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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涯学海润学子 百年华中谱华章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知不觉，华中已迎来百年华诞。
温故知新，回首百年，还得从1918年说起。

1918

年6月15日，陈嘉庚

通过各种方式筹款，包括沿街劝

华中通过定期举办入学考试吸

假新加坡中华总商

捐，筹得约50万元。以5万元买到

收学生，第一场考国文、英文和算

会召开会议，参加的各帮领袖共15

小坡利民律（Niven Road）洋房

学；第二场为口试及身体检查。学

人，决定在新加坡创办“新加坡南

两座，改建为校舍；并聘涂开舆为

校开设普通科（修读国文、修身、

洋华侨中学”，公推陈嘉庚、林义

首任校长。

英语、地理等共14个科目）和商业

顺为临时正副总理，请教育家黄炎
培延聘校长。
董事会在陈嘉庚的领导下，

1919年3月21日，华中于利民
律15号行开校礼。此为华中之滥
觞，自此，3月21日定为校庆日。

科（修商业道德、国文、英文、数
学、商业地理等13个科目）。
1922年10月10日，华中举行

首届毕业礼，毕业生有商科12人、

则在1925年竣工。

潮。1932年，受中日战争某一事件

普通科15人。第一届校友有的回到

万事起头难。20年代，华中经

影响，华中学生到市区游行示威，

原住地当教师，或在商界、报界任

历了好些挫折和颠簸，包括1926年

华中因此遭英国殖民地政府强迫停

职，有的赴中国深造。

全体学生离校罢课、陈嘉庚决定停

办将近两年。直至1934年1月，在

华中的创立标志着东南亚华文

办华中等一系列事件，后来陈延谦

一一遵守殖民地政府所提出的严

教育由小学阶段进入了中学阶段，

继任董事会总理，何葆仁博士继任

格管理学生的条件下，方才复办。

也意味着华人各帮打破地方主义，

校长，1927年3月复课。何葆仁校

华中本来的校训是“明志力

愿意放下畛域之见，在百年树人的

长改善师生关系，推动学生体育

学，爱国乐群”，大约在1934年

教育事业上，团结一致，为东南亚

运动，开展课外活动，还在学校

以后，起用新校训——“自强不

各地的华人子弟创办中学校，是东

开展早操，培养学生纪律，锻炼

息”，直至今天。

南亚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学生体格。

1935年3月3日，华中举办第

20年代也经历了虎豹兄弟华中

筚路蓝缕的二三十年代
1919年，华中董事会以8万
3000元在武吉知马5英里处买到一

一届运动大会。

校门题名事件。胡文虎、陈嘉庚对

自20年代以来，华中一直受

簿公堂，最后以剔除校门上“胡文

困于办学经费短缺问题。加上社会

虎胡文豹捐款”题字为结束。

动荡，短短十多年时间，华中便经

块约71英亩的橡胶园作为永久校

193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

历了两次学潮，停校两次。同时，

址。1923年，华中搬进武吉知马校

一些学生被迫失学离校。同时，

自1919年3月开校到1936年，短短

园，至今校址未变。地标建筑钟楼

共产分子渗透校园，学生时有风

17年华中便历任九位校长，每位任
期平均一年半。校长更换频密，学
校底气不足，基础欠稳。
1936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教
授薛永黍接任校长，局势才有了改
观。薛永黍注重课内和课外生活的
调剂，注重人格感化，治校严格。
董事长李光前放权于校长，举凡任
用教员以及教务实施等，均交由校
长主持，统辖校政。薛永黍掌校
11年，总算稳定了华中的局势，可
说是华中转捩点的一位灵魂人物。
30年代末，亚洲局势风起云
涌，华中子弟关心中国抗日战争
的局势，积极参与各种爱国运动，
卖花、卖国旗、卖纪念章，宣传抗

1919年华中全体师生合影

日救中国。他们时常要老师讲中国
的时事。薛永黍则引导学生参加救
亡工作。
此时华中的发展进入一个较好
时期。自创校到1938年，华中共有
毕业生309人，但仅仅在1939年，
便有学生约有370人。
校歌歌词（“海天寥廓，云树
苍茏”）也是在1939年由华文老师
邵庆元所填。

风起云涌的四五十年代
1941年底，日本开始空袭新加

1938年华中校长和教职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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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本岛，薛永黍带领华中师生协助
空防疏散工作。
1942年，新加坡沦陷，华中校
舍先后为日军南方派遣军河川坦克
部队和海军特务队“晓一八四四部
队”所占用，神圣的校园成了特务
虐杀的屠场。
战后，华中的图书和仪器荡
然无存，空有四壁。复校之时校
舍仍为英军占用，作为运输部队训
练营。校舍残破，百废待举。华中
复课之后，先后借用星洲幼稚园在
道拉实街（Tras Street）校舍、肯
士路（Kings Road）南中校舍上
课，1946年底才搬回武吉知马原
址，在英军留下的半圆筒形的铁皮
破仓库上课。
1947年，华中学生举行音乐
演奏会，募得1万7000余元，为校
园增添许多新设施。后来挂在黄仲
涵纪念堂的两大幅华中校园油画，

1946年薛永黍校长发出的学校作息通知书。

就是华中美术老师、先驱画家卢衡
和钟泗滨对华中本时期校园的写实

增加到800余人，寄

作品。

宿生有300余人，马

1948年，马共在新加坡活跃。

来亚、印尼、沙捞

经薛永黍同意，华中学生自治会举

越、泰国等地的学

行纪念五四运动的活动。殖民地

子慕名而来。3月，

政府认为薛永黍支持学生非法活

学校庆祝创校30周

动，向董事部施压。薛永黍毅然辞

年，演出戏剧《钦

职，自治会活动也被令停止。同年

差大臣》三天，募

12月，董事会聘郑安仑为校长。

得7万余元，在钟楼

1949年1月开学的第一天，郑

左侧上段兴建课室

安仑宣布恢复自治会的活动。郑

14间（即今天Block

安仑时代的学生自治会售卖书籍文

A），在国专科学馆

具、日常用品、糖果食物，附有消

后方建食堂一座。

费合作社，盈利一半作为资助穷苦

1949年10月1

同学的助学金，一半拨作学校购买

日，中华人民共和

图书仪器的用途。这种组织是华中

国成立之后，华中师

独有的，令同学感到自豪。

生面对着承认哪个政

1949年2月，修葺全部校舍，

权的两难问题。结果

陆续将国专科学馆扩充为物理、

是10月1日在大礼堂

化学、生物等实验室。图书馆的中

和宿舍张灯结彩，

英文藏书增加到7000余册。体育设

有的寝室张挂五星红

备、各类球类场地、运动器械也加

旗；而到了10月10日，学校照例庆

坡的华校唱中华民国国歌，礼堂张

以充实。10月，修铺校路。学校逐

祝中华民国国庆，放假一天。在英

挂青天白日满地红；之后，则改唱

渐走出战争残破的窘境，学生人数

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新加

《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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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举办体育表演大会，为辟建大运动场筹款。

5 0 年 代 的 华 中 大 兴 土 木 。.

