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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放春秋佳日过
最难风雨故人来
—记华中百年校庆晚宴
21日傍晚，武吉

3月

超过12000校友，同穿橘红色“华

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三

知马下起了滂沱

中百年”纪念T恤，齐唱校歌，场

巴旺集选区议员兼华中管委会主席

大雨。不过，这

面盛况空前，创造了新加坡学校校

林伟杰医生，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

并未浇熄1万2000名华中大家庭校

庆晚宴的新纪录。

政务部长徐芳达，以及文化、社区

友的热心。风雨无阻，他们回到
了华岗。
华中大操场上设了八个大棚，

当晚主宾为李显龙总理。多名

及青年部兼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

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包括总理公

部长沈颖都参加了这次校庆晚宴。

署部长黄志明，教育部长王乙康，

李总理呼吁所有学府倡导开

彭俊豪校长(右)和
校友会黄龙金

会长将校友阿果
的作品赠送给李
显龙总理

放包容的精神，以维护我国多元

不少华中的校友，

种族多元文化社会的根本。他表

一年前就开始报名预订

示，华中创办于1919年，当时我

参加百年校庆。当晚，

国还属于英国殖民地，教育还未普

最年长的出席者是新加

及，但为了给华族子弟提供母语教

坡中华总商会前秘书曾

育，华商领袖陈嘉庚先生向华社筹

庆元。今年95岁的他，

募资金创办学校，但一路走来经历

退休后几乎每天都到华

不少风雨。

中颐年俱乐部，找老同

他说：“华中见证了新加坡多
个重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也经历过

学聊天打牌。华中每年
的校庆他都会出席。

时代变革所带来的各种考验。面对

本次晚宴有不少是

每一次的考验，华中师生都展现了

来自散居世界各地的华

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校友，包括自1966年

总理也为国专百年同心艺术馆

就移居香港的郑良生学

主持推介，艺术馆展现我国先驱画

长(84岁)。一直感念母

家等校友的画作。通过我国先辈的

校教诲的郑良生，后来

南洋绘画，带领国人回顾历史，纪

在香港成立华中校友会

念我国开埠200周年。

分会，定期举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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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旅居香港校友之间的情谊。
他这次特地召集40人的香港校友
团回校参加万人宴。
在滂沱大雨中，老中
青几代校友和同学互相扶
持，共同庆祝，正应了清
代著名藏书家孙星衍那
两句诗— “莫放春秋
佳日过，最难风雨故人
来”，后一句写的就是
百年校庆晚宴当晚的情
景，而前一句不就恰好是
华中校训“自强不息”的
绝好脚注吗？

火树银花映华岗，相信是我国校园内第一次有烟花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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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幅名家珍藏
诉说我国美术教育史

华

中向来注重“德智体群

老师—陈文希、刘抗、钟泗滨、

美专担任兼职老师。这五位大师桃

美”五育。在我国画坛

陈宗瑞，结伴到印尼峇厘岛旅游写

李满天下，在各自的领域里对星马

乃至艺术界，华中是重

生创作，从此奠定了四位画家南洋

的一代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要的一环。
当年华中聘用多位自中国南

画派的始祖与新加坡四大先驱画家
的地位。

在创作方面，华中人硕果累
累—林学大、陈文希、陈宗瑞、

下的专业美术老师，提升了校园

同年，南洋美专创校校长林

刘抗、钟泗滨等先驱画家，都与华

的美育素质。1952年，在郑安仑

学大执教华中，陈文希、钟泗滨、

中有相当深远的渊源。在美术教育

校长的鼓励支持下，华中四位美术

陈宗瑞先后均被林学大邀请至南洋

方面，我国一代代的画家不乏华

开幕式之后，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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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弟，包括何和应、林友权、
徐祖燊、吴珉权、陈瑞献等。
在收藏方面，华中董事部多年
来收藏颇为丰富。有20余件为华中
前董事长李光前、杨熹年，前董事
陈光别，前校友会会长陈龙得，大
收藏家和书法家陈之初以及校友
蔡乙权所捐赠。
为庆祝百年校庆，华中于6月
中至7月举办“华中世纪名家珍藏
展”，把华中师生这些年来校内
外的珍藏品作一次概括性的展出；
在微观上，可欣赏各个名家画作的
思想内涵和艺术特点；在宏观上，
则可一览我国画坛乃至社会的发展
历程，温故而知新。这样一个前所
未有的画展也呼应了我国开埠两百
周年，自有它独特的意义。本次
展出的作品包括好几位文化奖得
主—何和应、林友权、吴珉权、

林子平。

同台展出。展览还展出华中老师

策展人、南洋华侨中学副董事

吴得先、题写“南洋华侨中学校”

长庄绍平受访时说，希望通过这个

牌匾的张瘦石、陈人浩、吕振端的

画展，让华中在东南亚视觉艺术史

书法、卢衡的书画；读过华中的

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重视，赠与学

画家纪经中、陈子权、郑国伟、

生与公众美好的精神食粮，也希望

陶祚增、陈子凯、陈隆庆、李士心、

借此提高华中人的美育素质。

麦锦铫、方良等作品。

华中世纪名家珍藏展出与华

华中多年来所收藏的20多件

中有关的31位画家百幅画作，

画作瑰宝，有些因年久而有所损

不乏鲜为人见的展品。林学大两

坏。华中董事部慷慨解囊进行修复

幅油画《圣淘沙》和《可怕的时

工作，动用了三家专业修复公司将

间》与儿子、画家、也是南洋美

之修复至最佳状态，并得以长久妥

专第二任校长林友权的四幅油画

善地保存。其中有两幅大油画，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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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庄绍平把私人珍藏的《陈嘉康先生纪念册》赠送给华中董事部，由董事长李德龙代领
卢衡《钟楼侧景》与钟泗滨的《钟

