是50亿新元，东西南北线完工后
只用了45亿，为国家国库整整省下了5
个亿 。(80年代的5个亿是什么概念？)
当时的交通部长杨林丰博士曾经
这样形容林良玉：“我们很幸运能够
有他，他是一个能干的人士，一个出
色的工程师和经理”。
林良玉先生在六七十年代就已经
是积极参与新加坡公共交通地铁建设的
研究。他对新加坡公共交通的贡献无愧
于人们给于他“城市策划者”和“公共
交通创作者”的称号。他和王鼎昌先生
一道，积极支持新加坡的地铁建设，促
成了政府于1982年决定建设地铁。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
楼。
我们怀念王鼎昌先生。
王鼎昌先生以他的“城市策划
者”和“城市公共交通设计”专业知
识，在林良玉等一批对城市公共交通
有远见的人士强力支持下, 于七十年代
和八十年代初, 以交通部长的身份，力
排众议，力辩数位资深重量级部长，
终于在1982年国会正式通过建设新加
坡地铁工程。
地铁东西南北全线通车后，我却
在1990年辞职回去船厂我的老行业。
我妈知道我的性格，说我“命犯艰
苦”。那年头是地铁最安稳的年代，
一天下来难得有三分钟的延误。那时
也是孩子们最高兴的年代，他们可以
在车厢里吊着扶手柄荡秋千。
地铁全线通车为岛国居民带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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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高质量的大众快捷系
统，改变了很大部分人上班
上学习惯，成为岛国不可或
缺的交通工具，同时也带动
了地铁站近邻周遭商业繁荣
和组屋的增值。 在一片荣
誉光环笼罩下，有人开始逐
渐忘了初心，偏离核心，丢
弃文化。什么是文化？那是
脚踏实地，亲力亲为，培养
后进，熟读规则，与时并进
的一股工匠精神。急功近利
成为主流，房地产蓬勃发展
带动了租赁业，外来人口的
涌入更是一服兴奋剂。食髓
知味，商业人才成为新贵，
脚踏实地的实干家进入冷宫
或黯然离去。
科学这门学问是不偏
不倚的，违反科学终究会
受到惩罚。更严重的是，
设备可以翻新换代，工匠精神却不可
以复制。
地铁的运行不能不说到最核心的
信号系统。基本概念就是使到后面那
辆列车不会也不能追尾前面那列车。
最原始的火车信号系统概念是用目睹
实证和通讯来达成。比如火车从这一
个站离开后或从隧道的出口出来后，
这一个站的站长或隧道出口的讯号员
才打电话通知后方那个站的站长或隧
道进口的讯号员放行下一辆火车。在
地铁建设期间，不论是在隧道还是高
架上，我们的站长和工程车驾驶员就
是在实践从课室上学到的上述概念规
则。他们严守着这工程车守则来应对
各个施工队伍。施工队伍的车和人只
能在批准的轨道范围内(sector limit)施
工。这种守则叫做“在同一时间，在一
节轨道上，只允许有一列火车”(only
one train is allowed in one section at
any one time)。
万变不离其宗，今天最先进的信
号系统都是从上述最原始的概念演变
发展起来的。
地铁施工时期工程车是慢速的，
我们的人员一直在严守着工程车施工
守则，牢牢掌控着安全的钥匙。过了
卅年，地铁列车高速运行着，我们却
把守则丢了。
正是：

物是人非事事休 , 欲语泪先流。
─李清照

华岭
笔缘
n 柯世利

青玉案
沿加西弓河

长河千里烟和树，
溯源起、峰峦簇。
九曲回旋流邃谷。
白云西岫，碧涟东浦，风暖春盈处。

春风袅娜

玉林八际婆娑舞，

(加西)草原暮景

佳气青葱郁岩麓。

落晖枫林染，赤绿纠纷，如爱侣，正温存。

尽日山城云暂驻。

看村墟、远迩烟蒙焚烬，腾腾缕缕，散漫氤氲。

霭濡霞染，浩繁波路，韶景前洲渚。

网罩空间，轻飘山野，旷地田原蔫日痕。
按《钦定词谱》贺铸 体

暧暧夕岚越凌处，霞绡青叶渐拆分。

(题记：弓河，发源于加拿大洛矶山脉，迂回东流经加西
大平原， 合流“老人河”及“南沙斯卡川河”, 最后注
入“哈德孙湾”(内陆海)。

冷月藏伏云际，斜窥觑望，多情景，匿迹消沦。
村居近，晚风频，灯光闪烁，晃漾纷纭。
星斗微茫，迷离眨眼； 流萤扑暗，乱照繁林。

南乡子

归飞宿鸟，隐荒郊漠漠，天低日暮，欲断愁魂。

夏晨

河岸树啼莺，

按《白香词谱》 冯艾子 体

柳影幽柔绿满盈。
林圃花间传鸟语，
嘤咛，池面风吹 皱轻。

云淡碧天晴，
远浦烟波续太清。
闲步游人常企伫，
眸凝，何处江山不动情？
按《龙榆生词谱》冯延己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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