1962年，华中开办两年制大学

1952年，在钟楼左边下段建教室14

先修班，直到1974年最后一届学生

间（现在的Block D）；1953年，

毕业为止。

代，后为学生理事会所代替。
1970年2月13日，教育部计划创
建十所初级学院，推广高中教育，政

建教职员宿舍九座。1954年，田

1965年，新加坡独立。1966年

府将以1元对1元的方式和民间合作

径运动场和看台竣工，全校范围围

初，华中成立学生警察团。同年5

筹办。5月26日，初院筹委会决定

筑铁丝网；1955年，国专图书馆动

月21日，成立圣约翰救伤队，隶

由华社负责筹建两所初院，由华中

工，1957年开幕。

属中西区第四联队，团员31人。

拨出部分土地（即今天的高中部所

风起云涌的50年代华中校园

同年8月，成立陆军少年团；创团

在地）筹建其中一所，这就是后来

也见证了1950年的“五卅一事

之初，有团员120名，人数为全国

的华中初级学院（简称“华初”）。.

件”、1953年反黄运动、1954年

中学之冠。

华初是我国第一所政府辅助初级学

的“五一三事件”、1955年因福

华中在战前设有学生铜乐

利巴士工潮引发的校园集中，以及

队，1964年因为指导老师刘恭煦

1974年，华初开始招生。由

1956年因中学联事件引发的校园集

车祸逝世而停止活动；1967年重

于新校园尚未竣工，学生先在国

中。这段时期华中的主旋律是反殖

启学生铜乐队。

家初级学院上课；同年3月迁到新

民主义，与社会脉动十分贴近。

1967年，华中恢复高中学生穿
长校裤的制度，延续至今。

否极泰来的六七十年代

院，与华中同属一个董事部。

加坡大学武吉知马校园；同年6月
14日，方才迁到正式校园上课。当

1968年，我国国防部向民间

时校园尚未竣工，但是师生摆脱了

自治邦政府规定，中学从

募款，成立国防基金。华中2000多

寄人篱下的生活，士气高昂，华初

1961年起由“三三”制改为“四二”

名师生捐献款项逾万元，成为全国

精神就是因此培养起来的。

制。

华校捐献国防基金的佼佼者，充分

1975年8月30日，华初开幕。

说明华中师生

华初校服由首届学生设计，院徽、

热烈爱国的精

院训、院歌则由首届教师共同编

神。

写。华初校舍、校服均以黄色为
1969年2

月，学长团成

1966年的黄仲涵大礼堂。

1968年，华中师生在大操场列队，参加国庆敬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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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故又称“黄城”，后来成为华
初的昵称。

立，取代之前

70年代，华中校风不振，学

的纪律团。由

生成绩走下坡，表现落后于其他学

校方委任各班

校。这是华中的低潮时期。

品学兼优的学

董事长陈共存再次请求教育部

生担任学长。

物色新校长人选，并且希望新校长

学长团制度一

是华中校友。教育部推荐1960年华

直沿用到80年

中高中毕业的校友——裕廊中学校

华初有了自己的家。

长杜辉生。杜辉生饮水思源，于

（Humanity Programme），由教

兴博士。

1978年12月回母校履新，成为华

育部重金聘请英籍教师教导英国文

1986年，杜辉生宣布“己立

中的第17任校长。

学、经济学、历史和地理科目，用

立人，己达达人”为华中的教育

1979，教育部实行特别辅助学

的是英国式的教学法，培养华初同

哲学。他阐述：己立己达是校训

校（SAP）计划，从全国中学里遴

学进入剑桥、牛津等大学，攻读法

自强不息“小我”的这一面，立人

选九所特选中学，任务是保留华族

律、经济学、哲学等科系。

达人则是自强不息“大我”的那一

的优良传统文化，并且以中英语为

在电脑未普及化的年代，华

面；即华中与他人融洽相处，互惠

第一语文，为国家培养双语人才。

中在1981年成立电脑俱乐部，拥

互利，也就是英文中“Win-Win”

华中即为其一。这一年，华中进入

有三台48K苹果II型电脑，提供每

之意。

新的阶段——中一新生不但来自华

周80小时的电脑操作训练，还编

1987年3月，由教育部组成的

校，也来自英校；华校出身的同学

制了能够编排、储存教师功课表

校外评估团到华中做校务评估，给

们下午到英校和英校生一起上课，

的软件。1983年，成立电脑中心，

予极高评价。教育部建议华中加入

有的则留在校内上英文加强课程。

每个同学都有机会接受电脑技能训

自主学校计划。经过深思熟虑，董

1979年，华中庆祝建校60

练。1984年，开办“电脑入门”科

事部决定接受教育部的邀请。

年，在全国学校中首办万人宴。自

目，将它纳入中一课程表。原有的

此，十年一次的万人宴，成了华中

工艺科目逐步为电脑科目取代。

子弟的光荣。

展翅腾飞的八九十年代

同年，华初校舍三楼的柱子和
横梁出现几处裂缝，被列为危楼，

同年，教育部推行美术特选课

师生必须迁出。华初于是暂时到义

程（AEP），华中是获选的两所学

安理工学院上课；半年后，再迁到

校之一，是年招收学生18人。

兀兰新镇的两所毗邻而建的学校上

1980年，华中第一届学生理事

1985年，华中所有四个年级

课；再半年后，1988年1月转到武

会成立，取代了过去的学长团。理

的学生皆属于特别源流的学生，

吉巴督一所小学和一所中学的校舍

事会的成员是由同学们投票选举产

也就是修读华文第一语文（即今日

上课，长达四年半时间。

生的。参加理事竞选的同学必须提

的高级华文科）和英文第一语文，

名，做宣传，发表为学校学生服务

成为全校学生修读华文第一语文的

的见解。这样的学生组织在当时我

学校。

国中学是属于少数的。
同年，华初开办人文学科课程

1988年，华中成为我国第一批
三所自主中学之一。
1989年，华中取消年中考试，

同年，游泳池工程动工；华
初校友会成立，首任会长是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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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国第一所减轻考试负担的学
校。