中包括不少华中学生。

楼》，修缮经历四个月左右，过程

出席6月15日华中世纪名家

复杂，工艺繁难，最终修复成功，

珍藏展开幕式的有两百多人，校

善莫大焉。
配合本次珍品
展，华中董事部出
版画册，同时也
主办免费讲座：
王瑾和何劭斌主
讲“1950年代华
中美术教育”；梁
其栋、方良和麦
毓权主讲“华中与
南艺的缘分”；
赵振强谈“艺术
收藏与市场”；
林伦全谈“艺术修
复”。画展与讲座
反应热烈，原定三
周的画展后来也
应公众要求展期两
天。画展前后吸引
了逾千人参加，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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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贵宾包括：钟维基、陈其新、
刘道纯、林友权、梁振康、刘心
玲等。

《世纪华中》

史诗式音乐剧

奏响百年校史的恢宏乐章
文／李宗霖 (19S6B)
尹嘉恒 (中四双文化一班)
朱天弋 (中三启元二班)

百

年薪火耀新晨，世纪华中立乾坤。

南洋谋生的片段，以此纪念新加坡开埠200周年。这段

为庆祝百年校庆，我校于5月17日至19日假

内容与之后华中的发展史交织在一起。在两个多小时

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隆重公演四场大型

的演出里，通过音乐、舞蹈、戏剧、合唱、朗诵等形

音乐剧《世纪华中》。三天内的四场演出共吸引了近

式，淋漓尽致地演绎了华中百年来的沧桑变迁。无论

5000人前来观赏，好评如潮。杰出校友如沈颖高级政
务部长、许宝琨高级政务部长、音乐人梁文福博士等

是太平洋战争的枪林弹雨，学潮爆发时的停办危机，
或者是轰动一时的华初危楼事件……都展现了一代代

皆出席，共襄盛举。

华中人砥砺自强的感人故事。

《世纪华中》音乐剧工程浩大，各届校友在音

耿钰栋(19S6B)说：“最后一幕，我看到创校先

乐、艺术、戏剧、舞美等方面给予了重要指导与支

贤和校长并肩站在舞台上，手握学生敬献的花束，似

持，而535名来自18个不同课程辅助活动的表演者凝

乎在昭示音乐剧的意义：它不仅叙述校史，更是向他

聚成集体，数月来坚韧不拔，积极筹备和排练，期间

们致敬的最佳方式。因为在他们的领导下，华中才得

还要上课，兼顾学业，但大家都全力配合，幕后人员

以有今天的成就。”

也齐心合作，最终打造出这部气势恢宏的史诗巨作。

表演者之一的莫镇源(19A15)分享道：“剧本里有

由弦乐、华乐、铜乐组成的乐团，随着剧情的发

句话特别能引起我的共鸣—‘多少回，把盏高歌，揽

展变换着旋律，乐曲时而舒缓，时而紧张，时而柔和，

衣抒怀冲口而出的还是那首老歌’。尤其是当我看到

时而磅礴，大大增加了观众对故事情节的投入感，为整

所有人都参与大合唱，能真实感受到熊熊燃烧的爱校

场演出锦上添花。舞蹈团与合唱团以婀娜的舞姿与优美

精神。这股力量跨越时代，无论我们身在何方，都深

的歌声，成功地让观众仿佛置身于剧情之中，带来别具

信母校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一方舞台，重现世纪之光。剧末，观众全体起

一格的体验；而艺术体操、武术队员们敏捷的身手技艺

立，以饱满的激情高唱华中校歌。雄壮嘹亮的歌声，

亦展现了华中学子昂扬奋发的精神状态。

饱含了在场所有人的衷心感激及对未来的美好祝福。

音乐剧在序幕加入过番客告别家乡，飘洋过海到

7

歌声与微笑2019
华中百年华诞的献礼
文／熊杰
20日晚，华中校友

7月

在《Sunrise Sunset》《光阴

郑苡娜副会长担任义务钢琴伴奏。

会合唱团携手华

似流水》的歌声中，演唱会拉开了

她和李彬老师精湛的伴奏更为这场

中之声合唱团、

大幕，由胡铮老师指挥的《华中校

音乐会生色不少。

华中高中部、中学部合唱团和华中

歌》与《欢乐颂》的混唱，将演唱

国际学校学生，约 160 位老中青三

会的欢乐气氛立刻烘托起来。

对于许多人来说，校园是珍
藏着青春宝石的首饰盒，承载着

代的华中人齐聚于南洋艺术学院的

随后上场的女声合唱《芦

一代代学子无可取代的珍贵回忆。

李氏基金剧场，为观众呈献了一台

花》、八人小组唱《月圆的时候》

作为一所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名校，

异彩纷呈的“歌声与微笑 2019”

《纺织姑娘》、三重唱《燕子》的

华侨中学更是凝聚了无数人的青春

音乐会。

美妙歌声赢得了观众热情的掌声；

时光。

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中学子感

男声独唱陕北民歌《羊肚肚手巾三

江山代有才人出，每年有数

怀母校的方式可谓多彩多姿，但当

道道蓝》的演唱者秦苏宁那高亢嘹

不清的精英步出山岗，奔向各行

晚参与“歌声与微笑 2019”的华

亮的歌声惊艳了全场；团长许其

各业，在各自的领域里发挥着华

中人，却都拥有一个共同点—那

明教授贤伉俪《蝴蝶泉边》的深

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每每提到

便是用歌声唱出曾经的校园情怀，

情对唱不时让听众发出阵阵会心

华中，校友们总是抑制不住自豪之

用音乐诉说对母校深深的眷恋。

的笑声。

情。时值华中百年校庆之际，骄傲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的团员虽大

除此之外，曾子建老师指挥的

多已是两鬓斑白的老校友，但他们

华中之声合唱团也送上了极其精彩

歌声中的激情与活力，仍让许多年

的无伴奏合唱《Rasa Sayang》和

看着几代华中人同台劲歌热

轻一代的华中人赞叹不已。

《Shenandoah》。华中中学部、

舞，仿佛岁月不曾将他们隔阂。

这一晚的演出，选曲多种多

高中部合唱团的年轻学子们，在

即使历经再多的时光荏苒，母校依

样，演唱形式不拘一格。通过独

刘旭豪老师和林爱慧老师的分别带

旧，情怀也依旧。惟愿这场演出能

唱、小组唱、男女对唱到大合唱等

领下，以极高的水准演唱了多首青

够将美妙的歌声留在每位华中人的

形式，力求将每首曲目都演绎得尽

春洋溢的歌曲。

心中，让每一个音符记录下山岗的

善尽美。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成立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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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友们更要施展各自的才华为母
校献上贺礼。

