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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新春，华中大家庭共聚首
n 兰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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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2月25日上午十点半，
华侨中学大家庭于华中文化
中心剧场举行了2018农历年

新春团拜会。出席新春团拜会的有
华中董事会庄绍平副董事长、华侨
中学彭俊豪校长、华中国际学校董
事部何建昌董事长、华中国际学校
许进源校长、华中校友会黄龙金会
长、华中颐年俱乐部麦全安会长、
华初校友会会长刘步青、2018新春
团拜工委会郑苡娜主席，受邀嘉宾

华中大家庭各单位领导上台给来宾拜年。左二起许进源校长、彭俊豪
校长、麦全安会长、黄龙金会长、郑苡娜工委会主席、庄绍平副董事长

有南洋女中董事会洪芳芳董事长，
以及众多华中校友、华中学生的家

在这段风雨历程中，只有敢问路在

地演奏，在新春团拜会上引起观众

长以及新加坡热心教育的各界人

何方，才能踏上通向成功的坦途。

热烈的情感共鸣。

士。整个会场高挂大红灯笼，舞狮

欢歌笑语，值此新春佳节之际，华

紧接着，庄绍平副董事长致新

队伍热烈气氛，与会的朋友们互道

中中学部华乐团最先演奏了两首乐

年辞。庄副董事长赞扬华中作为双

新年快乐，一片喜气洋洋。

曲：《敢问路在何方》、《红绸舞

语学校在教育界的贡献和努力，认

春回大地，欢送金鸡，喜迎神

曲》，乐团的指挥老师激情昂扬，

为华中学子回到母校就有亲切感，

犬。华中风风雨雨快一百周年，

带领华乐团的年轻华中学子有层次

他感谢华中所有老师、学生和成

家长会第一次派代表出席团拜并呈献舞龙助兴

左起黄龙金会长、工委会郑苡娜主席、副董
事长庄绍平(右一)和两位大会司仪合影

员、以及家长们的付出和参与，
并代李德龙董事长因家事而缺席
表达了歉意。华中风雨一百年，华

华乐演奏《敢问路在何方》、
《红绸舞曲》

中精神代代相传，希望华中人继续
团结一致，坚持早期创校自强不息
的精神。今年是华中创校99周年，
现在华中董事会、校友会等就已经
开始筹备一百周年的重大盛会，也
希望明年大家能够参与华中建校一
百周年的活动，发扬团体精神，追

校友会合唱团、华中之声合唱团演唱《青春舞曲》

求卓越。他也代表华中董事会、校
友会向大家恭祝：新春快乐，龙马
精神！
一年之计在于春，带着欣喜的
心情，大家欣赏了华中高中部呈
献的精彩舞蹈《欣心之舞》。高
中部的女生们笑容满面，舞姿优
美，让观众的心情也随之翩翩起

华中国际学校表演快板《贺新年》

舞，充满愉悦。华中国际学校的同
学表演了快板《贺新年》，来自新

蹈。这是家长会首次参予团拜，共

乐声柔缓富有感情，打动人心。校

加坡、德国、俄罗斯、韩国、加拿

有90名家长出席，当中10多名呈献

友会合唱团演唱歌曲《时间都去哪

大等国家的男生们手中有节奏地拍

了舞龙表演。

了》，唱出了校友们生儿育女，怀

打着快板，口中随着快板的节奏不

喜迎新春拂绿柳，笑贺玉犬送

念时光的感慨。最后，校友会合唱

断说欢畅的吉利话，带着外国腔的

金鸡。华中大家庭进行了集体拜

团、华中之声合唱团演唱歌曲《青

华语给大家拜年，也用自己国家的

年仪式，各单位领导上台给来宾

春舞曲》，郑苡娜主席钢琴伴奏，

语言给大家道新年祝福，让来宾喜

拜年，祝愿大家：狗年大吉、万

这支充满着青春气息的歌优美动

笑颜开。华中校友会弘扬中华传统

事如意！拜年仪式结束后，新春

听，新春团拜会的节目表演至此落

文化，太极组的校友表演了《杨氏

团拜节目继续进行，华中国际学校

下了帷幕。

太极拳及董氏太极快拳》，他们先

呈献了韩国舞蹈表演《GOGO》和

最后，庄绍平副董事长、黄龙

是动作柔软，带着观众渐入佳境，

《Nobody》，青春洋溢的韩国男

金会长、郑苡娜主席为感谢演出成

后来音乐快昂，节奏分明，他们的

生和女生进行了欢乐的舞曲串烧。

员的辛勤付出，代华中董事部李德

动作也随之舞出了气势，将太极的

华中武术队一展身手，武术表演气

龙董事长分发红包给各演出单位代

外柔内刚表演得淋漓尽致。热烈的

势如虹，行云流水，孩子们身姿矫

表。至此，新春团拜会圆满成功，

掌声响起，华中家长会的家长们表

健，一脸正气，从容不迫，精湛的

来宾移步至三楼室内体育馆享用午

演了《祥龙起舞迎新春》，家长们

武艺表演大受观众好评！华中之声

餐及挥春，华中大家庭共叙旧情，

用心表演了一曲气势磅礴的龙之舞

合唱团演唱歌曲《今宵多珍重》，

合影留念，融入了欢乐的海洋。

华中高中部表演舞蹈《欣心之舞》

华中校友会太极班的太极拳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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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在籍学生表演中国功夫，赢得满堂喝彩

洪笃恭学长修复校友会牌匾

已

故著名书法家潘受题字的

修复牌匾的技术，我告诉校友会，

华中校友会牌匾，长年累

让我试试看。”

月受风雨侵蚀、空气污染

洪学长先用化学稀释剂洗净污

氧化后，已显露斑痕，字体变黑，

迹斑斑的牌匾，用沙纸磨平，用小

洪笃恭学长应黄龙金会长之请，把

型电磨机小心翼翼磨掉污点，

牌匾修复，使它重现昔日的光彩。

他给牌匾喷上黑漆，再为“华

他以实际的行动向校友会献礼，迎

中校友会”五个字用红漆打底，涂

过。因为先前校友会牌匾的五个

接母校百年大庆。

上一层金箔油，等风干后，才在字

字没有打底就直接油上金粉，没

上贴金。

有贴金。

洪学长说：“校友会是大家
的，我看过行家修复牌匾，也学过

洪学长几乎把整个牌匾重新做

所谓贴金，是用一种特殊的粘
胶把好几百张一方英寸的金箔贴在
字上，洪学长用了12个工作日，总
共60个小时，才大功告成。
修复牌匾的工序繁琐，必须有
耐心，一丝不苟，金箔轻而薄，贴
金时不能开风扇，也不能开冷气，
否则金箔会四处飞扬。
照现在的市价，如果给行家
修复牌匾，最少要花一两千元。
洪学长买了六包金箔(一包大概有
整百张)，连车费在内，他只花了
300元。
洪学长高龄82，于1960年代
学书法，默默耕耘，是我国的书
法研究与创作者，曾举行“人书
俱老——洪笃恭八十书法世界”
和“观自在”个展，备受书法界敬
重，早年是赤道艺术研究会会员，
曾担任该会文书，现为狮城书法篆
刻会的永久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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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百年华中情》
纪念文集稿约

