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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9月20 日上午

10时30分，

华中校友会举办了常年会员大会。 

与往年大不同的是， 因为新冠

疫情防疫要求，不能群聚，所以校

友会不能以传统的现场大会方式进

行会员大会。

与时俱进，校友会理事会决定

通过网络，以线上会议方式进行，

确保校友会能在年内完成会员大会。 

在秘书处的努力下，费心解决

了种种可预见的状况，着手改善技

术装备，重新设定资料准备和会员

通知等会前准备工作流程，也多次推

演。校友会常年大会最后能顺利开播

上路，秘书处的同仁们劳苦功高。

这是校友会史上，首次以线上

方式进行会员大会，不论是校友会

的负责理事们，还是会员们，都是

一次全新的经历和考验。

当天一早，还未到约定开会时

间，校友会就已开放zoom的虚拟

会议室，让各方校友“签到”。 共

有 66位永久会员“出席”，不逊往

年的实体大会出席人数。

和往年一样，大会由会长发

言掀开序幕。会长表示，在疫情之

下，2020年校友会的活动不得不做

大幅度的修改调整，以配合防疫工

作需求，确保会员们和母校在校师

生的安全与健康。 

按惯例，校友会每年都举行校

庆晚宴，让校友们在校园内欢聚一

堂，为母校庆生。因为疫情关系，

在2020年就没能举行庆祝华中创校

101年实体晚宴。然而，为母校庆

生，是不能免的，最后校友会决

定举办虚拟晚宴，既庆祝校庆，

同时也为“海峡时报学校零用钱基

金”(Straits Times School Pocket 

Money Fund)筹款。 

除此，校友会也拨款帮助一些

受疫情影响的在籍华中学生及社会

上的弱势团体。

另外，会长报告，校友会在

2020年成立了三个新的活动小组，

即校友会舞蹈团、校友会剧坊和校

友会武术队，让有共同兴趣的校友

可以继续一起学习共乐。 

因疫情关系，校友会属下各活

动小组在2020年都无法如常活动，

例如华中之声小组，虽然获得能到美

国卡内基大厅(Carneigie Hall)表演的

殊荣，但因当地疫情关系而取消了。

会长表示，校友理事会将继续思

考和研究如何在新常态下，安全地恢

复并持续发展小组活动，以维持及促

进校友们的互动沟通。会长呼吁会员

们支持及响应校友会这方面的工作。

本次大会通过了接纳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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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常务报告及财政报告及继续委任

Unity Assurance PAC 为外部审计

师等内容。

这是史无前例的线上会员大

会，与会者反应积极，表示支持校

友会打破传统，通过任何可行平台

及方式，在疫情新常态下继续进行

各种例常活动。

不过这毕竟是新领域，校友会

还在持续摸索及改善相关的运作方

式及模式，所以会长一方面恳请会员

们多包涵，谅解任何处理不足之处，

也呼吁会员们多支持及响应校友会这

方面的建议及安排，包括让校友会以

电邮等方式发放讯息，并联络大家。

常年会员大会在当天中午11点

45分顺利结束，我们下届的常年大

会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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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
于新冠肺炎疫情和政府

的严格防范措施，剧院

的座位安排受限，无法

像往常一样“排排坐”；因此，

今年的“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安排在线上和大家庭的各单位成

员拜年！

呈现表演节目的舞台今年虽

然移到线上，但是节目依然精彩丰

富、表演者的演出依然一丝不苟！

“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是

3

在2月6日录制，而在2月21日线上

播放。

节目一开始，先由初中部的学

弟们的舞狮带出“春”的气息；正所

谓：“福鼠欢腾辞旧去，金牛开岁迎

新春！”，雄狮舞出“牛”气的新春，

和背后宏伟壮观的钟楼建筑相得益

彰，更彰显了我华中校训：“自强不

息”的精、气、神！

今年担纲司仪的两位学弟、学

妹是来自华中本部的高中生崔泽宇

和华中国际学校的邵雨桐。

目光移回线上舞台，那是一齣

家喻户晓的《白蛇传》故事改编的 

《青蛇白蛇》双人舞。舞者身段轻

盈，先是古典造型，忽而穿越时空，

步入了“十里洋场”，让人有“时空飞

越，日夜错置”的感觉！

青蛇白蛇隐没于岁月的时空

后，登场的是两位来自国际学校

的学弟安鹏宇和高霖的相声表演： 

“报菜名”。

今年新春团拜的两位司仪，左边的邵雨
桐和崔泽宇(右) 华中之声合唱团的五人小组演唱：迎春花

华中校友会的舞蹈“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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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声是语言表达的曲艺表演

形式，内容力求通俗易懂，“报菜

名”是常见的“贯口”段子，要求

演员一气呵成、一贯到底，代表人

物有马三立和侯宝林。两位学弟的

表演，也无不精彩！

华中国际学校学生来自世界

各地、大江南北、五湖四海，因

此，在传统曲艺表演之后，呈现

的是一支备具国际色彩的“Black 

Mamba”！一时间，舞台上洋溢

着青春奔放、热情四射的气息！

一轮热情奔放之后，回归淡定

与传统！

年轻的华中之声合唱团的五

名成员，为我们带来了三首朗朗上

口的无伴奏歌曲：一首闽南语歌曲 

《咸肉粽》，两首华语贺岁歌曲 

《大地回春》和《迎春花》。

无伴奏合唱也称着“阿卡贝拉

(A Cappella)”，是指仅用人声演

唱，而不用乐器伴奏的多声部音乐表

演方式，源自欧洲中世纪天主教堂的

唱诗班，也就是“圣乐团”。无伴奏

合唱能充分发挥男女不同声部、声区

和音色的表现力，并在整体上保持音

质的协调和格调的统一。

华中之声合唱团五名成员的演

唱是出色的，各声部音质协调、格

调统一，让人听出耳油！......

毕业后同学们各奔东西，现

实社会和嘻哈玩乐的校园毕竟天渊

之别！每颗心上总有些记忆挥之不

去：历经多少人情冷暖、走过多少

世态炎凉！月亮总有圆月时，犹如

思念永恒；他日若有相逢时，自是

欣喜无限！

少时哼唱的歌曲，如今再闻，

或许自己俨然是曲中人！这是华中

校友会舞蹈团带给大家的群舞《城

里的月光》。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是华中大家

庭各表演团体的“老大”，已有廿

五年（1996年成立）的历史，男女

团员40多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

在这次的“新春团拜”表演里，合

华中国际学校的现代舞Black Mamba

校友会舞团双人舞：青蛇白蛇

华中校友会舞蹈团的群舞：“城里的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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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团团员无法倾巢而出，为大家演

