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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的演变

色分红黑黄蓝白取自当时中华民国国旗之五色。周围团

以金星，代表着南洋华侨团结之意。星数十八取合于中华

民国陆军旗星数，代表尚武精神及进取之意 。

Inaugural badge at 1919: the colours of red, yellow, 
blue, black and white mirrors the five colours in the 
national flag for then Republic of China. The rim of 
golden stars symbolizes unity amongst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while the number of 
stars – 18 – is aligned with those o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my ensign, representing the spirit of 
bravery and progress

校徽上的CHS为The Chinese High School 

（华侨中学）的缩写。

Pre-WWII badge carries the "CHS" 
inscription, being abbreviation for Chinese 
High School.

战前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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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徽上的羽毛笔代表能文，注重学术。铁锤代表能武，有坚强

的意志、健全的体魄。火炬代表光明热情永不熄灭的学习热

忱。羽毛笔、铁锤、火炬的交叉象征学以致用、自强不息。

Badge for 1930-2004 has a quill pen which symbolizes 
literacy and academic pursuit, while the hammer 
symbolses strength, spirit of determination and strong 
physique. The flaming torch symbolises passion for 
knowledge. The three symbols overlaying each other 
represents the application of knowledge and discipline 
in the pursuit for progress and excellence.

华中初级学院院徽（1974年-2004年）
四支红色向上箭头，代表着学生的德智体群四育的发展。四支

箭头中间贯穿以成横线，有如稻杆捆扎起来，象征着“丰收”。 

学院所有皆在创校宗旨下，团结一致，携手迈进，力求进步。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1974-2005) badge has four 
up-pointing red arrows, held together by a horizontal 
bar. The arrows represent the college’s fou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goals, namely, moral, intellect, physique, 
and social well-being. The bar symbolises the synthesis 
of all four goals in character development and unity 
building, while the up-pointing arrows reflect the 
college motto of "Towards Progress".

1930年代到2004年 2005年起

华中国际学校创建于2005年，与久负盛名的华侨中学 

同根同源，校徽的一致，表明两所学校肩负共同使命， 

一脉相承。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founded in 2005, 
shares the same lineage as the renowned Hwa Chong 
Institution (HCI) and therefore carries an identical 
badge to signify unity and common miss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今日的校徽是由旧校徽演变而成的，其设计巧妙地结合 

火炬的图形与艺术化的“華”字，蕴含了华中建校的宗旨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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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badge, modified from the previous design, 
bears an artful combination of the flaming torch icon 
and the artistic script for the Chinese character of 
“華”. Linking the name of the School with its founding 
mission, the picture symbolises the School’s broader 
vision to promote bilingual, bicultural education and 
propagate Chinese culture and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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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pen 

my thoughts in this Centennial 

Commemorative Book. Hwa Chong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our founder, Mr Tan 

Kah Kee established the school 100 years 

ago. The school has since evolved from 

a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 to a premier 

bi-lingual and bi-cultural high school in 

Singapore, whose alumni members have 

over the years taken pride of place as 

eminent personalities in many fields and 

industries, including in the government. 

Many perso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rich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Hwa Chong. We have 

been fortunate to attract successful and 

dedicated alumni members to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school’s parent organisation,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The 

school has also benefitted tremendously 

from old boys and girls who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school in their 

respective services in both the Hwa Chong 

Alumni Association and the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Last 

but not least, the school is indebted to its 

principals, deans and teachers who have 

over the years been focused and mission-

oriented in educating, mentoring and 

guiding the many cohorts of students 

who have spring-boarded to become 

high-achievers and responsible persons 

who  contribute in their respective roles 

李德龙
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部董事长

Robson Lee Teck Leng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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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非常高兴能在《百年华中情》文集

留下片言只语。

自先贤陈嘉庚先生1919年创校，华

中百年一路走来，从传统华校蜕变成为

今天新加坡顶尖的双语、双文化学府，成

绩斐然。

接受华中教育洗礼的众多华中学子

们在毕业后，成为我国文、政、企、军等

各界的精英。

华中成就蕴含了各行各界人士的心

血和奉献。我们很幸运能够引进许多成

功又敬业的校友，加入母校的董事部，成

为赞助人。也有许多热心校友，长期服务

华中校友会和华初校友会，回馈母校。当

然，劳苦功高的历任校长、院长和敬业乐

业的教师们都是华中的大功臣。他们多

年来不遗余力地教育学生，开拓他们的

潜能，栽培他们成为知识与品德兼具的

社会栋梁。

“自强不息”是母校的校训，代表刚

健、进取、坚韧、追求成功的精神。母校

的价值观教育，强调饮水思源、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华中学子知道要感恩，有

仆人领袖的特质，知道扶弱、回馈社会。

这些都是华中百年教育的成果，也是华

中再创辉煌的基石。

我衷心感谢所有《百年华中情》编委

会同仁付出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出版

这本意义重大的文集。本书收集了校友

对华岗岁月的回忆，记载华中百年的演变

和发展，既独特又珍贵。希望大家阅读愉

快，也祝愿华中光辉永续。

as global leaders and citizens. 

Our school motto is 自强不息, 

which in English means perseverance 

and having an untrammelled dynamism 

in all our endeavours. Our school also 

enshrines the ethos of 饮水思源 and 

己立立人, 己达达人 in our education. 

These ethos imbibe in our students 

the values of gratitude and the spirit 

of being servant leaders. Students of 

Hwa Chong are taught to be grateful for 

having received, and are instilled with 

the responsibility of helping the less 

fortunate in society and service to our 

nation when it is time for us to serve and 

contribute. These bearings and sense of 

direction are entrenched values which 

have been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the 

cornerstone of Hwa Chong’s education 

as we strive towards the next 100 years 

in the future.

I congratulate and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Board, all alumni members and staff of 

Hwa Chong who have given their precious 

time and invaluable contributions for this 

Centennial Commemorative Book to 

come to fruition. I wish everyone  joyful 

reading from all the personal anecdotes 

and short stories of our Hwa Chong 

community in this precious collection of 

snap-shots of the school throughout the 

years of her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May Hwa Chong continue to s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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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龙金
华中校友会会长

华中砥砺自强，迈入世纪百年庆。先

辈先贤创校，华中一路走来，有兴有衰、

有喜悦也有挫折，总而言之，不容易！

我自1990年加入校友会，历经了几

位会长。其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庄昇

俦学长（1986-1996）。那时，我甫出校

门，囊中羞涩，目睹了学长们对于赞助活

动、回馈母校有求必应，一掷千金，面不

改色的豪情，令我十分震撼！让我深深

的感受到老华中人对母校出钱又出力，

爱我华中的义无反顾。前人种树，后人乘

凉，华中今天的成就，不是一朝一夕完成

的，所以，我恳切呼吁校友们，对于回馈

母校，不遗余力，让华中精神传承下去，

让世代的学弟学妹们也能在今天我们广

种的树荫下乘凉。有鉴于此，在我甫接

任会长之初（2016年），在诸多学长的支

持下，校友会成立了“百人百万贺百年校

庆”基金，至今获得了很多校友的回应，

距离百万的筹款目标不远。这项专款基

金，不会用于校友会的日常开支，而是专

款专用，用于回馈母校、赞助活动、服务

校友。

我个人认为，服务校友、回馈母校

是校友会的基本宗旨。秉着这个基本宗

旨，我与我的团队于2016年修改章程，进

行了校友会会员制的改革，是希望校友会

能够朝更健全的目标迈进，而不是为了办

活动而广收非校友成为准会员。会员制

改革，虽然提高了准会员的门槛，但我们

设立了一个新的“普通会员”制，敞开大

门，欢迎所有华中子弟免费加入校友会，

让他们能收到校友会的讯息、了解并参与

校友会的活动，为将来成为永久会员、为

校友会的永续健全发展铺路。

随着社会不断变迁，着重高效益高

回报，或许，某一天，会有人认为校友会

在校园的黄金宝地占有太多的空间而完

全没有创收是浪费资源。校友会如何能

与时并进，继续吸引更多的新会员为母

校服务，将会是一大挑战。校友会的后续

发展，我作为现任会长，责无旁贷。在新

的2018-2021届理事会成立之际，我大

胆的起用了几位年轻人加入常委，多些

有能力又愿意奉献的年轻校友参与，能

够为校友会的传承与培养接班人起非常

大的作用。

2019年3月21日，校友们相约在华

中，共赴母校百年大庆。祝愿到时彼此相

见，只记情份，莫念龃龉。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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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华中情》是华中董事部与华

中校友会为迎接母校世纪大庆而出版的

纪念文集。

早在三年前，纪念文集的筹备工作

即已悄然展开。而在一年半前正式启动

之后，从征稿、约稿、访问、写稿、征求照

片、搜集照片等等，编委们无私付出，忙

忙碌碌，却也合作愉快，无怨无悔！

与此同时是频繁紧密的编委会议。

我们固然早已厘定大纲，对文集内容多

方涉猎，但对师长校友的建议，也都及

时在会议上提出并慎重地讨论。无他，

我们希望尽可能推出一份涵盖华中百年

历史，彰显母校在各领域卓越表现的成

绩单。

本书共分六辑，即“校史”、“人物”、 

“怀旧”、“学余”、“文艺”、“展望”。可

歌可泣的历史事件往往令我们动容。我

们回忆先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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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希望莘莘学子以此为

楷模，发扬“自強不息”的精神，在未来日

子回馈母校，贡献社会。

华岗上的一景一物，课余任我校园

驰骋，固然让毕业了多年的校友不能忘

怀；而师长们的循循教诲，同学们的相濡

以沫，师生数载与同窗情谊，更是永远的

记忆，挥也挥不去！

母校百年诞辰，各地校友引吭高歌，

响徹云霄；领导层展望寄语，不仅回顾过

去，也憧憬未来，“雄立狮岛，式是炎荒，

万世其无疆”。

由于来稿踊跃，佳作连连，我们从

原定计划出版的400页增加到500页，

依然容纳不了编委会审定的稿件，最后

只能忍痛地以644页敲定；作者群近达

200名，谨此向所有惠稿及提供图片的

艺文界友好与校友表示衷心的谢意。编

委会也对来稿之未能全盘照收；对未能

触及的题目或人物介绍，疏漏之处，谨此

致歉，惟盼将来华中大家庭的其他刊物能

予以补白。

出版《百年华中情》纪念文集，是系

列百年庆祝活动之一。我们将于年底活

动结束后，将纪念文集增订本数码版挂

在校友会网站，让更多人也有机会阅读到

这本纪念文集。  

在庆祝华中百年校庆的当儿，今年适

逢新加坡开埠200周年纪念，谨此祝贺风

调雨顺、国泰民安！

                                                        

编 委 会                                               

2019年2月8日

写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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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创建于100年前，学校的发轫可

以追溯到1913年。

1913年5月，华中的倡办人陈嘉庚

（1874年10月21日至1961年8月12日）在

家乡集美给石叻坡的中华总商会写了一封

信，吁请商会建议组织一所中学。商会在

6月7日的会议上回应：“议决陈嘉庚君函

请本会建议组织中学校一节，众甚赞成此

举。唯是本坡已有华侨学务总会。此项中

学校自属学会范围。应行函复陈君，请其

亲向学会请愿可也。”研究陈嘉庚和华中

历史的学者专家至今没有找到任何的证

据显示陈嘉庚得到中华总商会回复之后,

曾经向华侨学务总会请愿。这意味着当

时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响。

一、陈嘉庚和创校伊始的华
中（1919到1920年代中叶）

1918年，同德书报社派代表见陈嘉

庚，商量创办中学的事情，陈嘉庚毅然挑

起开办中学的任务。华中于1919年3月

21日创校之前，同德捐出演剧筹得的1万 

6000元，一般相信这是促使陈嘉庚更有

信心创办华中的主要原因。陈嘉庚带头

捐1万3000元，林义顺、曾江水和国风幻

影社等共筹到1万7000元。

波澜起伏在山岗
——华中100年纪要

⊙杨绍强 

《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

1918年6月8日，陈嘉庚联合马六甲

培风学校、本坡端蒙、养正、启发、爱同

等一共15校总理，在《叻报》发布《实行

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15日，陈嘉

庚假中华总商会召开会议，参加的侨众

代表55人, 皆是各帮的领袖。陈嘉庚慷

慨激昂说:“世界无难事，唯在毅力与责

任耳。”“公益义务固不待富而后能进。

如欲待富，则一生终无可为之日。”会议

决定：一、这所中学的校地定于新加坡。

二、定校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三、公推陈嘉庚先生为临时总理。林义顺

为临时副总理。大会请黄炎培（1878生

于上海浦东。他办校兴学，走教育救国之

路。1917年夏天他与陈嘉庚在新加坡认

识，成为知己。）延聘校长。各帮的领袖

在1918年7月选出临时董事54人。

董事会在陈嘉庚的领导下，通过各

种方式筹款，其中之一是沿街劝捐。董

事们在1918年6月13日开始，每逢星

期二、星期五下午出街劝捐。其中副总理林义

顺 “尤不辞劳瘁”（涂开舆语），每次的劝捐他都参与。

董事会在陈嘉庚的领导下筹到约50

万元，以5万元买到小坡利民律（现译为

尼文路Niven Road）陆寅杰的洋房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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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民律（今尼文路）的华中校舍。

2017年的尼文路15号。

座，修改成校舍。黄炎培聘请到湖南长

沙人涂开舆（号九衢）为华中的第一任

校长。

利民路15号开校

1919年3月21日，南洋华侨中学在利

民律15号行开校礼当天“门首均鲜花结

彩。旁树中英国旗二。会场虽不甚大，布

置颇有可观。道南养正二校军乐。先后

涖场助庆。男宾到者甚多，女宾则少。”

下午1点多钟，下了一场雨，“改在楼上，

接续举行。”（《叻报》报道）自此，华中

的校庆日就定在每年的3月21日。  

当时校内的建筑有一座两层楼的洋

房，里头有六七间课室、一排两层楼的房

子，是师生宿舍、一座小旧两层楼房，里

头有宿舍和木工教室、一座两层的木板

楼，里面有理化实验室和学生宿舍。校内

有一个大概不到两亩的三角形空地，铺

上水泥当网球、排球两用球场。学生在这

里做早操，踢足球。练习长跑则要到附近

跑马场（现在的花拉公园），足球比赛到

校外附近的大球场。学校面积狭小，没有

礼堂，开周会时老师学生都是站立着的。

学校通过定期举办入学考试吸收学

生。除了本埠学生，英属及荷属南洋的各

地的学子仰慕学校之名而来。学生当中

有17、18岁到20多岁的青年。学校开设

普通科（修读国文、修身、英语、地理等

共14个科目）和商业科（修商业道德、国

文、英文、数学、商业地理等13个科目）。

普通科和商业科都用四年修完。

到了1919年2月，华中一共有学生93

人。办的是旧制四年中学。第一和二届分

普通科和商科。之后，一律为普通科。

华中的首任校长涂开舆来自湖南长

沙，当时他和在中国国内的陈独秀、毛

泽东等有共产思想的人物有来往。学校

教师除了来自中国，也有来自美国和香

港的老师毕业自高等师范的数、理、化、生物、中

文和体育系。其中有博士（一位法学博

士）、硕士和学士，还有一些在新加坡

教授英文多年的英文教师。除了华人，

也有教导英文、心理学和化学等科目的

英国人和印度人。在当时，师资可谓齐备、雄厚。

南洋教育的进化

华中的创立 标 志 着南洋 教 育的进

化，由小学阶段进入了中学阶段，意味着

华人各帮打破地方主义，愿意放下畛域

之见，在办教育这件事情上，团结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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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南洋各地的华人子弟创办中学校。华中

是南洋教育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武吉知马立基业

1919 年 5月6日，召开第二次董事

会，议决购买在武吉知马5英里的地方买

一块约71英亩的橡胶园。土地的上一个

主人是张振南（Cheong Chin Nam），

这块地里面还建有柔佛王姑母的行宫。

购地费是8万3000元。

1919 年 5月陈嘉庚 辞 去总 理的职

位，回到故乡集美筹办集美水产专科、商

业专科以及厦门大学。华中由林义顺接

任总理。期间，他关心师生，多次开放他

在本岛北部的私宅（在今天的义顺区）接

待老师和学生。

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访问

华中，并发表演说。

1922年4月，学校在余东璇街新舞

台进行三周年校庆戏剧演出。剧目有《家

国新声》《碧海潮》和《金钱孽》，为学校

筹款。陈嘉庚在剧场发表演说，表示学校

经费拮据。座中王水斗听罢，慷慨解囊，

当场认捐500元，每月再捐300元。

首任校长涂开舆。

武吉知马校园内柔佛王行宫（1919年10月）。

第一批毕业生

1922年10月10日，举行毕业礼，第

一批毕业生共27人：商科12人、普通科15

人。第一届的毕业生有的回到原住地当教

师、在商界、报界任职，有的赴中国深造。

同年底，首任校长涂开舆任满离校

回去中国。在这一年12月27日南天学友

会（即华中校友会的前身）在学校的图书

馆开欢迎会迎接第二任校长——北京大

学理学士鲁士毅。

1925年华中搬离利民律，来到武

吉知马校园的现址。在那个年代，武吉

知马离市区远，交通不便。可是因为陈嘉庚和其他

董事的坚持和眼光，今日学校方才拥

有一片广阔的土地和坚固的根基。

然而华中自开办以来，因先后购买

利民律校舍、武吉知马园地和罗敏申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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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地，学生人数增加等种种原因，开支甚

大，经费因此日益困窘。1923年，陈嘉庚

发动创校以来的第二次筹款，他自己率

先捐款一万元。学校卖掉在1919年买的

罗敏申律地皮，一共筹到10万余元。爪哇

糖王黄仲涵认捐10万元，黄氏指明这笔款

项只供建大礼堂之用（即今日的黄仲涵纪

念堂）。

华中的地标建筑钟楼在1925年竣

工。钟楼由斯旺麦克拉伦绘测建筑公司

（Swan and Maclaren）承建，内有名

为“黄仲涵先生纪念堂”的礼堂以及左

右两翼的八间教室。

搬到现址后，学生提出膳食不佳、卧

室欠安适、师资未达水平等问题，要求学

校改善。陈嘉庚接见学生，表示校舍刚落

成，一切设施未能完备是难免的，请学生

1920年全体师生在尼文路校园。

华中第一届董事成员。前排左五为陈嘉庚，左六为林义顺。

稍安毋躁。可是学生不接受，宣布罢课，

校方学生两边僵持不下，于是陈嘉庚决定

学校停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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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0年代中旬到1930年代
下半叶的颠簸

1926年1月18日学生自治会在报章

上发布《南洋华侨中学全体学生宣言》

指控第二任校长鲁士毅侵吞学生补习班

款2000余元。自他接任以来，教员常不

足，以及校长离婚结婚，对于酒色等恶习

横行不忌。自治会的宣言引起报章和社

会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同年1月23日在陈

嘉庚总理带领下展开调查，讨论解决学

生风潮的方法。 结论是学生指控无根

据，董事部不予接受，鲁士毅继续留任。

另一方面，华中学生退学，引起了华

人社群的关心和担忧。认为华中的“存

亡兴废”关系全体华侨之荣辱。于是请

蔡元培劝退鲁校长。此时，华中已经停

课近一年。

19 26 年底，陈嘉庚决意 辞总 理一

职，众董事和侨领力挽不成。于是，华侨

领袖选出华中的新一届董事，由陈延谦

任总理。陈延谦领导新的董事会复办华

中，再为华中筹款。华中为华人社群所支

持，办学经费问题得到解决。新总理也

聘请新人接替鲁士毅校长。第三任校长

是祖籍福建禾山，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

多年的何葆仁博士。

新加坡第一支学校篮球队

学校在1927年3月开课，学生出走的

风波终于结束。何校长上任以后改善师

生关系，鼓励师生举办各类促进感情的

活动，例如音乐会、座谈会。何博士也积

极推动学生体育运动: 他组织了当时新

加坡第一支学校篮球队，在学校开展早

操，培养学生的纪律、锻炼学生的体格。

他一反过去校长的家长命令式的作风，

采用民主态度对待学生。由于过去两年

学生流失，学校积极招收学生，扩大学生

的阵容。当时学校备有招生简章，详细列

明入学手续。当中说明“学校每年暑假期

内招生一次，当年假期内可随时招取插班

生。”

1928年3月，何葆仁辞去华中校长

职，他极力推荐吴毓腾继承。吴氏是第

四任校长。何氏日后成为银行家兼社会

活动家，在福建社群中享有一定声誉。这

一年，华中的四年制改为“三三”制。

陈胡校门之争

1928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担

任总理。李春鸣和校董们请胡文虎捐资

兴建师生宿舍和校园大门，胡文虎慨然

允诺。该年，一座两层的宿舍建成，名为 

“虎豹楼”（位于现在的高中部校园内，

已经拆除）。

万金 油大 王胡文虎 担任总 理任内

（1928年到1930年），除了建虎豹楼作

为单身教员宿舍, 再建两座校门。他在校

门上题字“胡文虎胡文豹捐款”，一些董

事认为处理不当，会令人以为整个华侨

中学是由胡家所创建的。胡文虎因此和

陈嘉庚对簿公堂。1930年，董事会总理

改称主席，陈嘉庚任董事会主席，将校门

上的题字去除。

1929年，五四作家老舍来学校任教

时，就住在虎豹楼。据老舍自述：上半天

教书与改作业，下午太热不能做事，只有

到晚上才能写作。他说：一边写一边还得

驱逐蚊子，而老鼠与壁虎也时常来捣乱他

的文思。老舍在此写下了《小坡的生日》。

19 2 9 年 4月，吴 毓 腾被 英国 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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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任 命为霹雳槟 城华 校 视学官，遂

离开华中。

1929年，华中创校十年，校长是祖

籍江苏常熟的翁之达，这位第五任校长

所领导的教师里头，有一位庄竹林，后来

成为中正中学首任校长。这一年出版的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1929年毕业纪

念册》里，却看不到有任何庆祝10周年活

动的记载。

1930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南洋各地

百业受到冲击。大商家无法出手大方支持

教育事业，许多家庭也面对支付子女教育

费的困难。华中的学生也不能幸免。

这一年的4月15日，学校出版双月刊

《华中》，随《星洲日报》出版，当时第六

任校长黄俊昌在发刊词中指出：“南洋华

侨中学, 系南洋侨胞集资所创……故南洋

华侨中学之盛衰枯荣，当为南洋侨胞所系

念……”足见华中的地位。

学校的课程安排是上午五节课，教导

主要学科，次要学科安排在下午。

学风不好  华中图强改组    

1931年华中改组，陈嘉庚在学校的

开学仪式演讲透露原因：“苏维埃共产党

想在华中活动，教职员及学生一二人收到

共产党机关金钱。苏俄有钱……捣乱鼓

动风潮，多数学生不知，卒被所利用。”

并在演词中列举学生会四个罪状。他要

1936年的篮球队。

虎豹楼一度是单身教师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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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今后学生应专心念书……切不可再

有过去不端之行为。”演讲末了，他警

告“……殖民政府已经声明，不能再容许

华中再发现第二次共党活动的事……”

1931年3月23日，华中举行建校12

年的庆祝活 动。校友 王 盛治在大礼 堂

举行的活动上向全校讲话，他的演讲对

华中在1930年之前的困境，做了一些描

述：“……华中初办时，学生对于教师都

是循规蹈矩，并没有闹过风潮，所以第一

二三四届毕业同学，现在无论在国内外

政治界、法律界、商界及报界均有相当之

地位。但是数年来之华中，则时以闹风潮

闻，故社会一般人对于华中现在已很灰

心，不愿多赞助。同时华中毕业出来之学

生，社会上亦没有像昔日那样的欢迎。”

（见1931年3月23日《南洋商报》）

刘公武掌校原委

这一年元月，刘公武从德国学成回

中国，途经新加坡。在同学的介绍下认

识了陈嘉庚。适逢陈嘉庚改组华中，他请

刘公武任华中校长兼教务主任，刘氏答

应。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华中

1937年肄业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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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募款支援上海的战事。英国殖民政

府多次突击华中，念在刘校长留学欧洲

的缘故而事先让刘校长得到政府内线

的通知。英国官员来到华中，见到学

校秩序井然，因此总是得以化险为夷。多年后，刘

氏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事后方才了解到

陈嘉庚要他掌管华中的目的。

1932年7月刘公武校长离职。他是华

中的第七任校长。

1932年8月张礼千掌校，是为第八任

校长。张校长早年自学，毕业于英国多利

大学函授算学专业。他在1930年代初来

南洋，曾任马六甲培风中学教务长及华

中的教务主任。张校长支持学生运动被

殖民地政府勒令出境。他在1933年12月

离职。

1934年李光前当主席

19 32年华中学生受到中国抗日战

争中山东问题的影响，而到市区游行示

威，遭到英国殖民政府强迫停办将近两

年。1934年接手董事会主席的李光前和

副主席李振殿向政府交涉，请求复办华

中。政府答应，但提出五个条件，要求校

方严格管理学生。林耀翔受委任为华中第

九任校长，学校一一遵守殖民政府所提的

条件，于是在1934年1月复办。

关于林校长的记录很少。1938年毕

业的同学Y Y Wang 在《1938级毕业纪念

刊》以英文书写的文章Retrospect 谈到

了林校长：“Mr Lum was quite a good 

principal being strict but kind and fair. 

Every day he used to work in the office 

from 8 am till 6 pm with only an hour’s 

interval in the afternoon for lunch. He 

was a great educationist as well as a 

《1938级毕业纪念刊》里的校徽。

hard working man.”