1990年，华初成为教育部开设
语文特选课程的两所初院之一。一

吉知马路上的地标，也是华中精

开课，招收本地和海外的学生修读

神的象征。

初中4年和高中2年的课程。国际学

批批熟悉中华文化且又精通英语的

同年，校长杜辉生宣布将在年

校由华中前校长杜辉生出任总裁。

学生在毕业后，超过半数获得教育

底退休，不但华中大家庭，连华社

2007年，华中北京卫星校园成

部颁发的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负

也感到意外。华中大家庭极力挽留

立，设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笈海外著名大学，回国之后，在各

不果，杜辉生在11月12日退休。教

学。学校安排所有修读双文化课程

领域扮演重要角色。

育部委派校群督导许永正出任华中

的学生到卫星校园上课半年。

1991年12月29日，华初回归

到2008年为止，华中学生的

校长。

武吉知马校园。新校舍有游泳池、
科学馆、健身室、图书馆、教学大

成绩在全国同届考生中列属顶尖

昂首迈入新世纪

的3%。每一届的学生有30%进入

2000年，第18任校长许永正

牛津、剑桥等外国大学，70%在本

校友会会所原设于华中学生

拟定“华中2004”五年新计划。同

地大学深造。这批学生当中，包含

宿舍，1992年，游泳池启用，华

年，全国剑桥普通水准会考成绩排

2007年第一批直通车课程培养出来

中校友会迁入游泳池大厦，校友

名榜上，华中名列第三。

的剑桥高级水准会考的考生。

楼、大讲堂。

会会所建筑费达100万多元，由校

自2000年到2003年，华初在

2010年，华中获贸工部颁发

友会自筹。华中校友会是我国第一

每年的剑桥高级水准会考成绩排名

新加坡素质奖（Singapore Quality

所设在母校校园内的校友组织。这

榜上位居第一。2004年开始，教育

Award, SQA），此奖项以“世界

一年的校庆日，华中校友会举行会

部停止公布A水准会考成绩。

级的管理水平”为基准。华中是我

所落成典礼。

2003年，华初完成校舍扩建，

国第一所获此奖项的剑桥高级水准

同年，华中成立招生委员会，

新校舍由教育部长张志贤开幕。在

直通车学校。

到中国吸收精英学生和教师，首开

会上，张部长宣布教育部已经批准

我国学校到中国招生的先河。

华初成为第一批成为自主的学院之

2015年8月8日，庄 俦大楼
和华中董事部大楼落成，后者也是

一，为华初和华中合并铺路。

华中校友会的办公室和活动场所。

1993年，华中提出“世界级中

2003年，董事部接受经济发

2016年，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宣

1996年，华中赞助人大会

展局的邀请，在12月8日向教育部

布校友会发起“百人捐百万贺百年

选举董事，产生歧见，结果导

提呈开办私立“华中国际学校”

校庆”活动。校友会发动100名会

致“双胞董事会”出现，引起华

的建议书。

员每人捐献1万元，筹集100万元，

学”概念，并成立资优班。

社的关注。之后，陈共存辞去董事

2004年7月25日，华中大家

作为校友会给母校100岁时的献

长一职。1998年，华中、华初管理

庭各成员组织代表出席在华初诚

礼。筹集的款项作为奖学金、助学

委员会以及华中校友会达成共识，

毅楼举行统一校名会议，表决校

金颁给华中的同学们，让学弟妹得

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于1998年3

名的启用。投票结果是，中文校

到校友们的支持。

月28日举行赞助人特别大会，选出

名定为“华侨中学”，英文名定

华中的新的董事会，由校友黄一宗

为“Hwa Chong Institution”；华

任董事长，结束了历时1年4个月的

侨中学的中一到中四为初中部，原

回首百年，华中经历了社会、

董事会闹双胞事件。

华中初级学院解散，成为华侨中学

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的变化。无

然而，到了1999年，华中董事

高中部；华侨中学英文原名“The

论如何起起伏伏，不管风云怎样变

会因人事问题再现风波，黄一宗董

Chinese High School”不再使用。

幻，华中这一个大家庭里的每一位

事长连同其他董事七人于7月31日

2005年1月1日，华侨中学和

成员始终站稳岗位，在风雨中看准

集体辞职。8月2日，董事会解散，

华中初级学院正式合并，采用六年

方向，掌百年之舵，向前航行。华

教育部委派三名高级官员陈舜之、

制直通车课程，学生不必参加剑桥

中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未来也将

何品及陈激成于8月3日组成华侨中

普通水准会考，在高二参加高级水

如此。

学管理委员会，接管华中。8月4日

准会考。这是华中继自主后的另一

起，华中公司董事会由吴定基出任

座里程碑。

掌百年之舵 乘风破浪

(原文作者：杨绍强；节略 整理：许

同年1月，华中董事会设立的

振义。原文见于《百年华中情 1919-

1999年3月19日，华中钟楼为

私立中学一一华中国际学校（Hwa

2019》，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2019

我国政府列为国家古迹。它是武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正式

年出版)

主席，杨禧年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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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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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创校的校徽
Inaugural badge at 1919
色分红黑黄蓝白取自当时中华民国之五色旗，亦称“五族共和旗”。周围团以金星，
代表团结以及尚武精神及进取之精神。
The colours of red, yellow, blue, black and white mirrors the five colours in the national
flag for the then Republic of China. The rim of golden stars symbolizes unity and the spirit
of bravery and progress.

战前的校徽
Pre-WWII badge
校徽上的CHS为Chinese High School的缩写。
This design carries the “CHS” inscription, being abbreviation for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1930年至2004年的校徽
Badge during 1930-2004
校徽上的羽毛笔和铁锤分别代表文、武。火炬代表光明热情永不熄灭的学习热忱。整
体图案象征“学以致用”、
“自强不息” 。
This design carries a quill and a hammer, which respectively symbolizes literacy and
academic pursuit, and strength, spirit of determination, and good healthstrong physique. The
flaming torch symbolizes passion for knowledge. Together, they represent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in pursuit for progress and excellence.

华中初级学院(1974-2005)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1974-2005) Badge
院徽四支朝上的红色箭头代表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中间以横线贯穿，有如稻杆
捆扎，象征着“丰收”，亦象征团结一致、携手迈进、力求进步。
The four up-pointing red arrows represent the College’s fou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namely, moral, intellect, physique, and social well-being. The bar symbolizes the synthesis
of all four goals i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unity building, while the up-pointing arrows
reflect the college motto of “Towards Progress”.