母

校将在2019年庆祝建校百年。逢此盛事，董事会和校友会已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出
版《百年华中情》文集。
谨此向所有华中、前华中初级学院、华中国际学校的校友、前任及现任老师和

职员、在籍学生征求稿件。详情如下：
1.. 内容以母校为题材的各类作品。举凡文艺创作、母校历史事件、在母校的求学生涯、
纪念回忆母校的人事物、对母校未来发展的期许等皆可入题。
2.. 字数介于1千到3千之间，可附上有关的照片(纸版或数码版皆可，若是前者请注明是否
要归还。数码版请用高清晰度的jpg.处理)。诗歌作品请勿超过60行。
3.. 中文或英文写作均可。数码版请用微软文书处理(Microsoft.word).格式.(.doc.或..docx)
4.. 欢迎新作，旧作亦可。恕不发稿酬，但将获赠本文集一册，以资留念。
5.. 内容避免涉及种族、宗教和政治，亦不做人身攻击。
6.. 稿件恕不退还，作者请自留底本。
7.. 编委会对来稿有删改权。版权属华中校友会和华中董事会所有。
8.. 作品可用真实姓名或笔名，请附上中英文姓名、联系号码和30字左右的个人简介(含
毕业年份)。
9.. 来稿请寄：admin@hcalumni.sg.或
10..《百年华中情》编委：681,.Bukit.Timah.Road.#02-01.Singapore.269782。
11..若有疑问，请联络主编寒川(9277.3095)或执行编辑杨绍强(9668.4689)。
12..截稿日期为2018年4月30日。
诚挚期待各位的大作。
《百年华中情》编委会..敬约
2018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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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中情》

For English articles, please keep within a 1000-

*

word limit, and for Chinese articles, within a 1000-3000
limit. For poetry, please keep to within 60 lines.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 for
Hwa Chong’s
centenary
celebrations in
2019

A

Please submit your work in digital form – “.doc” or
“.docx” format for documents and “.jpeg” for photos/
images.
For pictures/images, we also request your kind
assistance in ensuring that the images are in good/
clear resolution. If you are sharing with us hard-copy
original photos, please indicate clearly if you would
like them returned to you, and if so, please provide full
details on return address / recipient etc.
While we look forward to original pieces, we also
welcome work that had been published before, as

n open invitation from《百年华中情》editorial

long as the content is relevant to Hwa Chong and

team:

the presentation format meets the above-mentioned
guidelines.

Pen and preserve your treasured Hwa

We would appreciate if you could steer clear of

Chong stories and memories

the topics of race, religion or politics in your content,

Come 2019, Hwa Chong Institution will celebrate

and refrain from any personal attacks.

an illustrious century in education.
In this memorable year, we will put to print a

We also appreciate your kind understanding that

special publication not just to commemorate the

there will be no payment for published work. All writers

occasion, but also to highlight the rich history of the

will be presented with a complimentary copy of the

Hwa Chong family, and to remember people, moments

publication.

and events that have built and shaped all who passed

The editorial team has the final say on what to edit

through the doors of Hwa Chong some point in the

and/or publish. Copyrights are also reserved for Hwa

span of this century.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and Hwa Chong Board of
Directors.

An editorial team,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Board of Directors,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and

Contributors may choose to publish under their

Hwa Chong Institution, has been put together to see

own name or a pseudonym. But we request all

through this project.

contributors to provide at submission, your full name in

The editorial team calls upon all existing staff and

English and Chinese, a contact number/email, as well

students, as well as former staff and old boys/girls,

as short bio data (max 30 words including graduating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year/class/school)

School, former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Hwa Chong

Please send your work to either of the following:

Junior College, to step forward and contribute your

Email: admin@hcalumni.sg; or

stories on memorable times, people and experiences

Post: Attention: 《百年华中情》editorial team;
681, Bukit Timah Road #02-01, Singapore 269782.

during your time with Hwa Chong.

For any further enquiries, you may also wish to

We look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hare your

contact the following for clarifications:

thoughts in words and/or pictures. Below are some
guidelines and pointers we would like all interested

Editor-in-Chief Mr Han Chuan at +65 92773095

parties to take note:

Executive Editor Mr Yeong Show Chang at +65
96684684

Writings/articles in any literary form or style are

Deadline for submission is 30 April 2018.

welcome, as long as it is about Hwa Chong.

We await your contributions!

Articles may be written in either English or

*(English title to be determined)

Chinese, depending on your preference and comf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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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华中校友 罗豪才
在北京逝世
952年被英国殖民地政府驱逐出境而到中国求学

月他当选为致公党中央副

的华中校友罗豪才，2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

主席。

1

他首倡并创立的中国行政

83岁。

法“平衡论”，是少有的能反映中国文化、体现中国

罗豪才是中国著名的法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

特色，并在国外有一定影响的法学原创理论。

家，祖籍福建安溪。他的祖父19岁时与乡亲结伴，远

1995年6月，罗豪才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走异国他乡，先到缅甸，后移居新加坡。
罗豪才于1934年3月在新加坡出生，17岁那年，

分管行政审判工作。在担任大法官的六年里，罗豪才

在华中就读的罗豪才因投身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

参与了《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

斗争，被殖民地当局监禁一年多，后因出生证丢失而

罚法》等法律的立法起草工作。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大法律系计划开设东南亚

被驱逐出境。
他抵达中国后，先被安排到广州知用中学，后转

国家法律课程。罗豪才在新加坡曾学过印尼语，于是

入江苏无锡第一中学学习。1956年，罗豪才考入北京

在1960年被学校留校任法律系助教，这也开始了他数

大学。

十年的教学生涯。

北大法律系毕业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20世纪90年代初期，罗豪才在综合分析、借鉴国

被公认为中国现代行政法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也

内外行政法学理念和流派的基础上，与袁曙宏博士等

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率先提出“现代行政法的平衡理论”这个崭新的命题，

1984年，在北京大学任法律系助教、讲师、系副

并立即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重视。

主任的罗豪才获得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机会，

1999年，罗豪才在全国政协大会发言《筑巢引

他的导师便是美国行政法的奠基人盖尔霍恩。正是这

凤，精心培育，促进留学人员创业园的健康发展》，

一年，为罗豪才回国探索适合中国的行政法学产生了

受到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直至2016年，罗豪才的身影依然活跃在法律专业

极强的借鉴意义。

领域的各项活动上，并且还就“互联网时代的人权与

1986年，已是北大副校长的罗豪才当选为北京市

发展”等最新议题发表观点。

侨联主席；两年后当选中国侨联副主席。1992年12

2015年，罗豪才学长（后排左四）访问新加坡，与同班同学及校
友会会长黄龙金（前排右二）、副会长黄保华（后排右三）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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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o be Mindful