代代芳华。     

百队乒乓竞缤纷
五百人庆建校百年
文／谢水霖

为

庆祝母校创校一百周年

答谢他们慷慨资助赛事，让整个赛

比赛成绩如下：

并促进乒乓运动，华侨

事起了个好头。

冠军：Fantastic Four, 奖金 $600

中学和华中校友会(乒

赛事进行十分顺利。赛后 6月

乓组)于6月29、30日两天在华中

30日的颁奖礼由校友会黄龙金会长

季军：(无队名)，奖金 $150

(高中部)室内体育馆联合主办“华

主持，谢明聪副会长和黄仕文袐书

季军：Waffles (RI),  奖金 $150

中百年百队乒乓团体赛”。

长也加入颁奖仪式。

第5至第8名队伍(皆无队名)：各得

亚军：Sunsports 3, 奖金 $300

本次比赛有128支队伍一共约

本次赛事也获得《联合晚报》

500多位球员参加，创下全国参赛

及《新明日报》以显著版位刊登

第9至第16名队伍(皆无队名)：各

队伍和运动员最多之比赛记录。赛

新闻。

得奖金 $50

奖金 $100

事不限国籍、年龄、性别，运动员
最小13岁，最高龄为72岁。500
多人同时在40张球桌交流技艺，
蔚为壮观。整个场面十分热闹，
激动人心。
赛事由主宾洪维能学长(裕
廊集选区国会议员)主持开幕。
他首先颁发纪念奖牌予5名赞
助人— 陈炳泉、谢水霖、
陈家安、李光义和金锦心，以

左起：华中校长彭俊豪、筹委
会主席蔡国伟、主宾洪维能、
校友会会长黄龙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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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诞

与

中秋佳节

的世纪相遇

中

秋和月亮年年都有，但与
华中百年校庆相遇的中秋
佳节，便是绝无仅有的一
期一会了。十五月亮十六圆，今
年我校大型中秋晚会订于9月14日
（农历八月十六）举行。主题是取
自《诗经·秦风》的“溯”。其本
意是逆流而上，又有追忆往昔，不
忘初心，探寻本源之意，与华中传
校价值观“饮水思源”相呼应。
文娱表演在节庆活动中向来
不可少，这也是华中儿女一展才
艺的平台。虽说因烟霾来袭而不得
不迁至室内举行，让原本能容纳近
千人的诚毅楼会堂显得有些拥挤，
却也让中秋团圆的意味更加浓厚
了。演出节目缤纷多彩，歌曲创作
社“未央”（We Young）同学自
编自唱的曲目让空气弥漫着文艺的
气氛，诗意中不失活泼，让人不禁
随着音乐轻哼起悦耳的旋律。李文
博（19S6B）和余杰翀（19S7E）
的相声段子《驴肉火烧》让观众笑
得前仰后合。全场的气氛在中华武
术的表演中到达高潮，传统招式融
入街霸游戏元素的演出，让喝彩和
掌声随着每一次利索的空翻落地迸
发而出。
表演一结束，人潮开始涌向

中央广场。今晚
的黄城应该是新
加坡最热闹的角
落。由不同课外
活动团体摆设的
各式摊位，贩卖
着别出心裁的小
零食和小玩意，勾
起校友青春时代的
回忆。不管你有多
挑剔，总有一摊会
让你不禁驻足。
学生出版学会为
百年大庆而编写
的特刊广受欢
迎；抓娃娃机
前人头攒动，
叫声不断；广
场四周汇集了
一幕幕扶老携
幼，旧雨新知
摄影留念的幸福景象。两年前毕业
的萧弘泽（16A14）表示，中秋回
校犹如返家，和师长相聚，与好友
畅谈，说起那段恣意欢笑的美好日
子，校园生活的点点滴滴似乎又在
眼前闪现了。
在波光粼粼的喷水池前，在璀
璨灯笼织就的天幕下，在皎洁明月
10

文／李昕桐(19S71)

的盈盈清辉中，照片似乎永远也不
嫌多。对于校友来说，无论走得多
远，在《细水长流》响起的一刻，
千万颗心会通过紧紧相靠的肩膀而
一起跳动，无论走得多远，这个经
历了岁月风雨洗礼的校园永远都是
心中的一方净土。
今年中秋的另一个亮点是华

中校友会为了庆祝百年诞辰而推出
印有校徽的美味传统月饼，装在画
家阿果（李高丰学长）绘制的校园
风景图的精致包装盒里。钟楼、黄
城、雨树、光前图书馆这些承载着
无数记忆的角落又在脑海中重现。
无论问起哪个学长姐，每个人都会
将自己与母校的故事娓娓道来。
百年华诞是一个标志性的里
程碑，是一个世纪历史的见证，是
一个全新的开始。华中人会在欢声
笑语中展望下一个百年，母校也会
在一代代华中人的见证中“雄立狮
岛，式是炎凉，万世其无疆”。

更正
《华岭》第 68 期刊登了许振
义节略整理之《无涯学海润学子 百
年华中谱华章》一文，原文为杨绍
强在《百年华中情》文集中撰写的
华中校史《波澜起伏在山岗—华
中 100 年纪要》。有两处节略失
当，或会引起歧义，特此说明：
一、关于 1930 年世界经
济大萧条（ 见《华岭》68 期
第 2 页）。当时南洋各地百业受
冲击。大商家无法出手大力支持
教育事业，许多家庭面对支付子
女教育费的困难。华中的学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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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幸免。
二、《华岭》68 期第 3 页关
于薛永黍校长辞职一事，应调整
为：“1948年6月殖民地政府把共
产党列为非法组织，马共转入地
下，一些党员渗透华中。同年，华
中学生自治会举行纪念五四运动的
活动，经薛校长同意，但教育局华
文提学司却不同意。华中的五四纪
念会照常进行。殖民地政府认为薛
永黍支持学生非法活动，向董事部
施压。”
谨此更正。致谢。