今日的校徽
The Current Badge
由旧校徽演变而成，巧妙地结合火炬的图形与艺术化的“ ”字，蕴含了建校宗旨与
校名的联系，以及推行双语双文化的教育使命与弘扬中华文化之丰富意涵。
Modified from the previous design, this badge is a creative combination of the flaming torch
icon and the artistic script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 ”, linking the name of the School
with its mission and vision to promote bilingual, bicultural education and propagate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华中国际学校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创建于2005年，与华中同根同源，肩负共同使命，一脉相承。
Founded in 2005,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shares the same lineage as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therefore carries an identical badge, signifying unity and common miss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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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筱婷 (18S6B)
图／洪孙才 (4A2)

象

征吉祥喜庆的红，是新年的传统颜色，也是华中校徽的颜色。
2月4日，除夕，清晨7时30分，中学部与高中部所有六个年级
的师生、职工与学生家长，怀着兴奋的心情在钟楼前的台阶上集

合。4500人齐齐穿上亮丽鲜艳的红色上衣，使校园顿时充满节庆的热闹和浓浓
的春意。
举行联合升旗礼、观赏瑞狮迎春和财神赐福等表演后，另一项令人更期待
的活动随即开始。华中人仔细聆听负责老师与学生领袖的口号，再根据指示分
批走到操场上，迅速组成校徽和数字“100”的队形，场面极为壮观。只见两
架无人机在晴朗碧空来回盘旋，捕捉一张张气势磅礴的照片。大家都热情洋溢
地挥舞双手，把现场欢快的气氛推向高潮。
为了确保这独具一格的队形能顺利排成，负责策划的陈志伟老师(育人／特
级咨询)早于去年底便着手筹备，并发动中学部制服团体和高中部学生理事会给
予协助。他表示：“活动大功告成得力于华中大家庭成员的紧密合作，以校徽队
形庆百年华诞不仅富有纪念意义，相信这个画面也将是我们永远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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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教育模式将进入广州知识城

华

中欢庆建校百年之际，接
受教育事业新挑战，进
一步开拓国际新领域。

里程碑意义。

敲定并负责落实其他细节事项，包

李德龙表示：“我们以‘新加

括招生。

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的名称同当地

新学校校名未定，新校园尚未

2月12日，新加坡华侨中学校

学府合作办学，是要反映新学府的

动工，预计2021年竣工，计划2022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文化历史渊源，凸显这不是一般的

年秋季开课。

简称SCHS)与星桥腾飞集团签署

国际学校。我们输出的是新加坡的

广州知识城是继苏州工业园区

战略协议，将在广州知识城与中

教育品牌，提供IB课程，办学宗旨

(1994年)、天津生态城(2007年)和新

国当地学府联办国际学校，提供瑞

围绕双语双文化。双语双文化教育

中重庆互联互通示范项目(2015年)

士国际高中文凭课程(International

也符合中国继续同世界接轨所走的

之后，新、中两国政府间的第四个

Baccalaureate，简称IB)，同时发展

方向。”

双边合作项目。作为新中两国创新

双语双文化教育模式。

这所新的国际学校将来占地约

合作的标志性示范项目，广州知识

为了加强交流，知识城的国际

七公顷，将提供包括幼儿园、中小

城由星桥腾飞集团与广州开发区管

学校和华中国际学校学生未来有机

学至高中的“一条龙”教育服务，

委会成立的合资公司负责发展，自

会进行文化交流，华中国际学校一

由SCHS输送华中管理哲学与策略，

2010年奠基以来，城南起步区基础

些教师也可能借调到知识城的国际

负责提供教育管理服务，负责IB专

设施项目已建设完成，去年底已有

学校。

业文凭课程、双语双文化课纲、教

千多家企业进驻。

据《联合早报》报道，华中董

员培训以及制定有关的考试标准；

华中跨出国门，登上国际教

事会董事长李德龙说，华中与星桥

幼儿园以及小学至中三的义务教育

育舞台，广州知识城的合作项目是

腾飞合作，将华中教育模式带入广

课程则由当地合作学府负责。

一个里程碑。庆祝建校百年之际，

州，为新中国家级项目尽一分力，

SCHS正在寻求适合的当地合

此值华中庆祝百年校庆，具有重要

作伙伴，之后将成立工作委员会，

预祝项目开展顺利，华中“自强不
息”精神可以在海外发扬光大。

左起星桥腾飞集团城市开发总裁陈萃菁、华侨中学董事会董事长李德龙、华中副董事长庄绍平、华中国际学校
董事主席何建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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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赠校
双禄挥春收。
马
师
老
书法组 会长黄龙金接
友会，由

大

年初六(2月10日)，华岗

书法组
学
春联予 员蔡卓南学长
董事长
李德龙 赠

人声鼎沸；300多位华
中老、中、青校友和嘉

宾，一早齐聚华中文化中心剧场，
出席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与往常一样，群狮舞动迎嘉
宾，校友会属下的合唱团、华中之
声合唱团、太极组、铜乐团、家长
会、母校的学弟、学妹的各个演出
单位都粉墨登场，为新春佳节报喜
来，为华岗添姿彩！
出席当天团拜的华中大家庭各
单位领导除了董事长李德龙学长和
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学长外，还有华
中颐年俱乐部会长康伟民学长、华
初校友会会长郭龙琴学姐、华中管
委会主席林伟杰学长医生、华中国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和华中之声合唱团一曲贺新年
10

年
猪
迎

华中大家庭向各位拜年啦！左二起华侨中学校长彭俊豪、
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康伟民、华侨中学管委会主席林伟
杰医生、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团拜工委会主席洪铭
逢、华中董事会董事长李德龙、华中国际学校董事部董
事长何建昌、华中国际学校代校长王荣兴、华初校友会
会长郭龙琴。

际学校主席何建昌学长、华侨中学

成就。百年来让我们骄傲的事就是

校长彭俊豪学长、华中国际学校代

很多校友本着爱我华中、饮水思源

校长王荣兴学长等。

的精神，积极的回馈母校，为母校

董事长李德龙学长会上代表
华中大家庭各成员向与会者拜年时

最后李德龙学长强调：“我们

说：“华中在教育方面一向重视校

不但要为母校服务，更要贡献于社

风。百年来，老师们竭尽所能教导

会和国家。我们在新加坡享有一个

学生，敬业乐业的培训每一届的学

很稳定的多元文化与宗教的社会，

生，勉励学生们要有龙马精神，更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国家。我们

要有五伦八德的品德。”

要好好珍惜这个福，也要感恩我们

他指出：“很多华中子弟在社
董事长李德龙向出席者致词贺岁

服务、赞助与作出贡献。”

会上、商场或政治领域都有卓越的

家长会的舞龙精彩万分
11

的政府多年来一直支持华中，让华
中能日日增进与扩充。”