S

tress has the ability to rob us of our happiness. Mindfulness,
a mind-body approach, trains our minds to be aware of the
stressors and steers away from the habitual patterns of

worrying and rumination.
On 21st January 2018,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Youth Chapter invited our fellow Hwa Chong alumnus Mr Eric
Lim to conduct a Introduction to Mindfulness Workshop.
Eric is an experienced mindfulness psychologist at Brahm
Centre. Eric holds a B.Soc.Sci. (Hons.) degree in Psychology
from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Eric is also a qualified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teacher from the
Centre For Mindfulness (CFM)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He spearheads th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efforts of
the mindfulness programmes.
The workshop was well attended by our Hwa Chong alumnus, students and
their parents. During the interactive workshop, the attendees learnt from Eric
how mindfulness can play a part in enhancing our physical health and emotional
wellness. At the end session, everyone were greatly inspired to start applying the
habits of mindfulness in our daily lives – living and appreciating the state of being
present every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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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Eric Lim

书法组成员
新春团拜现场挥春

校

友会书法组脱胎自书法班，是在书法班学习
多年的资深学长组成，现在有10位成员，
每个星期六上午，风雨无阻，集体学习，

坚持了15年。
不说人不知，书法组卧虎藏龙，当中最受人尊
敬的是书法家洪笃恭学长。
书法组没有导师，虽然他们的运笔风格各有
千秋，表现手法各有特征，但一团和气，互相
观摩，互相批评，共同进步，在在说明了书法
是修身养德的好形式、好渠道、好方法。
一个星期六上午，笔者偶然到校友会办
事，顺道到书法组参观。那天刚好是农历新
年前夕，只见他们专注投入，现场挥毫，
写了一副又一副的春联，准备赠送给亲朋
好友。
2月25日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当天，书法
组成员在现场挥毫，写了许多春联，吸引同学
围观。
当天华中大家庭领导上台向大家拜年时，展示的春联就出自
洪笃恭学长之手。
校友会还有一个“翰墨缘”书法组，有七位学员，每个星期四
下午在书法室练习，组长是张龙概学长。

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当天，书法组成员在现场挥毫

校友会书法班学员汇报展

陈若光学长(左)与孔令广老师(右)陪同李德龙董事
长一起参观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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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年1月12日至13日，华中校友会
在文化中心展览厅首次举办了书法
班学员们的书法汇报展出。

中华书法历史悠久，博大精深，不但
有着鲜明的艺术性和广泛的实用性，而且
自身还蕴藏着丰富的德育因素。学习中华
书法对培养个人良好的道德情操，提高自
身的道德素养和知识水平大有裨益。华中
校友会为弘扬华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艺

周日班班长杨梦琴作品

周五班班长王振益的作品

术精粹，开办书法班已有多年。
这次的展出是我们第一次为书法班举
办汇报展，除了让学员们有机会展示作品

习不上一年的作品，也有资深学员们的作

外，也为促进学员们之间，以及和各界书

品。学员们充分的用展出的空间，相互观

法前辈，艺术家们的交流。另外也为推广

摩学习！为纪念此次展出，学员们也筹资

书法活动尽一份力。.

出版了一份作品集〈友生锭墨〉。

这次的展出承蒙新加坡李氏基金赞

为方便参观者下载作品的影像，

助，华侨中学董事长李德龙先生拨冗出

以进一步观摩学习，展出也设立了网

席，并为展出主持开幕仪式。

站：https://hccc.sg/exhibitionhall/hall/. 并

展出的作品总共有80幅，都是学员们

在展厅作品标签上加上二维码，直接联系

努力学习的作品。书法班的指导孔令广老

网站上的作品图像。这样的二维码安排在

师，也展出3幅以他擅长的汉隶书写的作

现在的网络时代，也可算是与时俱进的！

品。展出作品中有来自14岁小学员、学

展出虽然仅有两天，学员们在这次展
出获益却不少：第一，它让学员们走出课
室，向外界展示他们的学习成果。第二，
在集中精力创作可以展出的作品时，学习
了对自己作品的艺术要求有了显著的提高;
以期达到最完美的境界。第三，学员们群
策群力，合力把这次展出办得成功！
学员们肯定会继续努力，在学习书法
上，在弘扬华族文化上更进一步，以期在
不久的将来再一次的汇报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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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老师孔令广以华
中校友冠名的题字

华中排球校友

新春晚会
华

中排球校友于2月24日(星期六)在新加坡凯煌酒
店举办一年一度的新春晚会。今年约有200位
校友、老师、家长和在籍学生一同庆祝狗年。

华中排球校友的队长谢明聪学长在上台演讲时提到成
立排球校友的目的。他也借机会感谢赞助晚会费用的黄永
宜学长和帮忙与酒店协调的易志强学长，以及在2017年为
华中排球出钱出力的校友。谢明聪学长也再次呼吁在场的
校友为母校和华中排球继续做出贡献。
彭俊豪校长赞扬球员“爱我华中”的精神

苏森联老师颁奖

排球队2018新春晚会工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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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校长彭俊豪也到场支持这

华中排球活动录影等等。在捞鱼生

项活动，并上台发表讲话，表扬排

的当儿，还有校友乔装财神爷到场

球校友对母校与华中排球的贡献，

助兴，分派“金币”，祝愿大家在

并鼓励在籍学生向排球校友看齐，

2018年财源广进。

铭记“饮水思源”和“爱我华中”
的精神。

也颁发牌匾给对华中排作做出贡献

今年的晚会工委会是由10位

的校友，如回校服务、捐款赞助校

年轻校友组成，平均年龄仅有22

友队，和排球校友队各组的队长，

岁。工委会主席汪明成在发表讲话

这也是一种“饮水思源”的表现。

时也再次感谢晚会工委成员，也分

谢明聪学长也分享了校友会设

享了虽然自己是公教中学毕业，进

立的网上申请表格，呼吁在场的

入华中高中部就读仅有两年，但华

校友加入华中校友会，更多的回

中和华中排球对他个人的影响是深

母校活动，让校友会更活跃、更

远的，也令他很积极的参与排球校

年轻化。

友的活动。

高中部排球负责老师陈奕晖(右)
与校友排球队谢明聪队长合影

今年华侨中学和华中排球校友

在享用了丰盛的晚宴，和观赏

今年的新春晚会活动包括拍照

晚宴工委会呈献的节目之后，大家

亭，历年的华中排球照片，校友

合照留念，为2018年新春晚会划上

对华中排球感想的录影，2017年

漂亮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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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文明学长感恩念旧
慷慨解囊，回馈母校
有华中子弟如林文明学长者，母校当自豪

n 陈兴庭 陈华明 冯国才

林文明学长(右一)与本刊执行编辑冯国才(左一)和编委陈兴庭合影

见

费，生活基本无忧。

洗碗碟的工作，身上还

安仑校长。1961年毕业后，文明学

神还很好、容光焕发，唯有敬业乐

披着工作服，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轻

长回到母校从校长那里领取了离校

业者如他，在生命的这个阶段才能

松地聊着。

证书，没想到几年后在俗称中国花

焕发出这样的生命力，
“自强不息”