秉承嘉庚精神
今

年是华中初级学院45周

入华中念中学的，四年中学再加

光阴如梭，三十年弹指一挥

年校庆，我们一班老同

上在华初的两年高中学习，使我

间。今天我们虽然有着截然不同的

学也开始在Whatapps

们从一个个懵懂少年，渐渐成长

人生际遇，但母校赋予我们的教诲

群里开始讨论回校参加晚宴等等。

起来；不仅学习了知识，更在她

却同样地鼓励着我们以不同的方式

那一天，一位老同学在群里发了一

厚重历史的潜移默化中慢慢形成和

实践着先贤大公无私、艰苦奋斗、

张照片；那是30年前，大家身着华

积累了可贵的社会与人生价值观。

为教育而奉献的伟大情操。

初校服与我们的母校华侨中学创办

这些价值观从此深深而正面地引导

今天的竞辉已是成功的企业

人陈嘉庚先贤的铜像前的合影。看

着我们，在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中

家、投资家、教育家，他热心教

着那张黑白老照片，一股思绪开始
不断涌现……

积极向前；也让我们在近知天命之

育，出钱出力，成立奖学金计划，

时，感觉 这一生还过得很实在，

为今天的莘莘学子提供了开拓视野

我们是1984年进

的机会；他更身体力行出任各院校

很正面。
我们从中学一年

与大学的董事，也常常在不同的场

级开始，一起同窗六

合与年轻人分享个人的经历，鼓励

年。在宽广的华中校

他们自强不息，努力向上；他也积

园开心地度过了四年

极参与社区活动，为社会公益尽心

的中学生活后，却因

尽力。这一切，肯定与他在华中(华

为“危楼事件”而未

初)接受的熏陶有关。先贤们当年排

能到“黄城”继续

除万难，倾力办学，不计名利的行

我们的高中生活，

为，仿佛就在他身上得以延续。

只能在暂时的武吉

回顾创校先贤陈嘉庚先生的事

巴督校舍完成两年

迹，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虽

的高中学习。虽然

富甲一方，但生活依然十分节俭，

不能在象征意义

然而，对兴学办校的投入，他却倾

强烈的“黄城”

全力而为之，更不求任何回报。在

上课，但华中

那个年代，先贤非常有远见地意识

(华初)的精神丝

到教育对一个国家与民族未来的重

毫未减；先贤

要性，所以通过创办多所学校来普

的事迹也不断

及教育。今天，虽然时代不同了，

地在我们年轻

义务教育也已经普及，但我们还是

的心里渐渐烙

需要更多有志之士，有钱出钱、有

下了印象。

力出力地去完善我们下一代的德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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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报社会
-写在华中100周年/华初45年校庆
文/陈志明 陈竞辉

体美教育；让社会所有阶层的孩子

活的动荡年代，这种精神当属

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也必须顺应

都能有平等的机会，通过自身的努

难能可贵，就是放到了如今安

时代潮流来调整工作方式，但积极

力去创造属于他们的美好将来。我

逸平稳的环境里，这种坚持不懈

进取和坚持不懈的精神无论在什么

们衷心希望有越来越多人能遵循先

的精神也是非常必要的。它对个

年代都是十分必要的。而如何教育

贤无私奉献的精神，继续为我们社

人及社会都会产生积极正面的正

及引导我们的下一代保有这种精神

会公益及教育事业出力。

能量，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

也是十分迫切和必要的。与父辈相

展。

比，我们所经历的磨难肯定很少。

其实在我们当中，更多是普
普通通的上班族。我们虽然平平

在这些年的工作当中，我们有

但我们在先贤的事迹与处事态度中

凡凡，但先贤的事迹，母校校训的

机会深入接触到不同国家与地区的

学到了一点：无论处在什么环境，

教诲也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平凡的

年轻人；在与他们的交流互动中，

什么年代，做事都应该坚持不懈，

生活中以其他的方式来回报社会。

我们深深地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

积极向上；首先对自己要有所要

我们当中都出身在极其平凡的普通

在当今社会的年轻人群中，出现了

求，而不要把问题都归咎于他人。

家庭。学业成绩也是中规中矩；在

一种现象—对自身前途追求的积

这也是我们常常教导孩子，还有工

华初毕业后也循着很多当代新加坡

极性低落，或者感觉迷茫。这种现

作中遇到的年轻人的重点。

男生的路子—服兵役、上大学、

象反映到他们的言行与态度上，形

或许一个人的力量极其微小，

上班、成家。我们大多属于“沉默

成两种具体表现：其一，把一切不

但只要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社会就

的大众”，并没有积极投身社区或

如意与不满都归咎于他人、社会、

能慢慢凝成一股积极正面的正能

公益活动，也很少参与有关机构的

政府、大环境等等，却从来不去克

量；唯有这样，国家与社会才能向

民情咨询活动。总而言之，我们就

服自身面临的难题和短处，或以一

前发展。做好自己的工作，把积极

是默默地工作，静静地生活着。然

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为自己打造更

向上的正能量散发出去，其实也是

而，就是在这样的平淡中，其实

美好的未来，反而一味着怨天尤

一种回报社会的方式。

也处处有着先贤事迹对我们的正

人，甚至付诸过激的反社会行为来

在华中百年与华初45年校庆之

面影响。

宣泄情绪；其二，在工作中不思进

际，我们缅怀陈嘉庚先贤与其他为

在提到陈嘉庚先贤时，重点

取，不愿意吃苦；我们就常常遇见

华中的发展做过巨大贡献的前辈，

通常都聚焦在他倾家兴学、献身

过宁愿呆在办公室“遥控”也不愿

并向他们致敬；也感恩教育了一代

教育事业的事迹上。对我们而

意下车间亲自了解实际情况的年轻

代莘莘学子的老师们，您们的默默

言，除了被先贤这一伟大情操所

工程师。像这样的工作态度，实在

奉献，成就了我们的今天。同时，

触动以外，我们同样为他那不屈

很难想象他们能学习掌握到驾驭未

我们更不忘以自强不息在各自的岗

不挠、不畏艰辛，为自己认定的

来的工艺技术和管理才能。

位努力拼搏；并秉承先贤的无私奉

事业而义无反顾地去努力、去奋

毋庸置疑，随着智能时代的

斗终身的精神而感动。在先贤生

到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会起着
13

献、坚持不懈的精神，继续以各自
的方式回馈社会！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s Centennial Run

