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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董事长李德龙致词

新届理事会任重道远

醒狮迎接李德龙董事长（左三），左起郑苡娜副
会长、庄绍平副会长，右起谢明聪副会长、洪铭
逢副会长、黄龙金会长。

联合华中大家庭成员办好百年大庆
15日(星期日)上午

这次的就职礼监誓人是董事部

10时许，华中文

李德龙董事长，在他的监誓下，由

化中心剧场已人头

黄龙金带领全体理事宣读誓词。

7月

会鞠躬感谢。”
黄龙金会长在他的致词中也提
醒与会校友，再过几个月，华中将

攒动，校友们成群结队的到来参加

李德龙董事长在致词时肯定校

举行百周年庆典。华中砥砺自强，

华中校友会2018-2021年度理事会

友会对母校的贡献，他说：
“校友会

迈入百周年，先辈创校，一路走

的就职典礼。

和董事会是华中的两股核心力量。

来，今天的成就，得来不易。

在众多的校友中，不乏已白发
苍苍，甚至拄着拐杖，或由子女搀

多年来校友会给予母校的贡献、支
持与帮助，难以言喻。”

他说：“办好校庆，单靠校
友会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华中大家

扶的校友出席；他们都晓得，明年

李董事长说：
“母校明年庆祝

庭，各个单位都责无旁贷，大家各

是母校的百年大庆，这届理事会任

100周年纪念。董事部非常感激会

司其责，一同携手同行，才能把校

重道远，应该出席为他们打气！

长和各位学长学姐们热心为母校组

庆办得尽善尽美。”

黄龙金校友不负众望，在本届

织了很多活动与节目，让校友们回

黄龙金会长也指出，根据新章

理事会复选中，全票获得所有理事

来母校参加，特别是明年3月21日

程本届理事会的任期已改为三年，

推举，连任校友会会长职。

的万人宴。小弟代表董事会向校友

他说：“三年的任期，可以让理事

黄龙金会长(前排左一)带领所有理事宣誓就职。

最 后 他 指 出 ，.
“华中精神”乃
是“自强不息，饮
大家同唱一首歌：华中校歌。

水思源。”我们要

在会长黄龙金(中)见证下，
前财政陈兴庭(左)移交账本
予当届财政郭和安。

永远记得回馈母校
与 国 家 ，“ 己 利 利

是权力中心而是团结合作的平台，

人，己达达人”是我们华中子弟

坚持服务校友、回馈母校是基本宗

的使命，才不会辜负先贤们对我

旨。”

们的厚望。

较早时，李德龙董事长向出

会长黄龙金在李德龙董事长监誓
下签名

席典礼的校友们汇报了母校近日

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完善使命

的发展时说：“华中在这数十年

华中校友会
2018-2021年度理事会名表

和任务。”

来日月不停的力争上游，迅速的扩

会长.

黄龙金.

充进展，是本国数一数二的直通车

副会长.

郑苡娜

这一届的理事会与过往有些不
同，黄会长说：“理事会正朝往年

.

学府。”

秘书长.

庄绍平

洪铭逢

谢明聪.
黄仕文.

轻化的方向发展；理事成员的年轻

谈到国际学校时，他说：“我

化，可以让理事会的后续发展更加

们成立14年的国际学校已上轨道，

副秘书长. 林瑷婷

全面。”

目前已有超过950位学生。新桥鹏

财政.

郭和安.

因此，他续说：“本届，我大

飞集团邀请董事部在广州知识城开

副财政.

王迎阳.

胆的起用新人，让他们加入成为常

办与管理一间卫星国际学校。董事

委员.

陈金龙

陈兴庭

龚维权

委，放手让他们去做一些力所能及

部非常重视这个项目。”

.

洪....旭

洪伍迪

黄俊耀

李德龙董事长强调，董事们会

.

李宗珉

林碧峰

林明星

很细心与努力的投入前期工作，本

.

龙仕文

沈俊明

苏奕达

王永海

王政钦

谢福仁
叶荣波

的事情。”
黄会长呼吁大家对这些年轻的
一代，多点包容和提携。
最后黄龙金会长再次重申在会
员大会上他说过的话：“理事会不

着“爱我华中”的精神把母校的教

.

林伟胜.

育体系与双语双文化的卖点建立在

.

许振义

严兴文

中国。

.

郑国伟

周发兴

前排左起：王迎阳、郭和安、谢明聪、郑苡娜、黄龙金会长、庄绍平、洪铭逢、黄仕文、林瑷婷、林伟胜
第二排左起：周发兴、林碧峰、陈兴庭、沈俊明、严兴文、陈金龙、王政钦、洪伍迪、叶荣波、李宗珉
后排左起：林明星、洪旭、苏奕达、龚维权、王永海、黄俊耀、郑国伟、谢福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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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常年会员大会成功举行
会长报告百年校庆筹备情况
吁校友踊跃出席万人宴

华

中校友会2018年常年会

版《百年树人，师道传承》特刊、

植根于学生心中。待他们毕业离校

员大会已在今年6月10

华中国际学校的“百公里接力赛

后，这粒种子也能开花结果，使华

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卅分

跑”等。

中精神得以薪火相传。”

在华中文化中心展览厅成功举行。

黄龙金会长说：“当然我们

至于“百周年庆标志汽车贴

当天出席的会员近百人，他们在会

不会忘记3月21日校庆当天晚上在

纸”，黄龙金会长说：“汽车贴纸

上也踊跃发言，并得到相关理事的

校园大草场举行的‘万人宴’。”

已售出近千套，希望有更多校友驾

在提到“百人百万贺百年校

驶有百周年校庆标志贴纸的汽车穿

较早时，会长黄龙金在他的

庆”的筹款活动时，黄会长指出迄

行在大街小巷，成为宣传华中百周

致词中指出，本届理事会成立不

今已有70多位包括各行各业、各阶

年庆的一道流动的风景。”