唱贺年歌，只能以男女声独唱和男

女声二重唱粉墨登场。

男女声二重唱的曲子是“大地

回春”，由团长许其明和其夫人马

玉梅表演，伴舞是邱琴燕；独唱部

分男声是秦苏宁的“此时此刻”和

叶慧玲的“春风吻上我的脸”。

舞蹈的最大魅力莫过于它的

灵动、瑰丽动人和妩媚多姿。华中

校友会舞蹈团的女团员在节目的近

尾声，带给我们一支傣族群舞《山

灵》；纯熟的舞步，曼妙、灵动，

诠释的淋漓尽致！

整场的表演在一阵鼓声中落

幕！24节令鼓振奋人心，敲响了沉

睡的生灵，唤醒了大地回春！雄壮

的鼓声相互撞击，产生的震撼力，

让人动容！

华中大家庭各单位的领导人，

也通过视频，向大家拜年！

向各位拜年啦！

醒狮舞出了“春”的气息

威武，振奋人心的“24节令鼓”表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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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本会共捐出$12,160予母校需要经济援助的32位
学弟、学妹，帮助他们渡过时艰。
日前，本会接获母校彭俊豪校长的感谢信，兹发布于下：

校友会捐万多元
帮助32位学弟疫情期间度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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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东亚媒体
研究沃野的金字塔之作      

—卓南生学长《东亚新闻事业论》出版

2020年
9月，华中校

友 、 日 本 龙

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

授、厦门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卓南

生的新作《东亚新闻事业论》由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该 书 是 作 者 在 日 文 版 著 作 

《东亚新闻事业论—从官版汉字

新闻、战时傀儡政权的新闻统制

到现在》基础上，大幅度增加面向

中国读者篇章的中文增订本；也是

作者代表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获新闻传播学会奖第

二届“卓越学术奖”)的姐妹篇。

在第一部分“近现代华文新

闻史的探源与发现”和第二部分 

“日本的新闻学与大众传媒”中，

作者通过对原件和准原件的追溯与

考究，紧扣着中日两国近代新闻 

（纸）的共同起点及其后发展的不

同轨迹与现象，审视十九世纪东来

的西方传教士报人在东亚的新闻实

践，及其“国益论”与“双重标

准”编辑方针给中日近代新闻事

业打下的烙印与提供的“范式”。

在辨析中日两国报业先驱对

这“新报”范式的不同反应与实践

之后，本书第三部分将视野投向作

为近代华文报刊发源地和欧美前殖

民地的东南亚，勾勒并探究东南亚

华文报业独特的发展历程与难题。

第四部分“与青年学者分享研

究的苦与乐”，则清晰展现了作者

长期以来对新闻学理及新闻史研究

核心问题与方法论的沉思。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

早年在新加坡华中和南洋大学受教

育。1966年负笈东瀛攻读新闻学，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

闻系，后获立教大学社会学（专攻

新闻学）博士学位。

他1973年返回新加坡，历任 

《星洲日报》社论委员兼执行编

辑、《联合早报》社论委员兼东京

特派员。1989年转入学界，先后在

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京都龙谷大

学任教。现除了担

任龙谷大学、北京

大学、厦门大学新

闻研究所等职务之

外，也担任北京大

学新闻学研究会副

会长兼导师、中国

新闻史学会顾问。

卓 南 生 中 日

文 论 著 甚 丰 。 主

要中文著作有《中

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增

订新版）、《日本的

亚洲报道与亚洲外

交》《卓南生日本

时 论 文 集 》 ( 全 三

册）、《日本的乱象

与真相— 从安倍

到安倍》等。

卓学长同时也

是著名日本问题政

论家，从事日本政治评论50年，

被认为是少数能从亚洲视角长期观

察与评论日本问题的东南亚报人与

学者之一。《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 

1815-1874》更在中日两国学术界

享有盛誉。

针 对 新 著 《 东 亚 新 闻 事 业

论》，卓南生在学生时代的恩师、

著名的日本新闻思想史专家、九旬

高龄的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教授荒

濑丰誉之为“开拓东亚媒体研究沃

野的金字塔之作”。

7

HuaLing71_L4.indd   7 6/5/21   4:50 pm



88

黄俊恒 20A12  

张丁元 20S7C

8

光风霁月庆佳节

我
校一年一度的中秋游园

会不仅是全体师生一齐

赏月，吃月饼的时光，

更是天涯海角的校友团圆齐聚的

难得机会。今年的实体游园会由于

疫情的关系被迫取消，但佳节的温

馨气氛却不该因此消弭，为此，校

方今年首次推出中秋游园会线上直

播。10月4日晚，长两小时的活动

全程在YouTube播放，让即使身

处海外的游子也可上网观看，度过

一个特别又难忘的中秋节。这场直

播共吸引了近6000名校友和在籍学

生观看。

今 年 中 秋 游 园 会 的 主 题 

“霁”，寓意尽管疫情风雨肆虐，

中秋节犹如指路明灯，指引华中儿

女风雨无阻回返母校怀抱，一齐在

这团聚之日细数集体回忆，为更美

好的明天祝福！今年无疑是充满挑

战的一年，但哪怕风雨多么猛烈，

我们相信彩虹总在风雨后。

庆祝活动节目丰富多彩，不

仅有传统的文娱节目，如弦乐、华

乐、武术和舞蹈表演等，还有互动

性强的游戏，如射虎、填歌词、中

秋常识等。这些活动都希望能给参

与者身临其境的体验，让他们穿梭

于记忆的回廊，仿佛昔日的欢声笑

语犹在耳畔，与同窗挚友进行一次

线上中秋游园会

别样的重逢。

此 外 ， 带 有 强 烈 华 中 特 色

的“SODACHE”(Song, Dance, 

Cheer）也是一大看点，这些在校

园时耳熟能详的歌舞再一次生动地

展现于屏幕上，象征着自强不息，

代代相传的华中精神。

今年的线上游园会能够顺利

展开，得归功于高中部学生理事

会。从概念的构思到一系列的后

勤工作和最后的执行，每一步都

是新的尝试和挑战。筹委会主席

邓大慧(20S7B) 表示理事会在操作

这些线上活动经验有限，无前人经

验可借鉴，但他们最终成功克服重

重困难，在这非常时期带给大家节

日的喜悦与情感的慰藉，这让团队

觉得辛劳付出是值得的。

每年游园会最吸睛的是亮灯仪

式。历届学生理事会

都会绞尽脑汁，不重复

往年的设计。不管是小

型的阶梯喷泉，还是

高挂的巨型灯笼，都

通过隆重的亮灯仪式

把节日气氛推向最高

潮。今年虽无法举行

实体仪式，但学生理

事会仍在确保留住这

一重要传统的当儿，

力求创新突破。学生理事会成员沈靖

（20A14）、洪家乐（20A14）、谢镇

楷（20S68）和唐杰民（20S6N）通

过使用“我的世界”(Minecraft) 游

戏，还原了黄城的情景，其细致入微

几乎和真实比例一般。

刘家轩 (20S7C) 赞道：“今年的

亮灯仪式超有创意！不仅好看，感觉

也很好玩！”今年刚考入华中的庄定

桦 (20S65)则说：“念中学时，我就一

直很向往能考进华中，以黄城学子的

身份参与中秋庆祝会，让自己沉浸在

热烈的传统节日和华中大家庭温馨

的氛围中。”她认为线上直播能让师

生、校友、家长通过非一般的形式，

互相交流，意义不减。参与游园会也

让她愿望成真，感到自豪，并激励她

努力奋斗，以不负学校的用心栽培。

亮 灯 仪 式 如 常 举 行，在“ 我 的 世 界 ” 
(Minecraft)天空点燃游园会主题“霁”。

各班手绘的灯笼装饰为中央广场增添节庆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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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楼梯背后推出红色地毯，围成一圈一起压