O

n July 2019, Hwa Chong

from students and alumni of Hwa

alumni across this family of schools

Institution, Hwa Chong

Chong Institution and Hwa Chong

to come together in a symbolic show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ran a combination

of unity in executing this espirit de

Nanyang Girls’ School came together

of distances, with the single longest

corps of an ultramarathon. The run is

as a family of schools for their annual

distance of 100km signifying the

emblematic of the school motto of 自

combined sports meet. Leading up

centennial milestone Hwa Chong is

强不息, which signifies relentless strive

to this sports meet, Hwa Chong

celebrating.

for excellence, as students past and

International School organized a

This successful event also served

100km Centennial Run as part of the

as an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and

Hwa Chong Centennial celebrations.
After a year-long preparation,
this event took place overnight,
starting at 4.30pm the day before with
runners taking turns to carry a torch,
culminating in a grand finale where
the last runner passed the torch to Mr
Robson Lee, Chairman of HCI Board
of Directors, who then lit the cauldron
on the podium.
A total of 28 runners, compr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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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met to celebrate 100 years of
excellence.

校常 6月
友年
会会
召员
开大
会

30日，华中校友会召开2019年度常年会员大会，近80位永久会员
出席。
黄龙金会长在致词时，汇报了校友会在过去一年举办或者参与的

百年庆活动。

首先，会长报告了万人宴的筹办过程，包括如何在学校的密切配合下，规划总

体方案，包括搭棚、舞台、音响灯光、保安、装饰灯、烟火表演以及餐馆的遴选。
会长也报告了校友会与董事部联合出版的《华中百年情》如期完成、学校统筹

的“世纪华中”音乐剧在5月份圆满演出、校友会乒乓组与学校联办的“百周年庆乒
乓锦标赛”圆满完成，以及一些即将进行的活动，包括：“校友乐团”与“华中之
声”7月份的联合演出、校友会合唱团联合华中之声合唱团、华侨中学中学部和高中
部合唱团、华中国际学校举办的“歌声与微笑2019”、校庆嘉年华会与百公里接力
赛、与华初校友会联办的高尔夫球赛、“华岭美展”、摄影展等。
汇报过后，会长语重心长地强调，百年校庆的各项活动能够顺利圆满成功举

行，不是因为有个人英雄，而是台前幕后整个团队、每个工作人员无私奉献、同
心协力的结果。在会长的提议下，与会者以掌声向各位工委、工作人员表示感谢。
会长接着报告理事会的工作和今后的目标，向大家披露了新章程实行后会员制

度改变的成果，活动组的校友与非校友准会员的比例更趋合理。会长继而指出，校
友会有不少参与活动的校友年事已高或已经陆续退出活动，组建一些新的活动组，
势在必行，并希望看到老中青校友们能有更多的联系与互动。会长定下招收新会
员、组建新的活动组，培养新人，作为理事会今后的工作目标。
在提问时，有会员对校友会2018年度财政报告提出尖锐的质疑，会长与两位财

政，尝试以各个角度详细的解答账目的明细，并承诺接下来，校友会会更加精细处
理财务报表。最后，大会接纳并通过了2018年度的财政报告。

《南乡子》二首
n 柯世利

        序： 南洋儿时景物历历，如在眼前。近作二首，纪念。

儿时山村黄昏

夏日乡居

霞蔚绽云边，

溪水绕村庄，

残日嫣红醉脸缘。

吹送南风野草香。

凌乱争鸣鸦向暮，喧阗。

消暑争浮，童子戏波忙；

遥见牛群下陇前。

浴罢浓阴避太阳。

柴劈响声传，

零雨带初凉，

墟落飘升缕缕烟。

远影依山尽莽苍。

蕉橡树旁童喜舞，翩跹。

苇荡岸边， 清脆鸟声扬；

夜幕星天灯盏悬。

趁取轻风过短墙。  

———————————

——————————

《唐宋词格律》 冯延巳 体    词林正韵 / 中华通韵

《钦定词谱》 王之道 体     词林正韵 / 中华通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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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onance -

Proudly presented by Hwa
Chong Voices and Alumni Band
Written by Cheryl Tan

O

n July 6, the Hwa Chong

Finnish theatrical piece that left the

two spectacular pieces, ‘ October/

Voices and Hwa Chong

audience in fits of laughter.

Alleluia’ and ‘ Meridian’ , which were
performed by the band and choir in

Alumni Band broke new

Under the baton of three

grounds with their first joint concert,

conductors, the band then performed

Consonance, at Yong Siew Toh

several crowd-favourites such as

The night came to a perfect

Conservatory Concert Hall.

the ‘Beauty and the Beast Medley’ .

end with the encore piece which is a

The choir first showcased a wide

Feature pieces like ‘ Music for a Festival’

medley of Hwa Chong songs.

repertoire of vocal works, ranging

by Philip Sparke also exhibited the

from a well-loved folk song, ‘Rasa

band’s technical prowess.

Sayang’, to ‘Säkkijärven polka’, a

The highlight of the concert was

16

concert.

Nostalgic tunes brought back
fond memories to alumni students on
stage and amidst the audience.