1934年，李光前（1893-1967）接过

丈人陈嘉庚的棒子，出任华中的董事会主

席。他上任后，还清学校欠华侨银行的款

额7万元，以巩固学校的经济基础。李光

前任华中董事凡20年。

新校训——自强不息

根 据 现 有 的 资 料 推 敲 ，大 约 在

19 3 4年以后，华中采用新的校训— — 

“自强不息”，有别于之前的“明志力学，

爱国乐群”。现有的火炬型校徽和现在的

校训“自强不息”，可见于《1938级毕业

纪念刊》里。

1935年3月3日，华中办第一届运动

大会。

1936年12月林耀翔校长辞职。这一

年，华中从长远计解决办学经费自1920

年代来出现的短缺问题，尝试使用有限

公司的方式运作。这个方式一直沿用到

今日。

华中自1919年3月开校到1936年共

17年。自涂开舆到林耀翔，共九位校长。

平均校长每位任期一年半，更换频

密，未能塑造华中的底气，因此学校基

础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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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薛永黍和1930年代中
叶  之后的稳定

1936年，学校聘请薛永黍（1890-

1951）为校长。薛氏是华中的第10位校

长，他掌华中共11年，结束了学校过去经

常更换校长的局面，稳定了华中的局势。

他可说是华中转捩点的灵魂人物。

原是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薛校长

上任以后，治校方针注重课内和课外生

活的调剂，

注重人格感化，但是管理严格。薛校

长时代的赵沨老师这样形容他：“薛校长

有点像蔡元培先生那样的精神，他对不同

政治主张、不同学术主张的教师，都可以

团结他们。只要你严肃的教书，你的教书

的质量是高的，他都会团结你。”

19 37年华中庆祝建 校18周年，上

午在礼堂开庆祝会。因董事主席李光前

有事缺席由董事李振殿致辞。他透露华

中办校至今18年前后用了80余万元，每

年4万余元；18年经历了两次学潮，停顿

两次。 

华中很超前，1938年，薛永黍校长请

老师开办“英汉对译”一科，专门给高中

部学生修读。教导这一科目的老师是日后

曾经担任新加坡驻日本大使的黄望青。

这一年年底，董事会依照公司条例，

注册为非营业性质会社。

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当时生长在殖民地的华中子弟，关

心的是他们的祖国——中国的抗日战争

的局势。1938年8月13日，纪念淞沪抗战

一周年，华校全体动员。华中学生到各个

街道、娱乐场所和居民区卖花、卖国旗、

卖纪念章，宣传抗日救中国。

1938年10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

赈会在华中召开大会，并成立“南洋华侨

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

侨筹赈会，主席是陈嘉庚）。南侨筹赈会

这个里程碑式的会议，带动了华中子弟对

局势的关心，他们时常要老师讲中国的时

事。薛校长则引导学生参加救亡工作。

主办体育师范班不果

这一年，华中拟主办体育师范班，缓

解南洋各地体育教师缺乏的压力。学校

董事会议决“开设体育师范班一班，招收

1938年10月10日，南洋华侨筹赈祖国

难民总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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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20人至25人，以造就体育人才，而应

各学校和社会的需求，毕业年限定为二

年。”还拟定了详尽的招生简章。可惜，

不知何故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创校20年  李光前放权予校长

1939年，华中成立20周年，这一年

出版的《华中》周刊第四期，为创校20

周年纪念号。时任董事长的李光前在纪

念号上写了《华中二十年》：“南洋之华

校，……教职员于校务上常不能实施其抱

负，鄙意教育乃专门事业，承诸校董之赞

同，本校除纲领外，校长统辖学校行政，

举凡任用教员以及教务实施等，均交由校

长主持，期收指臂之效。”李氏放权予校

长，是大胆且有远见的。

华中在建立20年后，已经具有一定

的格局：“礼堂的外景非常美观，一座高

耸云天的礼堂，四面尽是翠绿树木抱绕

着……图书方面可以分成中英二部……

它便有充分的材料供给你……华中的球

艺在本坡也占有相当的地位……田径在

华校运动会，可说是数一数二的（高清涵

同学在纪念号上的作品《华中三个月》

所记）。根据《创校20周年纪念号》的记

录，1939年，华中的学生约有370人。

《创校20周年纪念号》也记载自创校到

1938年，华中有毕业生309人。

1938年的华中校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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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庆元为校歌填新词

1939年，邵庆元老

师（1895-1950）

为华中校歌写歌词（即今

日校歌歌词）。19 37年7月中

国抗日时期，邵庆元冒

险逃难。薛永黍校长和邵

老师是厦门大学同事，

后者曾任厦门鼓

浪屿毓德女中校长，他

精通音律，能填词作曲。薛永黍聘请邵氏

为华中教师，教导华文科。邵老师要求同

学背诵古典诗词，令一些学生大感吃不

消。他在学校领导演讲训练和辩论会，获

得同学的热烈支持。

薛校长和邵庆元老师剪的是光头。

当时的学生说出了原因：中国对日本的全

面抗战开始，军事委员会下令全中国中学

实行军事训练，男士要像军人般剃光头。

华中的校长和老师以身作则。然而也有一

些学生认为身在南洋，声称这里是英国殖

民地而不随从剃光头的军令。

当时新加坡没有大专学府，华校毕

业生如果要继续求学，就得回到中国深

造。1940年，薛永黍以“六六社”（一个

华校教师团体）的名义，组成“马来亚华

侨回国升学团”，前后带领两批马来亚学

生到中国深造，其中大多数是华中、南中

的学生。

1940年国专科学馆

1940年，董事会主席李光前独资筹

建国专科学馆（即现今的文物馆）。为纪

念他的父亲，以国专命名。当时科学馆内

有物理、化学、生物实验室各一间和一间

图书室，一共四个课室。

在抗日救亡的号召下，1940年，黄

学良老师安排学校和南中的学生参加了

新中国剧团在马来亚的义演。林我铃老

师组织华中的学生参加了新加坡华校英

校联合合唱团义演。这些筹款活动都是

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

国专图书馆开幕礼上的嘉宾。左起教育部副部长

史蒂、李光前、林庆年、黄桂楠、张天泽。

1940武汉合唱团参观我校。

为校歌作词的邵庆元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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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加坡沦陷年代的华中

1941年底，日本人的军机开始轰炸

本岛。薛永黍 校长带 领华中老师 和学

生，协助空防疏散工作。新加坡沦陷之

前，薛校长为全校教职员的生计着想，

向董事会商讨遣散善后费。经过几次交

涉，每人发三个月工资作为遣散费。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华中的

校舍为日军占用，学校停办。侵占华中

校舍的是日本南方派遣军河川坦克队的

司令部和坦克队。坦克部队司令官岛田

丰大佐在校园为侵略军阵亡者建造一个 

“慰灵塔”。河川部队后来被调走，占领

校园的是“晓一八四四部队”。“晓”是日

本海军特务队的代号。华中的神圣校园

成了特务虐杀人的屠场。

华中向来将历届毕业生名单妥善存

档。日军占领时期，1938年到1942年初

中第13、14、15、16、17、18及19届的毕

业生名单散失不知所终。从目前有限的

文字资料显示，1945年学校开办冬季补

习班，15班共收学生380人。

1945年12月初中补习班成绩报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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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战后空有四壁中站起来
的华中

战后的1946年，华中的图书和仪器荡

然无存，空有四壁而已。复校之时校舍仍

为英军占用，作为运输部队的训练营。日军

当年建的“慰灵塔”只剩一个水泥基座，而

大礼堂门户已经失修、大钟楼残破、宿舍

和虎豹楼被破坏，学校百废待举。

战争结束，董事长李光前在美国还

没有回到新加 坡，薛永黍 校 长 运 筹 帷

幄，召集旧教职员和学生复课。华中借用

星洲幼稚园在道拉实街（Tras Street）校

舍上课。书桌椅是儿童用的而且同学只

能用下午时间上课。1946年，秋季招收

初中一年级学生和高中学生。星洲幼稚

园要自用在道拉实街的校舍，华中只好

搬迁，所幸借到了肯士路（Kings Road）

的南洋女中校舍。

复办的华中实行全日制。学生在上午

1946年薛校长发出的学校作息通知书。

1946华中借南中校舍上课。

战后校园一片荒凉。

战后留下的半圆筒形铁皮仓库

是同学上课的地方。

修读学科，下午读技能科目和参加课外活

动。技能科目含美术、图工、音乐和体育。

回到武吉知马原址

19 4 6 年底，华中搬回武吉知马原

址。同学们在英军留下的半圆筒形的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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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的学生校外参观活动。

皮破仓库上课。老师动员同学们洗刷钟

楼外墙的灰绿色掩护漆，移走沙包等。学

校成立筹募设备费委员会，董事会展开募

款，得到款项10余万元。

编课本办简师班

华中是复校较早者之一。战后新加

坡华校的教科书短缺，尤其是小学的公

民科。上海书局求助于华中，邀请华中 

“民主同盟”的教师成员，集体编写一套

小学公民课本。内容含：家庭伦理、儒家

思想、生理卫生、公共卫生、家教、礼仪、

常识等。教科书写成以后，由上海书局印

刷、出版和发行。这是华中的老师对华文

教育和公民教育作出的贡献。

1946年，学校开办简易师训班，为

的是缓解华校师资不足的压力。简师班

招收女生，首开华中男校收女生的先河；

一共开办了两届。1949年的同学毕业以

后就奉当局的命令停办了。简师班是继编

写公民课本后，学校对华文教育作出的另

一个贡献。

复校生活苦中有乐

1946年大操场仍为英军占用。当时

寄宿生床位不足，学生只好暂时住在大

礼堂楼上。英军经常借用大礼堂演戏，表

演歌舞，以娱乐官兵。住在钟楼的寄宿生

寄宿生宿舍（1960年代是课外活动 

中心和体育部）。

战后1950年代初的校钟。

也得以分沾其惠，观赏清歌妙舞，不花一

分钱，可谓苦中作乐。  

学 校宿 舍膳 食原本由南天酒 楼承

办。可是战后米粮短缺，粮食价格节节上

升，南天没有办法买到官价米，不愿意承

办膳务。幸亏同学们在黄学良老师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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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下组织了膳食委员会，采用“无米吃杂

粮”的方法。1947年以后，这个委员会更

是负起了供应300多位寄宿生的膳食的

责任。这些都是华中在战后复办所面对

的问题。

战前还差一个学期就毕业的高中同

学有20位，复办后经过校务会议议决，

根据新加坡沦陷时期当作一学期计算的

原则，补发高中毕业证书。这些同学列为

高中第三届毕业生。

因 战 争 辍 学 的 学 生，继 续 回 校 受

教，他们珍惜受教育的机会。学子们“迫

切努力，以求补偿”，“因是学科成绩，全

体甚佳。本学期平均分数，高者近90分，

最低者犹达70分以上”（时任教师林文杰

在毕业特刊的赠言内容）。

校园思想自由

薛校长塑造了校园思想自由的风气。

1946年薛永黍校长和班级篮球比赛的优胜队伍。钟楼墙壁还留有战时涂上的掩护漆。

他是民主同盟的成员，学校的学生当中有

不同的政治倾向，据一位在1946年读初

中一年级的同学所记：“一个年纪较大的

砂劳越青年，每天清晨六点钟左右，他一

定唱一首嘹亮清新的延安颂。”“一位高

年级生....他最爱唱一首蒋委员长万丈光

芒的歌曲。”另一个同学，在毕业特刊里

写下了华中给他的印象：“这里似乎不大

注重外观……办事人员也平平凡凡，没有

什么架子。先生和学生说话，都好似带有

些客气成份，但同学并不因为这种好先生

的风气而顽皮起来。”

1946年10月，学生自治会成立，由

孙焕新老师指导。这是一个领导全体同

学做课外活动、训练办事能力、发挥自治

精神、展开学术研究以及促进同学福利

的组织。自治会采用代议制度、仿效英美

的议会及内阁的组织法。主席由全体学

生选出，领导执委会负责会务活动。

Chapter_1_��_V5 KHL.indd   34 20/2/19   10:33 AM



35

1947年，华中同学假维多利亚纪念

堂举行音乐演奏会募款，得到1万7000余

元。有了董事会和学生筹得的经费。礼堂

得以装上椅子、播音设备和钢琴。科学馆

增加仪器设备，增辟篮球场和羽毛球场。

学校的篮球场增加到八个，羽毛球场增加

到17个。

1947年，卢衡老师和钟泗滨老师以

华中校园景色为题材，分别创作了两幅

大油画，至今还陈列在黄仲涵纪念堂。

这年，陈龙得是华中高中第六届毕业

生。他后来担任华中校友会会长凡23年，

于2009年逝世。为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

耀称为“马共全权代表”的方壮璧（2004

年2月逝世）也是本届的高中毕业生。

华中的毕业班自1947年开始举行叙

别游艺会，一直到1961年为止。这一年，

华中校友会依据社团注册法重新登记注

册。编号：ROS 582/47。

中国局势的影响

1948年，中国的共产党和执政的国

民党展开内战，占了上风。中国的政治局

势产生变化，影响了在南洋的华人。1948

年6月英国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原本

在日军侵略新马期间和英军并肩抗日的共

产党，被判为非法组织。后者活动转入地

下，一些马共地下党员渗透华中。1949年

马共的前沿组织抗英同盟小组在华中出

现。学校身处在巨变当中。

薛永黍校长辞职

1948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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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7年华校联合运动会我校乙组田径队。

进行，可是引来亲国民党报章的非议，导

致学校内党派的纷争。殖民地政府认为

薛永黍校长支持学生非法活动，于是向董

事部施压。李光前董事长不得不劝校长约

束学生，也劝请校长退出民主同盟。薛校

长有他的立场，在1948年7月提出辞呈。

陈嘉庚知道后，加以挽留。但是薛校长去

意坚定，董事部接受他的辞呈。1948年12

月薛校长离职，学校由教务主任刘尧咨、

训育主任黄学良及事务主任郭天贝组成校

务委员会代理。自治会活动也被令停止。

薛校长掌华中近11年。

1947年华中南中同学野餐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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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仑校长接棒

19 4 8年12月，董事会聘请郑安 仑

（1910-1998）为校长。

1949年1月开学的第一天，郑校长

宣布恢复自治会的活动，同学们非常高

兴。郑安仑时代的学生自治会附有消费

合作社，售卖书籍文具、日常用品、糖果

食物。消费合作社采用股份制，规定全

校师生每人至少要买一股；盈利一半作

为资助穷苦同学的助学金，一半拨作学

校购买图书仪器的用途。这种组织是华

中独有的，令同学感到自豪。

1949年2月，修葺全部校舍，陆续将

国专科学馆扩充为物理、化学、生物等

实验室。图书馆的中英文藏书增加到7千

400余册。体育设备各类球类场地、运动

器械也加以充实。10月，修铺校路。学校

逐渐走出战争残破的窘境。学生人数增

加到800余人，寄宿生有300余人，马来

亚、印尼、砂劳越、泰国等地的学子慕名

而来。

建校30周年

19 4 9 年 3月，学 校 庆祝创校 3 0周

年。校庆日当天在校内举行游艺会。演出

戏剧《钦差大臣》三天，获得社会人士的

好评。这次演出募到款项7万余元。学校

有了经济能力，这一年年底，在钟楼左

侧上段兴建课室14间（即现今的Block 

A），在国专科学馆后方建食堂一座（已

在上世纪90年代拆除）。

因经 济困 难而 辍 学的学生日益 增

加，在 1949年7月，同学们主动发起隶属

学生自治会的助学会，协助经济有困难

的同学完成学业。同学们节省零用钱，帮

助贫穷的同侪。1950年，助学会发起募

捐运动，在春节之前结束，全校师生以及

学校报贩积极捐款，一共筹到了9000余

元，40多位贫困同学得到帮助而不至于

辍学。1950“五卅一事件”发生以后，助

学会终止活动，所筹得的款项交由学校

和学生组成的助学金审查委员会处理，

继续协助贫困同学。

中国国共内战  华中的反应

1947年到1949年，中国的国民党和

共产党内战。同学们关心时局，各班的同

学在壁报上发表拥护不同政权的看法，

引发争论和笔战。这令校方担心被英国

殖民地政府抓到把柄，而查禁学校。训

导处的老师们对各班壁报进行疏导与和

解，免去冲突。

1949年10月教育局要求学校为学生

自治会根据社团法令注册，如果不申请注

册，自治会就是非法团体。同学们宣布自

治会停止活动。戏剧活动也跟着停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华中的同学们心里高兴，大礼堂和宿30周年纪念，悬挂布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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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张灯结彩，有的寝室张挂五星红旗。而

到了10月10日，学校照例庆祝中华民国国

庆，放假一天。在中国政权交替的年代，

学校的成员面对了拥护和承认哪一个中

国政权的选择。

遵守本地法令是华中在英国的殖民

地的生存之道。学校在朝会上该升哪一

面国旗，在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

一刻得到了解决。在这之前，新加坡的华

校唱三民主义国歌，华中的礼堂张挂青天

白日满地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国歌更换为《义勇军进行曲》。

Block D和大运动场        

1950年，由于学生人数的再增加，

课室不敷使用。董事部和教师合作发动

募捐活动，当时董事监理庄丕唐和郑校

长向富商们劝捐。学校筹款50万余元。

在钟楼左边下段，建教室14间（现在的

Block D）、教职员宿舍九座。这些建

筑，先后在1952及1953年竣工。

学校素来重视体育运动，体育设备

齐全。可是校方认为缺少一个田径大运

动场，当时新加坡也没有大型的田径运

动场，就计划在钟楼前方杂草丛生的荒

地开辟标准的田径运动场地，中间是一

个足球场。介于运动场和钟楼之间是一

个看台（即今天同学们参加升旗礼的台

阶），1950年31周年校庆，学校在快乐世

界体育馆举行体育表演，为运动场建筑

费筹款。表演两晚，筹得4万余元。

 大运动场尚未辟建的年代。

1950年体操表演大会为辟建大运动场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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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殖民主义抗争的1950年代

1950年3月，陈嘉庚到北京参加政

治协商会议后回新加坡。学校安排他来

作报告，可是英殖民地政府不批准，引起

同学们的不满。

“五卅一事件”

1950年5月31日上午，英殖民地政

治部和教育局带领荷枪警察突击华中。

根据情报，警方在校园内搜到马来亚共

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文字资料。这次突

击，殖民地政府带走了教师郑伯华和数

位学生。郑老师之后被遣送出境。殖民

地政府根据较早时通过的学校注册条例 

（修正），取消华中的注册。华中于是停

课（约有两个半月），当时李光前不在新

加坡，由副董事长杨缵文和其他董事争

取复课。李光前回来新加坡，继续和华

中董事多次向政府请求，最终接受英殖

民地政府提出的辞退六位老师、开除61

名学生、关闭学生宿舍，不再有寄宿生等

条件。政府于是撤销宣布华中为非法的

文告。学校在8月14日复课。这就是“五

卅一事件”。        

8月14日复课，学校当时有学生570

余名、教职员34人。9月董事会改选，李

光前蝉联正主席。     

1949年以前，华校初中三会考是由

中华民国驻新加坡领事馆举办的，以学

生的成绩作为到中国升学的标准。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加坡的华校

学生到中国升学之路中断，造成初中三

会考失去意义。而英殖民地政府宣布教

育部将在1951年开始，举办初三会考，

及格的学生才可以升上高中。这为1951

年的初三罢考埋下伏笔。

1950年，进入华中的学生有300多

人，其中就有日后成为新加坡共和国民

选总统的王鼎昌，以及在1956年成为中

学联主席的孙罗文。学校把莘莘学子编

成八班上课。

1951年初，学校前方一片约3.24公

顷的荒地铲平。平整地形工程浩大，李光

前的南益公司义务协助工程的进行，学校

的大运动场终在1954年完工。

反对初中升高中会考

19 51年，初三会 考转由英国 殖民

地政府举办，规定会考及格才可以上高

一。此举引起华校中学生的不满，认为只

要校内的初三考试及格就直通上高一，

根本不必参加会考。会考将让一些人被

淘汰，这不是学生们愿意见到的，学生们

应该要完成初中教育。于是，初中三学生

组织“华中初三毕业班级联”，选出正副

主席和正副秘书等领导。其中林清祥被

选为班级联的秘书。班级联动员华中、中

正、南侨、南中、育英、中华、南华等七所

华文中学同学，酝酿罢考行动。

1951年10月，初三会考一连举行三

天，华中同学入考场，只写姓名，不作答，

交白卷。英殖民地政府下令华中开除初三

毕业班108名同学中的80名。林清祥和他

的同班同学——在1950年进入华中念初

中二的方水双，都是遭开除的学生。

19 52年上学期，全校高初中开26

班，学生总数1176，比上学期多六班，学

生多了354人。教师、职员、校医、校长共

48人。

19 5 3年，学 校充实师生的精神粮

食，增加图书馆藏书量。今天,在光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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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书库里的线装书，含《四库全书珍

本》《大清历朝实录》《古今图书集成》

《二十四史》《清史稿》《永乐大典》《佩

文韵府》等大部头的经典作品，就是陆续

在复校后和1950年代添购的。

1953年12月，在华中毕业班叙别会

筹委会发动下，与其他中学的高初中毕业

班叙别会筹委会代表议决，集中全新加

坡华文中学毕业班叙别会的演出节目为

南洋大学筹款，获得社会人士的支持，也

开了日后新马社会各阶层各行业为南大

筹款的先河。 

后来，华中与其他中学的1953年毕

业班同学，组织了1953年华文中学毕业

班同学艺术研究会，并在1955年再度为

南大义演。

这一年，学生增加到4 0班170 0 余

人。教室又再不够使用，学校将初中一

年级安排在下午上课，成为了下午班的

开始。上下午班的编制一直延续到上世

纪70年代末才结束。

“五一三事件”  我们要读书

1953年，英殖民地政府出台《民众服

务法令》（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1954年发生“五一三事件”。1954 

年3月由总督在行政会议中宣布：凡年龄

18岁至20岁的英国殖民地的青年公民，

都要登记当兵，登记日期在1954年的5月

12日截止。

二战之后，英国殖民地人民的民族

意识觉醒，纷纷要求独立，新加坡也不

例外。华中学生素来关心政局，知道英国

所谓的服役法令，实际上是要他们走入

森林，与马共开战。英军在日军侵略新加

坡时代，向日军投降，弃新加坡于不顾，

已经令新加坡社会对英国不满。种种的

因素，致使同学们对服役法令反感，反

对回应这项法令，提出“好男不当兵”、 

“我们要读书”的诉求。

1954年5月6日，适龄服役的学生发

动全体同学签名，准备集体到总督府请

愿，要求缓役。5月13日，登记日期过去，

华中的同学和其他反对服兵役的华校学

生约900名列队在哥里门梭路，待进入

总督府请愿，但遭警察驱散，而且发生肢

体冲突，有的学生遭到逮捕。这个事件

称为“五一三事件”。

警察以武力驱散学生，引起华社和

政府之间一场大风波。各个华校校董和

中华总商会从中斡旋，要求政府放人。学

生成立“全星中学生请求免役代表团”

（“中学联”的前身），代表团中有华中

学生八人，其中孙罗文（高中第14届毕业

生）为代表团主席。

1953年民众服务法令宣传手册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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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罢课集中校园

1954年6月2日，来自各中学的男女

同学千余人，集中在黄仲涵礼堂，要跟进

请愿缓役的情况。自这天起，学生开始了

罢课行动。

校长郑安仑和董事部李光前等担心

华中会因为违反法令而被封闭，这将导

致华中以致华文教育面对危机。集中学

生则声明他们不会做出违法之事，每天生

活皆有计划安排。学生们组织“小先生”，

有学长教导学弟学习功课。成立生活委员

会，负责打扫、膳食，没有人做出违反纪

律行为的事情。

服役法令引起学生的杯葛，华社各团

体给政府压力，防务司最终答应让学生缓

役。6月23日学生离开华中。这次学生在

校园集中历时22天。

35周年校庆活动暂停

19 5 4 年，学 校建 校3 5 年，董事部

决议要办庆祝活动，学校把筹备游艺会

的任务交给学生戏剧会。戏剧会接过任

务，决定举行公演，陈仰成老师同意导演

历史剧《虎符》，同时为南洋大学筹募创

校基金。五一三事件发生，政府恫言关闭

华中。在压力之下，华中提前两个星期放

假，校庆活动于是暂停。

1954年9月，学校举行赞助人常年大

会。董事会报告1953年学校开支不敷5万

8000余元。

硬体建设未耽搁

在多事之秋，硬体建设并未耽搁。 

1954年，全校范围围筑铁丝网，以别内

外。学生人数增加，学校将第一学生宿舍

（约在现今科研楼附近）改为八间教室。

大运动场排水设备和跑道工程竣工。

1955年和1956年的校园集中

1955年4月福利巴士工潮，罢工工友

和警察发生冲突。5月12日部分学生前往

支持慰问，引来政府的强烈反弹，5月13

日命令学校即日停课。学生表示不满，要

求政府24小时内给予无条件复课。学生

再次在校内集中。郑安仑校长和李光前

董事长聘请律师向政府交涉。劳工阵线

组成的政府让步，准学生无条件复课并

且不开除学生。学生于22日解散，视这次

的行动为一次胜利。第二次的集中行动

结束。

1955年6月李光前坚持辞去董事会

主席一职，由杨缵文继任，陈六使和高德

根为副董事长。李光前担任华中第11到第

36届董事会主席（1934-1955）。

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

1956年，林有福政府采强硬手段对

付左派分子。10月，宣布成立不到一年的

全星华文中学生联合会为非法组织，要求

学校开除学生，学生不服，认为这是民主

权利的破产而再次发起校园集中。郑安

仑校长和董事长杨缵文、董事李光前好

言规劝学生。可是学生坚持立场，向首席

部长林有福提出恢复中学联的注册、不再

有逮捕教师和学生的事件等四项要求，

林政府不接受。同年11月，武装警察闯入

华中向礼堂发射催泪弹，同学们四散，校

园集中瓦解。中学联遭解散后，左派同学

孙罗文、林清祥和方水双被逮捕。         

有感于华文教育在当时社会上受到

不平等的对待，同学们萌生了对母族文化

的自豪感，给华中保存母族文化的事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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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年的第15届高中毕业班纪念特刊

称华中为“维护民族文化的坚固堡垒”。

1954至1956年是新加坡各所华校

校友会蓬勃发展的年代。有的校友会具

有左派色彩，遭到林有福政府取缔；有

的校友会被令关闭。当时陈龙得学长担

任校友会会长，为了保存校友会，韬光养

晦，在会所内搓麻将，属于消闲团体，为

免受当时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波及。

1957年，华中接受政府全面津贴，教

职员工薪金及办公费由政府支付。    

国专图书馆开幕

1957年3月21日创校38周年，国专

图书馆（1955年动工）举行开幕礼。由

时任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六使主

持。图书馆建筑费11万元全部由李光前

先生以李氏基金名义捐献。学校校长和

董事会为表扬李光前热心教育的精神，

以李光前的父亲李国专为图书馆命名。

李光前去世以后，国专图书馆易名为光

前图书馆。光前图书馆后又改为光前行

政中心。而原光前图书馆现已移到今钟

楼的第二层楼。

华中火箭升空了

1959年，庆祝建校40年举行一系列

的庆祝活动——学生戏剧会在维多利亚

剧院公演《阿Q正传》七晚、学校也主办

学生音乐会、董事教师晚宴、与南洋女中

1956年10月25日早上，李光前来到华中和学生讲话， 

劝请他们解散。（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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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举行运动会、千人操表演、科学展览

会以及史无前例的发射火箭等等。当时的科学展览有三

个组别，发射火箭属于游戏组。“华中号”火箭

由一群高三毕业班同学负责制造和发射。 

负责的同学表示：“这固然只是游戏，

但它是高深科学研究的基础……这是我们献

给母校的礼物。”3月21日，四枚火箭先后在华中南中联

合运动会上发射，火箭飞升的高度超过了

钟楼，同学们高呼我们成功了，掌声良

久。

自治邦首届立法议会大选

1959年5月30日，新加坡举行自治邦

政府首届立法议会大选。关心新加坡前

途的华中学生兴奋、自豪，笔名浑路的同

学有一篇刊登于第18届高中毕业纪念特

1957年陈六使为国专图书馆开幕。

华中火箭腾空了。

在1959年校庆

日上发射的

华中火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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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文章写道：“在这天里，全星的人民第

一次真正的选出了自己民选的代表出来执

政。从这天起，星洲就要摆脱殖民地的束

缚，跨上自治的康庄大道……”同学们在

自治博览会的文艺表演台呈献节目，庆祝

自治邦成立、支持自治邦政府。

1959年，华中开始了四年制的中学。

1950年代，华中的教学特色是“不

分文理、五育并进”，中文英文和数学是

主要科目，数学化学和物理课用英文课

本，测验考试学生以英文作答，老师以华

语授课。学校重视体育，规定学生必须

通过100米短跑、跳远和跳高三项体能

测试，不及格者就得留级。

反黄运动

新加坡社会在1950年代出现黄色风

气。舞厅歌台有低俗表演，小报杂志刊

登黄色文章。华中学生在校内推崇健康

的文艺。1953年，高、初中毕业班叙别晚

会，演出童话歌舞剧《打黄狼》，和反黄

挂钩。学校各届毕业班的同学举行毕业

晚会或叙别晚会。节目内容配合全社会

的反黄运动，提倡健康文娱。    

在1950年代，钟楼前的道路是红石

米铺成的路，后来由陈龙得（前校友会会

长）带头捐款，得到银行家李成义（李光

前之子）的支持，铺成柏油路。校路再经

由历任校长的经营，始成今日的陈嘉庚

通道（Tan Kah Kee Drive）。

这段时期华校的主旋律是反英国殖

民主义。华中的学生和当时社会各阶层同

为一气，要求殖民政府还权于本地人。这

个时期也是华中和新加坡社会的脉动最

贴近的10年。这10年，华中面对的是一个

具有百年历史的老牌殖民宗主国，华中的

学生以保护母族文化和带左倾色彩的理

念与之抗争。很不幸的，抗争给个人和学

校带来了动荡和不安。可是，在国家观念

的形成中，华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

陈嘉庚道的前身。 1942年毕业的学生出席在1958年举办的第一次师生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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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风浪逐渐平静之后的 
1960年代