邀约马来西亚老学长
出席母校2019百年庆典
图文／华中颐年俱乐部颐年康乐组
了召集更多的马来西亚

为

请他们号召各地的华中校友，一道

前，先来一杯香喷喷的浓咖啡。众

老校友出席百年庆典，

前来参加万人宴会。

团友聚首相叙，多数人还是第一次

华中颐年俱乐部由会长

代表团第一站来到笨珍的培

见面，聊起来，话题多。林清赋、

康伟民、副会长沈瑞发、秘书陈兴

群独立中学，拜访董事长林清赋校

康伟民、陈兴庭、谢福仁等，都是

庭等率领27人代表团，包括理事、

友。林学长在图书馆迎接代表团的

同时期的华中同学，聚集在一起，

会员、家眷及会友，于去年11月

到来，简朴的外表，体现了华中子

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14日访问柔佛、马六甲的老校友，

弟的底蕴，让人肃然起敬。在交流

林学长是华文教育的推行者。
在他的领导下，培群独中蓬勃发
展，是柔佛区许多家长心目中的理
想学校。林学长在致辞时说，华中
的三年熏陶让他学到许多处事待人
的道理，包括诚毅和自强不息的勇
闯精神。他的一席话和他的成功经
验的叙述，让我们身为华中的同
侪，感到无比的骄傲，以他为荣。
代表团之后观赏了培群学生呈献的
文艺演出《陈嘉庚事迹》片段。
代表团的第二站是 株巴辖，
拜访了陈光谨学长，向他发出诚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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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期望他带领众校友回校参与
百年庆典。
代表团之后到了马六甲，观看
《又见马六甲》巨型歌剧表演。这
是“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在东
南亚地区承建的首个文旅项目。剧
院里精心建造的360度旋转沉浸式
舞台，
“郑和下西洋”是主轴。
在林清赋学长安排下，马来西
亚《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
华日报》为我校百年庆典作了专题
报导，协助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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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ing Partnership
and Building
Communic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HCI
1 February 2019
in the past years, has also collaborated

O

with College PSG in sponsoring roti
prata and satay for the Teacher’s Day
ver many decades, Hwa

Lunch, Mid Autumn Festival (MAF),

Appreciation Lunch and ice cream

Chong Institution (HCI)

Students Pre-Examination Dinner

for the MAF. Their generosity is most

has produced thousands

Services and many other student

appreciated.

of graduates with high academic

related activities which have become

The College PSG is grateful to

achievement and nurtured future

a tradition for the students and school.

the various support and sponsorship

leaders in Research, Industry and

The parent volunteers render their

received over the years and would like

Government to serve the nation with

support in terms of time, effort and

to continue working closely with such

holistic education.

funds to realise the school’s stated

groups in the future. Forming ONE

To forge an effective partnership

goals and objectives.

Large Hwa Chong Family!

between parents and the school

Over the years,

towards the actualization of the

College PSG has had

school’s vision as well as in creating

the honor and fortune

a wonderful and memorable learning

of sponsorship from

journey for all students studying in

various organisations

HCI, the College Parent Support Group

like Yan Palace, Tung

(PSG) was formed. The College PSG

Lok, Neo Group, F &

also promotes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N, Gong Cha, Pune

between parents and the school.

Food Delight, HCJC

Dedicated parents from all walks

Alumni and many

of life have come together, selflessly

other groups to help

sacrificing their precious family time

make the events

to support and help the school in

successful.

organising meaningful annual events

Hwa Chong

such as Teacher’s Day Appreci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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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岭
视野
腾讯展厅给参观者带来震撼的视觉效果。

在深圳感受

腾讯的企业魅力
文／姚一民 (18S75)
图／张哲晴 (18S75)
“只因看得更远，未来永无止
境⋯⋯”
随着屏幕上醒目的大字渐渐隐
去，我们才回过神来。
2018年11月26日，我校双文
化浸濡团到访位于深圳的腾讯总

占鳌头。腾讯甚至伸延至医疗、航

随机金额的“抢红包”功能，结果

空、宇宙探索、人工智能等领域，

是皆大欢喜。后来“线上红包”也

同时对于公益事业也大量地关注与

在其他公司中推广开来。在一片好

投入。但腾讯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评声中，腾讯最终决定将其开放给

呢？接下来的参观过程让答案逐

民众使用，也就是现在你我熟知的

渐揭晓。

微信红包了。

部。走进未来风设计的展馆，我们

我们看到各类书籍应有尽有的

作为世界最前沿的高科技企

仿佛站在宇宙星际之间，顺着时间

图书馆，供职员随时借阅；一楼宽

业，腾讯坚持创新，不断吸引青年

的长河见证腾讯的崛起。在短短二

敞舒适的咖啡厅，让职员享受午后

才俊加入，职员的平均年龄只有31

十年里，腾讯便在世界上留下辉煌

闲暇时光；各种设施齐全的运动场

岁，而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更是提

的印迹。

地，让职员在工作之余得以放松身

高职员的归属感和积极性。为了鼓

心。我们看到的是腾讯对职员的重

励创新，腾讯的办公室把传统的隔

视和照顾。

间打通，允许职员对工作空间进行

说起腾讯，人们首先想到的
或许是微信和QQ。确实，这两者
的月用户都达到近十亿，但腾讯所

在讲解和分享中，我们还得知

个性化的装饰与布置。他们也可以

做的可远远不止这些；其线上支付

有趣的微信红包的故事。原来在深

选择在公司的任何地方办公，不必

服务的日交易额达到六亿人民币，

圳，公司每年春节都有给员工发红

被约束在自己的座位上。正是这种

且这极度的便利正促成中国今天的

包的习俗。但对于腾讯这种聘用几

自由开放、不拘一格的精神，奠定

无现金社会。

万人的大企业，老板就算发一整天

了腾讯成功的基础。

此外，腾讯视频、音乐都是中

也发不完。后来就有腾讯人推出公

国第一，腾讯游戏更是在国际上独

司内使用的“线上红包”，并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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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文化课堂的跨国延伸
去
文／戴楷臻 (中四双文化一班)

年11月假期里，在两
位老师的带领下，17
名中四双文化奖学金得

主到访美国康涅狄格州西港市的
Staples High School，展开为期两
周的浸濡。
双文化奖学金得主一般上会
在中三时先到亚洲城市，中四时再
到西方国家浸濡。这种课堂的延伸
方式有助于学生亲身感受所学到的
理论与知识，体现了我校重视培养

第一天抵步即感受到美国人的热情与坦率。

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杨慧茹副校
长表示，希望通过浸濡带出不一样

周末，浸濡团则前往不同种

的学习特性和好处，培育理解他国

类的博物馆，如：纽黑文皮博迪自

和往年不同的是，本次活动更

文化并融会贯通的学生。为此，校

然历史博物馆、波士顿茶党船博物

注重与美国伙伴的互动交流。何俊

方安排了一系列活动，包括寄宿家

馆及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穿

汉(中四双文化一班)说：“在美国

庭、随堂听课、参观历史古迹等。

梭于不同时期的展览品和艺术品之

看到非常不同的文化，让从小在较

间，是令人难忘的经历。

为传统家庭中成长的我大开眼界。

平日里，同学跟随美国伙伴一

菜肴，大饱口福。

同上课、生活、游玩，近距离观察

作为体育强国，美国对运动

两国教育、生活及文化的不同。除

的热衷举世皆知。浸濡团特地去

了参与Staples的广播课、影片制作

了一趟芬威球场，这里是美国职业

其实从活动中获益的又何止

课、陶艺课、厨艺课、珠宝制作课

棒球世界冠军“波士顿红袜队”的

华中学生？美国朋友Benjamin

以及华文课，体验这所康州最佳公

主场，借此了解体育在美国文化中

Howard也赞同：“交流过程不只

立高中灵活多元的课程，浸濡团也

的核心地位。美国是最多移民组成

让新加坡学生了解美国文化，我本

到访常春藤盟校耶鲁和哈佛，感受

的国家，因此形成别具特色的饮食

身也加深了对新加坡文化的了解。

一下这两所在国际上享有顶尖声誉

文化，同学们到不同风味的餐馆吃

我发现虽然两国文化有很多不同，

和影响力的大学的魅力。

饭，品尝美式、法式、意式和德式

但也有相似之处。”