华中双文化传捷报
麦禹霏 (19S66)

华

中是我国华文教育的堡

眼”董事经理许振义博士、吉宝企

的说唱脱口秀，从水资源污染切入，

垒、双文化课程的学术

业集团企业传播部总监何东雁、新

提出只有人类与自然共生共荣，才能

重镇。近日我校高中部

传媒助理副总裁黄循通组成了本次

实现可持续发展。青春活泼的呈现为

擂台赛的评审团。

现场增添了不少欢笑，让人笑中含

双文化课程再传捷报，7月24日在
南洋理工大学纬壹校区举行的第五

本次比赛共有来自大学、理工

届“通商中国青年擂台赛”，我校

学院、初级学院的19支队伍报名参

高中部喜获冠、季军，同时摘取首

赛，为历届之最。擂台赛还首次与

由李宗霖(19S6B)、黄凯鑫

届“最佳双语呈现奖”，成为本次

李光耀双语基金联合设立“最佳双语

(19S6K)及方婧妍(19S71)组成的我

擂台赛的大赢家。

呈现奖”，以奖励双语最好的队伍。

校二队则以自然流利的中英双语，

经过首轮淘汰，五支昂然挺进决赛，

在八分钟时限内条理分明地阐述

其中两支是我校代表。

了《创新攻略：从创新看可持续发

通商中国青年擂台赛创办于
2014年，旨在通过创意的比赛呈现

泪，反思我们面临的环境挑战，荣
获今年通商中国青年擂台赛冠军。

形式，为我国青年提供一个展现双

擂台赛的决赛现场青春洋溢，

语的平台。今年的比赛的主题《我们

精彩纷呈，参赛队伍在限时八分

的未来：共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钟内以中英双语展开了一场精彩

获奖冠军队伍将有机会与通商

让新加坡青少年更重视全球面对的挑

的唇枪舌战。我校一队由吕泇萱

中国青年组一同启程前往中国，进

战，思考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19S66)、麦禹霏(19S66)与何挺

行为期九天的冬季旅行，并与当地

外交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

(19S6K)组成，他们发挥创意，借鉴

企业、在中国发展的新加坡企业及

长陈振泉先生担任主宾，“新加坡

穿越的艺术表现手法，辅以活泼幽默

中国的青年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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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收获了“最佳双语呈现奖”
和季军荣誉，成为双料得主。

Concert
Chrysalis
O

By Project Butterfly Effect

n 16 February 2019, more

life. Their services are mainly geared

from the breathtaking performances,

than 120 performers and

towards helping the entire family in a

Club Rainbow(Singapore)’s promotional

organising team members

holistic way as every family member is

video was screened and more was

from all around Singapore came

likely to be impacted by the Rainbow

shared about the many initiatives it has

together at the Hwa Chong Cultural

child’s illness in one form or another.

for their beneficiaries. The audience

Centre Theatre to put up Concert

The concert showcased a variety

could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Chrysalis, a fundraising and awareness

of performances from solo items by

what they can do to play a part in

raising concert organised by Project

Lee Jia Ying, Pearline Pang and Jowell

helping Club Rainbow.

Butterfly Effect, a service learning

Ling to mass items by popular groups

On top of the social impact

project led by a group of five students

such as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that the concert has brought about,

from Hwa Chong Institution (College

Modern Dance, Hwa Chong Institution

organising the concert was also an

Section).

Guitar Ensemble, Xiao Mings from

invaluable experience for all. Reflecting

Dunman High School and Checkmate

on the journey of organising Concert

from the School Of The Arts (SOTA).

Chrysalis, the team leader Kuo Pei Yu,

The aim of concert was to raise
funds and awareness for Club Rainbow,
and to encourage people to take up

The concert also showcased an

expressed that “Organising the concert

initiatives so as to support the children

item put up by the Mee Toh School

gave me an opportunity to give back to

with chronic illnesses at Club Rainbow.

Diabolo Club! The wide range of

my commun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Club Rainbow supports and empowers

participants in the concert attracted

allowed me to meet new people and

children with chronic illnesses & their

audience from all around the island,

grow as a person”.

families by providing relevant services

which allowed the project to raise

in their journey towards an enriching

awareness to a greater extent. A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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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l in all, Concert Chrysalis 2019
has been a success.

通过“Astrigue”
开拓天文学视野
吴小曦(18S71)
“ 砰—砰—砰—”随

起源，思索人类未来的发展、增加

合作，携手策划与举办这次活动。

着“火箭”的发射，青少年求知的

对其他科学领域如：量子学、生物

这不仅让他们在繁星闪耀的夜空下

梦飞向了高空。

学、光学等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让

找到知己，也让他们把这份美好与

4月6日，我校与莱佛士书院

我们更珍惜宇宙中罕见的生命体。

中学生分享，开拓更多人的天文视

(高中部)联办了年度全国天文学比

无垠宇宙何其幽深神秘，蕴

野，懂得欣赏浩瀚宇宙。你想了解

赛“Astrigue”。来自多所中学的

藏着太多的未解之谜，正是这种

变幻莫测的宇宙吗？抬头看，有星

参加者分成31支小组，在下午的

奇妙的元素牵引了两校天文学会的

星在朝地球人眨眼睛呢！

户外游戏开始前先通过室内活动
暖身。
在上午时段，各组先制作一个
天文学视频并作答一份天文学的选
项题，接着通过游戏的方式来获得
积分，得分最高的几组选手获得晋
级，挺向最后环节，在激烈的抢答
赛中再接再厉，争取成为赢家。
当你看到“天文学”这三个字
时，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你对天
文知识又有多少了解呢？这次的活
动让参加者更深入地触碰科学，他
们可以通过“密室逃脱”的游戏对
天文学产生兴趣，因为游戏要求他
们思考、解析、回答问题，才能成
功找到解锁密码。
通过动手实验，参加者有机
会制作自己的梦想火箭，在实践中
融入科学原理，逐步探索并寻求答
案；在整个过程中，他们还可以进
行知识的交锋，在限定时间的压力
下解释天文学的不同理论，尽情分
享、刷新和丰富彼此的知识。
天文学会财政兼“Astrigue”
筹委马君仪(18S7F)说：“天文学
在多数学校还不普遍，很多人也
许认为天文学对于人类社会是没有
什么帮助的。”但她却觉得天文学
十分耐人寻味，能让人窥探生命的