腿、一起练习套路时一起卖力地喊加油，

训练结束后在地毯上尽情放松……

对于武术队的校友而言，这些在校时光充满着温

馨的回忆。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东西，忙着自

己的生活，仿佛再也没有能够真正让大家聚集的地方

了，我们继续习武的机会似乎也失去了。

华中校园里简单的快乐仿佛不再复返。

所幸，华中校友武术队的成立，把以往一切的

美好和温馨都带回来了。

这个地方，让我们回到了十七八岁的模样，一起

练武、一起嬉闹。见到熟悉的身影，再次谈起难忘的

回忆，这一切，都温暖着我们的心窝。

校友武术团为我们提供的不仅仅是训练的场

洪
嘉
仪

9

华华华
中中中

—
向
青
春
致
敬

地，更是一种归宿，让我们这些在

工作中打拼的、在大学里奋斗的同

学们，放下一切压力，回归初心。

一代代人的青春，从武术队这

里出发，现在又回到了这个起点。

照片拍摄于疫情前

密谈

我们都是英雄与英雌

2019年获得“杜辉生常年杯”最佳CCA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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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year,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ovides newly 
admitted students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nominate 
stellar educators who have changed their lives through 

the latter’s lessons. This year, we are proud to share that two 
HCI educators have been conferred this prestigious award, Mr 
Isaac Koh (Lecturer / Economics) and Ms Liew Pei Li (Principal 
Consultant / English).

Mr Koh humbly opines that such an award is but an 
additional affirmation, as he finds the improvement of his 
students a more important barometer. His passion for 
teaching stems from his students – the joy of interacting with 
them, the thrill of opening their minds to new knowledge, and 
above all, the invaluable bonds forged with them. 

To Mr Koh, who views teaching as his calling, improving 
his lessons does not only involve the enhancement of his 
pedagogies, but also finding new ways to touch his students 
emotionally. He believes that being an educator goes beyond 
the immediate academic milestones, but rather, the ability 
to reach out and care for students.

When he was asked of his reaction to his students 
nominating him for this award, he expresses his gratitude 
for their recognition, stating that “it is very kind of (them) 
to recognise the small contribution (he has) made towards 
(their) bright futures.” Moving forward, he hopes to continue 
touching the lives of his students, and become the best 
teacher he can.

Ms Liew’s thoughts mirror Mr Koh’s, as she reminisces 
upon how her dream profession has always been being a 
language teacher. “Like most children, I was an avid reader, 
so I aspired to be a language teacher, and I could continue 
to read story books every day,” explained Ms Liew. 

Nevertheless, her students have gradually become her 
main driving force. She elaborates that she is “always inspired 
by the insights that students share during class discussions, 
the outstanding research they produce, and (their ability) to 
rise up to the occasion.” She wishes to impart her appreciation 
of the joy of learning into her students, encouraging them 
to embrace the boundless possibilities that it brings. 

HCI Celebrates 
Outstanding Educators

Jeron Sia (20S7J) and 
Rachelle Chua (20S65)

D e m o n s t r a t i n g 
h e r  c o n t i n u o u s 
enthusiasm in her 
vocation, Ms Liew 
comments, “My hope 
is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love what I do 
each day!”

Above all, she is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 and thought 
behind Shi Kai’s nomination, noting that after you leave 
HCI’s gates and embark on a tertiary education, “it is often 
easier to get caught up in the excitement of being accepted 
into [one’s] dream school; to be swept along in the frenzy 
of preparing for a new stage in [one’s] life; or to just choose 
to chill and not put in the [nomination]”.

Finally, Ms Liew wishes Shi Kai well in his future, 
and thanks him for his contributions to the Humanities 
Programme. She said, “Thank you for all the wonderful 
memories in #HwachDeBAEs and #HCHumanatees. 
You have always demonstrated drive in achieving your 
goals, clarity in your thought and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oughtfulness in your interactions. May you continue to 
bloom where you are planted, and find joy in the everyday 
things around you!”

Mr Isaac Koh (Lecturer  Economics,left)

Ms Liew Pei Li (Principal Consultant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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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March 16th to March 21st, 2020, Hwa Chong 
sent two student teams to tackle a mindbendingly 
complex mathematical competition,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IMMC 2020). 
Team A, mentored by Mr. Ng Tong Cheong (Senior 

Consultant/Education Technology), comprising Kwee Tze 
Wei, Bernard (20S7D), Tan Yi Kai (20S7D), Yu Wenhao 
(20S7D) and Jiang Zhiheng (20S7B) clinched a High 
Distinction in the competi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and 
an Honourable Mention award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Meanwhile, Team B, mentored by Mr. Philip Ho (Lecturer/
Mathematics), which comprises Ying Yexuan (19S7D), Beh 
Chuen Yang (20S69) and Li Yuanfei (20S6G) attained a 
Distinc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The teams had to develop a decision-making model, 
through which one could decide on the layout of a store and 
the arrangement of the merchandise to minimize the damage 
to the goods during a flash sale. During then, it was expected 
that many customers would rush into the store with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The problem statement is incredibly detailed, 
including data on the sale items to set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the teams to work on.

Mr. Ng Tong Cheong, Team A’s teacher-
mentor, worked hand-in-hand with the students, 
providing them with online resources and 
readings. Nevertheless, he remarked that 
the students put in their own effort to learn 
independently, citing that “they were resourceful 
enough to find more websites to read from.”

Naturally, the path towards success was 
not clear of all obstacles. On March 19th, the 
Ministry of Health announced that a 14-day 
Stay Home Notice (SHN) was issued to all 
Singapore residents and visitors entering from 
all countries. One of the team members had 

Modelling Mathematics 
to Make a Brighter Future 

–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

Jeron Sia (20S7J)

been to Malaysia prior to March 16th, and could not return 
to school in time – about halfway through the competition. 
Still, the tenacious team did not let this setback trip it up. 
“The team continued to communicate closely online and 
submitted the report by the deadline,” commented Mr. Ng.

Team A’s Bernard said that he had to reframe the task 
in his head, taking it less as a purely mathematical task, 
but rather, a “Project Work task”, citing that his team had to 
analyze “how (customers) would behave in certain situations 
and propose a plausible model to reflect this.” 

“Through this (endeavor), I appreciate how Mathematics 
can be applied in the real world to solve a problem better,” 
he adds. 

When asked about the contributors to thi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accomplishment, Bernard and his team would 
like to thank their senior Wu Bangye (19S7F) and their 
teacher-in-charge Mr. Ng for their guidance and support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Bernard happily concluded that “if given another 
chance, (they) would do it again as (they) found it more 
meaningful than (they) thought it would have ever been.”

Award Cere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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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 of

A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lives, music is woven into 
the very fabric of society. 