校友回校日的发轫

自1951年开始，郑安仑校长把每年

的校庆定为校友回校日。1961年3月21日

晚上有校友200余人出席。

“三三”改“四二” 引起中四罢考

1961年自治邦政府实行中学改制，

从“三三”制（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改

为“四二”制（中学四年，高中二年），在

1962年实施。改制的程序匆忙，当局只

给华文中学几个月的时间准备。爱护华文

教育者视三三制改为四二制是要改变华

校，要让它跟英校的体系连接，威胁到华

文教育。同学们因而和其他中学的学生发

动了罢考。

华中的同学和其他华校中学生，对

中学改制提出立场。1961年，众多按照

新制必须参加会考的同学抵制考试。罢

考的同学和支持罢考的同学在各个考场

实行纠察，阻止同学进入考场，有的同学

横躺马路，阻止车子进入校园内的考场。

这一年，参加中四会考的同学有284

人。可是，有同学罢考，最终考生有144人。

1961年，华中有毕业生700余人。当

时的教务主任郑金发在1961年的《毕业

班特刊》中发表文章《如何发扬我校的精

神》道出原因：“……而今年，由于中学学

制‘三三’改为‘四二’，不但高三、中四要

参加会考，连高二亦提前要参加毕业会

考。这么一来，不但毕业班之多，为我校

历届所未有；而毕业人数多达700余人，

更是创我校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

1961年8月12日，倡办人陈嘉庚在北 1965年全校体操。

1960年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全体教职员合影。（照片由庄绍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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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逝世，享年87岁。

1962年，开办两年制大学先修班（即

高中两年），直到1974年最后一届学生毕

业为止。

1963年，先修班第一届毕业生共有

157人。

1965年8月9日 新加坡独立

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独立。郑安

仑校长在毕业特刊中勉励同学们：“……

一切建设的工作，都得加紧进行或重新

开始，因此，新加坡急需更多的干才，来

负起各方面的工作……只要各位有充实

的学问，优良的品行，而又能献身国家的

精神，不怕没有替国家服务的机会……”

1966年，华中开办的两年制的高中

医科班学生一共15人毕业。同学们有机

会修读医科，以新加坡的华校高中文凭

进入新加坡大学读医学系。在这之前，华

校的学生要当医生只能凭皇家高级剑桥

文凭，转入英校或出国念医科等途径。

学校为有志于当医生的同学，提供了念医

学系的道路。高中医科班后来在1970年

代初称为生化班，直到1974年最后一批

两年制高中生毕业为止。

学生制服团体的创立

1966年初，成立学生警察团。同学

们报名踊跃但因客观条件的限制只录取

60名。教师中尚无人接受过警官训练。教

育部和警察少年团总指挥官委派谢添顺

和陈义立两位警察少年团警官来学校协

助创建工作。1967年初，再招募60人。

报名的学生十分踊跃，总共收到180多份

申请表格。1967年5月31日为止，警察少

年团有警官六名，团员104名。        

1966年4月，教育部令各源流中学成

立陆军少年团。学校委派冯耀泰老师和

戴宝荣老师接受军事训练，两位老师取

得陆军少尉军衔。8月，两人回校组织陆

军少年团。创团之初，有团员120名，人数

为全国中学之冠。

1966年5月21日，圣约翰救伤队成

立，隶属中西区第四联队，学生团员31

位，交托中西区区监到校训练我们的同

学。直到1967年1月28日，始由戴文锦和1965年全校体操。

新加坡独立一年后的华中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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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和宁两位老师主管华中分队。

战前学 校设有学生铜乐队，19 6 4

年，学生铜乐队因为指导老师刘恭煦在

靠近南洋女中附近的杜尼安路段，因闪

避牛只造成车祸逝世而停止活动。1967

年，重启学生铜乐队。   

1967年，动工兴建三层楼新科学馆

（今日的科技中心 Tech Centre），里面

有六间实验室。建筑费和设备费约25万

元，除了教育部津贴的4万1000元和李

氏基金的8万元之外，其余的由董事们和

社会上关心我们学校的热心人士捐助。

副校长遭殴打

1967年1月16日，一群为数十几个已

遭学校开除的学生在上午班放学，下午班

未上课之前，手持铁棍在钟楼内围殴副

校长郑金发（郑氏1954年1月到华中，担

任文学和地理科教师）。郑副校长受伤，

其汽车险被纵火。事发之后，华社哗然，

警方介入调查。郑安仑校长立即向公众

发表声明，严厉谴责学生的不法行为，指

出“似此目无师长不守法纪之残暴行为，

玷辱华校之声誉，实令人切齿痛心……将

依法处置。”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1月

17日到汤逊律（即今之汤申路）中央医院

探望郑副校长。他强调政府不会容许类

似的事情再发生，所有受到不守法纪学

生行动影响的学校负责人，他们的安全

将获得保障。

全体级长到汤逊律中央医院探望郑金发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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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学校恢复高中学生穿长校

裤的制度，这样的安排延续到今日。

1968年捐献国防基金的佼佼者

19 6 8 年，新加坡国防部向民间募

款，成立国防基金。学校在1968年2月

20日的升旗礼，发起全校师生捐献国防

基金，在两星期内全校2000多名师生，

捐献基金款项超过1万元，成为全国华校

捐献国防基金的佼佼者。当时郑安仑校

长表示：“充分说明我们华中师生热烈爱

国的精神。” 

中华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请求校方提

供让同学发表作品的平台，就此多次和

校长讨论。基于过去壁报和学潮相关联

的经验，郑安仑校长谨慎行事。同学们

努力争取，华中停刊多年的壁报终于在

1968年6月14日正式复刊，名为“艺澜”，

由郑金发校长开幕。

1968年5月31日郑安仑校长退休，

郑先生是我校第11任校长，任期共19年

1968年，全校师生参加国庆日庆祝大典。

师长和同学们围观“艺澜”壁报的热闹场面。

半，职位由副校长郑金发在1968年6月

继任。第12任校长郑金发积极推行学生

课外活动、亲自带领全校师生整理、美化

校园。

创校50年庆兼新科学馆落成

1969年创校50年庆兼耗资20万元

的新科学馆（即今天的科技中心）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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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3月21日举行双庆大典，校庆节目

计有：学生课外活动团体检阅礼、各科目

成绩展、义卖会、华中南中联合运动会、

音乐晚会、出版金禧纪念特刊等等。在义

卖会中筹到课外活动基金3万余元，用在

整修大运动场的看台以及给400米跑道

加铺沥青。

1969年2月成立学长团，取代之前

的纪律团。学长团是爱校组织，列为学生

课外活动团体之一，成立的目的是捍卫校

誉、培养宁静和平自由的学习环境。成员来

源和纪律团的学生自由报名不同，学长团

是一个品格模范，因此由校方委任各班品

1969年全新加坡校际足球赛唯一的华校队

——华中足球队。

1960年代图书馆里装图书简介卡的柜子。新科学馆在华中50校庆年落成。

学兼优的学生担任学长。学长团制度一直

沿用到1980年代，为学生理事会所代替。

19 6 9 年，配合国家的工艺教育，

学校成立工艺部，负责工艺课程的设置

和操作。国专科学馆改为木工班、金工

班和电工班的授课工场。三种工场的设

置、器材的采购得到教育部工艺组的协

助和指导。               

1969年，建校半世纪的华中，设有

56个班级：高中10班、中学46班，分为

上、下午二部。学生共2100余人。教师 

81人，兼职教师1人。校长郑金发，副校

长王卓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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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在浪潮的底部
——1970年代

筹建华中初级学院

1970年2月13日，教育部长王邦文召

见中华总商会代表黄祖耀、吴水阁和陈共

存，说明政府打算创建10所初级学院，推

广高中教育。此项计划需要2200万元，

政府将以一元对一元的方式和民间合作

筹建这些初院。同年4月10日，教育部成

立初院筹委会。陈共存担任副主席。5月

26日筹委会决定由华社负责筹建两所初

院。华中拨出部分土地（即今天的高中部

所在地）筹建其中一所，这意味着华中原

有的高中部将结束办学。华中委任陈共

存和陈笃山负责这项工作。

华侨中学简称“华中”，是家喻户晓

的名字。新的初院因此命名为“华中初级

学院”（简称“华初”）。华初是新加坡第

一所政府辅助初级学院。  

叶贺庆辞去董事会主席职，由陈共 1970年光前图书馆前面的喷泉。

存（1918-2015）在1970年继任。陈氏

任董事会主席共26年。

郑金发校长在教师人事管理方面有

所欠缺，部分教师感到不满向董事部反

映情况，引起董事部的注意。1972年2

月，郑金发校长离职，副校长王卓如接任

代校长。在代理校长期间，大学先修班和

中四会考成绩，有显著进步。王卓如代校

长是第13任校长。

同 一年，华 初 的 校 园 建 设 工 程 开

1970年代华初校舍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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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在建筑过程中，碰上全球的能源危机

造成的经济不景气。两家承建商相继倒

闭，工程无法如期在1974年1月完工。

1973年华中初级学院第一任院长林

乃田到学院报到。这一年，华中停止招收

大学先修班学生。

1974年11月，董事会向教育部借调

华文视学江禄森为校长，代校长王卓如

回任副校长职。江校长在任期间，整顿校

风。但是有传闻他对校务不专注，学校董

事部向教育部汇报，开展调查。校长和学

校关系不融洽，第14任的江校长在1976

年3月回政府中学任职。

同年，华初开始招收第一批初院一

年级学生。位于现在高中部的校园尚未

竣工，同学先在国家初级学院上课。同年

3月迁到新加坡大学的武吉知马校园。同

年6月14日，正式到自己的校园上课。当

时校园还没有完全竣工，但是师生摆脱

了寄人篱下的生活，士气高昂，华初精神

就是因此培养起来的。

1974年大学先修班学生毕业。华中

办的两年制的先修班课程共有12届毕业

生2000余名。

1975年，陈共存董事长要创造更佳

的学习环境，提高学生学业水平，建议

在1977年开始将原有的上下午班上课制

度，恢复成全校全日上课制。这个倡议，

促使学校得以拥有更多的设施。这时华

中初级学院的建设完成，学校于是集中

精力扩建中学部校舍。校舍扩建分三期

进行，需资金500万元。

1970年代中旬  校园扩建分三期

第一期分四个项目：增建课室18间

（即今由1981年毕业于华初的傅海燕部

长题字的仁爱楼）、扩大学校餐厅面积一

倍半（已拆除，今科学馆所在地）、分别

座落在礼堂两边的两间讲堂（已拆除）、

学生宿舍改装为学生活动中心及各个课

外活动的会所（已拆除，约是今高中部文

心苑所在地），增建各种球类运动场。这

一期工程在1975年中动工。

第 二 期 建 工 艺 馆（1 9 7 6 年 初 动

工，1990年代初期拆除，现为中学部教

师办公室所在地）。

1972年高中部同学。

第一届的华初同学借新加坡大学校园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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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建体育馆和游泳池（游泳池

在1990年代初建竣）。

第一期 和 第二期 工程 耗资2 2 6 万

元。陈共存捐51万元，董事会副主席洪恭

兰筹捐30万元。其他由各董事、校友、学

生家长和热心教育的机构捐助。

1975年华中初级学院开幕

1975年8月30日，华初由教育部政

务部长蔡崇语主持开幕。华初马蹄形的

主楼和其他建筑以黄色为主（即今之高

中部学生校服颜色），故又称“黄城”。 

在18间课室和礼堂之间的讲堂（设计图）。

18间新课室（设计图，今仁爱楼）。

1975年校门。

1975年，华初全院师生接成人龙搬动

家具回到自己的家。

“黄城”这一名词出现在华初以及与华侨

中学合并后的华中高中部的“黄城夜韵”

等活动的主题中，成为华初的代号。华初

院服由首届学生设计，院徽、院训、院歌

则由首届教师共同编写。

1976年3月，董事会通过教育部向

南洋大学借调地理系讲师潘明智担任华

中的第15任校长。潘校长注重教师的教

学专业能力，经常邀请校外知名人士作

专题演讲，以增进学生的文学、政治、社

会和时事知识。

197 7年，按照陈共 存董事长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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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初有了自己的家。

划，华中恢复全日上课制。潘明智校长列

明实施全日制要达到的目标：一加强英文

教学、二提供教学和学生的学业水平、三

积极推动课外活动。

1978年10月底，潘明智校长离开华

中。时任华中初级学院院长的吴从干兼代

华中校长。吴氏为第16任校长.

第一位掌校的校友杜辉生

陈共存董事长目睹1970年代的华中

校风和成绩都走下坡，忧心如焚。自郑金

发校长在1968年离职以后到1978年12

月，陆续换了五位校长。陈氏多方物色新

任校长，并委予各个校长振兴华中的重

任。可惜事与愿违，校风依旧不振，学生

学业表现落后于其他学校，是学校的最

低潮时期。

陈董事长再次请求教育部物色新校

长人选，并且向教育部表示希望新校长

是华中的校友。教育部推荐在裕廊中学

当校长的杜辉生回母校服务。陈共存董

事长知悉毕业于1960年高中的杜辉生在

裕廊中学表现不俗，致力于募款办学。

董事柯宝国（当年发射华中火箭的同学

之一）前往邀请并游说杜辉生回来掌管

母校。杜校长基于对母校的饮水思源之

情，欣然接受这项艰巨的任务。1978年

12月，杜校长到华中报到，他是华中的第

17任校长。

1978年，建校60年的前一年，学校

进口校门（靠近今董事部大楼的校门）和

出口（靠近今天高中部的校门）年久失修

而重建、修补。全校建筑粉刷并在校路

（今陈嘉庚通道）安装路灯照明。两座校

门经费由虎豹公司捐助半数之外，其他

费用由校友会负责筹募。这些工程都在

60周年校庆之前完成。

1978年，在1977年毕业于华初的高

泉庆荣获总统奖学金，成为我校同学得

此殊荣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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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转型上扬的年代
——1979年到1987年

双语并重的特选中学

1979，教育部实行特别辅助学校计

划，从全国中学里遴选九所以华文华语

为媒介语的中学为特选中学。华中是其

中的一所。特选中学的任务是保留华族的

优良传统文化，中文与英文同为第一语文

水平，华中的学生必须掌握这两种语文，

为国家培养双语人才。

特选中学计划的初始年代，只招收小

学离校考试成绩的前8%的学生。入学标

准甚高，华中和其他八所特选中学一样

面对招生困难的挑战。特选中学同时亦

要向社会大众证明传统华校也有能力教

出英文为第一语文水平的学生。华中面

对这样的挑战，在杜校长的领导下加强

对英文第一语文教学的力度。可是，当时

社会上有些人不甚了解，喊出杜校长和他

的团队要消灭华文、华语的重话。当时校

政百废待兴，教师队伍待整饬，杜校长秉

持自强不息的信念，带领李仰渠副校长、

林金登、李满枝两位高级教师和老师们努

力不懈，华中校务渐有起色。

建校60年首办万人宴

1979年，华中庆祝建校60年。在全

1979年金工课。

1979年和杜辉生同来华中 

的三位领导。左起： 

副校长李仰渠、高级教师

林金登和李满枝（已故）。

国学校中首办万人宴，3月21日晚上在大运动场

席开约1000桌。平时夜间寂静的武吉

知马路在当晚车水马龙，华中成为新

加坡的焦点。自此，每10年办万人宴，成

了华中子弟的光荣传统。

特选中学活力四射

这一年，华中进入新的阶段：中一

新生不但来自华校也来自英文源流的小

学。同学们在下午时间到英校和英校生

上课，有的则留在校内上英文或者华文

辅助课。

1980年，第一届学生理事会成立，

取代了过去的学长团。理事会的成员是

由同学们投票选举产生的，参加理事竞

选的同学必须提名、做宣传、发表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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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见解等竞选活动。这样的学生组

织在当时新加坡中学是属于少数的。

这一年的剑桥普通水准会考成绩在

1981年揭晓。华中考获五科特优（A1）

以上的同学共有50位。郑富文是华中第

一位以优异的华英文会考成绩荣获总理

书籍奖的学生。

同年，图书馆的借书方法一改过去的

管理员到书库取书式为开架式，让同学进

入书库亲自取阅书本。光前图书馆在这一

年扩建，安装冷气。

1 9 8 0 年 ，教 育 部 在 华 中 初 级 学

院 开 办 人 文 学 科 课 程（H u m a n i t y 

Programme）。华初有教育部从英国重

金聘请的英籍教师，教导英国文学、经济

学、历史和地理科目。用的是英国式的教

学法，培养华初同学进入剑桥、牛津等大

学，攻读法律、经济学哲学等科系。这一

年，华初的院长是华中的校友林钦蕴，副

院长为李何佩文。

1981年，教育部津贴学校在今天的

鼎昌楼位置上建筑学生宿舍一座。这离

1950年代初英殖民地政府取消华中学生

宿舍已经是时隔30年。

“电脑入门”科目取代工艺科目     

在电 脑 未 普及化 的 年代，华 中 在

1981年成立电脑俱乐部。它拥有三台48K

1980年开架式图书馆。

1980年代的华初校舍。校钟，摄于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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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II型电脑。除了有能力提供每周80小

时的电脑操作训练，还编制了能够编排、

储存教师功课表的软件，具实用功能，即

辅助教职员的工作。

1983年，成立电脑中心，每个同学都

有机会接受电脑技能训练。董事部除了拨

巨款支持，也为学校争取到中华总商会、

义安公司等的赞助。

1984年，开办“电脑入门”科目，将

它纳入中一课程表。原有的工艺科目在

这年起逐步为电脑科目取代。

1983年的电脑室。

1983年迎接第64个校庆。 1984年教师节庆祝会上杜校长和老师们同欢庆。

开办美术特选课程 

1984年教育部推行美术特选课程

（AEP）。华中是获选的两所学校之一。

这年共有学生18人修读美术特选课程。

庆祝建校65周年，在4月21日举行李

光前铜像揭幕礼，由校友，时任全国职

工总会秘书长兼不管部长王鼎昌主持仪

式。为李光前竖立铜像表达我们学校对

他的急公好义、热心教育、爱护华中的敬

意（这尊李氏的半身铜像现安置在中学部

光前图书馆内）。

19 8 4 年1月，学生宿舍（现鼎昌楼

址）开放招收寄宿生。建筑费和家具全

部获得教育部资助，有三座四层楼的住

宿楼，共有寝室200间以及活动厅、图书

馆、餐厅。由宿舍仅招收本地和外地的男

学生。1985年，在华初院长的请求下，也

招收女生。 

这一年，华中有五位中四毕业生荣获

总理书籍奖。

1985年，学校中一到中四，四个年级

的学生皆属于特别源流的学生，也就是修

读华文第一语文（即今日的高级华文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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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英文第一语文，成为全校学生修读华文

第一语文的学校。

游泳池正式动工

计划多年的游泳池在1985年动工， 

动土仪式由时任教育部政务部长郑永顺

主持。教育部资助100万元建筑费。早在

1919年创校时期，就由当时的董事部提

出建游泳池的计划。1970年代中旬，再

度被董事部纳入校园扩建计划。

1985年，华初校友会成立。首任会

长是柳健兴博士。

华中宿舍自1984年1月开办以后，寄

宿生人数从112人增加至1985年的332

人。其中初级学院寄宿生有113人，中四

生88人，中一到中三学生111人，由华中和

华初的老师担任舍监，照顾学生的饮食起

居、学习状况和品格行为。

1985年1月，华中把校园靠近南利通

道（Namly Avenue）的一块土地租借给

新加坡管理学院（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租期60年，到2045

年为止。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1986年，杜辉生校长宣布“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华侨中学的教

育哲学。英文为“Win-Win”。他阐明:

己立己达是校训自强不息中的小我，立人

达人则是自强不息中的大我。杜校长希

望华中培育的学生，除了具备自强不息的

精神，还得推己及人，帮助及提携周边的

人，回馈社会，达致共赢。

1986年8月23日，举行专题作业展

示会，同学们踊跃参加。学校决定将这

个展示会定为常年的活动。

为自主做准备

1987年3月，由教育部组成的校外

评估团到学校做校务评估。该团对学校

的行政组织、学校管理、教学计划、学生

福利和课外活动等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1984年的华中宿舍。

1985年蝉联全国田径锦标赛B组C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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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教育部建议华中加入自主学

校计划。华中董事部、校友会多次就此建

议进行讨论，并且和学生家长交流。经过

深思熟虑，董事部决定接受教育部的邀

请，由陈笃山副董事长向社会大众宣布

华中有充足的条件发展成为自主学校。

这一年，学校的中四会考成绩再创佳

绩，有135位同学考到五科以上A1的特优

成绩。

华初多次搬迁 

从1974年起，到1980年代中期，华

中初级学院经过10年的努力，跻身新加

坡著名学府的行列。1987年，学院发现

校舍三楼的柱子和横梁出现几处裂缝，

1986年用手劳动运动。

1987年3月28日主办母校自主座谈会。

教育部在5月6日议决要学院迁出校舍。

学院暂 时到义安 理 工学院 上课 。半 年

后，再迁到兀兰新镇的两所毗邻而建的

学校上课。再半年后（即1988年1月），

迁到武吉巴督上课，当时用的是一所小

学和一所中学的校舍。华初在武吉巴督

的临时校舍共四年半。

出现 裂 缝 的 校 舍，经 过 专家的 测

查，确定主楼可用先进技术加强结构而

不必拆除。重建华初校舍董事部需要筹

款700多万元。当时陈共存董事长和庄

昇俦副董事长以及其他董事如水铭彰、

黄志华、蔡世家、吴定基等，慷慨解囊，

伸出援手。时任院长为冯福泽，副院长为

冯焕好。

华初在武吉巴督借用的临时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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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1988年拥有自主权 
（1988年到20世纪末）

1988年，华中成为新加坡第一批三

所自主中学中的一所。华中再次进入另一

个里程碑。教育部为自主学校提出三项国

家教育政策，门槛宽大，即：每个学生要

学习英语和母语、教导公民和道德课、学

生要参加剑桥普通水准会考。这意味着

学校在校务管理、人事聘用、财务资源调

动拥有自主权。当时，中一新生的学费为

每月25元。

建校70年  竖立陈嘉庚铜像

1989年3月21日，庆祝建校70年，第

二次举行万人宴，主宾是时任第二副总理

的王鼎昌。

当晚，由时任中华总商会会长的林

荫华为矗立在钟楼前的陈嘉庚铜像主持

揭幕礼。在校园内竖立陈嘉庚铜像，是由

颐年俱乐部陈龙得会长倡议的，获得了

校友、华中和华初董事会的支持。工程由

庄隽麟和王声泽负责。铜像高约2.5米，

1988年教育部长陈庆炎博士（左二）来参观自主的华中。

1989年竖立陈嘉庚塑像的工程在进行中。

铜厚度15毫米、以紫铜铸造，耗资20多

万元。

这年，华中取消年中考试，成为新加

坡第一所减轻过多考试给学生带来负担

的学校。

 1989年 的中四会考，华中100%的

考生考到六科或以上优等的成绩，74%

的学生考到至少五科优等，98%同学有

资格升上初级学院，1.8%升上三年制

高中。0. 2%升上工艺学院（今之理工

学院）。

1990年，学校教唱行为守则歌华文

版《华中行》和英文版的“Let’s Be”。

两个版本皆由1980年代初期毕业的同学

陈志群编曲。自此，同学们在轻快的音

乐旋律中接受华族优良价值观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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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开设语文特选课程的初院

1990年，华中初级学院获教育部选

为开设语文特选课程的两所初院之一。一

批批熟悉中华文化且又精通英语的学生

在毕业后，超过半数获得教育部颁发的

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负笈中国大陆、台

湾、英、美、德、法、澳、日等地的大学。

语文特选课程出身的校友，在文教、媒

体、司法、外交、财经、政治和军事各领

域扮演重要角色。

华初回归武吉知马校园

1991年12月29日，在武吉巴督上课

的华初学生回归武吉知马校园。新校舍

有游泳池、科学馆、健身室、图书馆、教

学大楼、大讲堂。华初再度成为新加坡各

所中学的中四毕业生首选的初院，学生多

来自另八所特选中学，华中学生占35%， 

此外也有传统英校学生选择华中初级学

院，共计来自约40所中学。时任院长是 

陈腾芳。

游泳池竣工   

1991年，期盼已久的华中游泳池竣

工。泳池畔建有华中游泳池大厦（今为国

际学校课室大楼所在地）。

1992年，游泳池开幕。华中校友会

迁入游泳池大厦，建筑费用100多万元，

由校友会自筹。华中校友会再次成为新加

坡第一所设在母校校园内的校友组织。

这一年的校庆日，华中校友会举行会

所落成典礼。同年3月21日，举行三庆盛

典：73周年校庆、华中游泳池大楼落成和

校友会新会所开幕，出版《华中校友会新

会所落成典礼纪念特刊》。

1992年，第一期扩建校舍（Enhanced 

Campus）竣工，设备包括：行政楼、大礼

堂、餐厅、体操馆、戏剧中心、C座教学楼

1991年12月29日华初学生回归武吉知马新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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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自强楼）、露天剧场、思源坊和各个

室内、室外运动设施。

第一所到中国颁发奖学金，
引进中国留学生的学府

1992年，杜校长倡议到中国招收当地

的学生。引进海外精英旨在让华中学子明

白到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的道理。同时，

两地学生建立同窗之谊。从长远计，中国

同学日后毕业，华中人脉与联络网相对增

广，社会亦可从中受惠。华中捷足先登，

成为首间颁发奖学金给中国学生的学府。

“世界级中学”宏愿的启动

1993年，杜辉生校长提出“世界级

中学”的概念，矢志把华中带向另一个

高峰。

1993年1月11日，成立具华中特色的

资优班，从申请就读华中的中一生中遴

选了26位具有数理方面天赋的学生。从

1993至1998年，华中一共培养了六届校

本资优课程的资优生。

同年，在学生品格的培养方面加大

力度。设立新职位— —年级主任（Year 

Master）。主任和每一班的导师合作，

照顾学生的品德行为、职业规划和国民

教育。年级主任的制度后来被教育部采

纳，推广到其他中学。    

1993年的中四毕业生参加会考者有

393位，100%考到最少六科特优（A1）等。

1993年，华初回归原址上课的第一

批学生参加剑桥高级水准考试，成绩比

往年进步，其中有131名同学考到四科主

修科目A等的成绩。

 拆除成了危楼的华初建筑。

建筑华初新校舍。1990年代建筑中的校友会会所和游泳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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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餐厅（前方）和自强楼（后方）在建筑中。

19 9 4 年，华中第二期扩建 校舍 动

工，耗资2500万元。分三个阶段的工程

包括：修葺黄仲涵纪念堂、图书馆（现光

前图书馆）、会堂（Auditorium）、科学

馆、学生广场、音乐活动厅、翻新A、B、D

座教室楼、原光前图书馆改为学生活动

中心（即今光前行政楼）、改装国专科学

馆为美术中心。

1994年75周年校庆，建国总理李光

耀（时任内阁资政）为华中第一期扩建校

舍揭幕。李资政表示：华中在新加坡历史

上，将永远占有特别地位，并表扬华中能

适应时代改变。当天的校庆晚宴主宾是新

加坡首任民选总统王鼎昌校友，王总统也

为新礼堂“嘉庚堂”揭幕。

创校75年后，学校共有54班，中一

二各13班，中三四各四班。全校学生人数

1598名。

1995年，华初在校园内埋下一个时

间囊，定于20年后重新出土。

1995年9月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准

将，受邀担任《迈向21世纪》华中讲座的

主讲人。他指出：“华初和华中都是非常

特出的学校。这是因为它所录取的学生

当中，包括了其他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因

此，新加坡也应该像华初和华中一样，大

开广纳英才的方便之门。”