要让火箭升空，参赛者得活学活用自己的知识储备
19

彩蝶翩翩
迎百年校庆
李宗霖 (19S6B)

亲手栽种让人感受生命成长的喜悦

2015年

，当时尚在

蝶园除了能绿化环境，让师生在这

相关人士，基本上都是李桐负责。

中正总校念

片天地接触自然，从繁忙的生活中

他说，过程中需要与不同机构、部

中二的李桐得知新加坡自然协会

抽离片刻，也能让学生在亲手种植

门和商家接触；由于经验尚浅，他

(Nature Society)有个公众网络

的过程中对校园产生归属感，增强

确实面对不少挑战。

投票后，和班上同学一起报名做

团队凝聚力。

“幸而老师、家人、朋友，

协调员，终于票选出代表新加坡

当天，中正总校特地派遣两

还有志同道合的伙伴，都一直在

的“国蝶”—红珠凤蝶(Common

名老师和20多位学生，携带了蝴

身边鼓励我、支持我，让我有克服

Rose)。活动结束后，漫天蝶舞的

蝶和沼泽乳草(Milkweed Plant)前

困难的勇气，所以我要感谢他们帮

画面不断萦绕在他的脑中，于是他

来我校。中一学生蔡尚踊说，他

我圆梦。对于跟我一样有着小众化

又联同20名爱好大自然的同学，向

们收到邀请后，便先在校园里栽

爱好的人，我劝你们要坚持，不要

校方提出开辟蝴蝶园的要求，并在

种这种能分泌大量花蜜，深受蝴

让别人的目光来定义自己梦想的价

学校假期里动手让梦想成真。

蝶喜爱的园林植物，希望能继续

值。”他说。

四年时光眨眼飞逝，目前就读

发挥李桐学长那种热爱大自然及回

“花若芬芳，蝴蝶自来”。唯

我校高二的李桐(18S73)是绿色环

馈母校的奉献精神。中正的张若萱

有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我们的梦

保理事会(Green Council)的副主

老师也说：“自然界需要依靠各方

想之花方能有盛开的一天，并以其

席。为了配合百年一遇的校庆，他

的合作，才能保护同一片蓝天，这

绚丽色泽和沁人馨香获得大家的赞

决定再次把色彩缤纷的蝴蝶引进这

次活动圆满成功是大家共同努力的

誉。李桐和绿色环保理事会在实践

美丽的校园。经过数月的努力，蝴

结果。”

理想之际，通过自己的兴趣与长处

蝶园终于在4月2日开幕。负责绿色

开展蝴蝶园项目，从撰写计划

环保理事会的霍盈莉老师表示，蝴

书、设计草图、购买材料、到联系
20

美化校园，这就是他们为母校庆生
的最佳献礼。

师生合力打造多用途图书馆
戴楷臻 (19S66)
走简约风的学习室
是温书的理想场所

经

过几个月的翻修后，高
中部的敬贤图书馆于3月
12日隆重开幕。焕然一
新的图书馆仍然是莘莘学子静心学
习和阅读的理想地点，但最特别的
还是重新规划后整体设施的提升，
你能想象得到吗？崭新图书馆的正
中央居然建有一个小舞台，供老师
和学生预订，这是一处可用来做诗
词朗诵、歌曲演唱等表演的场地。
敬贤图书馆在经长年使用，岁
月洗礼后已露出老态，许多书架、
影印机和电脑占据大片空间。校园
内虽然有不少温书角落，但图书馆
其实还是多数学生心目中的首选，
但如果只限于复习功课，功能单
一，未免浪费。
新图书馆的设计灵感源自
芬兰赫尔辛基的“颂歌中央图书
馆”(Oodi)，这座地标式建筑物的
落成标志着图书馆的全新时代，
它几乎完全由公共空间构成，并
且提供种类齐全的各种功能服务。
负责管理图书馆的侯丽燕老师表

示：“我非常赞赏颂歌中央图书馆
的设计概念，因此，新图书馆的装
潢主要走北欧的简约路线，融入采
光玻璃、绿色植物、原木家具、照
片绘画等，以营造明亮清新、舒适
温馨的氛围，我们想要打造的是一
个属于大家的图书馆。” 为了进一
步鼓励学生阅读，这次装修时更是
在书架旁边摆放扶手椅，以便学生
随时坐下来翻阅刊物。
推开图书馆的玻璃大门，即让
人眼前一亮，一边是可透视外面景物
的落地玻璃墙，另一边则是一面高达
天花板的白墙，墙上有个牌匾，刻上
笔力遒劲的书法字体“谈天”二字。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只见一幅幅照片
错落有致地延伸，“谈天”的奥秘揭
晓了！这里悬挂着的是天文学会学生
与校友的天文摄影佳作，有浩瀚的银
河、灿烂的星群、壮丽的流星、超级
蓝月亮……，如梦似幻的绝美构图，
让人目不暇给。
新旧图书馆最大的区别，在
于新图书馆中的多面墙是交由不
21

同的课程辅助活动社团负责打理，
以增强不同团队的参与度，打造一
个多元化的图书馆。位于图书馆前
厅的墙壁是美术特选课程学生的天
地，主要展览他们的画作和雕塑。
这个特选课程的学生需要大量空间
来展示成果，而这正好切合新图书
馆的“大家参与”的理念。据悉学
生会定期更换作品，为图书馆添加
艺术气息。
为了鼓励学生发挥创意，以及
不同表演社团之间的交流，在设计
新图书馆时，校方特地加建了一个
舞台做为“文艺分享”平台，适宜
用来办各种活动，举凡诗歌朗诵、
作品导读、戏剧演出、辩论比赛、
甚至午餐音乐会，都可利用这个空
间。闲置的时候，学生也可以拿书
本坐在舞台上阅读，这将能最大化
使用现有的空间，是非常人性化的
设计。许若昀（19A12）在参观图
书馆后说道：“图书馆给我第二
个‘家’的感觉，我肯定会在这里
待上更长的时间。”