读报是77岁的林文明学长的嗜

园(裕华园)任职的文明学长在园里

这熟悉不过的四个字，我们在学长

好，他偶然从报章上获悉，华中校

和郑安仑校长不期而遇，意外的是

身上有了新的体会。多年以来坚持

友会为庆祝母校创校百年，黄龙金

郑校长还认出他来，除了惊讶于郑

天天读报，文明学长对过去和现在

会长以“百人百万”的口号号召校

校长的好记性，郑校长对学生的认

在社会上发生的事还是能说得出一

友捐款回馈母校，他马上响应，毅

真又细心的态度，令他十分感动。

二，并未与社会脱节，实属难得。

然从毕生的积蓄中取出一万元亲自

言谈之间，文明学长对校园里的旧

陈嘉庚先生曾经说过：“夫公

送到校友会，随后还向秘书处工作

景物如虎豹楼记忆犹新，还能说出

益义务，固不得富而后行，如必

人员了解了母校和校友会的近况。

虎豹楼里不同角落的用途，说到虎

得富而后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

校友会深受林文明学长的义举

豹楼后面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往校园

日。”做为和我们一样的平民百

感动，我们趁着向他拜年之际，

外的另一个天地，大家都发出了会

姓，文明学长慷慨解囊回馈母校无

感谢他这么信任和支持校友会，另

心的微笑。

疑是先生这句话的践行者。

面的那晚，林文明学长

时虽然已是一天将尽，做了一整天

刚结束了当天收拾和清

聊着聊着，文明学长提起了郑

的收拾和清洗碗碟的工作，他的精

外一方面也向他了解了他的近况。

和文明学长聊天是件愉快的

他的三位子女都已长大成人，各有

事，也许因为他长期坚持阅读，他

各的工作，文明学长教导有方，子

身上散发出一丝淡淡的书卷气，和

女懂得孝敬父母，都会定期给生活

蔼可亲的脸上常带笑容，当晚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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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与文明的一次相遇，这次
会面令春节更明亮、更温暖。
有华中子弟如林文明学长者，
母校当自豪！

如何选择适合您的食油？

2

017年11月12日于
华中董事部大楼
(二楼)的保健座谈

会上，傅志宽学长给大
家“比油”，分享本地
市场上售卖的三十种食
油成份及优缺点比较。
傅志宽学长基于自
己个人多年对保健课题
的浓厚兴趣，用了约两
个半月时间对本地若干
个超市、小店、巴刹摊
位所见的各种类食油做

傅志宽学长(右二)与华中校友会理事合影

了简单调查，包括了动
物油与植物油，也对产品标签上的

主要的居多成份。有些是饱和成份

引来隐形问题，例如高温处理好些

内容做了较详细比较。他认为食油

多，有些是不饱和的某成份多、有

植物油可能使之变质，甚至可能把

是当今社会上最大的食品隐形问题

些各成份相对稍均匀，有些则某成

分子结构不稳定的油变成反式脂肪

之一。这个讲座主要目的就是通过

份很突出。

酸！他也举例说明油成份比例不对

分享，建议出席者要增加对食油的

傅学长也强调了油对身体的重

的话如Omega.6:.Omega.3太大，

认识，防选错食油或用法错误而影

要性，但非凡油皆一样。人的身体

会导致发炎。反之，则会抗炎。

响健康。从一天三餐、一年一千多

都需要各种油(除了反式脂肪)，只

美国到处是胖子和这点很有关系。

餐，可见累积影响不小，可见食油

是多少不同而已，例如饱和脂肪

他也畅谈了好多其他点如食油

的重要性。

身体也不可没有，只是少量而已。

的制作法(冷榨法. vs. 淬取法)、冒

每种食油都非含单一成份，都

今天周围人对食油有不少迷思，例

烟点、标签透明性、东西方食油

是几类油的溷合体，包括了饱和

如凡植物油都健康，凡动物油都不

的比较等。

油、单元不饱和油(Omega.9)与多

健康、凡饱和油都不健康，凡不饱

傅学长希望他能给大家起个

元不饱和油。多元不饱和油又分

和油都健康。孰不知植物油有好坏

头，对食油这每日都会服食，市场

Omega. 6与Omega. 3这两种必须

之分，动物油也如此，建议尽量要

上产品琳琅满目的东西多点关注，

脂肪酸。不同之处是油内哪种是

用好油。他解释了处理法错了也会

肯定对大伙儿的保健有益。

傅志宽学长简介
●. 1968年毕业于华中高中。
●. 新大土木工程硕士及英国工商管
理硕士。
●. 退休前为新加坡挂牌集团总裁。
●. 目前是几家公司的专业顾问。
●. 自1990年起自修保健课题。
●. 2010年起在一些公众场所分享保
健知识，8年来共分享了近40回。

傅志宽学长到校友会，与大家分享保健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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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Chong Alumni
Football Team Gathering
n Tay Wan Yuan,.Captain of HCAF (CHS 1994-1997, HCJC 1998-1999)
t was a significant date for the

important, as the Alumni got to

by HCAA, the sumptuous buffet

Hwa Chong Alumni Football

know each other better through

sponsored by HCAA’s 会长(龙金学

(HCAF) team as we gathered

the session, and even our family

长), as well as our own Alumni, Kek

for an internal kick-about session,

members and partners turned up

Ho Ann and Harry Low, the team

which culminated in a simple jersey

for the gathering. Our HCAA’s 副

finally has a jersey and duffle bag

+ duffel bag presentation ceremony

会长(绍平学长) and 秘书长(仕文

to identify with.

and a luncheon held at the Hwa

学长) also graced the occasion

Thanks to all who made the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s

and presented the sponsored

effort to turn up, we had a good

(HCAA) premises.

equipment to the members.

start to 2018, here's hoping we

I

The score-line wasn’t

Special thanks to sponsor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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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e an awesome year ahead!