1995年，语文特选课程毕业生沈颖

同学荣获总统奖学金，成为华初语特课

程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学生。 

19 9 5年，陈共存董事长和杜 辉生

校长因为针对一名申请进入华中求学学

生的入学截分点持不同的意见而产生矛

盾。校友会支持杜校长。

日后的思源坊在图左还未成形，右边是自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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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胞董事会”

1996年11月，华中赞助人大会选举

董事。在赞助人是否要亲自投票或以委

托函委托人投票的议题上，与会者产生

歧见。结果一批赞助人支持庄昇俦学长

当董事长，导致“双胞董事会”出现：一

个是以陈共存为首的公司董事会，一个是

以庄昇俦当董事长的公司董事会。事件在

媒体上报道，引起华社的哗然。

12月15日，教育部长李玉全向报界

表示：教育部在协助解决华中董事会双

胞事件，保证华中、华初运作不受双胞董

事会影响。

1996年年底，陈共存辞去董事长一

职。陈先生任华中董事长达26年，是任期

最久的董事长（1970年-1996年）。

在风波中，华中没有停止迈向“世界

级中学”的宏愿。同一年，聘请世界著

名咨询公司安永咨询（Ernst & Young 

Consultant）为学校提供迈向世界级中

学的方案。

1997年第二期扩建校舍竣工。象征

华中精神的钟 楼是这次工程的重点之

一。黄仲涵纪念堂（原为礼堂）改建为三

层楼，楼下是穿堂层，依旧称为黄仲涵纪

念堂。楼上是双层楼的图书馆，原光前图

书馆迁到此处，名称不变。今天的华中校

园格局在这两大扩建工程结束后成形。

对于母校提出来的“世界级中学”

概念，校友会呼吁全体校友动员起来，

发挥爱校的华中精神，为母校筹款，一起

和董事会、全体师生一起努力，完成扩建

工程。校友会成立了由会长、四位副会长

和两位公关组成筹款委员会的核心，其他

理事成为委员。

1997年钟楼翻新工程完成。大钟为

精工表（SEIKO）赠送。

1998年，华中推广“自主学习”项

目，鼓励学生培养自学能力，以超越读书

是为了考试的观念。由老师们决定中一

到中三的成绩优秀生，豁免他们参加校

内年终考，解除考试的束缚。同学们腾出

时间，学习课本之外的知识，养成自主探

索、主动学习的习惯。

董事会闹双胞事件结束

1998年，在教育部提学司黄庆新校

1995年时间囊中的物品。（照片由庄绍平提供）

1995年9月22日，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准将（右）

受邀担任《迈向21世纪》华中讲座的主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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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的调解下，华中、华初管理委员会以及

华中校友会达成共识。以庄昇俦学长领

导的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议决于3月

28日在华中戏剧中心举行赞助人特别大

会，选出华中新的董事会。由校友黄一宗

任董事长。结束了历时一年四个月的董事

会闹双胞事件。

1999年3月19日华中钟楼被新加坡

政府列为国家古迹，它是武吉知马路上的

地标，也是华中精神的象征。

1999年，华中庆祝建校80年，在3月

21日晚上第三次主办万人宴。

1999年校庆日，学校邀请吴作栋总

理为第二期扩建校舍开幕，吴总理在开

幕致辞中提到，中学与高中六年直通车

课程应该更适合现今的发展。杜校长非

常认同，于校庆过后，将六年直通车综合

课程的构思与理念告诉潘兆荣处长，由

后者代笔以英文拟计划书呈交教育部，

争取让华中开办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第

一次申请被教育部否决，计划暂时搁置。

当晚，万人宴的主宾是校友王鼎昌

总统。

同年，华中自办的资优班表现特出，

正式被教育部接受华中成为我国高才教

育中心之一。

1999年实施共识联（Consortium）

体系，由来自各科目部门的老师组成，由

一相等于部门主任级别的老师带领。老

师们除了教学也负责该联的学生品行、生

活技能的发展，俨然如一个小学校。这一

年，成立了第一个共识联，名为Quest，共

有教师11人，由叶敏盛老师担任首位共识

联主任。

1999年，新成立的董事会因为人事

问题再现风波，黄一宗董事长连同其他董

事七人，在7月31日集体辞职。华中再次

处于人事纠纷僵局中。8月2日，教育部委

派三名教育部高级官员陈舜之、何品及陈

激成在8月3日，组成华侨中学管理委员

会，接管华中。自1998年6月1日成立、由

黄一宗领导的华侨中学自主执行董事会

在8月2日解散。8月4日起，华中公司董事

会由吴定基出任主席，杨禧年为副主席。  

1999年，校友陈瑞献在校友会的邀

请下，创作大型铜雕“天下之马”，作为校

友会献给母校的80岁生日的寿礼。天下

之马创作灵感来自《列子》九方皋相马的

80周年晚宴嘉宾。左起为吴定基会长、王鼎昌总统、李成义学长和陈龙得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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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出自厦门大学雕塑系名师之手。马

长八尺，铜壁厚0.8厘米，座垫岩石重20

吨，产自厦门200公里外石山。

这一年 9月，校长杜 辉生和两位副

校长李仰渠和林金登，宣布将在年底退

休。突如其来的消息，不但华中大家庭，

连华社也感到意外，并且在中英报章引起

社会舆论。华中大家庭极力挽留不果，杜

辉生在11月12日退休。教育部委派校群

督导许永正出任华中校长。两位副校长

李仰渠和林金登留任。

杜辉生出任华中校长21年（1979-

1999），是第17任校长，更是华中历来任

期最长的校长，在杜校长的带领下，华中

的发展突飞猛进，斐然成章。

2 0 0 0 年，许 永 正 接 任掌校，成为

华中第18 任 校 长，许 校 长拟 定“华中

2004”五年新计划。这一年，华中文物馆

由前总统王鼎昌校友主持开幕礼。     

2000年，天下之马铜塑安置于陈嘉

庚铜像右侧。3月21日，由王鼎昌校友揭

幕。天下之马的马头向校园外扬起，象征

华中子弟走向世界。      

2000年的全国剑桥普通水准会考成

绩排名榜上，华中名列第三。                

杜 校 长 倡 议 的“ 共 识 联 制 ”

（Consortium）在许校长掌校后，继续发

扬光大。许校长把共识联增加至四个，分

别由四位共识联主任负责领导。共识联

取代“部门制”（Department System）， 

借此更好的照顾与培育学生。华中是第

一所打破部门制，用共识联教育学生的学

校，在新加坡教育史上可谓创举。      

同 年，许 校 长 推 行人才 培 训 计 划

（Talent Development Program），由

中三开始，根据学生的潜能分配到数理

英才班、双语英才班、体育英才班、人文

英才班等，深化同学们在相关学科的学

习。潘兆荣接任校长后延续此计划，改

其为华中特选课程。

华中寄宿学校

2001年，七栋新宿舍楼（即现在的华

中寄宿学校）竣工。

早在1998年，杜校长已向教育部争

取拨款建造新宿舍楼。本地学生与海外

学生同住宿舍，相互学习并增进友谊；此

外，杜校长也希望往后宿舍若有盈余，能

资助学校的活动，如学生住校计划、海内

外学生交流活动、贫寒子弟助学金等，在

杜校长力争下，教育部的拨款到位，新宿

舍楼工程得以如期开展，于2001年大致

竣工，只剩宿舍内部的一些装修工程还

在进行。许永正接任校长一职，成立宿

舍管理委员会，准备新宿舍的运作。

卫星校园

2001年，许校长勾画华中未来发展

蓝图，提出了卫星校园概念，扩大华中学

生的学习范围，打破时空的约束，不局限

于武吉知马校园。他推出海外浸濡游学

吴作栋总理在1999年为扩建校舍主持开幕礼的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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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华中拓展课程，这些活动和日后教育部

推展的未来学校计划有异曲同工之妙。

许校长之后的历任校长沿用这个概念，

先后在北京、苏州、西安、无锡等地陆续

设立了卫星校园或冬季校园。

同年，许校长和西澳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签署合作意向

书，为华中教职员开办硕士与博士教育

课程，课程也开放给新加坡其他学校的

老师报读，目的是鼓励老师进修并提升

专业水平。     

2001年，校友会举行千人宴，宴会

上以卡拉OK点唱，为“杜辉生奖学金”

筹款。设立杜辉生奖学金的概念由一群

在大学、初院求学的年轻校友提出，得到

董事部、院校的支持。到4月底，筹到28

万8888元。其中，李氏基金捐出6万元，

杜辉生校长本人捐款4万5000余元。      

2001年的全国剑桥普通水准会考成

绩排名榜上，华中名列第四。

2002年，许校长再次向教育部争取

让华中开办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在他

积极争取下，一年后获得教育部的批准。

这一年12月，第18任校长许永正调任裕廊

初级学院院长。直通车综合课程计划由接

任校长的洪伟雄与潘兆荣继续完成。    

由教育部耗资4000万元建造的华中

寄宿学校于是正式启用。寄宿学校的主

体建筑是七栋六层楼的宿舍楼，容纳100

名学龄介于12岁到19岁的海内外寄宿生

和56名辅导老师。除了衣食住行，寄宿学

校辅导老师照顾学生的品格、课业学习和

福利，定期和学生家长见面、沟通。  

华初增建诚毅楼，现为高中部的教

学楼。        

2002年的全国剑桥普通水准会考成

绩排名榜上，华中名列第二。

同年12月31日，林金登副校长荣休。

2001年，主动发起设立杜辉生奖学金的学生代表和杜校长合影。（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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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列车直通世界各地 
（21世纪初至今）

2003年，教务副校长潘兆荣出任中

学部校长。潘氏是第19任校长（潘氏的

任期两年，即2002-2004。2005年，华

中、华初合并，开办六年直通车课程，由

华初院长洪伟雄担任校长）。

自2000年到2003年，华中初级学

院在每年的剑桥高级水准会考的成绩优

异。2004年开始，教育部停止向公众公

布A水准会考成绩细节。华初成绩依旧

表现优异。

2003年1月10日，副总理兼财政部长

李显龙为华中寄宿学校揭幕。

华初华中合并的前奏

2003年，华初完成校舍扩建，完成

的设备有：900个座位的大讲堂、14间教

室、行政中心、图书馆和科学与科技研究

中心。7月23日，新校舍由教育部长张志

贤开幕。在会上，张部长宣布教育部已经

批准华初成为第一批成为自主的学院之

一，为华初和华中合并铺路。

2003年11月，华侨中学和华初、南

洋女中签署备忘录，联手打造直通车综

合课程学府。

20 0 3年，董事部接受经济发展 局

（EDB）的邀请，在12月8日向教育部提

呈开办私立“华中国际学校”的建议书。

2 0 0 3 年，华初获 得“新加 坡素质

奖”及“人力资源发展奖”两大认证。也获

得教育部颁发的“最佳治校奖”以及三项

教育部颁发的“持衡成就奖”。

2004年7月25日，华中大家庭各个组

织出席在华初诚毅堂举行的统一校名会

2004年7月，时任华中校长潘兆荣、华初院长洪伟雄、华中华初董事长杨禧年、华初校友会主席林谋铨、

华中华初管委会秘书李德龙向媒体展示新校名。（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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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投票表决校名的使用。投票结果，中

文校名为“华侨中学”，英文名为“Hwa 

Chong Institution”。原华中初级学院，

成为华侨中学高中部。华侨中学的中一到

中四为初中部。华中初级学院走进历史。

原华侨中学英文名“The Chinese High 

School”不再使用。

2004年7月31日，华初在丽嘉登酒

店举行成立30周年千人宴。宴会贵宾是

总统纳丹。教育部长尚达曼亦出席。在会

上，校方向出席宴会的历届校友、前任教

师和前任院长宣布华初在2005年和华侨

中学合并的消息。

2004年，华中初级学院建院30年，30

年来总共培养总统奖学金得奖人45名。

院校合璧

2005年1月1日，华中和华初正式合

并，采用六年制直通车课程，学生不必参

加剑桥普通水准会考，在高二参加剑桥

高级水准会考。这是华中继自主后的另

一个里程碑。学校的愿景是：成为培育

领袖的世界级学府。原华初院长洪伟雄

担任华侨中学总裁兼校长（第20任）。原

华侨中学校长潘兆荣担任中学部校长兼

副总裁。合并的华中校庆仍在每年3月21

日。校训用“自强不息”，校徽用红色火

炬型的。原华中校歌沿用。校服：中一至

中三穿短裤，中四到高二穿长裤。高一开

始招收女生。

直通车课程是华中校长和老师们的

心血结晶，经由34位国际知名专家学者

组成的学术咨询团审核认可。专家学者包

括诺贝尔奖得主两名、哈佛、普林斯顿和

剑桥等大学教授、本地工商界翘楚。

2005年1月华中董事会设立的私立

中学— —华中国际学校（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正式开课，招收本

地和海外的学生修读初中四年和高中两

年的课程。国际学校由华中前校长杜辉

生担任总裁，借调华中副校长曾文驰担

任首任校长。暂借华中D座三间教室为教

学场所，有学生90人。

这一年，教育部支持华中开办双文化

课程并且颁发双文化奖学金。得奖者除了

免付学费之外，到中国浸濡半年、到西方

国家浸濡两周的费用，也获得全额津贴。

同年，教育部批准学校把原来只为高中

生开办的语文特选课程提前两年，让学

生在中三就可以修读。

2005年，华中宣布2600万元扩建校

舍计划。教育部提供1300万元，余下的

1300万元将由校方自行筹募。扩建范围

含：翻新光前图书馆，将它改建为学校的

行政中心、建筑科研楼一栋和学生活动

中心与领袖训练中心一座（即鼎昌楼）。

这是学校实行六年直通车课程后的

2008年10月，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受邀为李光前铜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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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规模庞大的工程。它和1925、1992

年及1996年完成的校舍扩建工程，构成

了华中今日的规模和格局。

世界版图上的华中      

2006年，院校合并后的华侨中学再

次迈开步伐，走在世界级学校的愿景路

上。学校主办首届亚太区中学华语辩论

邀请赛、首届亚洲青年领袖峰会，先后邀

请了亚细安秘书长王景荣和诺贝尔奖得

主李远哲教授到学校演讲，开拓学生的

视野和知识。

2006年，华中国际学校在华中校园

内的校舍竣工。校舍有36间课室、八间

实验室和多用途礼堂。这一年，有学生

185名，国际学生占50%。

2007年华中北京卫星校园成立，设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校安

排所有修读双文化课程的学生到卫星校

园上课半年。

2007年，位于华中宿舍旧址的学生

活动与领袖训练中心建竣，建筑费用约

800万元。为纪念已故总统王鼎昌校友，

大楼命名为“鼎昌楼”。

2008年，位于高中部和初中部之间

的科研楼落成。三层楼高的建筑内有10

个不同科研领域的实验室：生物科技和

微生物培育室、环境科学与实境虚拟研

究室、化学、物理实验室等。华中成为新

加坡第一所拥有科研设备的学校。

截至2008年为止，华中同学的成绩

在全国同届考生中列属顶尖的10%。每

一届的学生有30%进入牛津、剑桥等外

国大学，70%在本地大学深造。这批学

生当中，包含2007年，第一批直通车课程

培养出来的剑桥高级水准会考的考生。

2008年，董事部在李光前行政楼前

竖立李光前铜像。竖立铜像一事由董事

部在2007年提出，项目的总负责人为副

董事长孙广安博士。铜像塑造李光前身

披新加坡大学礼袍的形象，在新加坡属

于第一尊。  

建校90年  第四次万人宴

20 0 9年 3月21日华中庆祝建校9 0

年，举行第四次万人宴。在宴会上宣布把

连接两个校门的弯月形道路命名为“陈嘉

庚通道”（Tan Kah Kee Drive）。

2009年，创校90年的华中，有全职

老师355名。278名拥有硕士或博士学

位。其中博士10人，硕士268人。硕士当

中，有27人在攻读博士学位。

2009年3月21日华中颐年俱乐部庆

祝成立20年，出版《华中颐年俱乐部20

周年纪念特刊》。为庆祝成立20年，俱

乐部在马林百列路公园铺设一30米长的

2009年4月6日，李显龙总理伉俪参观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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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底按摩健康步道。颐年俱乐部成立于

1989年，由林东鲁、谢永璋、庄隽麟、

蔡妈德、黄可长、王吉德、商志有等学长

发起。活动集中在消闲和交际，为已经

步入黄金年华的校友在轻松的活动中继

续联络感情同时和母校保持联系、支援

母校。

20 0 9年 4月6日，李显龙总理伉俪

参观学 校。他说：“只要华中的学生遵

循自强不息的校训，必能迈步在卓越的

道路上。”

地铁站命名“陈嘉庚站”

2009年，董事会向陆路交通管理局

建议学校高中部门前市区线地铁站命名

为“陈嘉庚站”。

2009年12月，洪伟雄总裁兼校长退

休。洪氏是学校的第20任校长。

2010年1月，学校取消总裁职称，只

用校长职称。第21任校长是潘兆荣。

2010年，语文特选庆祝成立20年。

出版《有语知方源远流长华中语特二十

周年纪念特刊》。语特从1990年到2010

年，共培养学生1015名。有两人荣获总

统奖学金、14人荣获总理书籍奖、516人

荣获教育部语特奖学金。

2 010 年，华中获 得由贸工部颁发

的新加坡素质奖（Singapore Quality 

Award, SQA），成为新加坡第一所获得

这个殊荣的剑桥高级水准直通车学校。

新加坡素质奖的评估准则是以“世界级

的管理水平”为基准的。

2011年1月，举办首届“华中南中直

通车教育研讨会”，这是两校合乘直通

车第一次观摩教学法和分享教学成果。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华

中举行了纪念活动：高中部在5月举办了

图文展览、书画比赛和专题讲座，9月和

晚晴园联袂呈献《百年回眸：新加坡与

辛亥革命》展览。中学部也和晚晴园合

力培训学生当晚晴园导览员。8月华岗剧

坊演出大型舞台剧《百年瞬间》，校园演

出反应热烈，因此受邀到晚晴园作公开

演出。

从2006年到2011年，华中总共赢得

了24项世界级赛事的冠军荣衔。

2012年，华中国际学校办学第八年

后，在8月8日正式开幕，由时任教育部长

的王瑞杰主持仪式。

2014年，校友会在会讯《华岭》宣布

华中董事会、华中校友会和华中国际学

校联袂展开扩建工程：改建目前校友会

大楼为华中国际学校教学楼并增建一栋

容纳华中校友会活动中心和华中董事会

的大楼。

建校95年“音乐飨宴——华中颂”

2014年3月21日，庆祝建校95年，在

大操场的台阶由全体师生为母校呈献大

型音乐表演《华中颂》，多媒体技术和歌

声、二十四节令鼓配上斑斓的镭射灯光

庆祝母校生日。

4月26日，在同一地点举行另一场大

型露天表演《巫启贤— —相约在华中》

演唱会。出席者达数千人。除了由1979年

毕业于华中的巫启贤领衔演唱，参与高

歌一曲的还有活跃于新谣，毕业自华中

和华初的歌手们。主持人是时任淡滨尼

集选区国会议员的马炎庆校友和时任新

传媒电台高级节目总监的冯慧诗校友。

这次演唱会的净收入用在华中和华中国

际学校的教育和建设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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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文化课程10年庆

2015年，高中部于5月9日在学校第

三讲堂举行“双文化10周年庆兼第6届

华中中国通识论坛”，主宾是时任贸工

部兼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毕业自

华初的校友李奕贤。双文化课程在学校

开办10年以来，已经培养超过600名毕

业生，其中有10人获得李显龙杰出双文

化学生奖，22人得总理书籍奖，10人获

得宗乡总会奖学金。华中是到2015年为

止，全国开设双文化课程学校中获得奖

项学生人数最多的学校。

2015年8月6日，学校举行新加坡国

庆金禧庆典，开启一只20年前（1995）

埋下的时间囊，当天也埋下另一个定于

2040年开启的时间囊。

2015年8月8日，华中校园再添两栋

建筑：即庄昇俦大楼和华中董事部大楼。

后者也是华中校友会的办公室和活动场

所。这一天，董事部邀请庄昇俦夫人陈贞

年主持开幕礼。

2015年举行的剑桥高级水准会考成

绩在2016年3月揭晓。2015年的毕业生

交出自2007年直通车课程在学校推出以

来的最好成绩单。

2016年，校友会会长，1982年毕业

庆祝建校95年。2014年3月21日全体师生为母校

呈献大型音乐表演《华中颂》。

 2014年4月26日，巫启贤（左六）在大草场和老朋友们唱新谣。

2015年埋下的时间囊将在2040年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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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黄龙金宣布校友会发起“百人捐百万

贺百年校庆”活动，发动100名会员每人

捐献1万元，筹集100万元，作为校友会给

母校100岁时的献礼。筹集的款项作为奖

学金、助学金颁给学校的同学们，让学弟

妹得到校友们的支持。

亚太青年领袖峰会10年

2016年7月18日，由华中主办的亚太

青年领袖峰会进入第10年，为来自中国、

印度、日本、新加坡等地的年轻领袖提供

就亚洲地区课题交流的平台。10周年的

主宾和主题演讲人是时任教育部长（学

校）黄志明。黄部长在1984年毕业于华

中、1986年毕业于华初。

10年48项世界级比赛冠军

自2006年到2016年，我校在老师和 2016年，教育部代部长黄志明校友和学弟们

在校庆晚宴上合影。

 2017年中学部的五个制服团体合影。   

同学们的努力下，总共赢得了48项世界

级比赛的冠军荣衔。这些比赛主要集中

于数理学科。

2017年11月10日晚上，校友会在华

中文化中心展览厅设宴欢送服务达35

年，任校长14年的潘兆荣博士。当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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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8日到11月3日，配合新加坡主办的紫色行动，钟楼亮紫灯以示对特需群体的支持。

校友彭俊豪在2018年1月出任华中第22任校长。

邀嘉宾还包括两位校友即徐芳达政务部

长和国会议员林伟杰。

这一 年 5 月，学 校 荣 膺 政 府 颁 发

的“公共服务卓越奖”（Public Service 

Premier Award）。这项大奖系颁给在公

共服务领域表现杰出的单位机构。我校

是唯一得此殊荣的学府。

第二位掌校的校友彭俊豪

校 友 彭俊豪 于2 018 年1月出任 第

2 2 任 校 长 。彭 校 长 在19 9 2 毕业于 华

中，1994年毕业于华初，是新加坡教育

部语文特选课程奖学金的得主。掌管母

校之前，他在教育部课程规划与发展司

母语处担任司长。

获得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

到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深造的彭校

长在2018年学校出版的《华讯》第一期

的访问中，针对跨文化的学习提出看法。

他主张除了掌握两种语文，更要深层理解

多种语言背后的哲学。对于即将在2019

年迎来百岁的母校，他期待华中有环球

思维、环球行动同时虚心向全世界汲取

精华（Think global, act global and be 

humble to learn the best from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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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1979年毕业，华初

1981年毕业。曾任无锡

新区国际学校和华中国

际学校校长。现任电视

8频道《星期二特写》 

资料搜集人，参与《星洲

头家2》《钟声响起

时1、2》《浮生街影1、2》

等纪录片的制作。

作者
简介

结语：掌百年之舵  乘风破浪

回首百年，华中经历了社会、政治、

经济和教育制度的变化。在大潮中起起

伏伏，时为浪潮抛高、时为波涛卷低。既

在浪尖上战战兢兢前进，也在浪尖上乘

风前行。无论处在浪尖、浪底都有校友

会、董事部、关心学校和华文教育的社会

贤达及学生家长和学校的领导、老师一

起努力。风云变幻，华中这一条船上的每

一位站稳岗位，在风雨中看准方向，掌百

年之舵，向前航行。华中过去如此、现在

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2018年“24小时静态皮划艇挑战赛”为病患筹得6万余元。

自2012年起每年参与落发行动为患癌儿童募款。

2012年高中部同学到老挝协助当地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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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100年前（1919年）华中师生人数

教职员

校长 

1名
教师

13名
(包括已退职3人）

学历

师范学校/学堂 大学
(包括博士1人)

工业专门学校 公学 英文学校

= 1人

男教师

100%

学生
侨居地

荷属

16%
(15人)

英属外埠

25%
(23人)

英属本坡

59%
(55人)

学生

93名

学生
人数统计

广东

57%
(53人)

福建 

42%
(39人)

三江

1%
(1人)

道南 12 12.9%
育英 8 8.60%
养正 9 9.68%
端蒙 7 7.53%
南溟 2 2.15%
通德 3 3.23%
启发 1 1.08%
应新 5 5.38%
崇正 2 2.15%
爱同 1 1.08%

学生原在学校

原在学校 人数 百分数 原在学校 人数 百分数 原在学校 人数 百分数

启文 2 2.15%
濬灵 1 1.08%
启新 2 2.15%
端本 11 11.83%
育华 1 1.08%
循人 3 3.23%
求真 2 2.15%
强亚 2 2.15%
修齐 1 1.08%
怡保育才 2 2.15%

槟城新华 1 1.08%
育德 1 1.08%
峇眼竟存 1 1.08%
林明中华 1 1.08%
吧双中华 3 3.23%
山口洋中华 1 1.08%
巴城中华 1 1.08%
里洋中华 1 1.08%
国内各学校 5 5.38%
英国学校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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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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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源

：
《

星
嘉

坡
南

洋
华

侨
中

学
校

一
览

》
民

国
八

年
1

2
月

学生

2018年华中高中部和初中部的教职员与学生人数 

校长 

1名
副校长

6名
职员

116名
教师

139名
中学部

212名
高中部

教职员

新加坡公民
和永久居民

2075名
外国学生

152名

高中部

2227名
1145 (男)
1082 (女)

大学本科

3%

博士

47%
硕士

50%

学历

男教师

45%

女教师

55%

性别

新加坡公民
和永久居民

1496名

外国学生

97名

中学部

1593名
全男生

各年级学生

中一

中二

中三

中四

高一

高二

395

391

397

410

1166

1061

431

408

378

376

汇聚

博雅

聚英

启元

各共识联名称和它们的学生人数

英属本坡

59%
(5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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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 Event Year Title Level of Difficulty

Angus Ross 
Prize

2014

2013

2012

2009

2007

Recipient

Recipient

Recipient

Recipient

Recipient

The Angus Ross prize is awarded 
to the best performing non-British 
candidates in the GCE A-level English 
Literature examination. The winning 
scripts are selected from about 
12,000 entries worldwide. Each year, 
a group of senior examiners select 
outstanding responses that display 
maturity of thought and brilliance 
of expression among other criteria. 
These are scripts by candidates 
outside the United Kingdom taking 
the various International A-Level 
English Literature syllabuses, 
examined by the 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s. Since the 
Angus Ross prize was first awarded 
in 1987, 14 HCI students have been 
conferred the award.

16th Asean+ 
Age Group 
Chess 
Championships 
(AAG)

2015 International 
Chess Master

452 youths from 16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is prestigious chess 
competition. A Hwa Chong student 
was conferred Singapore’s first 
individual gold in the open under-20 
division, making him the nation’s 
first junior to obtain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 (IM) title in a decade.

Barcelona 
Dance Award

2010 
(2x)

World Champion 
(Choreography 
and Ethnic Dance)

Each year, the Barcelona Dance 
Award draws participation from 
about 1500 dancers worldwide.