久，便参与了华中大家庭共同组

层、各年龄段的校友认捐，目前已

成的“百年校庆筹委会”的筹备工

收到26万元的捐款。

详实回答。

作。在大家的信任下，他被推选为

此外，黄龙金会长也披露，
明年3月21日的万人宴，相信是所

他说：“本届理事会成立之初

有华中人心目中的一大盛事。我们

就开始发动此项捐款，这笔款项不

会印制有百周年校庆标志的T恤，

黄会长说：“大家庭各单位

会用于百年庆活动，更不会用于校

让万名校友穿着同样的T恤，唱着

的代表们多次开会讨论，明年母

友会会务开支，而是设立一个专项

同一首校歌，共同举杯庆贺华中百

校的百年大庆活动包括华侨中学和

户头，用于给在校的学弟学妹发放

周年华诞。

华中国际学校的“百周年庆标志设

奖学金、助学金、支持和资助学生

计比赛”、校友会的“百周年庆标

们举办有意义的活动，尤其是让一

志汽车贴纸”、“百人百万贺百年

些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有更多机会

在黄龙金的讲话中，他也提到

校庆”的筹款活动、“高尔夫球赛

与其他同学们一样在身心方面得到

去年会员大会通过的若干修改章程

筹款”、三个展览是“华中美术精

全面发展。”

条文，现在已看到它的成效。会长

筹委会主席。

他说：“校友会秘书处现已开
始接受订桌。”

品展览”，“华岭美展”及“百年

他语重心长地表示：“我们

说：“去年的会员大会我们通过了

校庆摄影展”、校友会合唱团和华

希望学弟学妹们在接受母校栽培的

章程的修改意见并获得社团注册局

中之声的“歌声与微笑”、校友会

同时，也能亲身感受到学长们的关

批准。在新章程下，我们吸引到一

出版《百年华中情》、华侨中学出

爱，将校友们‘爱我华中’的种子

批校友，尤其是年轻校友成为普通

3

杨有瑞学长会员大会上发言

在籍学生们也对校

他们通过参与理事会议和校友

友会有了一些新的

会主办的各项活动，了解校友会的

认识，中学部和高

运作模式，并在近期理事会改选中

中部的学生都主动

获得提名，成为正式理事。”

联系校友会，希望

他指出校友会需要有一代代愿

我们参与或者支持

意奉献的理事。我们把一批年轻、

他们举办的活动。

有干劲、有才华，又乐于为学校为

我们也与中学部和

校友会付出的会员引入校友会，为

高中部的家长会互

来届理事会注入新生力量，为校友

动，参与他们举办

会的后续发展作人才储备。这是我

的中秋晚会和教师

们必须努力做的。

会员；一年来，新加入的永久会员

节庆祝活动。同时，也邀请家长们

黄龙金会长最后向上届理事在

人数又创新高，年龄更趋年轻化，

出席校友会主办的欢送潘校长荣休

过去两年来的努力和付出表示衷心

令人欣慰。”

晚宴、新春团拜和校庆晚宴，拉近

的感谢。

他说：“新的准会员制度，

了学生、家长与校友会的距离。有

他指出他们有的在台前帮忙，

也吸引了一部分校友成为永久会

些家长也动员孩子申请成为永久会

有的在幕后默默无闻地工作。今

员，引入他们的家属来校友会参加

员，有些家长也成为准会员，参与

年换届选举中，不少理事顾全大

活动。新加入的准会员都是与华中

校友会的活动。很多家长也购买我

局，主动退出竞选，让位给年轻

有关系的成员。如此良性循环，使

们的汽车贴纸，他们也表示会参与

的理事。

得我们活动组与华中有关联的人数

百周年庆祝活动。

与此同时，黄会长也重申与强

越来越多，成员结构更加合理，最

一个健全的组织必须能自

调，理事会不是权力中心，而是团

终更好的达到校友会服务校友这一

我“新陈代谢”，在这方面，黄

结合作平台。坚持服务校友、回馈

宗旨。”

龙金会长也在会员大会上做了报

母校是校友会必须遵循的宗旨。

黄龙金会长续指出，我们除了

告说：“本届理事会委任了几位年

当天的会员大会也通过

校友排球队外，华中之声合唱团、

轻的永久会员担任特别理事，协助

接纳2017年度财政报告、宣布

校友足球队、校友乐团都正式成为

处理校友会IT.、排球队、足球队、

2018/2021年度理事会改选结果及

校友会属下的活动组。我们也与校

华中之声合唱团、青少团等方面的

继续委任Unity.Assurance.PAC为

友独木舟队、水球队保持联络；

事务。

外部审计师等。

会员大会场面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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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周年校庆回眸
每

年的3月21日，是华岗上的儿女无法
忘怀的日子。
2018年的321，依然令人振

奋、激情！千多名老、中、青校友，和华中大
家庭各个单位组织的理事，聚集在钟楼前搭设
会长黄龙金致词

的宴会场地，共唱一首歌，共织一个梦、共忆
一番往事！
99周年的校庆已然过去，很快的，我们就
要迎来母校的百年大庆，与会者津津乐道，

工委会主席郑苡娜
副会长致谢词

相约2019年321华岗再见！您呢？也来吧！

场面热闹

贵宾知多少？

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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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龙董事长见证康伟民会长签名

华中颐年俱乐部第16届理事就职典礼
中颐年俱乐部第16届理

华

其他贵宾有：监誓人李德龙董

龙金与副会长郑苡娜、秘书黄仕文

事就职典礼于6月23日

事长、荣誉会长洪源泉、名誉会长

等理事；母校校长彭俊豪、副校长

在大坡芳林苑燕阁大酒

林世昌与夫人、陈英和、吴定基、

陈鹏仲、国际学校副校长马俊维，

楼举行，11点左右，就有嘉宾莅

傅金泉和杜南发、法律顾问李文龙

以及戴文锦与符和宁老师。.