Throughout human history, and 
even before human history, music’s 
inexpressible depth has managed 
to evoke both ideas and emotions 
in us. With that said, music is an 
umbrella term in which there are 
millions of genres and forms it 
exists in. Manifestations of music 
are numerous and varied, and 
while countless, some types will be 
explored here.

While impossible to know 
when music first started, the first 
record of music may have been 
earlier than you think. The earliest 
recorded piece of music was written 
sometime between 200 BCE and 
100 AD, an ancient Sumerian 
hymn archaeologists named the 
Seikilos Epitaph. A type of mourning 
song, it was engraved onto the 
tombstone of Seikilos’ wife, or in 
other interpretations, his mother. 
Translated by researchers, the lyrics 
go like this:

“As long as you live, shine,
Let nothing grieve you beyond 

measure. For your life is short,
and time will claim its toll.”
 
Amaz ing l y,  t h i s  mus i ca l 

composition made some 2000 years 
ago can still be heard today in 
modern musical notation. Adapted 
in order to be able to be played by 
instruments of today, it takes the 
form of a forty-second piano piece. 
Despite the lack of knowledge of the 
earliest forms of music (due to the 
lack of records), music still appears 
as a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ves, 
evidenced by this mourning song.

Another way music has become 
part of culture, Chinese students 
may know that this one occurs at 
the very start of the year – the lion 
dance. The legend of the predatory 
beast Nian, with his lion head and 
body of a bull, being driven off with 
the villagers’ loud drum noises, 
firecrackers, and red boards. This 
tradition has been passed o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until it has 
become etched into a prevalent part 
of Chinese culture, that remains 
in even today’s day and age. This 
percussive drum beat is played 
accompanying a lion dance and 

is a custom that is repeated every 
year,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first 
month in the Chinese calendar. 
Still significantly impacting Chinese 
culture, this fervent percussive piece 
depicts and paints an image of an 
ancient Chinese folktale, the Legend 
of Nian.

S i m i l a r  t o  N i a n  d r u m 
performances, the Kecak, also 
known as the Ramayana monkey 
dance, enacts a story. For the Kecak, 
the familiar story of Sita and her 
abductor, Ravana. The performance 
does not use any props, orchestra, 
or musical instruments or dialogue. 
Instead, without warning, the circle 
of men performing commence a 
polyrhythmic, incessant monkey 
chant, “Cak, cak, cak”. The music 
has a almost reverential tone, 
providing a wall of dramatic sound 
against which the action of the play 
can be formed. While perhaps not 
a conventional piece of music, the 
monkey chants are a breathtaking 
and wondrous piece that tells an 
equally fascinating story.  
    

W h i l e  m u s i c  m a y  b e 
conventionally thought of as songs, 

ATHENA RONG—HCIS  IB2 Balanced

Music
Magic ofMagic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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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rm music encompasses more 
than just that. Music can simply be 
understood as mere vibrations, and 
the ancients of Greece believed in a 
concept called Musica Universalis, 
also known as Music of the Spheres 
or Harmony of the Spheres. More 
of a philosophical or metaphysical 
concept, it regarded that the motions 
of celestial bodies (the sun, moon, 
and planets) could be seen as music, 
based on the specific proportions. 
The concept claimed that the motion 
of the celestial bodies resonated 
to produce a harmony of music 
inaudible to the human ear, and 
the conventional music we hear 
and make were an imitation of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While it may 
seem a bit unorthodox,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is almost magical in 
nature concept that is impressive in 
its abstract essence.  

Unlike the Music of the Spheres, 
most are familiar and accustomed 
to classical music. Pieces like 
Beethoven’s Für Elise, Vivaldi’s 
Four Seasons, Bizet’s Carmen and 
Prokofiev’s Dance of the Knights are 
fairly commonplace and are played 
in shops, weddings and other places 

as ambient music. Classical music 
has played a large role in society, 
influencing not just techniques and 
harmonies used in music, but also 
movies, television, and art. In today’s 
society, classical music has a certain 
stigma attached to it, a perception 
that it is only for older generations. 
While it is true that a large part of 
classical music’s listeners are older 
generations, the support for this type 
of music from younger generations 
has been drastically increasing in 
recent years. In a society focused 
on trends, it is easily understood 
why many believe classical music is 
obsolete or irrelevant. However, with 
so many artists drawing inspiration 
from classical pieces, classical music 
has become a building block that has 
set a framework for musicians of 
today. Furthermore, some may be 
surprised by how much classical 
music they have been listening to. 
   

Popular music, referring to 
music appealing to popular taste 
(e.g. rock, pop, reggae, rap, dance 
music, etc), has a foundation based 
on classical music. Artists like 
Coldplay, Childish Gambino, Avicii, 

Justin Bieber and many more have 
based, used or adapted classical 
music into their works. Beyoncé’s 
2008 song ‘Schubert’ is based on 
Franz Schubert’s Ave Maria. Little 
Mix’s song ‘Little Me’ used harmonies 
from Gabriel Fauré’s Pavane in 
F-sharp Minor. Bright Eyes’ 2005 
‘Road to Joy’ adapts Ludwig van 
Beethoven’s Symphony No.9 in D 
Minor, the fourth movement ‘Ode to 
Joy’.  

Perhaps the true magic of music 
is the fact that it is one of humanity’s 
most universal languages. Music has 
such a huge effect on our everyday 
life and will continue to do so for 
eternity. Without understanding the 
words or lyrics sung, emotions and 
messages can still be expressed, 
touching listeners’ hearts across the 
world. With such a wondrous and 
incredible ability, can music not be 
likened to magic?

HuaLing71_L4.indd   13 6/5/21   4:50 pm



14

由
我 校 主 办 的 首 届 “ 华

中-环球青年领袖线上大

会”(Hwa Chong Global 

Digital Young Leaders Convention)