Clean Tech 
Competition

2014

2013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In 2014, out of 340 entries, three 
HCI groups were shortlisted as part 
of the 10 finalists; one of which 
emerged champion.

52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s 
won by HCI Students to date (200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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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ce Grand 
Prix Italia

2012 World Champion Despite facing stiff competition from 
about 1,100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our dancers won the championships 
and also took home the following 
additional awards: Best Ethnic Dance, 
Best Contemporary Piece and Best 
Choreography.

Eurasian 
Schools 
Debating 
Championship

2014 World Champion 24 teams from around the world 
took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and the 
top two teams of the preliminary 
round squared off in the finals. A HCI 
student bagged the Best Speaker 
award and helped Team Singapore 
beat their South African opponents in 
the finals.

60th European 
Music Festival 
for Young 
People

2012 World Champion The festival caters to choir and 
instrumental ensembles in alternate 
years. Each year, the festival draws 
4,000 to 6,000 youth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pit their musical 
talents.

Festival 
of Songs 
Olomouc

2010 Overall Champion A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choral 
competition held in Olomouc, the 
Czech Republic, the 38th Festival of 
Songs saw tough competition from 
106 choirs from 11 countries.

Future 
Problem 
Solving 
Program 
International

2017

2016

2015

Champions in 
the 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 
Education and 
Health category

Champion in 
the 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 
Health category

World Champion-
Senior Division 
Champions in 
the 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 
category

About 250,000 students from 
Australia, Canada, Hong Kong, 
Japan, Korea, Malaysia, New 
Zealand, Russia, the United States 
and Singapore compete in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For 2016, the 
team clinched the overall world 
championship title for all the 
categories at Michigan. 2015’s 
champioship win was accompanied 
by the prestigious E. Paul Torrance 
Beyonder Award which is bestowed 
upon projects that have far excelled 
beyond what is normally expected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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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010

2008

2007

World Champion-
Senior Division 
Champions in 
the Community 
Problem Solving 
category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Overall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and Runner Up

Global 
Talentrepreneur 
Innovation & 
Collaboration 
Business 
Competition

2007 World Champion Held in Taipei between 23 and 
28 July, the competition required 
students to write a comprehensive 
business plan and present their 
ideas before an international panel 
of 15 judges comprising profess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enture 
capitalists.

Harvard-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thematics 
Tournament 
Online 
Competition

2010 World Champion The HMMT is a prestigious annual 
mathematics tournament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organized by  
Harvard and MIT. Every year, the 
tournament sees close to 1,000 
participants from some of the best 
international schools; making it 
one of the largest mathematics 
competitions in the world.

3rd Hi-Tech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2015 World Champion 
(Category C: 
 17 – 35 Years)

Held every three years in Tianjin, 
this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sees more than 300 
participants from over 25 countries. 
The judging panel consists of 16 
adjudicators with professors hailing 
from music conservato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Russia, Holland, 
Germany and China. A Hwa Chong 
student participated in the 3rd Hi-Tech 
International Piano Competition and 
emerged as Champion despite the 
intens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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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t 
Ironman 
Creativity 
Contest

2017

2015

2007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Each year, more than 30 teams from 
countries like Germany, Taiwan, 
Korea and Singapore take part in 
this demanding multi-disciplinary 
competition. Competitors undergo 
72 hours of continuous grueling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fabricate 
an innovative product that requires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teamwork 
and grit. Competing teams are isolated 
and have to utilize their knowledge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Physical Fitness 
skills to excel.  

International 
Biology 
Olympiad

2009 Ranked First and 
Third in the World

Held in Tsukuba Japan (12-19 July 
2009), the IBO 2009 saw 221 
international participants (maximum 
four representatives from each 
country) from 59 countries, including 
traditional powerhouses like China, 
USA, Russia, Japan, South Korea, 
Vietnam,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In 2013, three out of four 
students representing the Singapore 
team were from HCI. In that year, 
Team Singapore was ranked joint-first 
alongside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Regions 
Mathematics 
League

2011

2009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The IRML invites some of the best 
and brightest students worldwide 
to compe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outperforming traditional 
powerhouses from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petition is an 
extension of the American Regions 
Mathematical League (ARML) that 
began in 1976. The ARML annual 
competition attracts exceptionally 
talented US students in Mathematics 
from top schools like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 tak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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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yssey of 
The Mind 
World Finals

2007 World Champion Each year, the highly prestigious 
international creative problem-solving 
competition attracts more than 3,000 
finalists from countries like Australia, 
China, Hong Kong, Japan, Korea, 
Kazakhstan, Germany, Poland, USA, 
and Singapore. To qualify for the 
International Finals, all the finalists 
had to emerge champions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e/country.

Oracle 
ThinkQuest 
Competition

2009 World Champion This global competition challenges 
student teams to develop interactive 
educational portals on topics of 
their choosing and demonstrate 
critical 21st century skills, including 
teamwork,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In 2009, 
the team emerged champion from 
among 955 teams from 83 countries.

Purple Comet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Competition

2014

2010

2009

2007

2006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Competing against established teams 
from top schools and mathematics 
circle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the Thomas Jefferson High School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 
Jose’s Sega Maths Academy and 
Colorado Maths Circle, our students 
have clinched the championships for 
five years. The 2015 team attained a 
perfect score 30 out of 30.

Stanford Global 
Innovation 
Tournament 
(2008)

2008 World Champion Five Hwa Chong Institution students 
and three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the Loudoun County Academy of 
Science in Virginia worked across 
borders and twelve time zones 
to clinch the highly prestigious 
Extreme Collaboration Award in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Global Innovation 
Tournament. More than 61 institutions 
from 14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Global Innovation 
Tourna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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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2016

2017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Organis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he 
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is 
a science research competi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s 
nine through twelve. The event brings 
together about 250 domestic finalists 
and 40 overseas students from 20 
nations to compete for the awards.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ere divided into 
domestic and overseas groups.  

A team of three Hwa Chong Institution 
students were awarded the top prize 
both in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category and the prestigious Young 
Scientist Award for their outstanding 
project. Theirs was the only winning 
group from Singapore.

Organised by The National Taiwan 
Science Education Center, the 2017 
Taiwan International Science Fair (TISF) 
is a science research competition f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rom grades nine 
through twelve. The event brought 
together 497 domestic and 58 overseas 
finalists from 25 nations and territories 
to compete for the awards. 

A team of two Hwa Chong Institution 
students were not HCI students Poon 
Wynne Hsing (16S76) and Van Than 
Thu (16S7B) were not only awarded 
first in the Medicine and Health 
category but also the prestigious 
Young Scientist Award for their 
outstanding project. This was no 
mean feat as their group was the only 
winner from 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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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th World 
Choir Games

2008 World Champion 
(Mixed Category)

In that year, the Games was arguably 
the largest competition in the history 
of choir music, with 71 international 
jurors and about 441 ensembles from 
93 nations taking part. There were 
more than 600 performances in 28 
different categories. The Choir earned 
themselves two Gold Medals in the 
Folklore and Mixed Choir categories.

World Junior 
Wushu 
Championships

2010

2008

World Champion

World Champion

The World Junior Wushu 
Championships is an international 
sporting event organized by the 
International Wushu Federation 
for male and female competitors 
below 18 years of age. In 2010, 
the tournament saw over 700 
participants from more than 40 
countries competing in both the 
Taolu and Sanda competition. A HCI 
student bagged the title once in 
2008 and again in 2010.

World’s 
Scholar’s  
Cup

2014

2012 
(x4)

2011 
(x2)

2010

World Champion

Overall Team 
Championship – 
Senior and Junior 
Divisions

World Champion 
– Individual and 
Team 

Overall Individual 
Champion

The World Scholar’s  Cup is an
annual academic tournament that 
tests participants’ knowledge in a 
plethora of disciplines, ranging from 
the arts to the sci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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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至2016年，华中赢得 
世界级冠军48项

● 安格斯·罗斯奖（2014年、2013年、2012年、2009年、2007年）

● 第16届亚细安国际象棋分龄赛（2015年）

● 巴塞罗那世界舞蹈大赛（2010年x2）

● 清洁能源技术竞赛（2014年、2013年）

● 意大利舞蹈大奖赛（2012年）

● 欧亚校际辩论赛（2014年）

● 第60届欧洲青年音乐节（2012年）

● 国际合唱节（2010年）

● 未来问题解决计划世界赛（2016年、2015年、2014年、2010年、

2008年、2007年）

● 环球天才企业家创新与协作商业竞赛（2007年）

● 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网上数学竞赛（2010年）

● 第三届“海泰杯”国际非职业钢琴比赛（2015年）

● 智慧铁人创意竞赛（2017年、2015年、2007年）

● 国际生物奥林匹克竞赛（2009年）

● 国际分区数学联赛（2011年、2009年）

● 创意思维世界赛（2007年）

● 思维探索网站设计竞赛（2009年）

● 紫彗星国际数学竞赛（2014年、2010年、2009年、2007年、2006年）

● 斯坦福环球创意比赛（2008年）

● 台湾国际科学展览会（2016年）

● 第五届世界合唱团奥林匹克竞赛（2008年）

● 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2010年、2008年）

● 世界学者杯（2014年、2012年x4、2011年x2、2010年）

华中的愿景是成为培育领袖的世界级学府，学校致力于在本地和国际舞台上争取卓越

的表现。在瞬息万变的环球化时代，华中学生自信和乐观地面向世界，发挥自强不息的

华中精神，自我策励，精益求精。在多项国际比赛中，竭尽所能，全力以赴，为国争光、

为校添彩。这是华中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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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地铁站

1949年校园简图

1949年和2019年校园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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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前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对华侨中学的贡献
⊙李秉蘐

1919 年，新加坡南洋华 侨中学创

立。从华侨中学创立至二战前，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以下简称“总商会”）对华

侨中学的形成和发 展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值母校成立100周年之际，总结这段

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支持
与华侨中学的创立

重视文化教育，是华人的优良传统。

尤其是移居海外的华侨，在异国他乡谋求

生计，倘若没有文化知识，就只能干最艰

苦的事业，难以跻身于上流社会，因此海

外华侨十分渴望子弟能接受文化教育。

早期来到新加坡的华侨也是如此，“学

习为了用，一切为群众”就是一句当年耳

熟能详的口号，体现出新加坡华侨对文化

教育的重视。学习文化、做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是当地华侨的普遍追求。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加坡在很长

时期内只有属于华侨的私塾以及现代方

言小学，而无中学，这极大限制了高学历

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不利于华语的普及

和华侨的团结。因此，成立一所南洋华侨

的最高学府，便成为新加坡华侨多年的

夙愿。

这一愿望，终因陈嘉庚先生的积极倡

导以及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等社团的支持

而实现。陈嘉庚曾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他

回乡后的感想：家乡的孩子终日在野外游

荡，没有学习文化，不认识字，长大后只

能依靠体力谋生，生命短促，没有前途。

这一切使陈嘉庚意识到只有重视教育才

能脱贫解困，因此他一生都致力于发展

现代教育事业。当他发现新加坡长期没

有属于华侨的中学教育后，自然就萌生了

筹办华人中学的想法。

然而，发展教育事业需要很多的经

费，办中学尤其如此，如果没有充足的经

费来源，就难以创办并持续发展下去。因

此，在筹办华侨中学这件事上，他采取了

积极向新加坡华人社团寻求支持的策略。

在新加坡众多华人社团中，成立于

19 06年的中华总商会是当时最大的一

个。它是清朝末期洋务运动的海外产物，

是一个半官方的海外派出机构，目的在于

联络海外华侨富商，使之听令于朝廷的

派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总商会

成了海外华人的最高领导机构，肩负着一

切民生事务，所以它自然也就成了陈嘉庚

寻求支持筹办华侨中学的重要对象。

1918年，以陈嘉庚为首的华侨中

学筹办团致函总商会，阐明办校情由，

希望获得支持。同年5月13日总商会的会

议记录对此明确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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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七年五月十三日下午三时，

集议事由列左（戊戌四月初四日）。

一议接南洋中华中学筹办团公启，

要求本会赞成筹办中学，

限三日内回復，否则视为默认等语，

应行开会请议事。

一议本会应办事宜。

本日下午集议，因人数不足，

未能开会，由总理酌稿具复。1

以上文字证明，为筹办华侨中学，陈

嘉庚曾经确实向总商会寻求过支持。总

商会原本打算开会讨论此事，但因人数

不足，未能开会，只好由该会总理“酌稿

具复”。值得注意的是，这份会议记录提

到的学校名称为“南洋中华中学”，如果

记载无误，有可能华侨中学在筹备阶段

原拟名如此，成立时才改称“南洋华侨中

学”，也有可能是开会时书记员的笔误，

孰是孰非，不得而知。另外，总商会总理

回复筹办团的书信内容虽没有记录在这

份档案中，但从后来总商会与华侨中学的

关系来看，当时该会在创校一事上应持的

是赞成态度。新加坡其他华人社团也都

纷纷响应，表示赞成。因此，1919年新加

坡南洋华侨中学得以成立，陈嘉庚担任首

任总理。是年3月21日，学校正式开学：

本校首任总理陈嘉庚先生于一九一

八年倡办华文中学，以利南洋华人子弟升

学，在各帮领袖热烈响应，南洋各属华人

慷慨输将之下，“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

遂于一九一九年三月廿一日正式开学。2

可以说，没有陈嘉庚先生的积极倡

导以及中华总商会和其他社团的大力支

持，华侨中学的创办是难以想象的。

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对华侨中学的资金援助

总商会对华侨中学的贡献，不仅仅体

现在赞成其创办方面，也体现在对它的资

金援助方面。自华侨中学创办后，总商会

就一直在经费上对其进行资助。现存总

商会的会议记录中有多次提到资助华侨

中学的相关事宜。

（一）1919-1920年间的资助

1919年华侨中学总理陈嘉庚致函总

注   

1  中华总商会1918年5月13日第218次会议记录。

2  参见1989年新加坡华侨中学70周年校庆所刻陈嘉庚铜像之铭文。

新加坡华侨中学陈嘉庚先生铜像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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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会，请求先拨款1500元资助办学，此外

今后每月赞助500元。总商会于当年5月6

日下午两点召开职员会议对此进行讨论：

一决议南洋华侨中学校总理陈君嘉庚

等请拨会款乙千五百元以助校费一事，极

表赞同，惟查本会进支各项对除外，约只

剩四千零元，以之抵还四海通银行前借购

业，尚欠乙万五千余元之项，非数年不能完

清，兹以兴学起见，每月准拨五百元，然此

须以会业升租一项藉资挹注，合先具函通

知，俟特别大会通过后，始能实行。众赞成

如议函复该校董并将函登报可也。3

从以上记录可以看出，总商会对于

资助华侨中学一事表示认可。但因自身

经费紧张，总商会未能及时拨款1500元

加以资助。不过，总商会同意今后每月资

助华侨中学500元，以支持其发展教育

事业。可见，即便在经费拮据，尚欠有银

行贷款的艰难环境下，总商会仍然通过

了每月资助华侨中学500元的决议，表明

其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然而，由于经

费困难，这一决议并没有能够马上执行。

据1920年3月7日下午召开的年会会议记

录记载，当年华侨中学再次致函总商会

请按月捐助500元，“经众表决，照前议

案通过，惟须由民国八年7月起算，如数

照交”。4这说明，前次会议决定每月捐

助500元的决议并没有于当年落实，故此

次会议决定按照前次议案仍旧每月捐助

500元，但需补交之前没有兑现的部分，

即从1919年7月算起。

中华总商会1928年12月28日

第407次会议记录。

3   中华总商会1919年5月6日第230次会议记录。

4   中华总商会1920年3月7日第242次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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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28-1929年间的资助

据总商会会议记录记载，1928年华

侨中学因经费困难，致函总商会求助。同

年12月28日下午3点，总商会召开第16届

第18次职员会议对赞助一事进行讨论。

此次会议会董出席者计15人，由会长薛

武院主持。会议讨论结果如下：

一议接本坡华侨中学校公函求助校

费，应请公同议复。刘君登鼎谓华侨中学係

华侨公立最高学府，现在经费困难，亟应照

前补助，每月五佰元。陈君延谦赞成，主席

表决通过。5

可见，在华侨中学经费困难之时，

总商会又再次伸出了援助之手，每月照前

补助其500元办学经费。在当时这是一

笔不菲的费用，总商会也因支付这笔费

用而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当中。1929

年8月2日下午3点，总商会召开的第17届

第8次职员会议便指出，因每月支付华侨

中学500元，每年需支出6000元，给其财

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三、主席报告本会财政，由旧历正月起

至四月底止，其进支两抵外，尚不敷七千余

元，且本会历年所拖欠于银行者亦未能逐

暂归还，兼又担负华侨中学月捐，年须六千

元，更属重大。6

在此次会议上，李金赐宣读了总商

会的财务收支情况，并提出解决财政危

机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提高总商会所属商

铺的租金，二是停止每月对华侨中学的资

助。蔡克谐认为，总商会董事之前对资助

华侨中学一事考虑不周，“设或自己已无

余资，安能再作善举，从前会董通过担任

中学月捐之议案未免有欠检点，且社会之

开支原须有逐年之预算，以便按额支消

耳”。7林金殿对此表示赞同。会议最后决

定，限三星期内再次召开大会讨论每月捐

助华侨中学一事。

同月22日下午4点半，总商会召开了

第17届第9次职员会议。会上，“主席李

君伟南宣布开会，略谓本总商会本年上

半年财政进支预算表业于八月十六日由

财政所董事联合本会会计组开会检查，

并有讨论不敷之数即在于捐助华侨中学

月捐之一项”。8杨缵文“并谓华侨中学

之月捐经阅此进支之预算表，本会自己

经费不彀，实未能再行补助，亦当均由大

会讨论”，9 蔡君克谐表示支持，最后“众

赞成通过”。至此，总商会在资助华侨中

学一段时间后，终因财力不济而不得不

停止了捐助之举。

（三）1932年资助华侨中学的讨论

1932年1月6日，总商会召开特别大

会，主席李俊承在会上再次提出讨论资

助华侨中学的议案：

前期董事会议讨论本会财政问题，因

本会现下财政十分困难，逐月所应津贴本坡

南洋华侨中学之月捐无款可以应付，而四海

5   中华总商会1928年12月28日第407次会议记录。

6   中华总商会1929年8月2日第424次会议记录。

7   中华总商会1929年8月2日第424次会议记录。

8   中华总商会1929年8月22日第426次会议记录。

9   中华总商会1929年8月22日第426次会议记录。原文

记作“杨赞文”，应该为杨缵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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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银行又来函声明准予本会透支之限度，爰

有决议召开特别大会并议交本财政组讨论

议程，敢希共相斟酌，以便定日开会。10

杨缵文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华侨中

学实为吾侨最高教育机构，本会逐月津

贴月捐又系前年大会议决通过在案。今本

会财政困难，无力照付，固应将此情形提

交大会讨论，并将本会财政状况同时向大

会详细报告”。11 最后，决议通过了这一

提议。此外，李振殿在会上提出征收新会

员和增加会员月捐，建议开会讨论，并认

为“倘能通过，不特华侨中学月捐仍可按

月津贴，而本会之财政亦当受益不尠”。12 

这一提议也被采纳，等候下次开会与捐助

华侨中学之事一起讨论。

同月13日，总商会召开第18届第11次

董事会议，对前次大会提出的两个议案

进行了讨论。会上，林庆年、蔡嘉种赞成

增加月捐；而李金赐建议将征收新会员和

增加会员月捐的提案保留，候特别大会解

决后如何再行讨论。陈煦士也认为，“召

开会员特别大会讨论津贴华侨中学月捐

之案在未开会前尚未知情形结果如何，

若先决议增加入会基金及新旧会员之月

捐，恐增加后未能达到财政所缺之数，

则对于中学月捐仍难应付，对于会员方面

反有失信而被诘责。李君金赐所拟将原

提案保留候大会解决后请情形如何再讨

论，本席极表赞同”。13此外，蔡多华也赞

同这一意见。

同年2月2日，总商会举行第18届第

14次董事会议，讨论是否将该会产业割

一份与华侨中学管理或将店租移交中学

收抵月捐。李金赐表示反对，理由主要包

括三点：

（一）本会章程并无割业之规定且第

十二章第二节亦谓如有余力，尽可倡设商

学、商报或商品陈列所；（二）如要割业，

须经本会全体会员皆有签署认可，方合手

续；（三）如有会员一人不予赞成，他日恐

引起法律之纠纷，我董事部应将此要点于

大会时提出报告。14

因为没有章程规定，又担心引起法

律纠纷，这一捐助华侨中学的设想最终没

中华总商会1932年1月6日第474次会议记录。

10  中华总商会1932年1月6日第474次会议记录。

11  中华总商会1932年1月6日第474次会议记录。

12 中华总商会1932年1月6日第474次会议记录。

13 中华总商会1932年1月13日第475次会议记录。

14 中华总商会1932年2月2日第478次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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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获得成功。与此同时，华侨中学因经费

困难问题，接连不断地求助于总商会。无

奈之下，同年11月22日，总商会在第18届

第24次董事会议上决定倘若能收到树胶

公会积欠的租金，即以此资助华侨中学：

会长（李俊承）报告本坡华侨中学校

叠向本席催收本会月捐事。经众讨论，佥

以本会经济困难，铺租收入月又锐减，银

行积欠尤多，实属无法应付，倘树胶公会

积欠租金能得归还，当由此款缴交。15

1932年，总商会多次讨论对华侨中

学的资助，但由于财政拮据，始终没有拿

出一套方案并加以实施。尽管如此，这些

讨论充分表明了总商会对华侨中学经费

问题的关注。

为 从 长 远 角 度 解 决 办 学 经 费 问

题，1936年华侨中学尝试采用有限公司

的方式运行，并且邀请总商会作为公司董

事。总商会于当年10月3日召开第12次董

事会讨论此事：

（一）讨论关于接办华侨中学前期议决

保留案

主席（林庆年）云：华侨中学赞助人大

会函请本会接办一案在本星期二（九月廿

九日）第十一次董事会议，佥以兹事体大，

应从长计划，慎重考虑，决议保留。今日

继续开会讨论，在中学董（事*）部现有改

作有限公（司*）之拟议，若就本会全体董

事加入为中学董事，以有限公司言财政独

立，与本会毫无牵系，则接受似属可能，然

此谨为本席个人意见，提出贡献，有何良善

之办法，请诸君尽量发表云云。

嗣出席各董事各提意见详细讨论，均

认中学为全侨最高学府，教育前途关系綦

重，虽其财政独立，然亦恐本会董事有时兼

顾未遑，若仍分开办理，进行发展，成绩比

较当更可观，应将讨论情形备函具覆。16

最终，南洋华侨中学校以有限公司方

式运行至今，总商会在其中起到了推动作

用。这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真实历

史写照。

三、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对华侨中学的校务援助

除 资 金 援 助 外，总商会 还 广泛 发

动华 侨 参与华 侨中学的 校务活 动。例

如，1926年，华侨中学总理任期届满，新

总理又未选出，校务无人管理，9月24日

侨商林金殿等83人签名致函总商会，请

其派发传单，召集侨众举办华侨中学大

会，讨论修改华侨中学章程、选举董事、

筹集经费、聘任校长、招收新生等事宜：

敬启者，近闻华侨中学校旧总理因任期

届满，已逾多月，不欲继续负责，又闻两次

开会欲选举新总理，因到会人数不足，搁置

未行，以致中学办理负责乏人，校务停滞，

悬而未决。侨等窃念中学为吾侨教育机关，

居最高位置，不忍任其久悬不决，亟应筹商

维持方法，俾校务得以继续进行而力谋发

展，此则不得不赖于未来之新董事，宜有责

任心、实心实力、见义勇为、任劳任怨、不避

艰辛之人士以充任之，然后筹措经费，公聘

15 中华总商会1932年11月22日第496次会议记录。

16  中华总商会1936年10月3日第613次会议记录。

* 事、司：原文并无此二字，恐有遗漏之嫌，特此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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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中华总商会1926年11月27日第348次会议记录。

校长，招致新生，则继续开学指日可期。惟查

中学定章，选举董事则以本坡各小学校正副

总理担任作为标准，或则限于商业事繁不获

实行任务，或则因他事纷劳难以兼顾。若欲

辞职，则定章谨严，难以更改，且现时本坡

小学校林立，分配之法尤恐不过周设更有实

心实力者、有责任心者，如能得有余暇，可以

担任义务，若非小学校正副总理则无中学董

事之位置。前此定章，容有未妥，侨等据此

情由，特具公函谨请贵会速为派发传单，召

集侨众大会，议改章程并选董事，俾校务负

责有人，进行自多顺利，尤请同时将此情由

专函报告旧总理暨諸董事，恳其拨冗蒞会，

共同解决，力助进行，为荷此致：

中华总商会 列位先生钧鉴

民国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具函连署者

林金殿  蔡嘉种   陈受益   吴士基 

梁上笏 曽几生   李春风   张崇崧 

林戊午 薛武院   谢荣西   陈水蚌 

董春波 邱国瓦   陈文屐   林志义 

李天来 卓永钟   洪神扶   施伯谟 

陈景兰 洪高兴   洪宝植   高苍能 

曽景尧 柯鸿渐   谢天福   李丕树 

李振殿  蒋骥甫 黄衍才   庄丕南 

陈期宰  叶玉堆 谦成公司  蒋德九 

陈锡藩  李清垅   朱慈祥   陈大憨 

邱扬阵 陈文确   林雨巖 吕晓岚 

林淑恭  林国和   郑古木   郑古悦 

黄德成  何思观   张顺助   陆寅杰 

许水军 吴胜鹏   陈芳岁   林文田 

蔡多华 陈开国   薛中华   张顺善 

云茂悦 李亮琪   恒利栈   汤祥藩 

张来喜  林义顺   陈先恭   云茂利 

李伟南  梅国良   韩钊准   佘应琳 

林茂已 王水斗 黄有渊 何仲英 

萧保龄  符气浩   林秉祥   刘登鼎 

陈世治 吴熾寰 华侨银行副理

李浩明17

接到侨商的联名书信后，总商会经会

议讨论，决定印发传单，帮助华侨中学召集

在坡华侨，进行相关校务的商讨。以下便

是总商会在同年11月25日印发的召集在坡

华侨参会的传单。18

请议续办

华侨中学校之大会

本总商会现接本坡侨商林君金

殿、蔡君嘉种等八十三名签号盖印公函

（原函发刊各报），请发传单召集侨

众大会。（一）议改中学章程；（二）选

举新任校董；（三）筹备经费；（四）公

聘校长及招生定期开课。其大纲盖如

此。本总商会以中学为各小学之升阶，

关系最为重要，诸侨商好学情殷，联函

请愿，一片热诚，群侨感动，爰订本月廿

七号拜六下午二时敬请侨胞各社团推

举代表及各小学正副总理辱临指教，

解决以上问题，俾得依次进行，大众必

皆欢喜，除登报外，合再传单以闻。

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新嘉坡中华总商会启

在总商会的积极推动下，华侨中学

18  中华总商会1926年11月27日第348次会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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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终于在传单发出后第三日（即11月27

日）下午2点得以顺利举行。到会者计有

38人，公推陈嘉庚为本次会议的主席，对

华侨中学修改校章、选举新董、筹备经

费、公聘校长、招生开课等重要校务进行

了讨论和决议，具体内容如下：

是日为侨商议请议续办华侨中学校之

大会，到会者计三十八人，公举陈君嘉庚

为主席。

一议决侨商林君金殿等八十三人签

名盖印公函请召集侨众大会，讨论修改校

章，选举新董，筹备经费，公聘校长，招生

开课等情。公举陈君嘉庚主席宣布从前经

过事实，校费礼繁，继由众讨论举手解决，

定校董二十四人，就出席者先举七人为筹

备员，再推举十七人合二十四人为新任校

董，以便进行。众赞成并就出席者签捐，以

为之倡，公举列左。

陈君嘉庚、陈君开国、曽君几生、陈君翼

扶、吴君胜鹏、陈君延谦、林君雨岩通过。19

由于有总商会的大力援助，华侨中学

顺利渡过了这次难关，并为今后继续发展

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华侨中学

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颇有渊源。首先，

华侨中学即是在总商会等华人社团的支

持下创立的。其次，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

前，总商会多次在办学经费上援助华侨中

学，帮助其渡过发展难关。即便是在自己

财政最为拮据之时，总商会也尽力在资金

上对华侨中学施以援手。

为解决长期办学经费问题，总商会

还积极推动了华侨中学的公司化运营，

使其能顺利发展至今。最后，总商会还利

用自己在华人社会中的影响力，积极帮助

华侨中学处理一些重要的校务。这些说

明总商会曾对华侨中学的创办和发展作

出重大的贡献。同时，这也说明重视教育

是华人社会的特点。以史为鉴，我们应当 

“饮水思源，不忘初心”，继续把发展教

育事业放在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努力

把华侨中学办得更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

人才，为新加坡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华总商会1926年11月27日第348次会议记录。

19  中华总商会1926年11月27日第348次会议记录。上文

中的陈翼扶，应写作“陈骥扶”，特此说明。

1966年中四乙，1968年

高二A。俄克拉荷马城

市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1989年），厦门大学 

历史系博士（2011年）。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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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远流长  从头说起

华中于1919年3月21日开校，是新加

坡第一所华文中学，当年被誉为南洋最

高学府。南洋一带有志于求学的青年，跋

山涉水，纷纷前来华中深造。他们当中多

数已是20出岁的青年，有自立自主的学习

精神。

华 中 创 校 之 初 ，以 三 年 制 为 中

学。1922年第一届毕业生仅有27名。这

群在华中同窗三年的学生，依恋华中的学

习生活，在校内成立“南天学友会”，作为

毕业以后聚会的组织。

华中老一辈的学长，对“南天”二字

情有独钟。他们将华中的食堂，称为“小

南天”。“猗与华中，南方之强”、“雄立

狮岛，式是炎荒”。炎荒，南方荒野之地

也。南天，在南方荒野之地，谈天说地，

不亦乐乎!