临。名誉会长钟廷基是第一位到会

律师与黄锦西律师、医药顾问徐松

就职典礼开始，在司仪杨宝

的贵宾，他多年来对颐年的支持和

生医生、徐太太与郑大宁医生；校

进主持下，15位理事陆续步上宣

赞助，不遗余力，令人尊敬。

友会前会长黄世荣、校友会会长黄

誓台，在会长康伟民学长的带领
下，于12点40分向170位来宾和会
员，庄重地宣告：“我们将遵守俱
乐部章程，执行会员大会和理事会
的决议。齐心协力，共同促进会务
的开展；我们将秉承母校校训，自
强不息，友爱互助，使俱乐部得以
更好地为颐年同学服务；我们以华
中校友为荣，将一如既往，关注和
支持母校的发展。”
在李德龙董事长的见证下，理
事们按序签名，随后拍集体照，完
成仪式。

会长康伟民致欢迎词
康会长在致词中，感谢董事
长李德龙律师为理事们就职典礼监
左起：黄万球、洪伍迪、沈舜忠、陈兴庭、康伟民

誓，也感谢荣誉会长、名誉会长、
6

华中诸位校长、诸位贵宾、学长和

为国家古迹，也是华中学子们心中

会友们出席这次的典礼，给予理事

的殿堂。因此，感谢诸位嘉宾和会

从诸多相片中可看出当天的

会爱护和督促。

友光临之际，康会长呼吁大家照顾

盛况，这些都是我们的摄影师叶荣

明年华中颐年俱乐部就要30

好身体，保持精神愉快，明年3月

波学长拍摄的，非常感谢他的协

岁了，康会长强调华中颐年俱乐

21日，相聚于山岗钟楼前，为母校

助，他的一流技术，让我们的这个

部的成立不是偶然的，是华中精

庆百岁。

意义重大的日子，回荡在我们的记

神塑成的。除了“自强不息”、
“学
以致用”外，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元

开17桌，场面热烈。

忆里。

华中董事长李德龙致辞
沈瑞发副会长致谢词

素——“先知先行”。本着这种精神，

李董事长感谢老中青的华中

先贤创校为了提升后辈的竞争能

校友，为母校的发展做出贡献。李

沈瑞发学长感谢大伙拨冗出

力，在我校很早就推行双语教育，

学长透露，近日与校友会会长黄龙

席此午餐会，喜见众多贵宾、学长

这是超前的。母校也很早就以德

金与华中国际学校副校长，应淡马

和会友的鼎力支持。期待明年母校

育、体育、智育为轴，陆续建设了

锡新桥集团的邀请，到广州新中合

的百年校庆，大家再相聚共欢，亦

大批完善的设施，全面培育学生；

作的智慧城参观。当地学校有意借

祝大家身体健康，为我们的友谊干

让校友会落户校园，是我国第一间

鉴母校的办学方式，在广州智慧城

杯。.

落户校园的校友会组织，可以就近

创办国际学校。中国人敬佩先贤陈

理事杨宝进学长特地安排了

反哺母校。当年社会上还未普遍有

嘉庚的办学精神和华中的双文化教

歌唱家和舞蹈团到场助兴，为现

乐龄意识之际，老学长们在1989

育，认同我华中的模式。

场增添欢乐，本来余兴节目只有

年就成立了华中颐年俱乐部，让年

李董事长强调，华中子弟都能

半小时，他们唱得兴起，忘乎时

长的校友有个消闲的场所，有益身

饮水思源，董事会感谢大家多年来

间，再加上来宾的盛情献唱，嘹亮

心健康。

的支持，也会对颐年俱乐部的发展

的歌声直到完场。我们感谢崔莲、

给与支持和关心。

洪俊、雪乐、黄德存为来客高歌.

归功于先贤的远见，校园的选

《凤凰于飞》、
《春天里》、
《香格里

址让母校免予搬迁而塑就了延续百
年的风范。落成于1925年的大钟

宴会盛况

拉》、
《花样年华》等动听的港台名

楼，矗立山岗，屡经沧桑而不变，

华中颐年俱乐部诸多理事出

歌，王凯德琳“圣艺兴舞蹈团”呈

是校歌中“云树苍茏，中有我华

钱出力，广邀同学和朋友出席此盛

献舞蹈《亲亲茉莉花》，谢谢舞蹈

中”爱校之情的凝聚点。钟楼已列

宴，加上我诸多会员前来助阵，席

员丽君、桂华、桂芳和华娇。

左起：
前排：陈其新、沈舜忠、陈炽成、李德龙、康伟民、沈瑞发、洪伍迪、右一为母校校长彭俊豪
后排：黄万球、杨建和、陈兴庭、韩鑑元、张顺勋、王清建、何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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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高尔夫球赛圆满落幕

华

中校友会于7月27日假华伦高尔夫球场举行小型联谊赛。
当天下午，老天作美，晴空万里，让所有参赛者都能尽
兴而归。

球赛过后，主办方在俱乐部内的燕阁酒楼设晚宴招待大家。校友
会黄龙金会长在致词时感谢各界支持这场活动，并表示这只是热身，
到了明年华中百周年庆的时候，校友会拟联合华中大家庭，筹办一场
黄龙金会长致词

大型赛，希望大家支持。
本次联谊赛的男子组冠亚季军分别是：Lee. Beng. Chye、Kenny.
Lim、Ang.Tick.Waa；女子组冠亚季军分别是：Wynnie.Sim、Wendy.
Lim、Julie.Cheong。
晚宴宾主尽欢，最后，由校友会分管体育股的谢明聪副会长带领，
大伙高呼三声“饮胜”，圆满落幕。