钟楼前赏月人的背影

皓

月当空，群星闪耀，400
名华中人齐聚大操场，
在夜空下观赏人生中难

得一见的天象，使华岗成为新加坡

齐
聚
华
岗
追
看
天
文
奇
观

华中天文学会拍摄到
的血月(月全食)

呈现出红色的“血月”。
得知雨停后，众人迫不及待走
向操场。抬头望去，犹如银盘的
明月这时出现了细微的缺口，月全
食震撼登场。当月亮被遮挡住一半
时，逐渐变红，像是洒在画纸上的
红色颜料，荡漾开去。本次月食持
续1小时16分，学会放置的6台天文
望远镜前，很快整齐有序地形成了
人龙，一轮红月高挂，柔美的光辉
营造了融洽愉快的氛围。

n 毛子鸣 17S7B

观月人数最多的场地之一。2018年

其实除了月亮，还有点点繁星
点缀广袤的天宇，像被揉碎了的钻
石。通过会员的介绍，参加者认识

1月31日，巧逢血月(即月全食)、

满月就更大更亮，人们管这叫“超

了星星的名字——猎户座、金牛座

蓝月和超级月亮叠加出现，这种

级月亮”。至于蓝月并非月亮的颜

等。校舍管理处后勤人员周维新先

罕见美景每隔150年才出现一次，

色，而是从英语blue moon直译而

生在活动结束后发来感谢短信：“

上一次发生此“三合一”现象是

来(意为罕见之事)，指一个月内的

衷心感谢天文学会的师生，花费了

在1866年。

第二次满月。月全食是因为地球挡

时间和精力组织活动，让我们欣赏

“月以稀为贵”，华中天文学

住了太阳的光，只有部分光经过地

到这难得的奇观，并了解到人类在

会于是积极组织观月活动。副主

球大气层折射后打到月亮上，于是

浩瀚宇宙中是多么的渺小。”

席谭恺雯(17S60)说：“最近几乎
每天都下雨，筹办的过程中，我们
不断期盼着晴朗的天气。但是活动
开始前数小时非但乌云密布，更下
起绵绵细雨。我们只好启动雨天备
用方案，没料到7点多老天突然放
晴；更料不到的是雨浇灭不了大
家的热情，竟然有那么多同学、老
师、校友和家长前来支持。看大伙
儿乐在其中，之前所有辛苦的准备
都是值得的！”
傍晚6时许，天文学会先在第
二讲堂给参加者上课，讲解天文现
象的成因和天文望远镜的用法。原
来月球是以椭圆形轨道绕行地球，
月球和地球间的距离不断变化，满
月发生时月亮离地球越近，看到的

本次天文景象是一生中难得一遇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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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创业开眼界
n 张启明 17A12·摄影: 苏高扬

2

017年. 11月中旬，修读双文
化课程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
下，展开中国浸濡之旅。由

于中国在互联网发展方面已达世
界先进水平，为了让同学开拓眼
界，浸濡团抵达厦门，就先去参
观“中国互联网企业百强”的两家
公司——新浪(厦门)暨微博福建分公
司和点击网络。这两家公司在1990
年代末成立时就是充分把握互联网
崛起的契机。

浸濡团师生与新浪公司的代表(右一)合影留念

随着智能手机的普及，越来越
多人上网。新浪推出的微博丰富

务，为各类企业打造在互联网上创

们采用的方式是让消费者提前支付

了人们的生活，提供一个易于交

业的基础，如：软件开发、系统集

部分费用，再马上订做，并保证一

流、传播信息的平台，让各国网民

成、平台服务等。

定会在两周后把货送到顾客手上。

可以随时随地联络沟通。目前微博

参观两家公司不仅加深同学对

上的舆论和中国社会上的舆论高度

中国网络信息产业的认识，也看

匹配，微博的普及打造出一个比较

到互联网能给予青少年不同的发

互联网让年轻人通过“帖子”

全面的舆论平台，也在传播信息方

展方向。近年兴起的“网红电商”

及“井号(#)标签(Hashtags)”等最

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拥有更广、

便是年轻人使用发达的网络开设的

低成本的方式去了解社会，他们可

更快的传播功能，若说“中国所有

虚拟商店。讲员与同学们分享了两

以很快探测到市场的脉搏，知道如

的大事都在微博上”，一点也不夸

位90后通过互联网创建品牌、进行

果想开网店，最佳的途径是什么。

张。而点击网络也很早就预见到企

营销的故事：他们凭着自己的努力

这让青少年更容易走上创业之路，

业的需要，开始提供网络方面的服

创建服装网络商店，因为没有实体

实现自己的梦想！

店，故无需在存库方面下本钱。他

分享会让学生了解互联网世界是商机无限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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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时，买家只需付余款、写评语，
一切便轻松完成了。

小小银球掀起
全校运动旋风

2

017年10月26日破晓时分，.

准备比赛的过程中，我认识了不少

40多张乒乓球桌已整整齐齐

平时不太熟悉的同学。这更是在紧

地排列在崭新的室内体育馆

张备考之际有益放松身心的休闲活

里，准备在8时正开门迎来1300余
名师生，开启校史上最大规模的乒

动。”
.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比赛并未

乓球赛。这项大型乒乓球赛从上午

如传统赛事般推出排名，唯一的

8点一直进行到下午3点，是我校“

个人奖项是不分名次的

全校运动”5周年的压轴活动。早

各组前十名选手。

在2012年，为了鼓励学生于课余多

所有中学部学生

进行运动，在当时的潘兆荣校长的

代表各自的共

号召下，华中在校园各处增设乒乓

识联，而高

球桌，方便学生随时都能来一场友

中部同学则

谊赛。几年下来，乒乓球已然成为

代表各自的

风靡全校的热门运动，课间午后，

育人学团，

乒乓球声不绝于耳。近八成的同学

每赢得一局

已能达到学校制定的技术水平，能

就能为自己

够打正式的比赛。

所属的团体

本次乒乓球赛获得全校师生

n 程万里 17S65

沉着应战，全力以赴挫败对手

取得一分。活

的广泛支持。中一、中二班级反

动策划人卓亮生

应最热烈，共有600多人参与。中

老师表示：“我们

三、中四也有200多名同学参加。

办活动是想让同学知

高中部方面，虽然有专题作业考

道，真正的目的不在比赛，

试，参加人数稍逊一筹，但热情

而在于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项团

术，未来甚至打算包括篮球、羽毛

未减。陈恺仟(17A12)在赛后受访

体活动培养团队精神和凝聚力。”

球等。今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这

时说道：“我觉得活动很有意义。

同样出场一显身手的潘校长指

样活跃的氛围将持续渗透于师生平

虽然第一轮我就出局了，但很庆幸

出“比赛是对这项活动成果的验

日的生活之中，把华中打造成为更

有这个与好友一起运动的机会。在

收”。当被问及未来“全校运动”

健康、更富活力的校园。”

是否继续
手握乒乓板，全校动起来

扩展时，他
说：
“当然会，
我们还正探讨列入武

去年“全校运动”5周年压轴活动乒乓球赛，潘兆荣校长(左六)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王勇诚先生(右六)颁奖给获胜选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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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国家公园局之邀，2017年10月7日一
早，我和3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
出发到山景道一带的铁道走廊进行实