“南天学友会”于1923年正式依法注

册，并改称为“南洋华侨中学校友会”， 

注册日期为1923年9月11日，同时也获得

校方允准，将会所设立在校园内。

学府风波  流离失所

校友会除举办例常的聚会交流外，

也欢送会员到中国各地继续深造，及欢

细说华中校友会
⊙杨有瑞

迎出国校友回返新加坡。

1926年学生要求罢免鲁士毅校长。

校友会因关怀母校而介入纷争，竟与董事

会针锋相对，导致需将会所迁出校园。

这场学府风波，不但打乱了校友会

的阵脚，引来流离失所之灾，也使会员心

灰意冷。校友会几经改组，却始终不成气

候，犹如老牛拉破车。1930年12月28日

召开的第一次改组会员大会，出席者寥寥

无几，是为低潮期。

重振旗鼓  雄风再现

经 历 了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浩 劫 之

后，1946年，在一群热心校友酝酿筹组

下，于章芳林街租下会所，由黄钟国学长

膺任主席，宣布华中校友会恢复活动，并

于1947年依照社团法令重新登记。老一

辈的学长，因而误以为华中校友会成立

于1947年。

校友会自19 4 6年重出江湖以来，

虽 纯 粹 以俱乐 部自居，成 为 会员 消闲

之场所，但仍不失为一站稳文化岗位之

团体。19 5 4年加入为南洋大学团体会

员，并赞助母校贫寒同学助学金。1955

年，校友会参与全星校友会筹赈水灾灾

民。1957年先后举办两次投考南大的补

习班。为发扬爱校精神，校友会于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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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周年校庆日，捐献8000元为母校装置

全校播音设备。

记得华中播音室开始运作时，每当休

息时间便播送悦耳动听的音乐。王文清

老师是当年响当当的男高音，不时在播音

室大展歌喉，唱他拿手的意大利名歌，我

们真是耳福不浅，丰富了学习生活。

戏剧演出  轰动剧坛

1960年，一位在事业上既有成就，

又慷慨大方，被尊称为“龙头大哥”的陈

龙得学长荣任校友会会长。陈会长坐镇

长达22年之久，至1982年才告老卸任。

后辈的华中校友，尊称他为老会长。

老会长出任不久，于1961年将校友

会会所迁至芽茏6巷69-B，将会所布置

为校友聚叙、打麻将的消闲场所。但在麻

将声中，却又大展拳脚，推动戏剧演出。

从1960年至1963年，华中校友会假维多

利亚剧院，前前后后公演五幕历史剧《屈

原》、五幕喜剧《狂欢之夜》及五幕历史

剧《正气歌》。这创举轰动新加坡剧坛，

为华中校友会写下光辉的一页。

领导期间，老会长也带头组织排球

队、乒乓队与足球队，于不同时期出国远

征，令不少学长津津乐道。

19 6 6 年前后，各华文中小学 校友

会都卷入政局漩涡，一一被政府封闭解

散。华中校友会毕竟以“打麻将”闻名，

是唯一未遭过问的校友会。但自1966年

假维多利亚剧院公演五幕剧《阿Q正传》

后，校友会不仅在剧坛上偃旗息鼓，会务

活动也进入冬眠状态。 

沉寂10年之后，1976年 校友会成

立“会务推进委员会”，并将会所迁到

Tyrwhitt Road的福州大厦内；又于1978

年迁至俗称“食街”的慕理街（26B-28B 

Murray Street）。

复苏后的华中校友会，于1977年首

次在会所举办新春团拜会。1979年更打

下巨响的一炮，为庆祝母校华中创立60周

年，在校园内举办“万人宴”。从此，每隔

十年，校友会便在校园内举办“万人宴”

，庆祝校庆成为优良的传统。而且，一次

比一次更加声势浩大，辉煌夺目。

1947年校友会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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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在庆祝母校62周年校庆晚宴

上，校友会发动“华中自主基金”筹款，

以资助母校发展。时任副会长的庄昇俦

学长，慷慨解囊，率先捐献10万元。

重返校园  自建会所

自1926年华中校友会因学府风波

须将会所迁出母校校园以来，学长们一

直盼望有朝一日会所能重返校园。1989

年，时任校友会会长的庄昇俦学长，趁慕

理街的会所租约期满，在获得校方允准

之下，于华中宿舍的餐厅旁设立临时会

所，告别“搓麻将、打扑克牌”的岁月。

与此同时，校友会积极筹募建所基

金。恰好华中初级学院获得政府及各方资

助，拟在华中校园建游泳池大厦。时来运

转，在教育部、华中董事部、社会贤达、华

中、华初校友及校方的支持下，终于实现

愿望，在华中游泳池大厦増建第三层，作

为校友会会所。1991年3月21日，会所迁

入华中校园内的游泳池大厦。

1992年3月21日，华中校友在校园

内，欢欣鼓舞地举行“三庆”，即庆祝母

校校庆、游泳池大厦落成、校友会会所开

幕。当天，也出版图文并茂的纪念特刊。

校友会自我更新，迈入另一崭新的里程。

爱校情怀  名扬四方

1989年是校友会有史以来最繁忙

的岁月。朝乾夕惕，日就月将，莫负好时

光，1月会所迁回校园；3月召集华中、

华初校友会及颐年俱乐部会员，推出华

中Visa Card；筹办华中70周年校庆万人

宴；9月公演五幕历史剧《正气歌》；马不

校友会在1978年至1989年间设在大坡慕理街。

停蹄，10月承办由幸福楼东主郑镜堂学

长赞助“华中晚宴”，筵开80席，为母校

筹募发展基金。“华中晚宴”在庄昇俦会

长以20万元捐款登高一呼带动下，当晚

捐款迅速突破百万元大关。华中校友爱

校情怀，名扬四方。

11月举办由郑良生学长之夫人，著

名舞蹈家廖春慧女士率“香港东南亚舞

蹈团”前来献艺，为校友会筹款。校友会

忙忙碌碌，未曾休息。特地从吉隆坡前

来捐款予母校及校友会的马来西亚华中

校友会会务顾问董伟强学长戏说：“谁教

我们的校训是自强不息！怎能休息？”

活动丰富  多姿多采

自会所建在母校校园后，老中青校友

经常回校探访，参加各种活动；新会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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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高谈阔论，关怀华中之场所。

在会所进行的例常活动计有：星期

天咖啡雅座、华中老校友书法交流班、书

法学习班、合唱团、民歌与艺术歌曲歌唱

班、托儿所、华岭论坛、华岭讲演会、卡

拉OK歌唱班。这些活动，都不乏华中子

弟的出钱出力，辛苦经营。

此外，校友会也不时举办多姿多彩的

活动，计有：旅游团、“歌声与微笑”演唱

会、华中校友团体或个人书画展、华中高

球友谊赛。对外交流活动，计有：世界华

人篮球赛、太极拳观摩会、乒乓赛、参加

各地华中校友会的周年庆典、嘉年华会

等等。

校 友会也邀请 蜚 声国际的华中校

友，例如朱晖、吴诸捷、郁君贻，杨毅为

华中大家庭筹款举办舞蹈及音乐会。

1985年11月9日，由年轻校友组成的

青少团正式成立，共有500多位校友出席

成立大会。

校友会也从1990年11月21日起出版

《华岭》会讯，每年二至三期，至今已出

版了67期。此外，也推出了《华实串串》

（华中华初文艺纪念集，1993年4月出

版）、《华岗依旧》（华中华初校园生活

回忆录，1999年8月29日出版）、《新加

坡华中校友会80周年纪念特刊》（2004

年3月21日出版）、《华中90周年校庆纪

念特刊》（2009年3月21日)、《山岗的脚

印— —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2014

年11月1日出版），以及各种展出与表演的

特刊，不胜枚举。

奠定基础  继往开来

2008年华中校友会理事会进行换届

改选，是自2002年，历时12年以来，最热

闹罕见的一次选举，有51位校友挺身出

任理事，为校友会服务，是振奋人心的好

现象。

王勇诚校友脱颖而出，出任会长，领

导由老中青组成的30人理事会，阵容可

观。五年后，在2013年的常年大会上，王

会长向大会报告华中大家庭面对发展的

挑战：

• 常来校友会活动的会员逐渐老化，

需添置电梯。

• 1992年兴建的华中游泳池大厦及校

友会会所，略显陈旧，各种设施赶不

上时代，不能满足年轻校友的需求。

• 华中国际学校需求殷切，需要增添课

室，才能容纳更多学生。1990年11月出版的《华岭》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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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李喜隆董事长领导之下，由

董事部、华中校友会及华中国际学校三

个单位签订协议，共同发展和管理两座

大楼。饮水思源，庄昇俦学长是当初发起

在游泳池大厦自建校友会所，以及出资最

多的学长，其中一栋建筑物乃命名为“荘

昇俦大楼”，以资纪念；另一栋则取名“华

中董事部大楼”。

两座大楼內设有地下停车场、校友

会会所、餐厅、托儿所、华中国际学校教

室、室内体育中心、董事部会议室等。此

外，并将増设的大剧院兼礼堂，加上先进

设备的展览馆，发展成“华中文化中心”，

自用之外，也开放供社会人士租用，为华

中校园注入浓浓的文化艺术气氛。

2016年，这些规模庞大的计划，不

但一一落实，且都已在运作中。之后，王

勇诚会长卸下重任，黄龙金校友出任会

长，继往开来。

黄龙金会长是1989、1999及2009

年，三次校庆日万人宴的总指挥。1990年

他出任华中校友会理事，是当年理事会中

最年轻的后起之秀。

2019年，华中百年大寿，万人宴席开

1200桌，李显龙总理是主宾；校友会继

续秉承校训“自強不息”的精神，搞得有

声有色，更上一层楼。

194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

广东省潮安县文里乡 

新庄。1960年华中高中

毕业。南洋大学会计一等

荣誉学位，皇家墨尔本

工艺大学财务硕士，英国、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曾担

任国家生产力局财务

主管、恩得生国际会计

公司高级审计员，之后自

立门户经营《杨有瑞会计

公司》。2015年1月1日退

休。著有《敲开会计门》

《所得税、公司法、会计》

《漫谈消费税》等。

作者
简介

1999年《华岗依旧》新书发布会后作者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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蜕变中的华中校友会
⊙华中校友会

华 中 校 友 会 在 1 9 2 3 年 注 册 成

立，1991年在现址筹建游泳池大楼兼当

会所。2003年一度翻新，2013年进行重

建，2015年校友会搬进崭新大楼里的 

会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校友会一度

是老同学们联谊打牌的消闲场所，如今

校友会已经发展成为活动多元化、组织

严谨、循规运作的社团，当中蕴含了许多

各届热心校友会理事及会员们的无私奉

献和努力。除此以外，校友会秘书处众

职员的多年辛劳和付出也不能抹杀。他

们和一群热心且义务工作的校友，顺利

完成多年来大大小小的活动。 

创立校友会的一大宗旨是要联系校

友，集大家的力量一起回馈母校，协助母

2018-2021年度理事会在2018年6月就职典礼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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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发展。创会至今，校友会不忘初心，多年

来都心系母校，多方留意并且寻找机会与

母校合作，出钱出力，支持母校的发展。

校友会在能力范围内尽绵力，鼓励

及激励学弟学妹们向上向善。前校长郑

安仑先生家属、已故庄昇俦学长及前校

长杜辉生先生设立的基金，多年来由校

友会托管。每年通过学校颁发“郑安仑

奖学金”“薛永黍模范生奖”“郑安仑模

范生奖”和“杜辉生书籍奖”等给品学兼

优的母校学弟学妹。

校友会也设有“庄昇俦基金”和“陈

龙得基金”，用于赞助华中子弟从事国

内外社区服务或福利活动，或表彰有文

化、艺术、体育的成就、对发扬中华传统

文化方面有成就的华中子弟。 

校友会如今有2000多位永久会员，

堪称新加坡最大的校友会组织之一。除

了筹办策划常年校庆晚宴、新春团拜等

大型活动之外，各隶属活动小组也不定

期举办各项交流观摩会等，提供多元化

的平台让志同道合的校友们联谊联欢。 

有些小组 历史悠久、口碑佳，吸引

了各方人士。其中不乏非华中/华初毕业

生，如校友的家眷或教职员等。2017年，

校友会经多方考量，修改章程，制定新会

员籍，除了永久会员和准会员籍以外，

也增添普通会员制。这样一来，既可以

照顾及保障永久会员的福利，也可以让

更多年轻校友以普通会员身份加入。另

外，通过准会员制度，校友会可以接纳有

共同志趣的校友直系家属和教职员等。

新会员籍推出后，一年内吸纳新会员达

300多名，校友会的活动受各界欢迎可

见一斑。 

活动范围

截至2018年，校友会有16个活 动

组，每周在 2 8个 班次的固定时间内活

动。有的活动组早在1990年代成立了，

如篮球、乒乓等球类活动。其中，太极拳

也是校友会里的一个大组。

这些小组在行界里也颇有名气。其中

有三项运动是长期开班的，即太极、瑜伽

和回春功。随着时代的变迁，会员背景的

改变，校友新增设了若干球类活动小组，

如羽球、排球、足球和英式女篮等。 

华中校友会篮球队（上图）和乒乓组（下图）都是国内宿将赛界

里的佼佼者，经常南征北伐，战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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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少不了有20年历史的太极组。本组口碑佳，多年来是校友会的亮点之一。 

书法组每周一次齐聚练字。

除了动感大的运动组，校友会有几

个“温文尔雅”的音乐小组，如合唱团、

卡拉OK班和声乐班。近年，更纳入了华

中之声合唱团和校友会管乐队。校友会

的书法也是强项之一，会员不时有佳作参

与各类展出。 

校友会 还不定 期 举 办 种种一次性

活动，如专题演讲、华岭论坛、两年一度

的“华岭美展”等。 

校友会新址建有“华中文化中心”。

中心拥有高规格的展厅、设备齐全的剧

场和一个面积50平米、有专业录音设备

的录音室。热衷艺术的校友和学弟学妹

们可使用这个优质场地，发表他们在书

画文艺事业上的成果。国内各艺文界也

频频与校友会接触，租用华中文化中心

展出作品或作公开演出。华中文化中心

硬体设备素质好，受大众青睐，也算是

华中大家庭对国家艺术发展工作尽一点

绵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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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会会所大楼附设设备完善，高规格的录音室， 

公众人士也可以租用。

瑜伽班（左图）和回春功（右图）是校友会长期开办、广受欢迎的活动。 

刚在2017年成立的足球队是校友会的生力军之一。 

 校友会管乐队2018年成为校友会属下的一个活动小组。

同年8月间在华中文化中心剧场公开演出，甚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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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母校学生在校友

会支持下举办活动，以舞蹈

才艺表演等方式为不同的

公益活动，如骨髓捐赠运动

和包容关怀精神病患者运

动筹款。

新旧争霸赛每年都吸引

许多年轻校友及在籍 

学生参加。

2018年教师节，母校家长会领头筹备聚会招待老师。校友会也参与并赞助部分餐会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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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球队新春聚餐时合影。

宣传与发展

自1990年，校友会每年都出版二

到三期的《华岭》会讯，内容除了介绍、报

道校园及校友会的发展及活动，也充

作一个让爱好写作的校友们投稿发表作

品的园地。截至2018年，《华岭》会讯已出版了67期。 

校友会通过各种管道，广泛地接触

各地和各年龄层的校友，让大家多了解

熟悉校友会的近况。其中包括虚拟空间

的使用，例如脸书（Facebook）、校友会网

页的设置。 

《华岭》原来只有印刷版，每期出版后

邮寄给各会员。近年，随着科技发展，校友

会也与时并进，运作数码化。校友会开设

了专属网站，《华岭》也推出了电子版，上

载到校友会网站，方便会员们随时查阅。

校友会网页www.hcalumni.sg随机

更新内容及功能。2018年，网页上增设在

线申请入会和缴费的功能，以方便在世界

各地的校友和校友会接轨。 

除了网页，校友会有脸书和Instagram

专页，通过这些平台发放校友会信息、上

载活动照片等。

近年来，校友会和母校的互动形式

和范围也较以往大且广。我们和家长会

合作筹办教师节庆祝活动、中秋节庆祝

会等，也协助在籍学生组织和社会服务

相关的学习项目等等。除了高中/初中家

长会，校友会也成功地和华中大家庭的

其他相关团体，包括华初校友会、颐年俱

乐部等互动合作。 

校友会要有生力军，青少团因此在校

友会框架下成立了。它汇集刚毕业，35岁

以下的华中华初校友。这批年轻团友每

年举办“新旧争霸赛”，和在籍的学弟学

妹们在多项体育活动上友情较量，为校

友会注入活力。

校友会在此呼吁并且欢迎华中、华初

及华中国际学校的校友们，多和校友会联

系！校友会期待更多华中大家庭的成员与

我们共庆母校的百年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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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校友会历任会长

姓名	 	 任期

黄钟国  1947

陈焕居  1948

吴赝宜 1949-1951

王吉德 1952-1953

李文炯 1954-1955

陈龙得 1956

黄桂森 1957-1959

陈龙得 1960-1982

王声泽 1982-1985

庄昇俦 1986-1996

杨有瑞 1996-1998

吴定基 1998-2002

黄世荣 2002-2008

王勇诚 2008-2016

黄龙金 2016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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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Graduating	Year/Class	 Term	of	Office
姓名	 毕业年度/班级	 任期

Dr Liew Kian Heng 柳健兴博士 1974/75 ET1 1985（Founding 
President 创会会长）

Mr How Kok Koon 侯国钧 1975/76 ES6 1986

Mr Koh Kim Huat 许金发 1976/77 ES4 1987-1988

Mr Chay Choon Kit Gavin 谢俊杰 1975/76 ET4 1989

Mr Simon Eng 翁华宇 1976/77 CT5 1990-1993

Mr Koh Peng Chong 许炳聪 1981/82 S32 1994-1996

Mr Koh Kim Huat 许金发 1976/77 ES4 1997-1998

BG Yam Ah Mee 杨雅镁准将 1974/75 ET1 1999-2001

Mr Lim Boh Chuan 林谋铨 1976/77 EC3 2002-2004

Mr Ng Ooi Hooi 黄蔚菲 1977/78 ET2 2005-2008

Dr Loh Poey-Ling 罗佩玲医生 1978/79 CS9 2009-2012

Mr Lin Weiliang 林蔚良 1974/75 ET1 2013-2015

Mr Andrew Lau 刘步青 1983/84 S64 2016-2017

Ms Kweh Leng Kiam 郭龙琴 1984/85 C15 2018-February 2019

Mr Ronald Tay Boon Hwee 郑文辉 1985/86 S25 March 2019-present

华初校友会历任会长
Presidents of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lumni – Past and Pres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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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胡文虎与“华中校门事件”
谈起
⊙沈仪婷

胡文虎先生祖 籍中国福建 永定客

家人，19世纪80年代出生于英属缅甸仰

光。胡先生与其胞弟文豹于20世纪10至

20年代重振其父创办的永安堂，并推出

后来家喻户晓的虎标万金油等药品。由

于业务发展所需，胡先生于1926年正式

将永安堂总制药厂从缅甸仰光迁至新加

坡——当时的南洋总汇。

1928年，胡先生被推举为华侨中学

董事会主席。虽然前后仅有短短两年，但

是他的慷慨乐施、热心教育，却为人津津

乐道。在历任闽帮的主席中，胡先生可说

是少数的客家人，且是个初来乍到的“新

客”，能脱颖而出被委以重任，在当时的

华侨社群中可谓罕见。

胡先生非常看重华侨中学的硬体设

施，在其任内，他除了斥资叻币七八万

建筑虎豹楼作为学生宿舍，还在虎豹楼

前兴建足球场，并修筑了校门和环校马

路。除了虎标永安堂药业，胡先生于1929

年创办了《星洲日报》（星系报业的首家

报社），推广文化事业，在其报上也刊登

了不少华中的消息。

为什么胡先生任华中董事长不到两

1938年秋天， 胡文虎任华中总理，每月捐百元作为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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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卸任？人们几乎对这段被称为“华中

校门事件”的往事失忆了。这段发生于上

世纪20至30年代的轶事也是两位华中前

董事长暨华社领袖陈胡交恶的导火线。

华中在战 前的新加 坡 乃至于南洋 

（相当于今天的东南亚地区）已是数一

数二的“华侨”中学，即由华侨集资建成

的学校。那时的华中占地广，但是却没有

校门，于是胡先生决定捐献叻币约2000

元加建校门。校门建好后，他在校门的右

柱上还署名“胡文虎胡文豹捐资建筑”。

此举引起了闽帮理事们的反弹，他们恐怕

会引起误解，让人们以为整所学校都是由

胡氏兄弟所捐建的。作为闽帮的领袖，陈

嘉庚在报章上指责胡文虎，并召集所有华

中的赞助人开特别会议讨论此事。当天

有200多人聚集在中华总商会大礼堂。次

日，这几个字便从校门去掉了。双方后来

还闹上法庭，有关新闻在网络不发达的

1930年代几乎天天见报，可说是当时轰

动华社的大事。

“华中校门事件”最终以胡先生辞职

收场，后来两人的官司也在双方亲友劝解

后而不了了之。与其说这是新加坡闽帮与

客帮领导权之争，不如说是势如水火的两

人在商业上的竞争较劲，以及两种不同的

处事风格间的摩擦。本来陈胡两位华社

领袖属于不同帮群，代表着不同群体利

益，再加上两人迥异的性格特质与处事风

格，起矛盾冲突在所难免。更何况，当时

有人在陈身旁煽风点火，而胡气焰盛又

不服输，且想借着与陈的矛盾而“引人注

目”，趁机为自己的虎标万金油打广告。

抗日战争期间，为救国赈灾，陈嘉

庚先生领导海外华侨组织了“南洋华侨

筹赈总会”。同时，胡文虎也通过其领导

的“南洋客属总会”在南洋各地积极筹款

赈灾。陈胡的抗日救国“竞赛”为祖国的

抗日作出巨大贡献，是历史不能遗忘的。

然而，人们似乎也忘了，陈胡二老在

抗日战争胜利后已经冰释前嫌。首先，

陈创办的《南洋商报》曾刊出一篇题为

《为胡文虎请命》的社论，而使得英殖民

地政府宣布解除对胡行动自由的禁令，

间接为胡平反（因有传言胡在抗战期间

与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合作）。再来，两位

华社领袖更团结南洋华侨，计划共同推

进中国福建侨乡经济发展。遗憾的是，由

胡带头领导的“福建经济建设股份有限

公司”最终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否决了。纵

然如此，陈胡两人愿意放下前嫌，为振兴

祖国而团结海外华侨一事，在当时的南洋

传为佳话。

人非完人，但陈胡两老都是值得后人

学习的榜样——陈嘉庚先生一生毁家兴

学为厦大集美而倾尽家财，胡文虎先生

一生慷慨好施为教育公益而献上万金；两

人皆是“自强不息”、“己欲立而立人，己

欲达而达人”，以及“饮水思源”的楷模！

马来西亚柔佛新山人。

国立台湾大学中文系

文学士、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文系哲学博士。

现华中高中部双文化

课程中国通识讲师。 

著有《谱写虎标传奇：

胡文虎及其创业文化

史》（2014年）。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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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以下简称华

中）百年史上，曾经荣幸邀请到一批批各

国知名人士到学校参观、访问，发表演

说。华中成立之初的1920年12月5日，就

曾接待过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

楷模”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在华中

发表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

（以下简称《演说词》），被誉为“蔡元培

教育名篇”，在中国和新加坡教育史上都

影响深远，至今仍具启迪和借鉴意义。

蔡元培顺访南洋华侨中学

蔡元培访问华中，机缘在于1920年

11月他受中国北洋政府委派，前往欧美

考察大学教育，途经新加坡。1917年1月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秉持“兼

容并包、思想自由”办学方针，使北大崛

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但1919

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北洋政府认为学

生运动与北大提倡新思想有关，蔡元培

于5月8日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

的宣言》，愤而辞职，表示“我绝对不能

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后经北京各校

罢课请愿力促政府迎还，蔡元培于9月

惊鸿掠影
——蔡元培访问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梁勇

12日重进北大执掌校政。但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1920年3月北京大学录取王

兰、邓春兰等九位女性入学，开创中国大

学男女同校的先例，却引发张作霖、曹锟

的不满，为缓和蔡元培与北洋政府间的

矛盾，经李石曾的斡旋，1以北京大学校

长的身分由政府公派赴欧美考察大学教

育及学术研究。2蔡元培于11月24日乘法

国“高尔地埃”（cordilLere）号轮船自上

海出发，1920年12月5日航行到新加坡，

遂有这次华中之行，对此《星嘉坡南洋华

侨中学校周刊》做了详细报道：

“本月初五日蔡孓民先生偕陈大齐、

张崧年、徐彦之、刘清扬、王新亚、 

李光宇、夏循垍、刘运筹、陶尚剑诸君，乘

法船高尔地埃，于清晨七时抵驻本坡。端

蒙学校校长沈朝阳先生、道南学校校长形

延祖先生及本校涂校长，均同时赴船埠迎

接，晤蔡先生略淡，遂知该船于本日下午四

时，即须启碇，于是将其欲办各事，一一商

定而接次行之。兹将是日经过各事列下；

八时至九时，至林君义顺店中小坐，晤各商

家。十时至十一时，游本坡风景佳处。十二

时至本校午膳（素食）。时参观本校，并与

注   

1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七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页322。

2   蔡元培在出发前，于1920年10月20日在《北大话别会演说词》中详细介绍了这次考察的目的。见《蔡元培全集》第三

卷，页45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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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作十分钟谈话（所谈之话另录）。一时