谢明聪副会长致欢迎词

饮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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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Alumni Band Concert
REMINISCE II 校友会管乐队音乐会

n Low Zi Qian 刘子谦

O

n the night of 11 August
2018, members of the
Hwa Chong Alumni Band
gathered onstage in musical
celebration to present the fruits of
our labour from the previous five
months, “Reminisce II”.
Conducted by Phoong Khang
Zhie (class of 2015) and Edwin
Ang (class of 2010), this concert
represents the second full-length
concert by the Alumni Band after our
inaugural concert of the same name
in 2016. This also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 Alumni Band has performed
in the Hwa Chong Cultural Centre
Theatre an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The concert began on a
majestic note with “Festive
Overture” and segued to a more
introspective mood in “With Heart
and Voice”. The first half of the
concert was concluded amidst the
mating calls of the tanchō cranes
and the beats of the taiko drums in
“The Three Notes from Japan”. It
was really heartening to see how far
the Alumni Band has progressed as
each musician imparted their unique
interpretation to these challenging
composition.
The repertoire after the
intermission was comparatively
light-hearted, kicking off with a

medley of famous movie themes
such as “The Godfather” and “Jaws”.
Also presented were a musical suite
from Studio Ghibli’s “Nausicaä
of the Valley of the Wind” and a
medley from Disney’s “Tangled”,
both beloved animated films.
As the concert draws to a
close, the band performed several
popular local Xinyao songs such as
“Good Morning Sir”, “Don’t Worry Be
Happy”, “Moonlight in the City” and
“The Voices of Ordinary People”.
Finally, the band bade the audience
farewell with the perennial National
Day favourite “Home”.
The Alumni Band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for its generous support
in the renting of instruments,
provision of rehearsal venues as
well as publicity for this concert.
It is the writer’s sincere hope that
the band will gro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from now on.
2018年8月11日的傍晚在校友
会大楼可听见鼓乐齐鸣之声，这是
华中校友会管乐队的成员们经历了
五个月的训练，呈献给观众的精彩
音乐演出《回忆2》。
本次音乐会由冯 捷(2015年
毕业)和洪耀斌(2010年毕业)指挥，
是校友会管乐队的第二次专场演
出，也是首次由华中校友会赞助且
99

在华中文化中心剧场举办的演出，
具有历史意义。
音乐会以《节日序曲》庄严
地拉开序幕，之后是富有反思感的
《一心欢唱》。曲子以忐忑的情感
为起点，逐渐地演变成激动人心的
旋律，不禁让笔者回望当时成立校
友会管乐队的种种困难，以及成功
举办演出时的满足感。《日本三音
组曲》则让音乐会的上半场仿佛在
丹顶鹤的叫声与太鼓的响声之中告
了一个段落。
这些曲子的演奏并不容易，但
乐手们都全神贯注地，把自己独特
的音色融入曲调之中，笔者看了感
到十分欣慰。
音乐会的下半场显得较活泼。
管乐队首先带给观众一系列著名电
影主题曲，包括《教父》、
《大白
鲨》、
《风之谷》、
《魔发奇缘》等
等。这些曲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所以非常受欢迎。
当音乐会接近尾声时，管乐
队呈献了一些熟悉的新谣歌曲，
包括《早安老师》、
《敢敢做个开
心人》、
《城里的月光》及《小人物
的心声》等。最后，管乐队在众人
的掌声中以家喻户晓的国庆日歌曲
《家》谢幕。
这场音乐会，华中校友会理事
会慷慨赞助乐器租金、提供排练场
所、宣传与支持。笔者希望校友会
管乐队的演奏水平能逐步提升，把
校友会的音乐文化发扬光大。

华中之声演出

Hwa Chong Voices: Sound Trek

O

n 25 August 2018, Hwa

2018年8月25日，华中之声合唱团在新加坡艺术学院为超过380名观

Chong Voices presented

众带来了“An.Evening.with.Voices:.Sound.Trek”。曲目风格迥异且极

Sound Trek, the third

具挑战性，既有传统民间小调与圣乐，也有现代爵士乐。怀旧歌曲《玫瑰

installation of its independent

玫瑰我爱你》的伴舞、18分钟长的清唱套曲《Rejoice.in.the.Lamb》与律

concert series, An Evening with

动十足的《Scandinavian.Shuffle》更是将音乐会推向高潮，令观众惊喜

Voices. Held at the School of

连连，意犹未尽，难以忘怀。

the Arts Concert Hall, the
concert attracted more than 380
attendees. For this concert, the
choir challenged itself with an
eclectic mix of music genres,
from traditional folk songs and
sacred music to contemporary
and jazz pieces. Highlights
include dancing to the nostalgic
tunes of “Rose, Rose, I Love
You”, singing a 18-minute-long
cantata “Rejoice in the Lamb”, and
grooving and scatting to the beat
of “Scandinavian Shuffle”. It was
a memorable and unforgettable
night of fun and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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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广东)华中校友会简讯

五

位80岁以上的老校
友于8月9日在广州
欢聚一堂，其中有

来自澳洲的王先煜(中)和来自
香港的丘彩田学长(右二)，他
们是华中广东校友会的发起
人。杨宜珍(女，左一)退休前
是广东省著名的儿科医生，也
是已故广东省副省长黄清渠学
长的夫人，曹裕恒(右一)曾任
中旅社广东省总经理，黄文
炯(左二)曾经是经济师、市公
安干部、曾参加广州市华侨
新村建设。
热情的曹裕恒招待了他
们，他们的友谊已从国外至国
内，延续了七十年。