地考察活动。由于明年我们要做的专题作业是铁
道走廊“生物多样性与绿意”主题展的一部分，
因此公园局希望我们能先展开前期的准备工作。
走入清晨的林子，扑面而来的是清新凉爽的
空气，处处鸟语花香，树木郁郁葱葱，一颗颗晶
莹透亮的露珠顺着叶子滑下来，欢快地跳跃着，
仿佛一幅淡淡的水墨画，水墨画里还弥漫着青草
的芳香，令人心旷神怡。走在充满历史感的火车
轨道旁，我们都被眼前这条“绿色长廊”所深深
吸引。聆听公园局职员的介绍后，我们了解到24
公里长的铁道走廊，沿途有2个重点特色区——丹

学习如何从仪器上读取数据

在专人指导下，学生认真测
量并记录水流速度

为铁道走廊生态环保献力
n 中四汇聚二班 郭毅腾
戎巴葛火车站和翻沙水沟。火车站作为国家古迹将
获得保留，并在未来的20年里转变为供人休闲聚会
的社区场所；翻沙水沟则效仿碧山公园沟渠改造的
做法，融合现有沟渠和铁道走廊，打造成适宜多元
生物共存的绿色空间。
我们的专题作业主要是针对翻沙水沟周围的环
境、生态、气温与水流进行考察，收集资料后再加
以分析。公园局职员指导我们做初步的资料收集和
样本采集，除了用鱼网捞起水生动物如小鱼、小
虾、蝌蚪、昆虫、螺⋯⋯，还用仪器测量水的酸
碱度、流量和温度等。从事这些活动让我们感到
新鲜好玩，其中搜寻小鱼小虾的过程最有趣，每
当有人捞到这些小生物时，便会迫不及待地和大
家分享自己的收获，当然还会用手机拍照留念。
不少路过的晨运者注意到我们在“工作”，无不
好奇地停下脚步观看，他们大概没有想到水里竟
然藏着如此多小生物吧？
令我难忘的是，当天我们有幸巧遇一群到场视
察的政坛人物和基层领袖，如：社会及家庭发展部
李智 部长，财政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沈颖高
级政务部长、教育部兼贸工部刘燕玲政务次长等。
李部长除了称赞我们的研究极有意义，事后还把与
我们的合影上传到他的面簿。
能走出校园参与社区发展计划，并得到专人指
导，使用专业仪器收集资料进行科学分析，我们真
的很珍惜这个宝贵的机会，这也激励我们要做出更
有水准的专题作业，为绿色新加坡贡献一份绵力。

水中可探测到的生物品种相当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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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on the locals’ lives after all.
By visiting the village, she suggests
that the students brought to the
locals a fresh perspective from
Singapore and offered them new
hopes.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there are opportunities waiting for
them in the world beyond Prigen,
the residents may be inspired to

It Takes Mutual Respect
To Build A Village
n Yau Chun Yi 17S7G

F

strive for a better life.
This trip has benefitted
our team in many ways. Clara
developed a greater appreciation
of the sufficient amenities we have
in Singapore. After this trip, she

rom 26th November to

Motivated to redress the

also became more empathetic and

2nd December 2017, Li

insufficiencies they witnessed,

felt inspired to help more people

Hou De (Mark) from 17S7J

the HCI and ITE students set out

who are not born into privilege.

and Clara Lim from 17S65 led a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Meanwhile, from his

group of Hwa Chong and Institute

locals, tying and cutting metal wires

interaction with friends from

of Technical Education (ITE)

for building efforts and teaching the

different backgrounds, Mark

students to East Java, Indonesia.

Grade 7 to Grade 9 (Secondary 1

learned to adopt an open mindset.

They stayed at a village known as

to 3) students English.

“I guess when we were trying to

Prigen, located 65 kilometres south

Concerned that more could be

help them and improve their way

of the major port city of Surabaya.

done for the locals and the student

of life, we have unintentionally

Prigen is not so different from

team’s efforts were ineffective

attempted to impose our way of

Singapore at first glance; the

in meeting the residents’ needs,

life on them. Ultimately, we should

natural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Mark reflected, “it was somewhat

learn to appreciate each other’s

make one feel close to our tropical

impractical for the villagers to

lifestyle. They enjoy their slower-

home. However, in Prigen, lessons

learn English as their current

paced life, whereas we cherish our

can only be carried out in the

environment does not demand

metropolitan living,” noted Mark.

morning because in the afternoon,

them to master it. Whereas during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was a

the classroom is almost dark,

the construction effort, we were not

satisfying and enjoyable trip for the

making learning very difficult.

really that helpful as many of our

team in Prigen. The students and

Lessons are also cancelled when

knots had to be retied.”

locals benefitted each another and

it rains because the raindrops

Clara, on the other hand,

hitting the zinc roof drown out the

believes that they have made an

teachers’ vo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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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mories will stay forever.

Listen To Diversity, Speak Of Harmony
n Lee Jit Ping 17A15

The team collecting the WSDC trophy during the closing ceremony

Au Wei Hoe (16A14) speaking at the
grand finals of the championships

he World Schools Debating

T

won by Team Singapore with an

the team bonded with foreign

Championships (WSDC)

8-1 split decision, hence awarding

competitors during dinners and

is the largest international

them the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

Cultural Night, which allowed

tournament for debaters aged 14

Au Wei Hoe was named the 7th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to 19. This year, it was held in Bali,

best speaker of the tournament.

other participants beyond that of

Indonesia with over 50 countries

Though the lead-up to the

just debaters, but as fellow global

participating to fight for the coveted

tournament was less than ideal,

citizens. Being in Bali also meant

championship trophy. Au Wei Hoe

with many flaws exposed during

being deeply immersed in the

(16A14) and Lee Jit Ping (17A15),

practice sparring sessions, the

local culture, with participants

the captain and reserve member

team focused its efforts on learning

greeted with a different dance

respectively, were part of the team

from the errors and making steady

when entering every host school.

that represented Singapore in the

improvements. This mindset of

“Participating in WSDC has

competition.

self-improvement allowed the

not only allowed me to improve

After eight preliminary rounds

members to soar above their initial

my oratorical and debating

and three elimination rounds

standards to refine their skills,

skills, but also exposed me to

against Pakistan, India and the

adapting and learning during the

a wide variety of cultural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e

tournament itself. For the team,

regional perspectives on different

faced England in the Grand Finals,

this meant creating a checklist

issues.” Wei Hoe shared. He also

opposing the motion “This House

to ensure constant improvement.

expressed his hopes for future

supports restrictions on free

Their efforts paid off in latter rounds

debaters to do the country proud,

speech to combat the rise of right-

of the competition, leading to their

and in the process, become more

wing populism.” The debate was

eventual success.

informed members of society.