历史悠久的耶鲁大学以其歌德式建筑风格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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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能佐证课堂学到的知识，对了
解异国文化至关重要。”

在活动中
遇见不一样的自己
文／郭晓斌 (18A12)

年

是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悦的气氛。为了纾解同

热门课程。在下水前，教练反复示

自己的另一面，这便是华中教育的

学的压力，同时又能快乐地学到

范基本技巧，但知易行难，18A12

特色。参加瓶中景制作(Terrarium

新技能，我校在10月5日给全体高

的廖旌成说他一下水就慌了，脑

Making)的林汶 (18S7B)表示，把

一同学安排了超过40项精选活动，

中重复着教练的指示，但身体却绷

小巧的微景观浓缩在精致的玻璃瓶

包括：街头魔术、外语速成、迷你

得太紧，摔了无数次才逐渐掌握如

中让她真正静下心，从烦躁的琐事

模型、皮革缝制、巧克力制作、瓶

何平衡。虽然喝了一肚子海水，全

中解脱出来，为生活增添色彩。陈

中景布置、皮划艇、咏春拳、防身

身酸痛得快散开来，但他还是非常

健(18A12)也总结道：“活动让我

术、保龄球等等。不管你是哪种

感谢有这难能可贵的机会，让他挑

们发掘个人兴趣，我在没有压力的

性格，肯定能从中找到自己钟意

战体能的极限和体验滑水的乐趣。

情况下学烘焙(Puff Pastry)，实际

短短一天的精选活动日不仅

体验，亲自接触，这难得的经验将

终考季终于结束了，校

含了校方深深的用意，让同学们以

园里处处弥漫着轻松愉

滑水(Wakeboarding)也是另一

兴趣为师，充实和提升自己，发现

的课程。
说到室内活动，毛线玩偶手作

让大家在考后放飞心情，实际更蕴

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坊(Amigurumi Crochet)便特别受文
静女生的青睐。一开始，要不谙针
线功夫者用毛线勾织出萌样十足的
小狗，无不手忙脚乱的；但聘请来
的外校指导老师毕竟拥有十多年的
丰富经验，在她的细心教导下，大
家逐渐得心应手，编织的速度也愈
来愈快。令人想不到的是单单小狗
的身体就需用上千针才能织出，而
这还是较简单的，要织出尾巴、鼻
子和耳朵，难度更大。过程中，同
学们频频出错，不时要举手请老师
来抢救“残品”。编织活儿是对耐
心极大的挑战，但辛苦一天后换来
的可爱小狗公仔还是让人心生满
足，疲惫俱消。
在运动类活动中，箭术课程
(Archery)人数爆满，可见其受
欢迎的程度。身材娇小的石馨瑶
(18S6K)表示自己从未体验过射
箭，所以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当天
精彩刺激的射箭让她在大汗淋漓中
将学业的压力抛到脑后，另一收获

要做出酥香可口的点心，先得学会擀面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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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美食
文／林博雅 (4B)

“小笼包，叉烧包，奶黄芝麻

在口中调皮地绕着圈，许久才慢悠

的脆皮香蕉，酥酥的皮中包裹着丰

豆沙包，大肉包，菜包，还有灌汤

悠地滑入食道。走在弄堂，闻着悄

厚细腻的香蕉馅，当它从咬出的口

包⋯⋯”

悄掠过的风都感觉是香的。

子中流出的时候，美妙的滋味甜到

这句《千年食谱颂》的歌词，

上小学了，我渐渐地成为了

了心里，感觉新鲜丰沛的阳光倾泻

用来描述家乡无锡，再合适不过

桂花糕的俘虏。在月桂爬上树梢

在海滩上。弄堂中随处可见的豆腐

了，不过歌里形形色色的包子对于

的时节，路过摊位，丢下三个钢.

花，豆腐豆味儿香醇，软硬适中，

无锡美食来说，只是沧海一粟。想

。一个勤劳的中年妇女灵活地掀

像奶油一样细嫩，漂浮的几点葱花

到无锡，想到无锡的弄堂，口水涟

起锅盖，抖下几瓣桂花。她小麦色

碎玉一般，真乃点睛之笔。有时失

涟。在我的心里，无锡就是一座天

的肤色透着一种健康的美，给我一

手多放了辣，吃得眉毛拧成一团，

底下最好吃的城市。

种朴素又踏实的感觉。云朵一样的

火辣辣的嘴巴却笑开了花。就连看

依稀记得儿时的我，梳着两

桂花糕，洁白的，糯糯的，一嚼，

似平淡的粗粮馍馍，也别具一番风

根又短又粗的麻花辫，哼着新学

一种呼之欲出的淡香从糕中快活地

味。麦香恣情地飘忽，我在这朴素

会的童谣，彳亍于放学路上的弄

漾出，灌过肠，穿过骨，流进心。

平和的气味中，好像走进了另一个

堂，总爱不由自主地抽吸一口气，

黏黏的桂花糕，时而含到一小朵桂

时代。

向远处卖桃酥饼的摊位望去。一位

花，便是甜糯清香，唇齿留香，舍

无锡的美食，大到厅堂中的太

胖胖的阿婆，看着我走向摊位，细

不得咽下，酷似骑着月亮在白莲花

湖三白，小到小街中的馒头煎饺，

细的鱼尾纹在眼角缓缓地荡漾。她

般的云朵里穿行。天色晚了，每当

皆回味悠长。“民以食为天”，这

麻利地抓起一个纸包，随后用夹子

我忆起小摊上的白烟袅袅，香氛阵

话我可以打满分，因为这一切无锡

从蒸笼中娴熟地夹起一块玉兰饼放

阵，必会流下甜甜的口水，连梦中

美食凝聚着前人的智慧，对生活的

进去递给我。鲜亮的油涂抹的色彩

都开满了香喷喷的桂花。

热爱。这弄堂中的香气究竟该怎么

在春意渐暖的日子里泛起白色的光

后来，我长大了。小摊上的

描述呢？我不知道，也许永远不会

点。“吧嗒”一声咬下去，一种厚

无锡传统小吃，非但没有销声匿

知道。那么，不如将其称作“无锡

而不腻的浓香好像丢手绢的孩童，

迹，反倒更加丰富起来。鲜香软糯

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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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名不搭意之歌的邂逅
文／崔海悦 (2B)