左起：杨宜珍、黄文炯、王先煜、 丘彩田、曹裕恒。

华中校友篮球队参加

“飞洋华府杯”北京世界华人篮球赛

华

中校友会属下的华中校友篮球队于5月26日
启程飞往贵州省兴义市，参加由北京市体育
总会主办的2018“飞洋华府杯”北京世界华

人篮球赛。
本届有来自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篮球爱好者共
102队参加。从5月28日至5月31日，共比赛四天。主办
当局以年龄分成八大组，每大组又再分成三至四小组，
各自进行比赛。最后根据比赛成绩分出冠亚季军，各颁
奖牌。
我队在长青组(61-65岁组)和英国老友、重庆渝中
及贵州烟酒队共一小组。每日进行一场球赛，我队三场
皆以数分之差落败。
这次原有13人同行，在最后一分钟，二位主力球
员因病伤及家中有事故，不能同行，使我队实力大减。
我队秉承友谊第一的精神，和各地球队交流，新加
坡华侨中学之名得以根植各球队脑海之中。
最后感谢校友会历年不断的支持及代向李氏基金提
出赞助申请。在此也向李氏基金道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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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观摩会庆祝成立20周年
n 白瑞贤

华

中校友会太极组成立于
1998年。恰逢庆祝成立
20周年之际，今年的太

极观摩会以“庆祝成立20周年”
为主调，于5月20日在华中文化中
心体育馆盛大举行。

黄龙金会长(前排右四)出席观摩会

当天，太极观摩会在华中校
友会会长黄龙金学长莅临后于8点

无独有偶，除了G班，由吴雅

30分准时开始。在正式表演开始

莲老师指导的蔡厝港第四分区居

发挥得恰到好处。
符慧 老师表演的“陈式新架

之前，大会特别邀请黄会长联同主

委会太极组及何长江老师带领的华

太极拳”，柔中寓刚，刚柔并济，

编及各班编委为《华中太极组20周

侨中学武术队也都表演了24式太极

低沉稳重，展现了拳法中以柔化劲

年纪念特刊》主持发布仪式。在倒

拳。蔡厝港第四分区居委会太极组

为主，发劲为辅的特色。

数声结束后，纪念特刊正式发布。

的整体动作一致，节奏流畅。各表

卓坤桦老师所表演的“陈式太

太极表演项目在简单而隆重

演者之间的配合以及对这套拳法的

极剑”，步法轻盈，灵巧敏捷，整

的发布仪式后正式开始。和往年一

纯熟也在这表演中充分展现。至于

套剑法在她演译下如行云流水，一

样，在主办单位的盛邀下，蔡厝港

华中武术队的林熙涵的表演，可说

气呵成，足见卓老师的造诣。

第四分区居委会太极组、育华武术

是一场集武术与音乐的完美结合。

王进才老师则为他所表演

培训中心、蔡厝港太极拳学会以及

熙涵以他柔软的身型将整套拳法发

的“武当太极拳”注入豪气。王

华侨中学武术队都派队参加，令观

挥得淋漓尽致，真不愧是全国校际

老师高大的身型，把武当太极拳的

摩会生色不少。

武术赛冠军。

以柔克刚，以静制动，后发先至等

表演项目先由华中太极组D班

除了各班级与受邀队伍的表

打头阵，随后再由各班级轮流上

演，观摩会的另一焦点是各指导

最后压轴上场的是陈耀成老师

场。表演者个个都卯足全力，把握

老师的表演。首先上场的是曾宪

表演的“武当赵堡承架太极拳”。

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尽量发挥过去

垒老师。曾老师所表演的新加坡保

陈老师时而缓慢，时而灵动，拳法

一年来所学的拳、剑、扇等的各式

健太极18式，表面看似平淡无奇，

在瞬间变换。陈老师拳随心境，恢

套路。在各班级中，资历最浅的是

但在平凡的拳法中隐隐散发出曾老

宏大气的为观众展现出武当太极拳

由陈文山老师指导的G班，虽然加

师在太极拳方面的造诣及其底蕴。

的精妙之处。

入太极组才不过几个月，在演练24

在和“武当太和拳”的结合下，曾

一场精彩的太极观摩会在一片

式太极拳时，已打出其神韵，不论

老师充分展现了整套拳法舒展绵长

欢呼声中结束了。无论是表演者或

是野马分鬃、白鹤亮翅、搂膝拗步

的特色。

观众，这无疑是一次难得的聚会及

特点一一展现。

还是单鞭、云手、玉女穿梭，好多

黄蓉蓉老师表演的“中级华武

丰富的精神盛宴。大家都带着满足

位学员已掌握了基本功。只要持之

扇”，细腻柔美，柔中带劲，典雅

及些许的依依之情离开。让我们期

以恒，假以时日，必定学有所成。

大方。蓉蓉老师把华武扇中的精髓

待下一次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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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HELIOS
A service learning group of five students
held their concert
n Lee Yi Jing 4B1

C

oncert Helios at the
Hwa Chong Cultural
Centre Theatre saw ten

groups of talented performers
from Singapore and Malaysia
lit up the stage as they brought
the audience a night of beautiful
songs and mesmerizing music and

with the Singapore Association

with two Xcape Singapore Passes

breathtaking Kpop dance covers.

of Mental Health. Two lucky

sponsored by Xcape Singapore.

Concert Helios aims to raise

members of the audience who

Thank you HCAA for the venue and

awareness for the cause of mental

scored the highest in the mental

technician which are crucial to the

health, working hand in hand

health quiz were also presented

success of the concert.

Concert Matchstick
Organised by Project Edelstein
We are extremely grateful to Hwa

n Bryan Tan Wen Qiang 4S2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for
sponsoring our cause and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to help those struggling from

oncert Matchstick:

C

Youth for Causes YMCA 2018 and

Incandescent was a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concert organised by

we managed to raise $4200 for

Project Edelstein on June 2.