于7月18日至21日在线上隆重举

行。突如其来的世纪瘟疫导致举行

实体国际会议的计划搁浅；这促使

活动学生筹委会另辟蹊径，通过视

讯科技召集与会者在网络平台聚

首，一起探讨具有深刻意义的棘手

议题，在沟通互动的过程中提升全

球意识和跨文化交流技能。

今年的主题是“团结一致、

迈向未来”，在新冠疫情肆虐的背

景下，各国政府和人民都面对前

所未见的挑战，逆全球化和保护

主义的抬头更是使各国防疫工作

以及社会问题复杂化。为期四天

的活动，创意满满，让来自美国、

法国、英国、印度、印尼、日本和

本地的101名学生领袖，在虚拟世

界中担任指定国家的不同社会角

色，如：媒体记者、企业家、政

府官员等，根据虚拟世界中实时

更新的信息应对突如其来的不明

病毒（Global Acute Respiratory 

Virus），促使他们从宏观和微观的

角度思考问题，拟定兼顾各方利益

的解决方案。除了维护自身和国家

的利益之外，与会者也须与虚拟世

界中的其他国家协商合作，实现双

赢的目标。

网 络 行 动 主 义 ( O n l i n e 

环球青年领袖
尹嘉恒 20A15    

李侞晔 20S7B

Activism)是本届大会的亮点。筹

委会希望与会学生能把所学的知

识付诸行动，回馈社会。虚拟世界

的故事板一层一层地掀开疫情给国

际社会带来的各种挑战，激发与会

者从现实社会中不同利益相关者的

视角换位思考，进一步探讨他们能

如何在疫情期间为社会做出实际的

贡献。其中四名来自印度、日本、

印尼和我国的学生代表一同发起 

“食物零浪费”运动；有的与会

者通过信息图帮助公众了解糖尿

病、心理病、妥瑞症(Touret te 

Syndrome)等疾病；有的则探讨骨

髓捐献计划和全球贫富差距的现

实问题；有的呼吁民众消除对外劳

和释囚的歧视，倡导打造更具包容

性的社会。看似简单的社会运动，

实际上揭示了在全球化时代，没有

任何一个国家在灾难发生时能独善

其身。这让学生领袖清楚认识到国

际互助的重要性，除了政府间的国

际互助外，民间亦可以自发跨国界

互助。

大会的创新教育模式让参与的

17所学校深受启发。美国多米诺高

中学生阿努莎·佳盈(Anusha Jain)

表示：“虽然全程在线上举行，但它

无疑是我人生中最可贵的学习经

验。参与之前，我完全不知道自己

会在虚拟世界中如此充满热忱。整

个故事板不断挑战我跳出传统思想

的框框、加强了我的批判性思维，

线上大会推动跨文化沟通与交融

我校首办

大会标志的设计简洁鲜明

天文学会使用的Stellarium视频截图
（许志安提供）

这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日本筑

波大学附属高等学校则是在大会结

束后尝试采用同样的教育模式，将

这新颖模式推广开来。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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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陈安新    

20A12

我
校矗立于华岗之巅，

拥有绿意盎然，环境

清幽的校园，林木葱

茏，花草茂盛，处处可见灵巧的

小鸟、斑斓的蝴蝶和活泼的松鼠，

种类少说逾百种。这让学生科研学

会(Students' Science Research 

Club)的会员萌生一个想法：把

校园里的动植物分门别类，整理

成完整的档案。他们设立了委员

会，发起名为“HC Garden” 

(即华中花园)的项目。此举获得校

领导、老师、同学、校友及学生

兴趣小组绿茵社(Greenterest)的

热烈支持，大家一心一德，联手

展开研究、摄影、撰文与宣传等

工作，HC Garden App软件的编

写则交由信息科技与机器人学会

（Infocomm & Robotics Society）

的学生负责。

为了完善工作程序，委员会

投入了上百个小时的精力与心血。

他们的共同努力汇聚在一起，展现

了校园丰富的生态与学校悠久的历

史。HC Garden App拥有定位导航

功能，师生们可以在课余放松身

心，进行自我引导式的游览，穿梭

于校园内的嘉庚步道、敬贤步道与

光前步道。不仅如此，还可以通过

软件中的老建筑照或历史图片进行

今昔对比，感受岁月的变迁。蓝天

白云下，在鸟语花香，蜂飞蝶舞、

绿意的包围中来一趟穿越时空的探

索之旅。阻断措施期间，无法返校

的华中大家庭成员也都能通过手机

里那一幅幅熟悉的画面，重温怡人

的风景。

HC Garden App的作用除了放

松休闲，委员会希望参观者能在自

然中体验沉浸式学习。由于校园会

因应时代而改变，景观会有不同，

他们希望往后的学弟妹能接手，不

断充实内容和加强导览功能。就

如19S7D班的陈忠盛所说：“在过

程中，我们遇到了技术层面的困

难，如程序编写，为此付出了许

多，但这一切并不会白费，因为人

们可以通过软件来感受这个大花园

绮丽缤纷的自然景象。”为了得到

更多的关注，负责宣传的同学也在

去年中秋节庆祝会当天，推出特别

设计的蝴蝶形状的帽子、印有花鸟

图案的明信片等产品，鼓励师生、

家长、校友及民众多留心周遭的自

然环境。

自然界万物是上天赐予人类的

宝贵资产，然而，随着信息化时代

的来临，人们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

却越来越少。HC Garden带着华中

学子的希冀和关爱大自然的心，让

生态重新被珍视，被呵护；让绿

意、蝶影、鸟声、蝉鸣、虫吟、重

新被看见，被听见……

小屏幕上的大花园，尽在指尖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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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病毒阻断措施实施以来，

最热门的词汇是“居家办

公”、“居家会议”、“居家

学习”、“居家网购”等，但你听说过 

“居家CCA”吗？当卫生部把我国的

冠病警戒水平从黄色调到橙色后，全

新加坡的院校都取消了校际比赛、学

习之旅和训练营等大型活动，以减少

交叉感染的风险。起初，在遵守安全

距离和个人卫生的原则下，校内的课

程辅助活动（Co-curricular activity，

简称CCA）尚能以小组的形式展开；

然而随着4月8日学校全面停课，启动

居家学习模式，这也意味着莘莘学子

所热爱的CCA得被迫按下暂停键。

作为本地拥有众多活跃课程辅

助活动社团的学府，我校高中部近

50个CCA社团为了因应这史无前例

的条规，也都把活动，如：开会、课

程、训练与彩排，都搬到网络空间进

行。究竟采用这种新颖的平台效果

如何，同学的反应又如何，笔者特地

邀请了几位学生领袖来谈谈他们的团

队如何适应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变。

运动员在家自拍跆拳道训练

过程

跆拳道是属于肢体碰撞的运

动，疫情期间自然无法聚集训练。

在得知活动喊停后，跆拳道队长练

鼎扬（19S7C）便果断地把高一队

员分成小组，由经验丰富的高二队

友为他们设计在家中能做的一些操

练动作。他受访时道：“观摩学长的

录像后，我会让他们自拍本身的训

练过程，再把视频分享到群组里，

讨论并纠正错误的动作。”

网球队用跑步软件约定跑起来

网球队平常是每周有两次集体

训练，队长邓琬颐（19S79）说：“既

然得暂停活动，我们只好在条件许

可的范围内坚持训练，不能打球，但

球技不能荒废”。她也透露，教练不

时会发送视频，要他们跟着做运动，

锻炼网球选手常会用到的肌肉群。

由于宅在家中，无法操练击球这

类技术动作，因此就把焦点放在锻炼

体魄上，增强身体的免疫力和协调

感。过去，网球队员都会相约跑步，

现在她们下载了跑步软件，互相督

促，完成每周至少跑3公里的目标。

扶轮社青少年服务团关怀弱势

群体

疫情爆发之前，扶轮社青少年服

务团的活动需要为接受帮助的对象，

提供面对面的服务。现在团员都无法

走访经常去的机构与组织，但这反倒

让他们“穷则变，变则通”，使新鲜点

子有机会萌芽。

青 少 年 服 务 团 主 席 许 智 轩

（20A14）说道：“我们在社交平台

上踊跃贴文协助宣传，希望国人多关

注一些容易被忽略的群体，如正在服

兵役的青年、在我国就读的外籍学生

等，我们想提高人们对这些较少被关

注群体的认识，同时呼吁大家帮助他

们，一起熬过这段艰难期。”