三十分，赴道南、端蒙、启发、中学四校欢迎

会。会场假道校食堂。本校童子军十五人，

及道南童子军五人，任维持秩序、招待来宾

之责。道南教员夏应佛君、养正教员陈安仁

君任记录。布置即定，本校校长涂先生略

为介绍，蔡先生遂登坛演讲约一时二十分

乃止(其演词另录)。听者均鼓掌不已。其中

对于健全人格，及女子须受同等之教育，尤

为注意焉。三时茶会。三时三十分摄影。四

时船乃启碇，送者约三十余人。是日经过各

事，均能照预定者行之。蔡先生在本校参

观时，语多称赞，见校中校训‘明智力学爱国

乐群’八字，似有深感，随书‘乐群’二字以赠

本校。吉隆坡尊孔学校长周君南君，系其高

足，此次因病未能来叨欢迎。蔡先生询问之

余，亦行赠四字。” 3  

据此可知，蔡元培访问华中，实为旋

风式的顺访。上午7点抵港，华中首任校

长涂开舆等偕端蒙、道南等校校长前往

迎接。蔡元培先去访问林义顺，林既是

华社领袖，也是接任陈嘉庚的华中董事

长；接着游览新加坡。午餐后蔡元培访问

尼文路的南洋华侨中学，在道南、端蒙、

启发、中学四校欢迎会上发表《在新加坡

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然后下午4点启

航。在新加坡总计逗留九个小时。

为什么刚成立一年多的南洋华侨中

学，能够邀请到蔡元培这样的学界巨擘

来发表演讲？

首先是鉴于华侨中学在南洋地区的

特殊地位。华中是南来华侨自力更生在

南洋创办的第一所华文中学，陈嘉庚在创

立华中时，高屋建瓴地打破地缘畛域，

将学校定名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在《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中指

出：“新加坡为南洋孔道，英荷各埠，航

路交通，所有父兄伯叔，亲戚朋友，商务

关系，耳目最周，经费既无虑浩繁，寄托

亦有抚任……”4 华中向包括英殖民地马

来亚联邦和海峡三州府、缅甸、荷兰殖民

地印度尼西亚群岛、法属中南半岛的安南

和暹逻王国等地的所有南洋学子张开怀

抱。华中不仅是华风远被的南洋华文教

育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本区域启智兴邦的

华文教育最高学府。蔡元培在访问时与华

中同学促膝交谈，对华中学子在南洋经济

社会等领域即将发挥的重要影响，给予

高度期许：“诸位是南洋青年的中心点。

那样叫做中心点呢？就是责任最重大，

人人都拿你来做模范，做中心归束点。你

好，人家也跟你来做好；你坏，人家也跟

你去做坏。你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好坏

有莫大的关系。比方南京学校的中心点，

就是高等师范；北京学校的中心点，就是

北京大学；而南洋学校的中心点，自然是

南洋华侨中学。”5 蔡元培将华中与北京

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后更名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的前身）并列，由此可窥见华

中在南洋华社的位置。 

其次，晚清以降至民国，中国越来越

注重侨务。清光绪三年（1877年）开始遣

洋出国，外派使臣，途经新加坡时都会登

3 《星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周刊》，1920年12月11日，后又被《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1月7日）转引。

4   <实行筹办南洋华侨中学之通告>，《振南日报》，1918年6月8日。

5   蔡元培<过新加坡时的讲话>，《蔡元培全集》（第三卷），页479-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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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访问。6 而且中国政府对华侨教育问题

越来越重视，到南洋视学者不绝于缕。

在华中成立前的1917年5月，蔡元培的学

生——著名教育家黄炎培受北洋政府教

育部的委托前来南洋视查，并与陈嘉庚先

生结缘。7华侨中学作为侨校，是中华民

国国家教育体制的海外延伸，其招生简

章明确，“一切学科悉照（中国）部章规

定为专门教育之预备，限四年毕业。”蔡

元培作为中国杏坛领袖，途经新加坡时

访问当时南洋最高学府，也属情理中事。

另外，蔡元培与当时华中的创办团

队及校长也多有私谊。蔡元培与陈嘉庚

都是“教育救国论”的积极倡导与力行

者，1920年陈嘉庚拟建厦门大学，特意

邀请蔡元培作为创办厦大筹备委员会委

员。陈嘉庚返回厦门后华中继任董事主

席林义顺与蔡元培同为国民党元老。前

来迎接蔡元培的华中首任校长涂开舆是

黄炎培推荐而来，黄炎培与蔡元培既是师

生，又是“教育救国”的生死道义之交，

而涂开舆则是被蔡元培赞誉为“最有希

望之团体”的少年中国学会的骨干会员，

与蔡亦有往来。蔡元培本来性格就“和

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所以尽管

没有充分准备，但还是应邀发表了这篇

热情洋溢的《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

说词》，谆谆教诲，嘉惠南洋莘莘学子。

《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演说词》的解读

蔡元培《在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

说词》于1920年12月以《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发表在《教育杂志》第13期第一

号。这篇演说词的主要内容包括普通教

育和职业教育、人格教育与女性教育等

三部分。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是这篇演说词

的基轴，《教育杂志》以《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命名这次演讲。蔡元培之所以

以此为演讲主旨，在演讲开头就予以说

明：“在座诸君，大半是学界中人，因此

可知这里的学校多了。我今天就把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说一说。刚才从中学校

来，知道中学内有商科一班，这却是职业

教育的性质，不在普通小学校或中学校

的普通教育范围以内。”原来，华中1919

年3月创校后，先开办普通科；1920年在

普通科的基础上又开设商科。普通科修

读四年 毕业，商 科 需 先习普 通课 一年 

（后改为二年）后，再入商科二年毕业。

华中在普通教育中兴办商科（职业教育），

与当时中国和南洋华人“教育救国”和 

“实业兴国”的思潮密切关联，职业教育

被视为富国强兵、振兴经济和提振民生

的重要举措。1912年2月蔡元培率先揭橥 

“实利主义教育”思想，为中国现代职业

教育奠定基石。1917年黄炎培继起，把 

“实利主义教育”改为“职业教育”，建议

在高等小学、中学分设职业科，在上海发

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陈嘉庚也提出 

“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 

“教育不振则实业不振”的主张。华中校

长涂开舆原为南京暨南学校的学监兼教

员，经黄炎培推荐前来新加坡，深受黄炎

6   柯木林、林孝胜：<晚清海外笔记中有关新加坡的记载>，载《新华历史与人物研究》（新加坡：南洋学会，1986），

页191-197。　

7   黄炎培：《陈嘉庚毁家兴学记》，《东方杂志》，1919年1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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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影响。陈嘉庚主张学校设置学科和教学

内容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培养社会需

要的人才，所有才会在华中开设商科。 

身为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蔡元培认

为兴办“有用之学”必须要解决两个方面

的问题，“一方为人计，曰以供青年谋生之

所急也；一方为事计，曰以供社会分业之

所需也。”职业教育作为“有用之学”，既

要解决人民生计的问题，解决社会经济发

展问题。

蔡元培在这篇演讲稿中，一方面认为

在南洋倡办商科是必须的：“这里（新加

坡）有了小学，渐觉中学的不可少。办了普

通教育，又觉职业教育的不可少。南洋是

富于实业的地方，我们华侨初到这里的，

大多数从工事人手以创造家业。不过发大

财成大功的，都从商务上得来。商业在南

洋，的确很应当注意的，这里的中学，

就应社会的需要，而先办商科。”另一方

面，他认为南洋仅发展商科是不够的，还

应该促进科学发展，推广农业、工业等职

业教育。“照现在的社会看来，商务的发

达，可算到极点了，以后能否保持现状，

或更有所进步，这都不能有把握。万一退

步起来，那么，急须从根本上补救。像研

究农业和开工厂等，都足为经商的后盾，

使商务的基础，十分稳固，便不愁不能发

展。故学生中有天性近农近工的，不妨分

头去研究，切不可都走一条路。”

此外，蔡元培还认为，职业教育要得

到长足发展，必须先从普通教育抓起。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显有分别：职业

教育好像一所房子，内分教室、寝室等，

各有用处；普通教育则像一所房屋的地

基，有了地基，便可把楼台亭阁等建筑起

来。要起盖房子时, 必将先求地基坚实, 

若起初不留意, 等到高星将成, 才发现地

基不稳, 才想设法补救, 已经来不及了。”

在他看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质不

同类，各自独立又相互影响：普通教育

是打基础的，职业教育是分专业讲技能

的。职业训练能够加强学生的就业能力, 

但这不等于也不能代替学生基本能力的

培养。重要的是把基础打好, 使学生日后

能够接受专业训练。普通教育和职业教

育的关系在世界教育史上关系复杂，无

论华中在普通教育中融入职业教育，还

是蔡元培提出的发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

通教育为基础，都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的发展提供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蔡元培在演讲中也用较大篇幅谈到

人格教育问题。人格教育是蔡元培用毕

身的精力去探索和实践的主题。他认为

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

变得“有用”，更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

人格, 发展共和的精神。“教育是帮助被

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

他的人格。”蔡元培的“健全人格”的内

涵是：学校只有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

等四个方面“一无偏枯, 才可教练得儿童

有健全的人格”，使受教育者在德与智、

身与心、体与能诸方面全面协调发展，

才能培养塑造新一代人健康人格，实现

强民富国。在他看来，人格“四育”中，体

育居和谐人格之首，智育为和谐人格之基

本, 德育是和谐人格之中坚，美育能自由

发展个性。

如何才能实现人格教育呢？蔡元培

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学校教育注重学生

健全的人格，故处处要使学生自动。”人

格“四育”必须以学生为中心，从受教育

者本体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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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教学需要从人性的特点出发，遵

循学生的认知规律：“最好叫学生以己意

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雕刻的，

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像儿

童本喜自由游戏，有些人却去教他们很

繁难的舞蹈，儿童本喜自由嬉唱，现在的

学校内，却多照日本式用234567等，填

了谱，不管有无意义，教儿童去唱。这样

完全和儿童的天真天籁相反。”其次老师

要善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学

会探索性学习。“最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

兴味，做教员的，不可一句一句，或一字

一字的，都讲给学生听。最好使学生自己

去研究，教员不讲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

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

他。”“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

自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

再次，学生要自觉开启自己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学生方面，也应自

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

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

自助才好。”蔡元培“人格教育”对当下

世界教育依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无

论是宏观的“全人教育”、“素质教育”

和“21世纪复合型人才培养”，还是微观

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都不难找到与“人

格教育”一脉相承或异曲同工的因素，由

此也可以窥见其教育思想的前瞻性。

蔡元培在演讲中也呼吁倡办女子中

学。蔡元培是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1902

年冬天，以他为会长的中国教育会开办 

“以教育女子，增进其普通知识，激发其

权利义务之观念为宗旨”的爱国女学，

争取女子受教育权利，最终实现男女平

权。1912年在他的主持下北洋教育部颁

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宣布女子享有

同男子一样受教育的权利，初等小学可以

男女同校。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首开女

禁，实行男女同校。新加坡早在19世纪上

半叶就出现教会创办的女子学校，1844

年殖民政府也设立莱佛士女校，20世纪

初，华文女子教育开始出现，先后涌现出

中华女子学校、南洋女校、崇福女校、南

华女校等，但是华文女子中学却发展滞

后。由于南洋华侨中学定位为男校，所以

蔡元培振臂高呼：“这里的学校，固已不

少，但可惜还没有女子中学。刚才在中学

时，涂先生也曾提及这一层。我想男女都

可教育的，况照现在的世界看来，凡男子

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不过我国男女

的界限素严，今年内地各校要试办男女

合校时，有许多人反对。若果真大众都以

为非分校不可，那就另办一所女子中学

也行。若经济问题上，不能另办时，我看

也可男女合校的。”

正是得益于包括蔡元培等人的奔走

呼号，1930年南洋女学改名“南洋女子

中学校”，新加坡才出现女子中学。 

作为中国教育界的卓然宗师，蔡元

培访问华中，尽管来去匆匆，惊鸿掠影，

但是他对华中师生的教诲与期待，不啻

影响一代南洋学子，惠及杏林。在演讲中

他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精辟分析、

对人格教育的湛深解读，对女子教育的

振臂高呼，内容博大，目光前瞻，已沉淀

为华中宝贵的精神财富，泽被杏林。

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

博士，2007年入职华中

高中部，现任华中高中

部“中国通识”课程教

育咨询。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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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南洋风格绘画形式语言
的探索看华中100年美术
教育的发展道路
⊙林保德

前言

回顾20世纪的东南亚美术发展史，

南洋风格绘画（Nanyang Style）以及南

洋画家的艺术探索历程，对新加坡绘画

形式语言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对南洋

美术专科学校（Nanyang Academy of 

Fine Arts）以及南洋华侨中学的美术教

育形式的研究有重要历史意义。

新加坡早期的美术发展深受亚洲政

治及社会局势的影响，由于上世纪初中国

局势动荡，部分中国沿海城市的百姓，

为了理想与生存而到南洋（Nanyang）谋

生，1 在南洋的土地上扎根，开始了其曲折

坎坷的奋斗历程，其中包括许多刻苦耐

劳，省吃俭用的移民，在南洋经商致富，

并想通过教育事业来改变南洋华侨的

生活。新加坡华社领袖陈嘉庚（Tan Kah 

Kee）先生就是热心文教事业，并创办华

侨中学，此中学的设立，对新加坡早期美

术事业的发展影响深远。

华 侨中学于2019年庆祝10 0年 校

庆，长达一个世纪的历史轨迹在推动南

洋绘画以及新加坡美术的发展过程扮演

重要角色。因此从南洋美术教育来探讨

华中美术教育，在回顾与展望新加坡美

术教育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南洋画家与华中的历史渊源 

值得关 注的是陈嘉庚 热衷教育 事

业，和当时在厦门美术专科学校以及后

来在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的成立有

重要的历史渊源，并对往后南洋美术教

育的探索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913年厦

门美术家王逸云留学从日本京都学成回

返厦门后于1918年在黄厝宫开办厦门绘

画学院，1929年厦门绘画学院与厦门美

术学校合并为厦门美术专门学校（Xia-

men Academy of Fine Arts）。1918年

至1938年厦门美专在短短20年间，为东

南亚现代美术史的探索留下重要的历史

篇章，并对南洋美术教育的发展构建重

注

1  早期南洋正处于欧洲殖民统治，欧洲资本家为了在远东获取廉价劳动力及原产品供应，在东南亚殖民及输入劳工，源

自印度及中国大陆的劳工市场正满足东南亚殖民地政府的现实需求，因此到南洋谋生形成中国沿海居民往外求存的

重要途径。对当时“赴南洋”的艺术家来说，到南洋谋生是其艺术生涯的延伸，并在南洋的土地扎根后开始其曲折坎

坷的艺术创作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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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基础框架。值得关注的是，厦门美

术家林学大参与了创办厦门美专的历史

际遇，提供了往后其对南洋美专办校的

重要认知。当时厦门美术家林学大任教于

厦门美专，感慨于动乱中厦门美术事业发

展的残酷现实，向陈嘉庚提出创设美术

教育书院的概念，在《厦门美术专门学校

十周年纪念特刊》发表：《拟致陈嘉庚先

生建议创设美术院书》2 一文，建议设立

全能的美术书院。但1937年“七七卢沟桥

事件”（Lugouqiao Incident）爆发后，战

争局势的发展导致厦门美专停课而告终

结，为避离战祸林学大南下新加坡，林学

大怀着对美术教育的理想与抱负来到南

洋，在新加坡开始其艰辛坎坷的南洋美

术教育之路。同陈嘉庚次子陈厥祥（Tan 

See Siang，1900-1965）与集美校友谈

及创办教育事业，众人之意筹办美专为

星洲发展美育，因此南洋美术专科学校

在1938年正式成立。3 而厦门美专之办学

宗旨及精神思想，也伴随林学大赴南洋而

延伸至新加坡，并孕育南洋绘画形式语言

发展的重要属性。

1930年代美专创办初期经济拮据，

画家生活清苦只支取微薄待遇，却为追

求南洋绘画语言发展道路之宏愿而艰

苦奋斗，此时林学大为解决美专经济困

境，劳碌奔波于华中及南中授课，以其微

2  林学大撰文《拟致陈嘉庚先生建议创设美术院书》，刊载于《厦门美术专门学校十周年纪念特刊》，厦门：厦门美术专

门学校出版，1993年，第8页。

3  林学大撰文《本校创办经过的回忆》，刊载于《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念特刊》，新加坡：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复办纪

念刊编辑委员会出版，1946年，第7页。 

4  林学大为解决美专经济困境，劳碌奔波于南洋华侨中学（Chinese High School）及南洋女中（Nanyang Girls’ 

School）授课，以其兼职所得微薄薪水津贴美专日常开销。参见刘爱玲著（Aileen T. Lau），吴毅慧（Goh Ngee Hui）

译《艺术教育与新经济——南洋艺术学院1938-2008年》（Arts Education and the New Economy Nafa 1938-

2008），第一章《辗转来时路》（Inspired Beginnings），Published by Singapore : Suntree Media Pte Ltd ，2009

年11月，第16页。

薄收入津贴美专日常开支。4 然而，艰苦

的社会现实并未影响林学大及南洋画家

对南洋绘画形式语言的探索，在此时期，

南洋画家钟泗滨（Chong Soo Pieng）、

陈文希（Chen Wen His）、陈宗瑞（Chen 

Chong Swee）、刘抗（Liu Kang）等都

曾经在华中授课或者参与华中的交流活

动，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美术思潮的探

索中，为华中的美术教育构建了重要的文

化氛围。

创造性思维与传统文化的互动

华中于1979年被授予特选中学以及

1987年被授予自主学校的使命，并在教育

部的协助下开始推行改制课程，以及加入

各个强化课程，此改革提供了艺术教育发

展的新平台，让艺术的教导与学习在创造

性思维的探索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华中在其创造性思维的教学课程，

构建了其独特的文化语境，对美术教育

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在人文特选课程

（HP）、语文特选课程（LEP）、数学与

科学特 选课程（SMTP）、双文化课程

（BSP）、未来学校（Future School）、课

外活动（CCAs）等孕育了重要的创造性

学习空间。其中，美术特选课程（AEP）构

建了重要的强化美术课程的指标，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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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让具有艺术倾向的学生考虑选修

的美术深广课程。强化美术课程是中学

高年级的课程。修读强化美术课程让学

生接触不同媒介的美术形式、创意过程

和创意领域的作业方式。学生也有机会

深入了解和加强他们所选择的美术形式

方面的技能，此课程提供了创造性思维探

索的新平台。值得研究的是，在创造性思

维教学中，华中在其中学部的学术活动中

构建了重要的四个共识联主题元素，分别

是：汇聚（Aphelio），博雅（ProEd），启

元（Ortus）以及聚英（Spark）。此主题

元素提供了创意教育发展的重要氛围，

让学生在创造性思维的探索构建互动学

习的氛围，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考空间，让

学生在当代的科技发展中体验传统的哲

学观念，同时培养个人的社会价值观。这

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熏陶，也是创造性思维

发展的形式诉求。

华中在美术教育的
理想与社会现实

华中历经100周年的发展语境，促进

了新加坡本土美术教育与社会交流的文

化氛围，发展了基础美术教育形式语言探

索的重要平台。由于华中在历史上以及地

域上是移民画家教与交流的交汇点，此优

越的历史背景孕育了其独特的文化交流

平台。这也是美专创办人林学大校长当

时在南洋美专创办初期对南洋美术教育

所提出的重要教学纲领。因此，艺术交流

确实是华中一贯所拥有的得天独厚的文

化氛围，这也孕育了华中在培养新加坡

艺术家的重要摇篮。然而，对文化交流的

理想以及现实，华中在当前经济、科技、

社会等现实形态的演变中，教育与发展

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全球化的步伐中

面对社会转型、生活以及运作成本高的

开放以来，设计新颕、宽敞明亮的华中文化中心展览厅经常举办书画展。（照片由庄绍平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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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华中在文教界，董

事会以及校友的共同奋斗下，构建了华中

文化中心，解决了展览厅、音乐及剧院的

场地问题，为华中学生以及本土艺术工

作者创建了理想的艺术殿堂。这是很多

新加坡艺术家以及学校艺术工作者长期

以来对艺术空间所期盼的现实诉求。新

加坡美术界长期以来在展览场地、租金

所面对的问题。在国内外交流中，以及在

知识型社会中面对学术研究与发展的挑

战。但华中在文教事业发展及多元性的

艺术活动是有目共睹的。

对于华中的发展以及回顾与发展，

美术界前辈与同仁诠释了不同的观点：新

加坡美术总会顾问，以及华中董事会副主

席、校友庄绍平先生（Mr. Chuang Shaw 

Peng）认为华中文化事业经历了艰辛坎

坷的发展道路，文化中心发展了重要的艺

术交流平台，推广了国内外的艺术交流活

动，值得欣慰。

华中创办至今100载，以及南洋艺术

学院80周年的发展，见证了新加坡美术

教育与发展的艰辛坎坷路程，在此期间，

曾经在华中授课、学习与交流的艺术家包

括：林学大、钟泗滨、陈文希、陈宗瑞、刘

抗、陈瑞献、谢玉谦、张瘦石、吴得先、翁

文光、吴珉权、何和应、方良、麥毓杈、王

谨、陈正、徐祖燊、赖桂芳、林子平、李士

心、洪笃恭、庄声涛等，是一个非常重要

且具有意义的里程碑。因此许多艺术工

作者对南洋美术教育与发展寄予厚望，

希望有更多学校以及艺术家以南洋本土

的绘画风格进行研究，拓展对国际艺术

的视野，发扬创意精神。

北京大学美术学 

博士、新加坡南洋 

艺术学院美术与 

设计系高级讲师。

作者
简介

结语

华中的成长在新加坡美术发展道路

上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回顾100年的发展

历程，华中经历了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以

及社会转变所带来的挑战，但也是华中发

展的契机。转换及改变是对现实环境的

应变之道，也带来创造的机遇，从而在迅

速发展的社会中获取生存的空间，这也

是艺术创作者共同面对的现状。林学大

校长在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南洋美术教

育纲领的意义就是当前大家所面对的社

会现实形态。因此，在南洋美术教育80

年之际，探讨华中100年的发展语境是具

有重要的历史以及现实意义。华中在未

来的发展，将对新加坡美术教育，国内外

的文化交流影响深远。因此通过学校，

校友以及艺术家的共同努力，华中将能克

服在软体及硬体方面的困扰，在面向21

世纪的全球化生活中，展现其独特的发

展道路，并为新加坡美术教育的探索做

出贡献。多元性的绘画表现形式将是新

加坡未来美术发展的方向，因此华中100

年的发展轨迹具重要意义，并展现了其未

来的艺术教育道路——自强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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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华岗上名家的墨迹
⊙薛振传

1965年我在端蒙中四毕业后，隔年

转到华中，1967年以全班第一名的优异

成绩髙中毕业。

离开华中虽已超过半世纪，但我对“国

专馆”、南洋华侨中学”及校训“自强不

息”等题字还记得一清二楚。如今华岗上

增建了多座由书法家题名的建築，有如一

场各派高手都到齐的“武林大会”，好不

热闹。

华中入口牌楼上以隶书题写的“南洋

华侨中学”是张瘦石教授的墨宝。祖籍上

海嘉定，张教授曾在华中、中正执教，后

受聘为南大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他早年

师从张大千书法老师李瑞清（清道人），

精篆隶、金文、魏碑等，为碑派书法家在

新加坡战后第一代的领军人物，但其书

法作品在本地並不多见。

新加坡国宝潘受先生曾于上世纪30

年代在华中执教，大门牌楼右翼牆上的 

“华侨中学”（Hwa Chong Institute）与

他后期所写的字形稍有不同。其他如“华

中校友会”、“庄丕唐纪念堂”与“华岭”

都是潘老的力作。

记得高二那年，负责教华文的是趙

满源老师。他近视近千度，讲课一口京片

子，所题的华中校训“自强不息”近似祝

允明草书的风格，点线之间充满了动感

与艺术美。

题“嘉庚堂”匾的杨萱庭先生是中国

山东省聊城市人。1917年生，自幼便爱上

书法艺术与弄枪舞剑，早年参加过抗日

战争。杨先生善长榜书艺术，曾为中国著

名大山、名胜古迹题字。据记载，1994年

他应马来西亚、新加坡之邀为陈嘉庚纪

念馆题匾。虽然“嘉庚堂”以楷体书写，

但却充满榜书的大气与神采。

千禧龙年的某一天，新加坡第五任

总统王鼎昌学长来到华中校友会，挥笔

写下“宾至如归”四个行草字。王总统从

政前曾是位资深的建筑绘测师与城市规

划师，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审美意识。这

几个字挥洒自然，如行云流水。据有关的

记录，王总统当时並没随身携带印章，只

好以手指印替代。

鼎昌楼学生活动暨领袖训练中心于

2007年3月开幕。学校邀请了中国北京

师范大学秦永龙教授来题“鼎昌楼”。秦

教授书法师承前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启

功先生，善长书写端端正正富有古典美的 

“启功体”。个人认为用“启功体”来题 

“鼎昌楼”是最适合不过了，因其风格不

正好代表王总统的人格和艺术修养吗？

在艺术领域里，陈瑞献学长是华中

杰出的校友，得奖无数。他题“华中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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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昌遗墨。

张瘦石早年师从李瑞清。

许允之是“星洲三大题匾名家”之一。

杨萱庭擅长榜书艺术。

秦永龙用启功体书写鼎昌楼。

呂振端受邀挥笔诚毅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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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书法风格，贵在创新且已超越传

统，成为其多元艺术的特色之一。

曾任华侨银行中文秘书的金门许允

之是“星洲三大题匾名家”之一，为闽籍

代表，当然是题“国专馆”最佳人选。上

世纪80年代，厦门街、直落亚逸街和源

顺街等福建人聚居/经商的老街，到处可

以找到他题的牌匾。其他如“华侨银行有

限公司”、“许氏总会”、“中华医院”及

乡团“金侨友公会”等都出自他的手笔。

现 年 6 0岁，陈 振 泉 政务 部长 是前

华中初级学院的毕业生。他中学就读端

蒙，写的是陈景昭校長的“叶恭绰”体。

叶恭绰别名叶遐翁，广东番禺人，为中国

现代著名书画大师。曾任国民政府财政

部长、交通部长、北京中国画院首任院长

等。其书法的特色是雄健豪放而绰约多

姿，陈政务部长所题的“立人楼”便是一

个好例子。

我的老友呂振端博士曾在前华中初

级学院任教多年，华岗上的“诚毅楼”

是他受邀亲自挥笔。他坦言，“华中初级

学院”这几个题字是他最满意的作品之

一。我最欣赏呂博士题的另一方匾“放眼

四海”，是由前新加坡内阁总理吴作栋于

1996年赠给中华总商会90周年大庆。

此外，“科研楼”是由曾任国大中文

系副教授、南大教育学院副教授的林万

菁博士题的。记得早年在端蒙求学时，

他比我低一年级，临摹的是颜鲁公的楷

书，比赛常得大奖。后来得第一代书画

大师施香沱的指导，多写汉碑、金文与行

草。以下是旅星中国辽宁书法家苏德茂先

生对林博士书法的评语：“其书法有很浓

的帖味，这就与本地大多数书家们拉开了

距离，品味高雅、淳厚、清新。”

本文照片由庄绍平提供。

高一及高二就读华中。 

1967年毕业。班级大、

小楷比赛，连续两年为

李绍渊等老师评选为

第一名。有系统研究

星马牌匾第一人，多次

在报刊上发表心得及

主持关于牌匾的讲座。

作者
简介

林万菁多写汉碑、金文与行草。 陈瑞献题字。 陈振泉题高中部立人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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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里的一簇花朵
⊙杨绍强