BMDP and attracted more than

Project Edelstein aims to help the

450 people to attend our concert.

Bone Marrow Donor Programme

Our concert included talented

(BMDP) through raising funds and

Singapore artistes such as Jasmine

awareness as well as increasing

Sokko and various performances

the number of donors in the bone

from across different secondary

marrow registry. With the help of

and junior colleges in Singapore.
13

blood diseases in Singapore.

尤克里里的优美音质让华中女生的歌唱锦上添花。
（陈奕蓉摄，18S6A）
辛，因为相对于其他全球性问题，
世界厕所危机一直被人有意无意地
回避，从而导致解决问题的绩效始
终有限。沈锐华提醒大家世界上尚
有许多地方还不具备有水准的卫生
环境，他最希望的是让最穷的人也
能够用上符合卫生条件的厕所，而
不再被迫露天便溺。为此，他尝试
运用社会企业的理念来解决这个社

为世界厕所组织筹款
举办演唱会
n 陈贤熠 18A15

会问题。
Project. Hathaway组长盛健
恺(18S7J)受访时也指出：“因卫
生条件不足而引发的危机日益严
重，有近10亿人每天只能在田野、
河边、树林或其他暴露的空间排
便。要对付这一棘手的问题，必
须汇集众人的力量才能解决。我
们把演唱会叫做Atarashii，这个日

为

了提高公众对世界卫

歌唱、舞蹈、乐队演奏及诗歌朗

语词有“新”的意思，象征着生活

生危机的认识，并为

诵等，表演团队来自几所初院与中

在贫困地区、居住环境简陋的人即

世 界 厕 所 组 织 ( W o r l d.

学。年轻的学子在台上各显其能，

将看到希望的曙光。为了保证演唱

Toilet. Organisation)筹款，我校

从酷炫的机械舞到浪漫的怀旧曲，

会的质量，筹委会早在5月便投入

一个由学生主导的服务学习项目

让在场400多名观众如赴一场文化

工作。准备过程并不容易，但是为

Project.Hathaway于8月5日在新加

盛宴。其中深受欢迎的诗歌朗诵是

了传达卫生乃基本人权的信息，一

坡艺术学院表演厅举办筹款演唱会

由筹委会成员呈献，他们声情并茂

切都是值得的。”

Atarashii。2001年在新加坡成立的

的演出揭露了全球性的卫生危机。

出席者在演唱会后，确实了解

世界厕所组织是一个国际性非盈利

表演者之一王威智同学(18A13)

并支持世界厕所组织的愿景。萧恩

组织，而Project.Hathaway就是与

说：“我们要借这个平台唤醒大家

豪同学(18A14)说：“我现在才知

它合作，致力于推广全球厕所卫

正视全球厕所危机，让问题得到广

道全球还有26亿人是没有厕所可上

生，倡导清洁干净的厕所，让每个

泛关注、讨论和有效解决。”

的，身为学生的我们应有强烈的世

人无论何时何地都能使用安全卫生
的厕所。
演唱会的节目丰富精彩，有

当晚主宾是人称“厕所先生”

界观，它促使我思考如何去帮助和

的沈锐华(61岁)。在致词时，他介

改善那些从未使用过冲水马桶的人

绍当年自己创立世界厕所组织的艰

的卫生状况。”

演唱会后，全体表演者与可爱的吉祥物“大便先生”合影。
（宋凯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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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学生警察全年检阅典礼，我校连夺22年金奖。

第22年获金奖的学生警察团
n 尹嘉恒 张丁元 中三双文化一班

在

第一名。

生警察团(简称学警团)又

拓独立发展的空间，推出别具特色

构，帮助社会上需要援助的人士，

一次不负众望，捧回金奖。难能可

的活动。我校学警团为此发展出一

带给他们温暖和快乐。

贵的是，这是他们连续22年获此殊

项重点活动，即在加冷保龄球馆举

负责学警团的陈志伟老师表

荣，创下迄今新加坡学警团最长的

办年度保龄球赛，为全国学校制服

示：“我们强调的不是个人而是

金奖记录，也铭刻了历届团员所付

团体搭建一个交流切磋的平台。去

集体，成功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出的努力。

年，这个比赛吸引了44组参赛者，

才能达致的。这个团体能永葆活

作为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的课

可谓盛况空前。此外，我校学警团

力，团员的合作无间和强烈的凝聚

程辅助团队，学警团的活动及擢升

还不时举办丰富多彩，轻松有趣的

力是关键。”他希望更多家长能鼓

都遵循警察部队总部所设的标准。

活动，如：烧烤派对、露营、晚宴

励孩子加入制服团体，因为在团体

平日里，团员都会参与总部举办的

等，让团员互相了解，建立同甘共

里，学生汲取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正

训练，并按照总部制定的要求来考

苦的兄弟情。本着“己立立人，己

能量，这对他们身心的健全发展大

核和擢升团员。每周风雨不改的步

达达人”的精神，学警团也积极走

有裨益。.