天文学会利用科技星空导览

原本每周有两次长达5小时的天

文分享会与观星活动的天文学会，在

防疫期间只能在虚拟实境的世界里

继续推出活动。

副主席于佳栋(19S6G)和总务

许志安(19S7A)解释：“我们原本每

逢周五就会架起天文望远镜观察夜

空，现在就通过‘Stellarium’来模拟

观星体验。利用这个软件的好处是完

全不受天气的影响和云层的遮挡，可

以清晰地看到所有星群。当你处于不

同的国家和纬度，看到的星座其实是

不太一样的，‘Stellarium’能根据你

设置的所在地域调整不同的角度。这

种新鲜的星际漫游体验让高一会员

乐在其中。”

创意
让居家
CCA照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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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恺文 20S6C

网球队女生在家上网集体做 运动 
(邓琬颐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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轸：

今夜又莫名想到你了，唉。人

生啊，就是兜兜转转的，逃不过那

个命数。

当年你走后，我着实是失了魂

了，我也想随你去啊，可是老天他

不愿意收我。作孽啊，被关在这空

军院里，我娘本想把我带回重庆，

却没料到这战事，我又一个人飘飘

落落地到了台北，还是被围在空军

圈圈里。

我被带走的时候，回头看着我

们的房子，说来又有什么可看的呢，

空空荡荡的。窗上的喜字我一直没忍

心拆，当时想着你不在我看着心里能

暖和些，后来没多久就褪色了，还是

没舍得拆。床头的照片我娘一到就给

摔了，说是早说了不让我嫁空军，如

此下场我自作自受。

我看着我们的书架，你说过

我们有一天会把它填满的，我们以

后要带着孩子一起看那些书。你说

啊，等战事一过去，你就去找个安

稳差事，到时候我就在家看看书、

带带孩子。你说啊，我们会在一起

很久很久的，久到我都厌了你烦了

你。唉，当时我真的信了，我是真

的信你啊。

我看着柜子上的成对的鸳鸯碗

碟，看着我们的喜被，看着你的军

服，哪里都是你的影子，一切历历

在目，一切转瞬成空。我什么都带

不走，我娘说人都没了，还有什么

可带走的。我当时哭得虚脱了，现

在想想，我娘说的真是没错。

那天我上了去台北的船，一

是想离开这片撒着你鲜血的土地，

另一也是无处可去。开始的时候只

是风大，卷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打

旋，后来就下雨了，一点点到倾盆

而下，我坐在船舷上，就像我一直

喜欢的那样，抬头看看天，回忆着

过往的一切，想着那个会为我撑伞

的人不会再来，那个曾经盘旋在金

陵中学上空的飞机它再也不回来

了，泪水无声地流，反正下雨了，

谁又看得到泪水呢。

其实现在还是喜欢抬头看天，

也不知是在看什么，可能什么都看

不到心里反倒安心些。

今天我三十了，来了台北，没

什么亲人，年龄也没那么重要，女

人嘛，过一岁老一岁，也不想让别

人知道。一个人喝了点酒，也没喝

多，当作庆祝了。就是有点感慨，

突然又想起你了，想起你在我十八

岁生日时说的那句荤话，想起了你

的味道。笑，我可能就是自虐吧，

那么久了还记着个死人。我们终究

是互相的过客，很庆幸，我能作为

一个过客，在你生命中留下如此

重要的印记。同样，很庆幸，是

你，作为让我从女孩变成女人的

那个人，我一直相信着，你也爱着

我，没有保留，更没有什么邪恶的

想法，和当时的我们一样，内心澄

澈是你填满了我青涩的时光，却在

最后，只给我留下一个追不上的背

影，一个注定破碎的梦。

还是谢谢你吧，有些蜕变只

有你能带来，我的心在你走的时

候就冻起来了，不过，你放心，我

不会孤独终老的，我会长大，学会

人间的虚伪，学会隐藏好自己，不

会再抱着可笑的梦，等那个不会回

来的人了。我无法面对那个梦中的

你的背影，我不会再和任何人提起

你。谢谢你逼我长大，我会独立地

走下去。

也请你，我求你让我忘记你

吧！

青

之之之
李家懿

HCIS IB2 Inquirers

(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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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些天，网络上不断爆出

高考丑闻—不少人表示

自己当年的高考成绩被

暗中夺走，一些权贵代替他们上

了大学，从此人生命运彻底改变。

这其中，又以苟晶在微博上的

发言最为显眼—她表示，自己原来

是个尖子生，考上了北京的高校，

却因高考成绩被冒名顶替而无缘大

学生活。

在这几十年间，苟晶一直在尝

试寻找自己当年高考成绩的真相，

却因受到威胁，忍气吞声至今--在

当今社会中，一个普通人话语的力

量十分微薄，又怎能抵抗官僚权贵

之力？此事一出，网友纷纷对她表

示同情，希望帮助她一起求正义、

寻真相。

然而，众所周知，事情出现

了反转。

六月底，山东省相关部门单位

发布了此事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

苟晶当年确实遭人冒名顶替，但她

的成绩并不及自己所言。相反，她

的分数只勉强够上中专，完全不是

她口中的“尖子生”。一时间，网

络舆论纷纷转过来指责苟晶，说

刘汉妮    

HCIS IB2 Caring

她“撒谎”、博取热度和同情。

我们不去探讨官方调查的结

果，因为这无从分辨。我们只看现

在“水落石出”的事实—冒名顶替

明明是真，为什么众人反而指责苟

晶不说实话呢？苟晶明明确实被冒

名顶替了，为什么要夸大其词，反

而被网友抓住了小辫子不放呢？难

道她真的这么傻，因为自己的虚荣

心才“撒了谎”？这不是自己给自

己挖坑跳嘛！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孟姜女

哭长城”的故事？

相传先秦时期，有一位葫芦幻

化而成的姜姓美女，在为修长城而

死的丈夫万喜良痛哭时，将长城哭

倒了几十里。后人纷纷为她的痴情

贞烈所感动，这就是著名的“孟姜

女哭长城”。

你可能会问我：“这个故事小

学课本上都有，谁没有听过？”虽

说如此，但你有没有想过，难道当

年只有孟姜女一人经历了丧夫之痛

吗？为什么独独她的故事被口耳相

传，经过多年历史的沉淀，留在了

人们的记忆里呢？ 

这里有一句看似废话的解释：

孟姜女哭长城，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她把长城哭塌了。没错，孟姜

女的故事之所以流传至今，不是因

为她的身世，也不是因为她的痴

情，而是因为她的眼泪居然能够

撼动用砖石堆砌而成的长城！当

时修建长城死伤无数，成千上万

人与亲人“阴阳两隔”，伤心流泪

的人肯定不止孟姜女一人，可由于

底层民众没有话语权，他们找不到

一个有效的渠道传播自己所承受的

哀伤、冤屈和不公。虽然孟姜女哭

长城的故事乍一听十分荒诞，可是

撇开真实性，若不是孟姜女的眼泪

具有如此大的威力，无权无势的她

又怎么从众人之中脱颖而出，被人

知晓呢？我不为孟姜女之贞烈而感

动，却为那些被消声了的大多数而

伤感—没有话语权的底层人民，大

多数终究还是在沉默中消失了。他

们的话语，我们永远也不会听到。

当然，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

声尖利的声音从人群中传出，诉说

着他们遭遇的不公—古有孟姜女用

眼泪哭倒长城，今有苟晶等用“谎

言”寻求真相。苟晶的事情之所以

被那么多人关注，正是因为她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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谎言”。她的叙述，完美地符合