自强不息辨是非
饮水思源怀天下
郭晓斌 (18A12)
20日，由创贤辩

4月

决赛辩题是“对当前人类，

在赛后受访时表示：华语辩论辩论

论社与高中母语部

探索未来/消除落后更重要”，看

在本地曾经风靡一时，但现在除了

联办的首届“创贤

似普通的辩题，背后却蕴涵深意。

两年一度的“狮城杯”，并没有多

杯”全国华语辩论邀请赛正式落

创贤辩论社主席范西林(18A15)解

少华语辩论赛可供参加，所以在听

下帷幕。来自全国初院、高中和理

释：
“真正的辩手都应该有一种社会

闻“创贤杯”后，便毫不犹豫地报

工学院的六支队伍汇聚黄城，经过

责任感与人文情怀，辩论的过程就

名。

两周的多场交锋，最终我校代表成

是双方辩手带领观众，站在不同的

她认为“创贤杯”所邀的学

功挺进决赛，并力克群雄，捧走冠

视角，倾听不同的声音，理解不同

校比较多元，比赛从筹备到执行处

军，颜斌斌(19A11)更荣获全场最

的诉求。”

处可见用心，她很享受辩论赛的过

佳辩手。

她说：
“探索未来”蕴含着我

程，希望能继续办下去。

“创世之辩，贤者之论”，创

校“自强不息”的校训，这也是

辩论的过程是思辨、思考与探

贤辩论社成立于2012年，为喜欢滔

驱动人类跨步向前的动力引擎。

索，更是交流、开拓与吸收。无论

滔雄辩的学子提供一片施展才华的

而“消除落后”则凝聚了“己立立

初赛、复赛，每场辩论双方都进行

天地。今年正值世纪大庆，创贤辩

人，己达达人”的价值观。她希望

了充分的准备，侃侃而谈、据理力

论社举办全国性赛事，既是为母校

辩论员通过参与比赛，不仅学会仰

争，引经据典、针砭时弊。大决赛

庆生，也是为本地热爱华语辩论的

望星空，探索未来，也要脚踏实

的角逐更是惊心动魄，妙语连珠，

同学搭建平台，在唇枪舌战中培养

地，饮水思源，尽力回馈社会，兼

整场辩论高潮迭起，精彩纷呈。比

大家的批判与思辨能力，弘扬华族

济天下。

赛虽然圆满结束，但脑力激荡的学

文化。

立化中学的优秀辩手余沁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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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之旅永无止境。

华中颐年俱乐部八日
沈阳、朝鲜探索游
文/华中颐年俱乐部康乐股

文娱演出
朝鲜！那可是件新鲜事。从华中颐年俱乐部

游

里，多了两位陪游，一位可能是“监督”吧！一位担任

会友的热烈响应，可看出这是项非常吸引人

摄影，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被捕捉了。但有一个好处，

的旅游。近日来，美、朝互动的新闻报道，

我们可付260人民币向他买一套全程录影，存在手指型

和两国首长在新加坡的破天荒的会面，也兴起校友们

存储器，这算是特别的服务吧！这种安排，应该赞许！

想到这曾被称为铁幕的国家，去探个究竟。在短短的3

所见到的街景都很养眼，特别是外边的女士们，个

个星期里，名额就满了。

个皮肤洁白，相貌姣好，身材苗条，我们这批老人家看

大家都有听闻，朝鲜是个信息封闭的国家，游客的

了都赞不绝口，领队沈瑞发学长和团长陈炽成学长都赞

一切行为举止，都要被监控。旅社的预先警示，要我们
加强警惕，这对我们这群循规蹈矩的华中学友来说，心

同！导游自豪地说，朝鲜有四美—空气美、绿化美、
建筑美、女人美。

理负担不大，因为我们都怀着尊重之情，踏上这个别具

导游介绍，朝鲜的2500万人口享受免费的教育、
医疗和住宅福利。普通员工月薪约30元人民币，高级

特色的国度。

职员、工程师月薪约300元人民币。一般老百姓不能拥

7月8号晚，我们29人汇聚在新加坡樟宜机场，乘搭

有车辆，只能以公交车和火车代步。商店都接受人民

东航飞机到上海，然后转机到辽宁沈阳。

币，合适购买的物品可不多。

沈阳，是去朝鲜必经之地；沈阳故宫和张作霖、

导游安排我们到龙北中学和幼稚园参观。孩子们活

张学良故居，则是必游之景点。不过，这不是此行重

泼可爱，很阳光，很自信，政府培育没落人后，许多专

点。此行重点是是接下来的朝鲜游。

才都出自少年宫。

我们对朝鲜的印象，有赞有弹。第一是对导游的

朝鲜人对领袖特别尊敬，也不允许被外人侮辱，连

印象。女导游能言善道，态度认真，美丽大方。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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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特朗普和
金正恩就在这里短
暂会面，金正恩还
特邀特朗普步跨三
八线。
之后，我们参
观虎山长城、本溪
水洞和北陵公园。
再之后，从朝鲜乘
火车回沈阳。车程
只有两小时，但在
火车上的时间要三
小时。
这次旅游，最
具意义的是，我们

访问学校

对朝鲜人的思维和
拍照都有严格规定，要全身，要端

大，排练功夫到家，票价820元人

举止略有体会。朝鲜是个不开放

装，不能喧哗。

民币，值得花。

的社会，我们看到的是美好的一

观光局规定旅客必须观

我们也来到朝韩军事分界的

面。每个国家都有其生存之道，

赏“阿里郎”万人演出的歌舞、

三八线，在边上的楼房眺望这段横

我们唯有祝福这个智慧、勇敢的民

杂技、武术等综合节目。2个半小

越朝鲜半岛、作为朝鲜和韩国军事

族，希望他们所追求的好日子会逐

时的表演，精彩万分，队型变化

缓冲区的地带。在我们来到此地的

年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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