今年的全国学生警察部

向社会，奉献爱心。除了筹款募捐

队综合考评中，我校学

由于警察部队总部鼓励各校开

外，他们还走访AWWA等慈善机

操及体力训练，通过看似单调乏味
的训练，增强团员的体质，培养团
员之间的默契，让他们对这个团体
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其他如射击、
露营、野外求生等技能培训，也教
会团员不畏辛苦，成为刻苦耐劳的
年轻人。我校学警团追求卓越的传
统，让他们每年在比赛中都能脱颖
而出。去年，在22口径左轮手枪射
击赛中，他们实至名归，囊括团
体冠军；在今年的露营技巧比赛
中，又再度书写辉煌历史，拿下

经过艰苦的步操训练，团员对于努力不懈和团体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5

观星达人勇夺
全国“天文挑战赛”双料冠军
n 杨雨辰 18S6G

6

月1日、5日和9日，来自我国
各院校的天文学高手齐聚肯特
岗和云南园，参加天文挑战赛

(AstroChallenge)，一较高低。这
项规模最大的全国比赛是由国大天
文学会与南大天文学会携手联办，
旨在培养中学生和高中生对天文学
的兴趣和认识。比赛共分三天举
行，从理论到实践环节，针对参赛
队伍的实力进行了全方位的考核。
天文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
比赛的理论部分涉及范围很广。
有些问题与常识较为贴近，如“冬
至夜里看不到哪些星星？”“M36
星团看起来比昴宿星团更亮
吗？”然而，也有些问题更具难
度，如“宇宙恒稳态理论错在哪
里？”“从这个活跃星系核的红移
推断它与地球的距离”等。为了鼓
励选手不能纸上谈兵，比赛更设了
实践部分。参赛队伍在国大工学院
的天桥上架起了各式天文望远镜，
于夜空下对着星图搜寻黯淡的星云
与遥远的星团。

18S6D的潘丞轩(左一)清楚地讲解天体运行理论
最后一轮的决赛最为刺激，

分准备，故一路过关斩将，突破重

得分高的队伍到台上参与惊心动魄

围。特别是参加实践组的选手，他

的“短兵相接”。在数十秒内，选

们倾尽全力，把平日所学发挥到极

手们要在云层轻飘、月光微明的天

致，在现场大放异彩，成功卫冕。

空中准确无误地指出星体的所在位

面对经验老到的强队，参加理论组

置，要在错综复杂的光谱图中清楚

的队伍虽然有些小紧张，但在赛前

地发现恒星运动的端倪，要在没有

都彼此鼓励，帮助队友放松心情；

外加条件的情况下正确估计前往另

赛时又齐心协力，共同解答各种难

一个星系所需的时间⋯⋯比拼情况

题，最终不负众望夺得高年级组

真的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冠军，成为最大赢家。欧阳健钧

若是回答正确，台下掌声雷动；不

同学(17S6G)总结比赛的经验时说

慎出错，主持人会仔细解说，让大

道：“除了团结默契外，我们确实

家都能学到新知识。

付出大量心血加强对天文学和天文

这次比赛，我校天文学会共派
出四支队伍。由于经过长时间的充

华中队伍脱颖而出，创下天文学会历年来的最佳战绩
16

物理的认识，胜利是天道酬勤的最
佳印证。”

李智陞部长亲临现场，对活动表示最大的支持

为慈善在划艇器上奋进1980公里
n 简诗敏 18S71

5

月19日下午2点，我校皮划艇

mind.takes.over”的宣传语，结果

队两年一度举办的“24小时

成功售出2500件。

效地加强人们对弱势群体的关注。
主宾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长兼

静态皮划艇挑战”正式开始。

静态划艇接力赛更吸引了至少

国家发展部第二部长李智 在当天

这项慈善活动除了为新加坡肌肉萎

500人报名，包括本校学生，外校

的仪式上也亲自坐上划艇器，为筹

缩协会筹款之外，也旨在提高民众

学生和外校皮划艇队，参加者每划

委会和参加者打气。他鼓励大家道:.

对这一疾病的认识。肌肉萎缩症会

1公里，主要赞助机构便捐出8元，

“有心为社会做出贡献，不在于年

导致患者肌肉无力，最后得长期卧

最后皮划艇队共募集到1万5000余

纪的大小，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床，甚至对生命构成威胁，可惜的

元，加上网上及现场捐款，善款总

只要是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自己

是医学界至今仍未找到治愈之方。

数高达6万4000元。

所能去帮助有需要者，就是个有用
的人。”

皮划艇队早在去年底就开始筹

要在划艇器上不间歇地划一整

备工作，主要由队员担任财政、秘

天，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常

5月20日下午2点，今年的活

书、后勤和活动策划等。其中负责

考验每位参加者的体力和毅力。高

动总算完美结束了。虽然参加者

活动策划的林宜欣同学(17S7E).受

一柔道队队长刘彦慷同学(18S6H)

都筋疲力尽，但心情却特别兴奋高

访时表示:. “有机会和肌肉萎缩症

说：“参与接力赛挑战让我深深领

亢。“24小时静态皮划艇挑战”，

病人交流，这让我更珍惜所拥有

略何谓团队精神，为了达到目标，

我们2020年再见！

的，能有健康的体魄，能享受运

我们得帮助体力较弱的队员，这样

动的自由。我也学会感恩，希望为

才能划最长的距离，积累最多的里

患者筹更多钱。准备期间，我和队

数。”

友遭遇不少困难。然而，在解决的

另一位同学秦佩 (18S71)则

过程中，我们学到很多课本上所没

认为这项活动很独特，因为它不

有的知识，更体会不轻言放弃的重

像一般慈善活动，让学生走上街头

要性。”

向路人募捐，或通过常见的歌舞演

今年，皮划艇队无论在汗衫

出卖票筹钱；而是采用新颖的方式

销售、静态划艇接力赛所累积的

吸引参加者，结合运动和筹款，一

里数、到大众捐款的各个环节都

举两得。当天，在星悦汇(The.Star.

创新高。颜色亮丽的汗衫，背后

Vista)的活动，果真吸引许多围观

印上“When.the.muscles.fail,.the.