了一个受害者在群众眼中该有的

模样—近年来社会阶级固化问题屡

屡引起人们的关注，《一个出身寒

门的状元之死》一文就是个例—虽

然文章后被证实造假，但其仍在一

夕之间引爆全网，这个话题在社会

上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如苟晶真的

只是平淡地在网上诉说事实—即使

她一心想要为自己讨个公道，也无

法惊起多少涟漪。唯有从群众关注

的阶层固化问题出发、夸张事情的

来龙去脉到达一种极致的状态，才

能走入人们的视野，才能从多年的

隐忍不言中抽离，找到自己想要的

真相。而此时，还有多少和苟晶一

样遭遇的人，封住了自己的嘴，继

续沉默着呢？我不知道。

你说，用“谎言”寻求“真

相”，不是和用眼泪哭倒长城一

样荒诞么？

是啊，可是在这个荒诞的社会

中，她们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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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哈拉的故事》之

    “娃娃新娘”
黄渝恒

HCIS IB2 Principled

1970年6月15日                  星期一                           晴

三毛今天告诉我，我要结婚了。我以前见过别家女孩出嫁，虽然我们撒哈拉威女人不知道自己几岁，但那些

女孩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年纪，或许我也到该出嫁的时候了吧？三毛告诉我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都不知道自己会

和哪个男人结婚，也许罕地已经帮我安排好了，我还是听他的话吧，但我还是很担心，哎…

1970年6月20日                 星期六                            晴

几天前三毛告诉我我的未婚夫是阿布弟，年轻漂亮不是粗鲁人，罕地没有替我乱挑，那我就放心了。今天我

看到家里有人送来了很多羊，布匹和茶叶，可能就是那个叫阿布弟的人送来的吧。下午的时候罕地和一群人在外

面喝茶，我好想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呀！但我是女人，只能在房间里待着，当女人真不好。

1970年7月25日                 星期六                            晴

最近罕地给我买了好几块布料，但颜色很难看，而且这些布总是搞得我身上全都是颜色，我好不喜欢。母亲

在我脚上套了金银的镯子，我的头发也被盘了上去，她在我身上涂的香料很难闻，我经常被熏的头晕眼花。明天

我就要结婚了，大姨来我家帮我装扮，穿衣服的时候三毛说我胖，但胖明明很好看，我大姨也这样说。我还是第

一次戴了这么多珠宝在头上呢，肯定很漂亮吧！今天三毛还送了我那只我一直很想要的镯子，我真的特别开心！

今晚我住在大姨家，明天才能回来，不知道明天的婚礼是怎么样的呢？

1970年7月26日                星期日                             晴

我今天结婚了，原来婚礼是这样的，哎。天还没有亮，我在大姨家就远远的听到了吉普车和喇叭的声音，

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应该是阿布弟他们来了。果然，不一会儿阿布弟就冲进了我的房间，狠狠地抓住我的手往

外拖。结婚前哥哥叮嘱我要拼命打，不然之后要被人笑话。旁边的一群人都去帮阿布弟，没人来帮我，我力气

这么小，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帮女人。我被拖着真的很痛，我使劲去抓阿布弟的脸，在他脸上抓出了好几道血

痕，他反过来扭着我的手指，真的很痛，我都疼哭了。回家之后我被送到小房间里一个人坐着，只能听到外面许

多男人唱歌拍手的声音，我不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天快亮的时候，阿布弟来了我的房间，这次之后我会生小

孩吗？我想忘掉这件事，那个时候我真的很痛很想逃出去，但我力气太小了。原来结婚是这么痛苦的事，为什么

罕地要让我结婚呢？我不明白。

1970年7月30日                 星期四                            晴

婚礼的庆祝举行了好多天，每天我都有人来我们家唱歌击鼓，我很想出去看看。这几天我一个人待在黑黑的

房间里，我真的很害怕，但我只能在这里，没有人来看望我，只有阿布弟进来过。我不想有小孩，但好像除了阿

布弟撒哈拉威人都不能进我的房间，我想只有三毛能帮我了，她是外地人可以进来。于是我隔着房间告诉了妹妹

帮我叫她过来，但前几天她都没来看我，为什么她不来呀？我一直在等她。今天她终于来了，还是她好，给了我

肉吃。我问她想不想我这么快有小孩，她没有回答我，可能她也不想吧。我知道有一种药吃了就可以没有小孩，

于是求她给我，她答应了，让我好好休息，谢谢你三毛。我好想哭，也想笑，婚礼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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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国师兄是华中校友会太极

A班的资深学员，大家昵称他“神

龙”。他是一位专业审计师，既热

爱太极拳，也喜欢跳印尼舞，更热

心促进新中人民友好的活动。吴师

兄恸于2020年4月22日往生，谨以

此诗寄托哀思。

日盼夜盼疫情缓和日

大伙山岗归队练拳时

全都回来了，唯独少一人

“神龙”哪里去了？......

往日练拳开始了

仍不见“神龙”踪影

他不会来？不！

等一下，他准出现！

过了半堂课

蓦然回首

瞥见右边最后一排

“神龙”健壮的身躯

“神龙”匆匆赶来

跟大伙一起打太极

可是多一会儿

他又要匆匆走了

上完课扫一眼全班

已不见“神龙”踪影

“神龙见首不见尾“

果然名不虚传

“神龙”哪里去了？

山岗不再出现

或许他在云端打太极

全神贯注一招一式：掤捋挤按.....

【玉山枕】 青山绿水

迤逦高远，俯平野、云连绻。

众峦沓嶂，昂胸耸臂， 强迸肌筋， 握固拳腕。

展开威肃壮容颜， 自矗立、态姿刚健。

犹校场、相斗交争。 万千年， 未丝毫迁变。

  － － －

渌涟涓浍流延缓。似佳丽、游轻款。

质操宛顺， 胸襟素净， 笑靥涡深， 荡漾波暖。

恋歌吟唱奏风琴， 舞欢快、俏倬柔曼。

待游人、悦目怡神。 万千年、永青春娟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钦定词谱》 柳永体      词林正韵／中华通韵

（双调一百十三字，前后段各十一句、五仄韵）

辛 丑 年 元 日 作 。 本 词 写 作 参 照 ： 【 青 山 绿 水 】 

歌词（1940年严个凡词曲，姚敏演唱）

【哨遍】 静默之声

（THE SOUND OF SILENCE)