周

杰伦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歌手，可究竟是什么让
我在他庞杂的古风歌曲

中一眼就相中《东风破》呢？我
想，应该就是它的名字吧！
我坐在客厅中，燥热并且烦闷
着。眼前电脑显示“周杰伦生平介
绍”，手边是《华文专题作业主题
要求》，耳中无限循环着二胡等不
知名乐器缓慢的曲调，困到了极点
却打不出哈欠。
“旧地如重游 ‘人生’更寂
寞，半夜新的‘烛火’不忍苛责
我⋯⋯”
这才是《东风破》，我选曲的

拍子，说着故事，后者则舞动腰身

的吐字烦恼，我就不会花四五个小

搅乱视线，手动为自己蒙上迷幻的

时对它的音律进行解析；如果我没

薄纱。

有开启它的无限循环，我也就不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

会发现原来它每一个细节都是那
么自然。

破》⋯⋯”

真身。没有国家大事慷慨激昂，没

回神前我竟不由自主跟着唱

有英雄传说热血满腔，它似乎只是

了起来。我打开报告页面，奋笔

一首再普通不过的情歌，我甚至听

疾书。

上面的一切凑在一起，让我脑
中荡漾起它的旋律。
《东风破》向我展示，那么

若是认真的说，东风破算不上

一种藏秘心声的安静和智慧之美。

我感觉受到了欺骗，并深深为

最惊艳火热的情歌。它饱含含蓄之

它告诉我，优美的作品总会被

自己凭借一个名字而选择主题的莽

美，从没真实吐露出爱意。用词选

人发掘到迷人之处，不论是激昂的

撞而自责。

字朴素无华却好似跳动，曲调缓慢

曲调，还是朦胧的乐章。它教会我

悠扬婉转。这之中任何一个都谈不

静下心来品味每一部作品的隐喻，

上惊艳。

加以思考，为己所用。

不出它是在抒情还是在哀悼！

在没头没脑听过了无数遍，以
及网络搜索结束毫无进展后我终于
决定对照歌词再仔细听一遍。

但这之中也是有它自己的学

我敲下最后结尾句，编辑好文
本，提交作业。

然而，这次的邂逅却弦乐在耳

问，我将它们写入我的报告之中。

边滚动，清风从窗外吹入，前奏很

如果我没有被它的名字吸引，

对我来说这次关于《东风破》

长却也不见得令人心烦。歌词和音

我就不会坐在这逐渐清净下来的客

的研究报告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

律交换了位置，前者不急不躁打着

厅里伏案写作了；如果我没有被它

阅读鉴赏，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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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青年 华 语 论 坛 记趣
文／ 孙琪悦（4I）、张今澄（4C）

（一）
天还有些许朦朦亮，我们便
踏入了鼎昌楼，这个来到华中三载
每天都会路过但从未迈进的地方。
从台阶往下看，风格迥异的校服极
其吸人眼球。筹委会工作人员领着
我们进入各自的小组，大家悄悄地
互相打量着，眼里满是对陌生环境
的忐忑，跟这些素未谋面的同学相
处、合作三天，这种从未有过的缘
分让人感觉有些神奇。

（二）
一直都知道，华中本部覆盖
面积之广，从陈嘉庚地铁站走回国
际部，有些距离，常常累得气喘吁
吁。小组长领着我们介绍学校里标
志性建筑物还有同学们平时活动的
场所，简简单单兜转了一圈，就费
了近一个小时。是啊，这个历史比
建国还要早四十多年的学校，一路
走到今天，历经坎坷，风霜饱经，
岁月使他沉淀出许多学术以及精神
上的瑰宝，供后代学习瞻仰。
漫步在本部的校园里，一阵
庄严神圣之情油然而生。听来自国
内的同学说，在他们学校挑选亚洲
青年华语论坛的活动参与者极为严
格，要历经多重选拔，最后才会选
出几位出类拔萃的同学来到新加坡
进行参与⋯⋯听罢，内心久久不能
平静，我们此时此刻正在享受的机
遇，也许是中国莘莘学子求而不得
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积极
进取，牢牢把握呢？

习之旅”的期待与欣喜。
“举杯对天情似月”，忽地，
熟悉的旋律，悦耳如银铃般地歌声
嵌入耳畔。循声望去，后排的同伴
们，早已按捺不住，哼起曲儿，霎
时间，空气变得活跃欢快起来，跟
着动情哼唱的，兴高采烈掏出手机
录视频的⋯⋯笑声不绝于耳，巴士
在此起彼伏的歌声中继续前行。
一路辗转，我们终至闻名遐迩
的南洋理工大学。许是在举行什么
盛事，人山人海，各个种族的学生
欢聚在此，只瞧见他们热情洋溢，
青春蓬勃。短暂课程介绍之后，我
们组便踏上了交通方面的科技学习
之旅。
首先我们参观的是一套先进
的校园交通路况摄像捕捉设备，主
讲的姐姐为了方便华语学习者的聆
听，贴心的切换成华语为我们细细
的讲解。而后，又向我们展示了最
新的研究—红绿灯摄像设备，惊叹
之余，一股油然而生的钦佩之情从
心头袅袅升起。
紧接着，我们参观了实验室，
各式新颖的交通工具模型映入眼
帘，同伴纷纷前去体验，欢声笑
语中多了一份对科技的洞察。科
技，此时此刻，已不再是书本上那
空洞的两个字。动人的讲解，有趣
的模型，为科技赋予了更多灵性与
内涵。在学习中感知科技，妙不可
言，学习之旅，虽是汗流浃背，却
也满载而归。

（四）
（三）
巴士缓缓驰骋于林荫大道，百
无聊赖，不禁望向车窗外，目光所
及之处，高楼林立，绿意盎然。不
知名的各色植物坠入眼帘，心旷神
怡之余，不由得增添了几分对“学

这次活动分作两次呈现，先
是小组内的论题呈现，然后是最后
一天的论题呈现。组员各自阐述着
对于智慧国一词的核心理解，句句
在理。一番激烈的探讨切磋后，响
应小组长的积极号召，进入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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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争分夺秒，整理框架，查询资
料，讨论也是进行的不亦乐乎，如
火如荼。
刚见面时的羞怯与生疏，早
已烟消云散，与此同时，多了一份
心扉的敞开。结果其实已经不那么
重要，无论是谁将被选上做最后的
呈现，无论论题最后呈现的结果如
何，大家都欣然接受。我们在意的
也只是这个大家一起埋头绞尽脑汁
的过程，重在相遇，重在感知，重
在这三天大家所经历的分分秒秒点
点滴滴。