者，起到较好的宣传作用，能够有 秦佩璘咬紧牙关，坚持完成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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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词四首

五三五】夏游山庄

n 柯世利 (加拿大) 戊戌年春夏间咏作

十月桃】加西逢春

榆柳荫人家，茂树槎牙。.
隐现庄园高杪外，烟云淡裹流霞。

春迟雁返，见云翻红浪，日下丘陵。
泛影澄波，暗香渐满沙汀。

唤远声闻汀畔水，栖迟影坠芦花。

天边画桥虹彩，幽旷远、 野新晴。

林僻无哗，风暖有信，山隈逸幽遐。.

长河棹桨，飞絮浮空，芳意山城。

归路晚，村近噪翻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按清.魏际瑞.【五三五】词....词林正韵./.中华新韵

尽归来欣倦游情。
立翠绿庭阶，柳外鸦鸣。
四面浓香，坠花篱落风停。
轻阴月光弄影，聊小憩、凉榭闲亭。

碎

无尘僻地，悠对穹壤，听水琮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钦定词谱》张元 词...词林正韵./.中华新韵

n 奚惠佳 (华中国际学校) IB1B
(本诗荣获2018年星衢诗艺.
全国学生诗歌比赛十大优胜奖)

我.渺小的沙
存在于.

七宝玲珑】加西春暮

每一滴奔流而去的溪水里

隔窗鸟语，午寝寤轻凉。.

光阴.流动的溪

此地隐、忘沧桑。

潺潺.拂过沙砾.

晚露濯花霞绮染，秀禽栖木碧水乡。.

又离它而去

绿畹幽芳闲坐堂。
方寸.束缚的堤
寄迹萍踪。万里路歧长。

延续枯荣.

望远谷、伴流光。

却让风露分离

异态云峰由尽变，点墨常凭对暮阳。
岭月溪岚照似霜。

沙与溪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擦肩而过.

.[金].王 ./.马钰【七宝玲珑】词...词林正韵./.中华新韵

成就因果
我.在时光的长河.
回忆每一次仓促闪躲

误佳期】春尽(其二)

走过每一方青萍之末
告别每一寸草莽之间

晓树风声繁碎，宿酒香醇留醉。.
细碎的时光里

馀花零落院庭闲，柳绿春绵褪。

我的世界
人远旧思空，叠嶂云流水。.

......摇——

年光驹隙送芳时，物外转苍荟。.

..........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欲——

按.明.杨慎【误佳期】词....词林正韵./.中华新韵

...................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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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我在你的身后追逐
n 吴梦婷 (华中国际学校) 3R
(本诗荣获2018年星衢诗艺.
全国学生诗歌比赛十大优胜奖)
如水的，奔波不息的
沙滩上足迹终归是抹不去了
是历历在目的昨日
时光，你不曾等候
在你身后，我努力追逐，也努力找寻
你留下的，我努力过的，点滴痕迹
面前是蛮荒大泽，我叹群山荒芜
我在你身后追逐，质问你为何不曾停歇
许那百里生芳

跟随

身畔是春潮渐长，我闻百花初放
我在你身后追逐，责问你为何不曾等待
候那千顷果硕
身后是草长莺飞，我看绿树阴浓
我在你身后追逐，质问你为何不曾驻足
守那万世繁华

n 仇思翰 IB1C

时间的帷幕超越维度，
错综复杂地包裹着整个宇宙。
它是轻若烟雾的纱衣，

我总在责怪你，不停不候不留守不回望
总在悄无声息的日子里
从我的指缝中，睫羽间，耳廓旁
如烟而过
寻不得踪迹的，暮暮朝朝
像是轻桨拂过春水，像是黄昏惊扰秋池

又是层峦叠嶂的群山。
有时让你看得清清楚楚，
有时又将你堵在原地。
你站在时间的这边，
身后的一切都能明了，
却无法再触摸，

只是你瞧
我又忘了我总在企盼明天的雪，忽略当下的月
因为我是在追逐你
总在你身后，不离不弃地缱绻
轻描淡写地用尽了所有的力气

仿佛隔了一整个世纪。
而眼前庞大的宇宙，
使你迷茫，
使你彷徨，
使你沉溺;

不经意的恍神回望是映日红莲，水天浩渺
不见沙石俱下
我讶异却是不够惊喜
那是努力追逐后的另一番光景，桑田沧海

我们都束手无措，
一边试探，
一边前行。
幸好身边有你，

是那不经意的，我抓住了你的
至少，我抓住了你足迹的
像是轻桨拿起迷途的人上了岸，黄昏之后倦怠的
鸟儿归了巢

你送我最美的礼物，
一样是时间，
一样是你眼中的宇宙。
从今往后，

我要把沙滩上的足迹勾勒，那是我努力过的模样
我要把夕阳里的光辉描摹，那是我追逐时的目光
我要那淡淡过往铭心刻骨，那是我不能忘的时光

不管
宇宙是否有尽头，
时间是否有长短，

时光
教那月色也发了烫，日光也着了凉
是我守望，你在我目光
我要把分秒虔藏

即使
宇宙毁灭，
也都随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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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明年喜迎百年校庆

母

校明年将迎来100周年校庆，并举办系列校庆活动。
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华中100周

年庆祝活动包括一年多前就发起的“百人百万贺百年校庆”，2019

年将是华中最热闹的一年，几乎每个月都会推出不同的节目，包括由母校和董
事部分别主导的《百年树人..师道传承》和《百年华中情》两本纪念专辑以及诸
多文化、学术及体育赛事。
他说：“明年3月21日母校100周年校庆日，大操场将举办万人宴，报名已
经开始。我们会印制有百周年校庆标志的T恤，让万名校友穿着同样的T恤、唱
着同一首校歌，共同为母校百年华诞举杯庆贺；到时候，华中校园将是一片欢
乐的海洋。”

关于系列庆祝活动，欢迎浏览校友会网站(www.hcalumni.sg)，或询问秘书处
(电邮：admin@hcalumni.sg；电话：6466 4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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