夜幕下垂，黑暗降临，幻象如阴影。

趁睡眠，来缓缓爬行，进脑中深深植定。

寓声形，从今寄存沉默。

依稀梦里无穷境：

沿窄隘胡同，圆鳞石路，一人彳亍前蹭。

霓虹灯、闪烁刺双睛。破永夜、光晕触籁声。

料峭天容，湿冷难当，竖翻衣领。

  －  －  －  

嗯？辉照荧荧。万头攒动人群映。

闲嗑非款晤，耳中闻没心领。

更颂咏寡情，感悟缺欠；无人胆敢惊嘿静。

观民众冥蒙，孱弱愚昧；蔓延缄默成症。

“告所知、让你仔细听。握紧手、随吾赴光明。”

似回音、雨滴深井。

人们无视规劝，面向霓虹像，断然膜拜痴迷祷告。

告版闪灯示警：

“箴言写在走廊厅。且低回、静默音影！”

2121

“神龙”
哪里去了？

—悼吴文国师兄
网雷

柯世利柯世利柯世利
诗词诗词诗词诗词诗词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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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母校一百年系列庆祝活动，于2019年出版的《百年华中情》纪念特刊，已经挂在校友会网页上了；点

击网页上的“百年华中情特刊”栏目，就能进入阅读。 

在编辑电子版时，属于编辑方针的内容，我们予以保留；其他有几处蒙学长指点赐教，我们则做了修饰。

祝大家阅读愉快。

《百年华中情》编辑委员会敬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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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唐诗

杨有瑞

《百年华中情》
    电子版挂上网了

《凉州词》是按凉州地方乐调编成的《乐府》。凉州在甘肃省，处于边塞，是古代羌族居住的地区。笛子

是羌族中的乐器，由羌中传入中原，称为羌笛。葡萄酒与夜光杯都是西域的名产。琵琶则是西域盛行的乐器。

这两首诗都是描写征戍的兵士生活，唐人豪放的心情自然流露于诗中。

黄河向西奔流于西北高原，遥望黄河似乎冲上云霄，多么壮观呀。

然而，在西域边疆的兵营有如孤城一片尽在高山环抱之中，显得多么凄凉单调。兵士听到羌人用羌笛吹奏

《折杨柳枝》的曲，想起家乡正是绿柳成荫的春天，而这塞外是那么寒冷凄凉。春风吹不到玉门关以西的边塞

地区，那里会有青青杨柳? 抱怨又有什么用呢？

征戍的兵士们在兵营用夜光杯盛葡萄美酒酣饮，却传来琵琶信号，声声催促集合出征！唉！催吧！多饮几杯

吧！不要笑我喝醉了躺卧在沙场上，自古以来出征打仗的士兵，有几个能活着回来？不喝又怎么样呢？

“葡萄美酒夜光杯”是描述军人豪迈畅饮的场面，绝不是醉生梦死的宴会！

大家都熟悉且经常引用“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可记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可记得《登鹳

雀楼》？作者便是王之涣。

王之涣与王翰都是盛唐著名诗人。当时唐朝国力富强，出兵征戍。作为战士，他们有着男儿的英爽，但也

渴望回到和平的家乡，这是兵营中特有的豪迈却又悲凉情伤。两位诗人把兵士复杂矛盾的情绪真切地流露出来。

凉州词
王之涣

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楊柳，

春风不度玉门关。

凉州词
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來征战几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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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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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中颐年俱乐部第17届理

事就职典礼在2021年

1月24日（星期日）举

行，由李喜隆董事长监誓。

鉴于新冠肺炎疫情、政府的

严格防范措施和会员的健康保健着

想，华中颐年俱乐部本次采取“迷

你型”就职仪式，和过往的热闹宴

席场面大相径庭！就职典礼后，全

体理事也没有拍集体照。

以下是华中颐年俱乐部第17届

理事会成员名单:

顾问暨前会长：康伟民 

主席：陈兴庭 

第一副主席：黄俊仁 

第二副主席：沈瑞发 

总务：林碧峰 

第一副总务：陈泽广 

第二副总务：李丽玲 

财政：周发兴 

副财政：符致中 

康乐：吴得顺 

副康乐：洪庆福 

理事：洪伍迪、韩鉴元、黄万球、杨建和 

查账：黎运栋、杨福来

华中颐年俱乐部举行
“迷你”理事就职典礼

告同学书：
《华中甲子61特辑》征稿

各
位同学 大家好！

今年是我们离开母校60周年的—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为了缅怀过去，我们计划出版特辑，内容包括展示六年来大家在华中校园的生活，介绍对国家社会作

出杰出贡献的同学的近况，以及反映同学们离开华中后的学习概况及工作心得等。

回忆往事，喜怒哀乐，甜酸苦涩，相信大家还历历在目，百感交集吧！何不趁此良机，大笔一挥，在特辑上

留下雪泥鸿爪，以便他日再来细细咀嚼丶玩味？

我们衷心期盼1961年毕业的高三丶高二及中四的同学们踊跃惠赐佳作，举凡诗词、散文、经济、科学、教

育、音乐、美术、体育、游记或在华中就读时的趣事、记忆中的老师等等均可，字数以2000字为宜。

来稿请于5月底以前以电邮发至电子邮箱hwachongjiazi61@yahoo.com

不便电邮的同学请将稿件寄至下列地址：

80 Kim Seng Road Mirage Tower #08-03, Singapore 239426

华中甲子特辑工作小组组员

陶祚强、陈添福、李振宁、曾雅琳、韩亚畴和黄延辉

同启

202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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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
接母校102周年，华中

颐年俱乐部为会员举办

了“重新探索新加坡一

日游”活动，共有40位理事和会

员参加。

本次的行程包括参观星耀樟

宜，观赏世界最高的室内旋涡瀑布、

母校102周年
华中颐年俱乐部举办
重新探索新加坡一日游

徜徉于空中桥梁步道和森林谷。

另一景点则是游览滨海花园，

穿越花穹和云雾林。

中午时分，团员们被安排在本

地一四星级酒店的餐馆享用了一顿

丰富，具备中式、西式、日式和本

地风味的自由餐。

鉴于新冠肺炎疫

情和政 府的严格防

范措施，旅行社做足

了防范措施，根据政

府的规定，一组只能

8个人，每组叉开一

定的距离，由多名领

队带领，穿梭于各个

景点；自由午餐也是

每8人一桌，彼此间 

“老死不相往来”， 

“隔空不交谈”！

此 外 ， 大 家 也

严守政府规定，无

法拍下集体照留念！

主办本次一日游的华中颐年俱

乐部正康乐吴得顺学长表示：主办

这项活动共有三层意义：

1）首先是响应政府协助本地

旅游业和餐馆业的苦心。

2）其次是庆祝我们母校102

周年校庆。

3）让久未重逢的学长们有机

会相聚在—起，共同回味往日那种

天真活泼的欢乐学校生活。

当天的旅游景点多数都有空调

设备，学长们都觉得很享受、舒适

和充满欢乐，他们还希望本会再举

办类似的行程，让大家参加。

前会长康伟民（右2）和夫人与部分
团员合影

戴上口罩，您还认得出他们吗？

走在玻璃桥上

前会长康伟民在旅游动身前，带领同学们唱校歌

哇塞！丰富，美味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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