The team at the opening ceremony

Beyond being a competition,

We would like to thank our

WSDC prides itself on being

coach, Mrs Geetha Creffield, for

an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er support and advice throughout

Hence, the team was fortunate

the eight-month lead-up to the

to learn from and interact with

competition. We are also indebted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such

to our past coaches in high school,

as adjudicators from different

Mr Foo Jun Sheng and Mr Bryan

debating circuits, which provided

Chan, for giving us the space and

them with new insights into the way

opportunity to explore and develop

debates are viewed. In addition,

our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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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ing Pains

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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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bigail Lee Jiaxin IB2C

E

microcosm of beauty?

my head around the

lot. The school asks if studying

significance of this number. It

overseas is really my dream; my

seemed like just a breath ago

parents want me to be no less

when my lungs were desperately

than a hundred percent sure of

grasping for air the night before my

the course of my choice. I reply

English ‘O’ Level examination, and

them with a resounding “Yes!”

before I know it, I am catapulted

Truth is, I do not know. Weirdly, I

right out of the secondary school

am more frightened of the prospect

system and am strapped firmly on

of them finding out the Truth than

plains only to arrive at a piece of

a rollercoaster heading full force

I am terrified of my own internal

barren, parched land; go to school

towards university.

shattered career compass.

because you are intrigued by the

What do I do now?

endless possibilities of this earth,

What is the point of burning

as you surprise yourself with the

Literally, my clothes start to

midnight oils, working towards a

expanse of knowledge you are

wrap taut around my shoulders.

non-existent goal? What is going to

determined to accept. Go out

Clearly, the remaining trails of

be left of me, should I continue on

and realise how, as you grow, the

puberty are still littered across my

with this seemingly lethargic drive?

whole world moves with you, and

ighteen. To be honest, I
still am unable to wrap

Truth is, at eighteen, I lie a

Eighteen. I guess that is what
eighteen feels like.

face in the forms of conspicuous

What do I do now?

the choices you make can either

blemishes and acne scars (mind

The answer, ironically, lies

shatter the ground beneath you, or

you, I did not sign up for this part

in time. Only time will tell. Until

launch you into a space filled with

of the Growing Up programme).

then, it is okay to feel this way, to

bountiful opportunities.

Perhaps, this is a metaphor of

be this way, to live this way. Until

The conception of choice

growth: the time we begin to feel

then, withholding the Truth does

is that simple: choosing to tell

awkwardly discomfited in our own

not make me a criminal, strolling

yourself that maybe, just maybe,

skin, striving to slowly wrench

aimlessly alongside the vicious

awkward dancing is not that bad

out of this shell that is obviously

cycle of life does not make me lost.

after all. It is only through making

becoming way too small for us.

Until then, I am simply on my way.

both good and bad choices, that

A sign of maturity? More like

What fundamentally matters,

we flourish.

is choice. The choice of living,

On hindsight, I may have

This clumsy twirling and

loving and laughing, the choice of

twirled and whirled a little too

whirling, however, does not

allowing yourself to live, love and

much, almost enough to make

necessarily translate into an act

laugh, the choice of painting the

me dizzy; but at least now I know,

of collective humiliation pinned to

walls of the time you are confined

that I may well be on my way to

the oddities of growing up. Rather

to the brightest golden hues.

perfecting the pirouette.

– call me an idealist if you may but

Go to school, not because you

– what if this agony in growth is a

are sprinting across boundless

ungrateful, ungainly da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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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ghteen. I guess that is what
eighteen is suppose to feel like.