（五）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
最后一次坐在戏剧中心，是联
欢活动，也是论坛的收尾。
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同学们，
欢聚在此，将至诚祝福付诸于精心
编排的表演中，献给这三天朝夕相
伴的小伙伴们。没有老师，没有教
职工；有的，只是一张张青春洋
溢，欢愉的笑脸；有的，只是手中
挥舞着的手电筒，一颗一颗像夜晚
的星星一般璀璨夺目；有的，只是
蓬勃朝气的青春，如初升的太阳一
般，散发着炽热的光。
霎那间，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是感动吗，是不舍吗？这种纯粹的
感觉，仿佛良久不曾有过。“天下
没有不散的宴席”，晚会结束后，
目光不遗角落的搜寻着那一张张的
熟悉的面孔，当相机的按钮按下，
一切都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光。坐在
同一块屋檐下的一百多人，都不确
定是否还会再见，就这最后的几分
几秒，流逝在指尖。
夜，黑得深沉，昏黄的路灯下，
说不清是酸楚，还是不舍？感恩相
遇，感恩经历，感恩华语论坛！只
要心中有信念，重逢，来日可期。

华中校友会乒乓组筹办
“2019年乒乓团体赛”
文／谢水霖

华

中校友会乒乓组，由洪伍

和陈炳泉。

在2005年初高峰时期，乒乓组

迪、谢崇文、莫泽升三位

乒乓组多年来四处“征战”，

组员有多达144人。过后因种种原因

校友发起，成立于1998

包括：广东中山市、广东汕头市、

（包括场地局限），如今组员为65

年9月21日，宗旨是联络校友情谊和

上海市、福建、香港、澳门、马来

名，每逢星期四傍晚七点、星期日

交流，促进我国乒乓运动。

西亚之怡保、

都巴辖、北干那那

早上八点半在鼎昌楼乒乓室活动。

在我国乒乓界，华中校友不

等地，屡战屡胜，包括赢得宿将赛

为庆祝校庆100周年，乒乓组

乏其人，出任乒总理事的就有：谢

各类组别团体赛冠军杯共15座，个

以蔡国伟为主席，谢崇文、莫泽升

水霖（署理会长）、陈元祺（副会

人单项冠军则不计其数，包括三洋

为副主席，筹办“2019年乒乓团体

长）、已故罗明光（乒总理事）。

水族馆杯赛四次夺冠；另外，第一

赛”，预定今年7月开赛，各队伍

次远征砂劳越就夺杯赛冠军。

由5位队员组成；二场单打，一场

乒乓组去年10月28日庆祝成立

各类团体赛主要代表球员有：

双打，三场决赛胜负，预计100支

乒乓组主要赞助人为：杨

谢崇文、莫泽升、张仲刚、刘清

队伍将参赛，约500名参赛选手出

有瑞、卓清桂、黄龙金、罗明光

盆、刘志成、李成发、苏华南、陈

席开幕典礼。

（已故）、谢水霖、陈元祺、陈炳泉

国平、苏赐 、梅国俊、林如南、林

本次比赛欢迎赞助，凡赞助

和李光义；历任领队有：卓清桂、

量德、张示华、林朝忠、黄亚东、

$1000或以上者，将成为名誉赞助

谢水霖、罗明光（已故）、陈元祺

罗明光（已故）等。

人。

20周年纪念，盛况不减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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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Chong Netball Alumni Team
A new exciting addition to the Hwa Chong Alumni Community!

M

eet the latest member of the

art, banking, coaching, communications,

HCA community, the Hwa

education, financial, investment, legal,

Chong Netball Alumni team!

medical, policy making, sustainability

Hwa Chong Netball has a proud

and non-profits.

sporting tradition, embracing our duality

As they endeavor to make positive

in achieving academic and sporting

impacts on society, it is important to

excellence. HC netballers compete at

provide a connective platform for them

elite levels of competition, domestically

to reconnect, network and renew the

in Singapore in national leagues and

Hwa Chong sense of community and

representing Singapore globally.

wellbeing.

Netball alumni have pursued careers

The group was first formed in June

in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 including

2018, and hosted its first games at 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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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 Division Netball
Team 1990-1991

Chong. By December 2018, it overachieved original targets by 200%:
reaching 24 games (vs original target of
13 games) with increased participation
by an amazing 30%!
It is filled with fun-loving and

江城子】
华中百年校庆勉学子
n 柯世利 (加拿大)

sociable Hwa Chongians who foster
a strong community spirit, on and off

莘莘学子聚华冈，纳朝阳，洽年光。

the netball court. Alumni activities and

淑景清明，卉木茂荣昌。

game are fully inclusive; alumni from

迎盼黉门欢庆日，人喜悦，苑芬芳。    

other sporting backgrounds (including
basketball, football, rugby, volleyball
etc.) are frequent participants.
This success is made possible
with the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HCA
ExCo (in particular, particular, Chia Min

前程坎坷路绵长，历风霜，见云章。    
探讨求真，不怠自图强。
好趁韶华趋胜境，群豪隽，共翱翔。

Chong) and the netball group.
For 2019, we wish all Hwa Chongians and their loved ones, the very best!

江城子】
华中百年校庆
n 柯世利 (加拿大)
众头攒动仰华冈，沐朝阳，洽年光。
淑景清明，云树郁苍苍。
迎盼黉门欢庆日，人喜悦，苑芬芳。    

百年坎坷路绵长，历风霜，几沧桑。    
群彦 才，辅助励图强。
傲立炎方趋胜境，常茁壮，倍荣昌。

注：群彦雋才， 指历届热心奉献的校友、董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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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华中 皇皇长篇
——华中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出版纪念文集《百年华中情》

为

母校百年诞辰志庆，华中董事部
与华中校友会出版纪念文集《百
年华中情》。

文集的筹备工作早在三年前已悄然展
开，并于一年半前正式启动。本书共分六
辑，即“校史”、
“人物”、
“怀旧”、
“学余”、.
“文艺”和“展望”，共600多页，作者近
200人，包括师长、校友、在籍学生及家
长等。
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往往令我们动容。
我们缅怀先贤，肯定他们对华中的贡献，绝
非歌功颂德；我们介绍杰出校友，对他们的
成就引以为荣，更大的目的是希望莘莘学子
见贤思齐，发扬“自强不息”的精神，未来
回馈母校，贡献社会。
华岗上的一景一物，课余活动驰骋校
园，固然让毕业了多年的校友们不能忘怀，
而师长们的谆谆教诲，同学们的相互扶持；
师生数载，同窗情谊，更是永远难忘的记
忆，挥也挥不去！
母校百年诞辰，各地校友引吭高歌，
响彻华岗；领导层展望寄语，不仅回顾，
也憧憬未来，“雄立狮岛，式是炎荒，万
世其无疆”。
《百年华中情》在华中校庆日当天发
刊，今年底将推出数码版本，让文集的传
播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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