葫芦岛出差随想

n 许福佐

芦岛不是岛，葫芦岛地

葫

一份正式报告。回来后同我上司说

处东北辽宁省西南边陲

起这事，他大笑，特别羡慕我。

的一个市。同河北省山

这是从2004这三年以来最写意

海关接壤。对东北广袤大地一直

最轻松的一次出差。第一次看到东

都有一种向往——北大荒和知青 ①

北人往有半个篮球场大的深坑里埋

的年代，唱过多少黑土地的歌，

一块块有一米见方(1.M2)的冰块，

文人萧红和萧军(“小小红军”)的

说是储藏起来夏天用。还有，在结

小说和事迹。可是，我却一次都没

冰的九门口河里分界线，也就是

去过东北。

水上长城，我一脚踩在葫芦岛(辽

翻出当年出差葫芦岛市的名

宁)，一脚踩在山海关(河北)。

片。这名片特别，就一张，是当

这期间，葫芦岛官员还带我们

地政府官员预先帮我们印好的。

去参观了几个景点。让我印象特别

第一次去东北，也第一次知道在

深刻的是日本侨俘遣返之地。乍看

辽宁最西南角的葫芦岛有一个水

之下，还以为石碑上的数字是6位

上长城。那是在2007年1月，已进

数，仔细看才知道遣返人数超过1

入数九天②，但那年是暖冬，我们

百万。原本在石碑旁照了张像，

从上海飞沈阳，抵达时大约零下六

就是找不到，只好从网上下载了一

摄氏度(-6.ºC)。官员从葫芦岛驾车

张。2008年中国为纪念日本侨俘遣

北上来机场接我们，路途单程300

返60周年，在葫芦岛举行了盛大纪

公里。问我们为什么不飞北京？

念集会，并重新建造了纪念石碑。

葫芦岛去北京南下单程500公里，

20世纪初，日本国策移民之

我俩愕然。

下，中国东北日侨人数迅速增长。

我是同总部一位黄姓小姐一

中国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6年

起出差。黄小姐职称是助理副总

至1948年止，中国国民政府将东北

裁(AVP)，级别是经理，比我低两

地区还日侨与侵华日军俘虏集中在

级，却是这次出差我的领导。接

葫芦岛进行遣返，总人数超过100

待我们的也是黄姓小姐，职务是市

万，途中日侨并未受到中国军民的

长助理，是市长身边红人，位高权

报复，而同期被苏联红军俘虏的40

重，是呼风唤雨型。黄市长助理待

万日本战9俘则在西伯利亚森林中

我们特别热情周到，不只一次在我

作就0苦役，后来生还回日本的人

们面前对着属下官员说她俩领导都

数不到一半。

是助理，又都姓黄，绝对不能怠慢
了我们。

中国对日本这种以德报怨的行
为，日本并不领情。日本大和民族

隔天葫芦岛孙市长接待了我

在世界上是很特殊的一种民族。对

们。介绍期间孙市长不忘提到葫芦

于?弱小民族，他们是以残暴、凶

岛是中国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的出

恶、血腥、无情对待。对于曾征

生地。期间摄像员绕着我们转了两

服过他们的如美国和前苏联(俄罗

圈。吃过晚饭回酒店休息时，房间

斯)，大和民族表现出来又是服服

电话响起。电话那头黄小姐紧张兮

帖帖、唯唯诺诺。

兮喊：
“HC，HC，你赶快看，我们

这个民族具有特级5的工匠精

在电视里。”我们公司规定是不允

神，对待事物的认真程度简直是一

许出差人员上电视。我就安慰她，

丝不苟，一件事物非达到精致极致

先email老板说明情况，回去后再写

不算完成。所以在和平时期，日本
22

制造的东西举凡汽车、视听器材、
家电到食物包装，人们都很喜爱。
日本在发扬和传承和中国共同的文
化如书法、茶道、盆栽、围棋时也
是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所建立起
来的制度、规范、等级也使到传承
一直能延续下去。可就是这种大和
民族特有的精神表现在战争年代，
让日本军队成为一支让人恐惧心寒
的军队。
日据时期日本人对整个社会的
严厉残暴管理，让社会上犯罪分子
绝迹的这个经验，已故新加坡建国
总理李光耀的感受最深刻。在回忆
录《风雨独立路》第七章中，他说
得很清楚：“日治时期的三年零六
个月，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
它让我有机会把人的行为、人类社
会以及人的动机和冲动看得一清二
楚。”“日本军管政府的统治方
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
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
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
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
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
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
验。”这也是建国总理后来治理新
加坡的两个法宝:一个就是英国人留
下来的法律制度，一个就是日本人
的严刑峻法管理。两代人过去了，
也造就了年轻新加坡人同世界上其
他国家青年人很不同的特质。外面
世界看到的青年是躁动不安走在社
会改革的前列，相对而言，我们却
显得格外安静。
① 六七十年代中国国家号召广大青
年到农村去锻炼。知青就是那个
年代知识青年的代号。
② 数九——中国的廿四节气一到冬
至(每年阳历12月21日至23日其
中一天)这个节气，天气就开始
进入寒冬。所以从冬至开始就有
数九的传统。也就是从一九、二
九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就春暖
花开了。其中有”三九严寒冻死
牛”之说。也有激励歌词如”三
九严寒何所惧”等等。

HCI’s Class of 2017 have performed outstandingly
at the GCE A-Levels examinations
The Class of 2017 has achieved excellent results
once again and we are very proud of them.

•

1. 6 out of 10 scored 3 H2 Distinctions and above.

9 Certificates of Distinction for Performing
Arts at the 2017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2. Even with the revised GCE A-Level syllabus, 13
subjects have recorded an improved performance
from last year. These include H2 China Studies
in Chinese, H2 Economics, H2 Geography, H2
History, H2 Mathematics, and H2 Physics.

4. To date, 14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been
offered provisional 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
Scholarships. Three provisional Singapore
Armed Forces Scholarships have also been
offered to Hwa Chong students.

3. Besides their sterling academic results, the Class
of 2017 has also excelled holistically.

5. Even before the release of the GCE A-Level
results, 14 students have been admitted to
Peking, Fudan and Tsinghua University for
bicultural excellence.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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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udents, more than a quarter of the
cohort, have been conferred the Hwa Chong
Diploma with Distinction

•

This cohort tirelessly and selflessly
contributed back to the community, serving
an average 112 hours in community service;

•

They have continued Hwa Chong’s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with 52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2006-2018);

•

They also took home 55 Top 3 titles at the
Interschool Sports Championships in 2017
and;

6. This year, a record number of 56 Hwa Chong
students have received offers to Cambridge and
Oxford University.
7. Close to 600 offers have also been made to Hwa
Chong students from top US and UK universities
such as Harvard Universit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New York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Imperial College London,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锦帐春】 春末偶成

【燕春台】 春郊

笑语东风，留春不住，只吹绿、郊原芳树。

冉冉风和，潇潇雨霁。云头遗响轻雷。

见浅波疏影，尽絮花轻舞，青冥随处。

隐隐天边，两三南雁翔飞。
山前流水萦

未已乡心，客思中路。岁序换、去来谁主？

。谷间传、莺啭声催。.

野亭池畔，繁红浅绿，郊甸芳菲。.

顾云端逝鹞，欲乘风归渡，且将春诉。
天涯迟暮，海角逢春；物华游赏，极地徘回。.
人生俯仰，荣枯顺逆累累。

~~~~~~~~~~~~~~~~~~~~~~~~~~~~
钦定词谱》戴复古..体

身在壶天，自清娱、踪迹心随。

中华新韵／词林正韵

倦来归，环映云彩动，遥月斜窥。

(...............)

加
拿
大

~~~~~~~~~~~~~~~~~~~~~~~~~~~~
钦定词谱》张先..体
中华新韵／词林正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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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文凭组织IB成绩放榜

华中国际学校

再创新高
2

相约华中

017年国际文凭组织(IB)大学预科考试成绩放榜，华中国际学
校再创新高，以自2010年以来最多的考生，即117名应届考
生取得最辉煌的成绩，标志新的里程碑，为华中国际学校带

来无比的荣耀。
继2016年取得的有史以来最佳成绩，2017年考生的及格率达
100％，在八届的应考生中，第三次取得完美及格率。更令华中
人兴奋的是，今年亦有两名考生Hanson.Chin. Heearn金喜恒(马
来西亚)及Hu. Yijie胡漪洁(中国)再攀去年高峰，考取45分满分，
而在每2名考生中即有1名考取38分，达到全球一流大学的录取标
准。尤有进者，每3名考生即有1名考取40分或以上。更令人惊喜
的是，全体考生的平均分达到37.2，再创历史新高。由此证明了
华中国际学校切实为考生提供了全面且有效的IB教育。此外，在
每3名考生中也有1名考获IB双语文凭，这得归功于学校素有的优
秀华文传统及对双语教育的重视。而这次的成绩表现，也证明了
学生的辛勤努力与坚毅不拔的韧劲，于此，2017年的毕业生可以
自信且从容地迈入他们另一阶段的教育旅程。
与往年一样，这届考生也展示了超乎他们水平的表现，令人
鼓舞。虽然起跑点不同，但众多考生高增值的成绩表现，体现了
华中国际学校的教育理念与哲学，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激发学
生的无限潜能并将之充分发挥。

今年9月14日
1968年度

华中高中/中四毕业生
叙旧会
1968年挥别山岗的华中子
弟，在50年后的今天，期盼相
聚，重温当年校园的点点滴滴。
那就记得这个日子吧：2018
年9月14日(星期五)，晚上7时正
于华中校园。
我们希望见到老同学，细说
华中，畅谈别后人生。
详情可电邮校友会秘书处，
或拨电话询问。您只需要留下姓
名、哪一个班级、联系手机号码
即可。68年毕业生工委会成员会
迅速与您联系，谢谢。
1968年度华中高中/中四毕业生
叙旧会工委会 启

为继续创造佳绩，华中国际学校期待更高的挑战，成为更卓
越的IB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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