（一）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华校恢复了生

命力。光复后的仅仅一年之间，有284所

华校复课，包括华中，它们收容4万6000

名学生。到了1949年，复校的华校有349

所，这300余所学校容纳7万3000多名学

生。战后社会资源匮乏，可是学生数量不

减反增。这也意味着教师队伍要跟上。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华校纷纷开办师范

班，为当时的华校输送教师。这类师范班

培训两种师资：简易师范班，相等于初中

资格，训练初小学教师以及高级师范班，

训练高小教师。

华中由倡办人陈嘉庚意识到华校的

需要，社会一班热心教育的人亦提倡训

练华校教师，遂在1946年，附设简易师

训班，免费招收男女学生。

简易师 范 班的成 立以 及 招收 女生

的原委，在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纪念特刊

（1948）记载着：“听校长（作者注：薛

永黍）说，这一班的设立，是陈嘉庚先生

把战前新加坡南洋师范学校余存经费，

移来办理的；目的在培养出一些小学教

员，来为当地各华校服务，当时因感觉到

一般小学的功课，尤其是低年级方面，有

一部分是非有女教师不能胜任的，所以在

招生的时候，便决定男女兼收了。”

当时的颜迺卿老师诠释是：“除了

华中之外，其他各校附设师范班的只有

中华女学和南洋女中，而这两个都是女

校，这意味着女校办师范班，招生才有

把握，如果男校要办师范班，就非男女同

学不可了。”（注：当时南华女子学校也

有开办简师班）这个决定为华中创下两个

纪录：华中是唯一开办师训班的男校以及

开办的师训班也招收女生。华中的第一届

简师班，招收了女生26位，第二届也有女

生，修完课程毕业的有10位。1949年以

后，华中就不再有女学生的倩影，一直到

1974年华中初级学院成立，校方才再次

招收女学生。

战后南洋的社会环境，一般来说，

是个做生意的世界，凡是能够赚钱的事

业或工作，就有人要做；反之，凡是不能

赚钱的，要做的人当然就不会太多了。念

师范班是准备当小学教师的，教育是不会

赚钱的工作。简师班的英文老师Mr Chan 

Kai Ping更直言：“The plain truth is that 

a great majority of our people in Malaya 

have not yet realised the importance of 

the work of the teacher.”“The Malayan 

people have always been willing to pay 

for things they really wanted. If they want 

to hold the teachers in these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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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must pay reasonable living-wages 

for them to stay.”寥寥数语道出当时教师

的微薄待遇。

尽管环境如此地对教师“不友善”，

华中依然在1946和1947年分别开办简师

班各一。1948年毕业的学生37人，1949

年有毕业生44人。之后就不再开办师训

班了。这81人当中，我有机会见到了其中

三人……

（二）

2 018 年1月兀 兰 环路 的一 个 组 屋

单位。

我在庄绍平学长的引介下，见到了华

中的第一届师范班毕业生——庄清珠、

卢淑勤和史颜妹三位学姐。2018年，正

好离她们1948年毕业70年！

兀兰环路的这一户，住着庄清珠和

她的家人。卢淑勤和史颜妹在蔡乙权学

长的协助下，第一次来到老同学的住所。

她们三人当了70年的朋友，几稀！

翻阅着我们带来的第一届师范班毕

业纪念特刊，学姐们陷入回忆之中。她

们记得当年毕业生每人分得毕业纪念特

刊10册，分给亲朋戚友后还有剩余的，

但是时日旷久，特刊已经不复存在。逐页

浏览，她们不由自主地“评论”着同学和

老师：“听说毕业以后回去中国、人在广

西、去世了、失去联络、也不知他现在怎

么样了、后来当上校长……”在我们耳中

听到较多的是去世了、失去联络。毕竟，

往事有70年那么遥远。

在两年的课程里，简师班的同学在

每天早上7点半到下午1点钟的学习时间

里修读的科目不少：中文（邵庆元老师教

授）、英文（Mr Chan Kai Ping）、体育、

数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赵沨老

师，1947年年底受聘。在华中一年后，回

中国。）、教育心理学（叶尧咨老师）和教

学法。同学们除了在校上课，也到附近学

校观摩在任教师的教学，然后再到学校

去实习。华中的宿舍只让外地学生寄宿，

第一届简师班毕业生和薛校长及老师们合影。摄于19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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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姐们每天通学，有搭乘校车的，也有搭

乘公交车的。当时有一家叫绿色巴士的

公司，提供170号路线。同学们校门口下

车，沿着小山坡，走到在钟楼的简师班课

室上课。在那些年，物质的匮乏是和贫困

划上等号的，同学们自备餐饮，但也是简

单的面包配白开水。说到这，学姐露出苦

涩的笑容。

庄清 珠学姐在23岁那年报名简师

班。在崇福学校同学卢淑勤鼓励下，庄学

姐抱着有书读就把握机会的态度加入两

年的师范班。1948年6月庄学姐毕业，到

芽笼的丹诏学校教书，后来到过工商补习

学校。这些教学生涯，她目睹当时的华校

的长处和弱点，有些人办校是讲良心，而

有的则借贩卖文具课本牟利。当时，学姐

的同学美华这么评述道：“她对于功课，

十分注意。每见其埋头案上，或阅书，或

做功课，孜孜不倦，因此使得她对于各科

的成绩。都能平均发展，考试结果，常列

甲等，她对美术一科，颇感兴趣。”

让庄清珠学姐印象深刻的是她的音

乐老师赵沨，经常用她的铅笔盒打拍子、

当指挥棒，把学姐的铅笔盒拍坏了几个。

卢淑勤学姐，根据庄学姐当时的观

察，她“有高低适中而健美的体格，脸圆

圆而绯红的。待人诚恳有礼，勤学不倦 ，

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均列前茅。平时爱好

文艺，于各种文艺创作，无不浏览，故写

得一手好文章。”在1948年的毕业特刊

上，卢学姐写道：“毕业了，兴奋和畏惧两

种情绪在我心中冲突着。毕业后将在什

么地方服务？许多同学都这样的问我，这

真使我心酸，不能回答出来，因我感觉自

己的学问很有限，工作的困难无穷，以后

恐怕力不从心呢！然而，学问都是从实践

中来的，“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我想把

它用来做我的座右铭。”卢学姐曾经在民

主、华农、崇福等学校执教鞭。其中一些

学校是在农村里头，每天必须凭脚力往返

左起：杨绍强、庄清珠、卢淑勤、史颜妹、蔡乙全、庄绍平。摄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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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路和学校之间。她在实龙岗花园南

小学退休，至于哪一年，学姐记不起了。

史颜妹学姐毕业后，到同敬小学执

教。学姐小学毕业以后，父亲不让她继续

求学。多亏学校校长开导父亲，说有了文

凭，前途方有保障。父亲终于改变初衷。

那一年，学姐20多岁。她先读南洋女子师

资体专训练班，毕业以后，再加入华中的

简师班。进入简师班的学姐，“求知欲很

强，除勤勉于功课外，尚喜阅读翻译小

说。她又擅长于手工和歌舞，当你看到她

那苗条的身材，跳起优秀舞來，是多么的

醉人啊！告诉你，她是南洋女子师资体专

训练班第三届的毕业生哩！最近她正筹

划着要去学习钢琴。以这样一位多 才 多 

艺的人才，去献身教育，我真替儿童们庆

幸啊！”（同班同学润玲对学姐的评价）

史颜妹学姐在加入简师班之前，已

经拥有教学经验。在毕业纪念特刊上，她

如此表白：“回顾过去一年中，我深深的

感激师友们不断的给予我鼓励和指导，

才使我奋力于学，而今在学业上算是告

了一个段落了……以过去教学的经验，

我很清楚地知道教育实在是艰苦的，可

是我却不为此而把教育当作一件可怕的

工作，孩子们会给与我精神上无限的安

慰，我爱他们的坦白，我也爱他们天真无

邪，我决心要以我的真诚热切做一个良

好的小学教师。”

毕业以后，颜妹学姐先后在樟宜的

新民学校、农民小学等任教。1983年她

从新民中学退休。

在三位学姐的回忆里，华中两年，

是清苦的，但也是快乐的。薛永黍校长是

严肃的，但却是开明的。学的科目多，但

却是有用的。她们三人各自为新加坡的

教育贡献了三十多近四十年。在她们的眉

宇间，我看到了自豪。

第二届的简师班，招考结果录取了学

生13位，后来有初中部转读的同学10多

人。第一学期有学生29人，可是在四个学

期中人数时增时减，毕业时共有44人。

第二届的学生每周上课41节，除了周六，

每天从早上到下午4点是上课时间。同学

们都说“功课太繁重。”但是他们积极参

加各类活动，例如办行知壁报、在校庆

纪念晚会上演出节目。值得一提的是，为

了庆祝女生专属的节日，两届简师班的女

生们集体向校方建议在三八妇女节放假

庆祝，结果获得批准。一群准教师们在植

物园举行联欢会，简师班的男生也因此沾

光，皆大欢喜！

1949年，第二届简师班同学毕业，

也是 最 后一届。因为殖民 地教 育局 计

划在19 5 0年废 止简师制，自办师范学

校。当时郑安仑校长给予简师班如此评

价：“在短短四年间培养的师资，虽只有

81人，但对于普及华侨教育的推动，总

算有一点贡献，而在华校史上，也是值得

纪念的一页。”

本文照片由庄绍平和蔡乙权提供。

注   

“把华中当作花园来看，你们就是这个花园里的一簇花朵。”

是时任体育部主任沈文炳给第一届简师班毕业生的赠言。

1979年华中毕业， 

1981年华初毕业。曾任

母校华文教师、无锡 

新区国际学校校长、 

华中国际学校第二任校

长（2007年-2008年）。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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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郑安仑校长日记看当年
——1950年代到1960年代的华中

⊙黎运栋

母校校长郑安仑于1948年12月1日

出掌华中，直至1968年5月31日退休，掌

管华中19年半。

郑校长留下16本日记，记载了他在华

中的工作。其中，从1952年1月记到1968 

年5月，1956年因被教育部选派到英国

布里斯特大学研读教育一年而没有留下

日记。至于1949年、1950年、1951年的

日记，他的女儿遍寻不获。

从日记中，可看到郑校长日理万机，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从毕业生求职、到

校医或中央医院看病都找他领取亲笔签

名的介绍信；他也接见家长，处理学生申

请免费；在本地师资缺乏的年代，他频频

联系外地人士，为华中引入师资。

他到上海书局采购新书，至中华书局

订购各种卫生及人体模型与动物标本，

至国际书店询购大英百科全书，到植物

园或花圃采购树苗和其他植物，还监督

工友栽种，美化校园。

1952年学生人数

1952年1月17日，李光前先生告诉郑

校长，华中须提高英文程度，数理化等用

英文课本，最好亦用英文教授，并由高中

起分商科、中文科与英文科，预备学生进

入马大深造。

1952年2月，

华中注 册 学 生 共

有1173人，计高中

三两班68人，高二

两班72人，高一壹

班46人，初三叁班

126人，初二六班

283人，初一12班

578人。总计高中

五班186人，初中

21班共987人。

华中经济捉襟见肘   

郑校长掌管华中期间，华中入不敷

出，差点闹上公堂。而今天的华中财力雄

厚，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华中到1957年1

月才接受政府全面津贴。

多亏当年的李光前董事长、南益公

司以及其他董事与赞助人，大力支持华

中，在华中没钱发薪给教师时，校长可向

南益公司或华侨银行透支，使华中得以

安然渡过难关。郑校长常常下坡向商家

募捐，为华中筹措资金，有时老板刚好外

出，不免要吃闭门羹。

郑校长日记有如下的记录：

1950年代的郑安仑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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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11月17日，至南益借款2万元 

存入董事部户头。

当年捐款给华中的有泉成黄梨厂、

马华公会、新松林公司、隆盛公司、新

华公司，个人捐款则不计其数，根据日

记记录，1964年，中华总商会辅助华中

1200元。

1954年3月23日，南川公司来函通

知谓华中欠款5000余元，须于14日内清

理，否则以法律解决。

1954年3月27日，南益公司来电话，

谓李成义拟先由李氏基金借款予本校，清

还南川公司及建筑师欠款。

1964年6月23日，至南益晤李先生和

叶先生，李先生对于学校收支情形再三

说明：“办学校千万不要赚钱，赔钱才算

是体面。”去年本校约盈余3000余元，

但历年结算下来，尚不敷13万余元，又去

年及前年中华总商会补助金共7200元尚

未交来。

1965年10月30日，下午12时半至中

华总商会，关于该会捐助本校月捐每月

300元，现已三年未交，请其早日拨给，以

便作修葺校路及校舍之用，孙会长不在，

座办王先生答应于下星期转告。

19 6 4 年 9月18日，至高 德根 先 生

处，请其签署致华侨银行函，请准予透

支4万元。

筹建图书馆

华 中的 设 备本 来 相当 齐 全，不 料

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校舍被日军占

据，如藏书、仪器、学校各种用具，都荡

然无存，1946年复校后，经过多年的努

力，逐渐充实。

早期的华中图书馆附设在科学馆，实

在不够用，当时华中有数以万计之图书，

堆积于储藏室，无处可陈置。

华中图书馆的建设并非一帆风顺，

殖民地辅政司于1952年6月答复学校律

师林泉和，不准华中建设图书馆，但未说

明理由。1952年4月30日出版的华中校友

会会讯《华中》创刊号记载，据郑校长的

报告，一座相当规模的图书馆的图样已经

呈交政府建筑部，一旦批准，随时就可以

兴工；但政府却以中学不需要单独的图书

馆为理由，至今搁置，似建造无期。

华 中 图 书 馆 延 至 1 9 5 5 年 底 动

工，1956年末落成，建筑费11万元，由李

氏基金捐助，华中董事会为纪念李光前

董事长在华中的功绩，遂以其父名命名为

国专图书馆。国专图书馆后来改建成华

中行政楼。

当年活跃的学生

郑校长日记提到的学生，有孙罗文、

郑有领、谢炎辉、王振辉、陈世聪、陈子

权、史立华、邓亮洪、柳春基、颜江石、郭

奕光、黄玉清、林乃燕、曽广营等人。他们

有的和郑校长讨论组织毕业班旅行团、

为了参观机场、报馆、发电厂、印刷厂， 

可口可乐厂，或为了1954年殖民地当局

实施民众服务法令，有的因筹备游艺大

会为南大义演事而与郑校长晤谈。

学校受殖民地当局监视

反殖运动风起云涌的岁月，华中是

新加坡学生运动的中心，受到殖民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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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严密监视自不在话下，郑校长的日记

就提到有警察到校内巡视，政治部来调

查学生的行踪。

1952年8月30日，“昨晚7时有警察

车来巡逻，并有二便衣暗探留在这里。据

守更者言至11时尚未离去。今早丘先生来

言，有二暗探在礼堂及教室里踱来踱去，

未知有何情报。”

当年有的学生忽被政治部传召问话

或被拘留。有学生被政治部审问，郑校长

接到律师通知后，曾前往供证，或亲到政

治部了解学生被拘留事。郑校长犹如学

生的保姆，学生被政治部扣留，住家被搜

查，家长就到学校向他报告。

郑校长对学生的训导

郑 校 长 治校 从 严，这 是 众 所周知

的，但他不乏温情的一面，19 52年1月

21日，在初一12班同学的集会上训示四

点：“一、把学校看作一个大家庭，师长

如家长，同学如兄弟，大家要亲爱合作，

听从师长训诲；二、把学校当着实实在

在求知识，培养人格，训练身体的场所；

三、遵守纪律，服从团体，牺牲个人一份

自由，让团体有充分自由的权力，可以执

行 任务，维持团体的秩 序；四、爱护母

校，继续保持本校优美的传统”；并告知

学校订有多种规则之原意，随后张（修

宪）先生、丘（絮絮）先生及黄（芳奎）先

生均有训话。

1月22日，召集初二以上多班同学集

会，讲述诸生来学校之目的，不外乎：

一、知识的寻求；二、人格的培养；三、身

体的锻炼；四、纪律的训练；希望学生要

努力的做去，达到目的，便不致辜负家长

和社会人士的期望。

争取改善教师待遇

郑校长参加华校联合会的活动，出

席理事会议，与各中小学校长保持密切的

关系，是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的顾问。

1952年6月6日，校联会“常务理事

会议决，为致使全星教育工作者大团结，

共谋福利，拟函请星华中学教师会扩大组

织为新加坡华校教职员公会，不应分开中

小学教师为二集团，亦不应不顾同工职员

之福利。”

促成陈仰成和王映雪女士的婚事 

陈仰成老师和王映雪女士结婚，郑

校长是媒人，1952年8月10日，两人举行

订婚礼。早在1952年1月15日，郑校长即

往访王济堂，探询其女公子映雪的婚事

意见。

当年中学校长和校联会曾讨论初中

会考问题。

1952年7月14日，“庄竹林、林耀翔、

吴酉俊、刘佩金等五人代表校联会及九

中学校长联席会议与教育局商谈会考问

题，余等仍提出初中会考并无关何教育

上之价值，请当局再予以考虑废止之。”

1954年五一三事件

195 4年5月11日，上午10时半，提

学司召集华中、中正、公教、育英四校董

事长、监理员及校长谈话，谈话内容系

关于民众服务登记事，学生请求暂缓登

记，提学司谓政府当局今日已宣布，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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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安仑校长手迹。

适龄学生如拟请求缓役者，须登记后提

出申请，否则当局不考虑，又谓5月13日

以后，如发现有学生不登记者，不准在校

读书，下午即发出通告。下午2时半，在礼

堂对适龄学生（约百来人）报告教育局

的指示，并劝导他们明日最后一日，应去

登记，如要请求再去请求，不登记是违

犯法令的，并希望各生与家长作最后之

考虑。下午3时半教育局视学官姚先生送

来教育局通告，大意谓5月12日以后适龄

学生未登记者，均不准来校就学，并令

学校须随时报告。4时至教育局晤安献

金先生，报告学生拟于明日集体前往总

督府请愿。

5月13日，下午2时许，据报载约有

900名中学生，列队在克里门梭律，浩浩

荡荡，向总督府前进，遭警察驱散，约有

30余人受伤。

五一三事件发生后，在教育局指示

下，八中学董 事代 表 和 校 长 举 行 谈 话

会，讨论加强学生管理的办法。此前教育

部曾致函校联会与董教联合会，“谓此次

华文中学，尤其是中正与华中学生破坏秩

序，有损校誉，今后应如何设法恢复（秩

序）等事。”

福利工潮扩大

1955年5月12日，学生陈清吉、谢云

贤和张少军要求隔天在食堂举行茶会，

纪念五一三，郑校长答以无论如何不能

举行。教育局接到报告，各班黑板上均抄

有“歌颂五一三”和“你是灯塔”等歌，有

人分发传单，系由华中同学纪念五一三筹

委会发出。

5月13日，福利工潮扩大，教育局命

令中正及华中二校立即停课。至5月19

日，学生仍留在校内，据学生代表张少军

言，集中学生约有1200余人。政府通知

学校，须在14天内申辩理由，为什么不得

被宣布为非法。

6月12日，王映雪来电话，谓 陈仰

成昨夜1时许 被政治部召去问话，至今

尚未回来。

郑校长与戏剧会

华中学生戏剧研究会，是上个世纪

50至60年代重要的华中学生课外活动组

织，演出了多部名剧，颇受佳评。

1952年8月11日，郑校长到教育局询

问有关学生欲组织戏剧研究会事，教育

局准予成立，唯需由训育部管理，每次开

会要由训育部派教师三人指导，并须记

录，记录存训育部。

同年底华中高初中毕业班游艺晚会

节目，其中的《船夫曲》与《兄妹开荒》，

教育局不准演唱。

1953年9月8日，华中校务委员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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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一、学生戏剧研究会宗旨仍为研究

戏剧，不能更改。会员只限学生，如拟扩

大，校友亦可参加，即须注册为普通社

团；二、学生戏剧研究会拟于明年为南

大筹募基金及为校庆公演话剧，原则上

赞同。”

1954年1月23日，戏剧研究会拟公

演历史名剧《虎符》，为南大筹募基金，

先将剧本呈教育局审查。

同年3月17日，郑校长往教育局探询

关于戏剧研究会拟举行联欢茶会，视学

官谓须取得教育局批准始可进行；至于

游艺节目，须将其内容、意义、服装、歌

词、舞法说明清楚，由指导老师签名呈

报；主持联欢会的职员亦须全部呈报，由

教育局及政治部批准后，始能举行。

1962年1月17日，教育部来电话，

谓本校校友会拟请学生戏剧会联合演出

事，不能同意，因校友会为一社团，学生

不能同校友会联合活动，如校友会需要

同学帮忙，以学生个人名义参加当无问

题，嘱转告校友会及学生戏剧会。

1964年1月31日，李绍渊报告，谓戏

剧会主席王平至今尚不将戏剧会锁匙交

来，训育部经限定在本星期三交来，王平

不但不交来，召来问话后，尚说彼尚未与

校长谈好，拒不交锁匙，当即召该生来问

话，彼仍顽拒，提出不成理由之理由，真

是顽固之极，不听训导，当即决定明日请

其保证人王先生（其叔）来面谈，其家长

（母）在柔佛，余当面告以学校将予处罚

（编按：当时戏剧会已被停止活动）。

华中重视体育

华中重视体育，当年除参加全星华校

运动会外，本身也举办运动会，甚至举办

常年水上运动会，与南中举行联合运动

会，参加校际游泳比赛。华中学生的乒乓

球队走在前列，1953年8月，郭三秋和潘

永浩同学代表新加坡出席在日本举行亚

洲乒乓锦标赛。有的学生经校长介绍，

加入华人游泳会，1953年9月，郑校长向

中华游泳会索取入会书100张，显然鼓

励学生参加游泳活动。1953年的全马学

生羽球锦标赛，华中同学黄金福代表新

加坡参加单打。1953年度校际乒乓锦标

赛，华中甲组获冠军，乙组得亚军。

要求让华校高中毕业生报考马大

1954年2月24日，写建议书拟于马来

亚大学招生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提出：“华

校高中毕业生应有资格报考马大。”

1954年2月27日，出席马来亚大学

招生委员会会议，郑校长建议马大承认

华校高中毕业资格，如入学考试只英文

一科不及格，希望专设英文特别班收容

他们，给他们有两年试读的机会。

拟办工学院

1962年1月18日，与庄丕唐同访李光

前，谈华中拟办工学院事，李光前数年前

即已提出此建议，彼认为无问题，李先生

谓需向政府申请，如同意，将来应与星大

联系，即由星大颁发文凭，经常费由政府

补助，目前星大及南大均无工学院。

教师殴斗

1962年5月9日，下午2时，教务部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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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高中化学教师座谈至3时三刻，方文

谦和高素珍二教师忽发生争执而打起架

来，双方均到中央医院治疗，实为不幸之

事。高先生头部、脸部、手肘、腿部均受

伤，流血甚多，方先生右手虎口受伤，流血

亦多，办公室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及碎玻璃

片，立即叫工友洗去。教师为人师表，在会

议上竟动武，实有损校誉与教师之尊严，

破坏学校纪律，事后林达与郑金发奔走双

方通告绝对不宣扬，不要告诉记者，不要

报案，再进行和解，双方均同意。

5月10日，上午到教育部向总视学官

刘伯和报告昨日教员打架事，刘先生谓

今日《星洲日报》及《南洋商报》均有刊

载。教育部已采取立即调查步骤，派李

之业视学官来校调查真相，并嘱董事会

应急速处理并报告教育部，否则由教育

部处理就不大好。

5月15日，董事会在高德根办事处举

行董事会议，出席董事有林庆年、叶庆

贺、吴水阁、林守明、汤学贤、郑天赐、郭

珊瑚，由高德根主持，列席者有郑安仑及

郑金发，由姚立民先生担任记录，会中一

致认为方高二教师在会议上动武，有损

校誉，破坏校规，有失教师尊严，应予立

即辞退，一致议决通过。

10月4日，上午10时至中四罢考调查

庭供证。

1964年的毕业特刊出事

1964年1月27日，李绍渊报告，象棋

会会员有50余人，拟改选职员。 

1月30日，教育部联络官郑先生及视

学官严先生来校视察，郑先生询问学校

各方面甚详，并指示对于学生课外活动

应注意之点，即每项活动应有教师负责

指导，学生须绝对听从师长指导，如有不

遵从者，即严厉处罚，教育部绝对支持，

大家不能推卸责任，目前主要者为先使学

生有安定环境读书，造成学生专心读书之

风气。

关于学生出版特刊事，郑先生亦谓

今后更要严格选择文稿，如认为不能刊

登者，即送呈教育部存查，学生如欲索

回，可告以已送交教育部。彼又谓本校毕

业特刊，以1960年者最坏，因刊有宣传

标语，最为不当，该标语系学生擅自刊上

者（按：查阅当年特刊，扉页的口号为：在

学习中工作是实践的学习方法，在工作中

学习是革命的工作态度）。

1964年11月6日，本年毕业特刊已

印出，李绍渊来报告，前页两句话与编后

话，均未将稿件给予学校查看即付印，曾

叫主编郑庭锦来训斥，现拟将其撕去，

生活印书馆亦知该编后话并未给学校盖

章，但以为不关重要所以印出（按：前页

两句话是：莫回顾你脚边的黑影，请抬头

望那前面的朝霞）。

196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至教育

部晤蒋石福，谈关于毕业特刊事，后郑威

廉亦来，蒋先生曾谓去年新民中学因数

篇文章有问题不能发行，最后谓再考虑

数日，郑先生建议由学校建议教育部“伟

大的诗人屈原”一篇撕去，然后由教育部

批准发准字，蒋先生谓再考虑一下。

1964年12月3日，蔡惠智来谈，谓郑

金发请其向郑安仑提出，如不拟委彼担

任副校长，彼即离校，另谋高职，郑安仑

随即与郑先生谈此事，本意推荐彼为副

校长，但因为高德根现为商会大厦落成

事忙，过后又因彼赴港就医，故至今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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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董事会议决定。

1965年5月11日，上午10时半至高德

根办事处，报告教育部已批准郑金发为

下午班副校长，由本月8日起生效。

学校出现传单

1965年9月10日，下午4时返校时，郑

金发说下午发现有传单，最先是水前来报

告，说校车进校门时，有人丢进传单，后

派人到门口去搜查，在左门发现有10余

份，校内尚未发现，郑先生谓适CID司徒

先生来校，传单均为其取去，只留下一两

张，过后约3时许司徒又偕同一位警官

来校调查此事，彼等谓今后会派人来巡

视。又据郑先生报告，下午3时许，警车押

一位同学何应源来校，警官要拿其手册。

10月6日，郑金发来报告。彼于昨日

下午在检查中二癸班时，发现在窗口有一

扎稿子，披阅后为反对学校开除学生及

反对政府稿子，彼经已报告教育部郑先

生及政治部许先生，郑先生谓当彼在检

查时，陈锡全忽告诉他窗口有东西，他才

发现，询问陈先生哪位学生所丢的，陈先

生说不知道，他不知道，怎能知道有东西

丢在窗口。

10月7日，郑金发谓接到消息，昨晚

南大又发生事件，据云明日各中学学生

有可能开会支持南大学生，南大最近曾

有97名学生写悔过书，多为各学会负责

人，前日黄代副校长拟向文学院学生解

释改制事，被呜声所阻，昨晚拟召集理学

院学生，亦发生同样事件，并有学生打职

员，后警员向空开枪始平息，职员一人受

伤送医院。

1965年10月18日，上午休息时间，

告诉毕业特刊编辑主任吴玉华，有两篇

文章：即《屈原》与《阿Q正传读后感》

有问题，拟删去不要刊登，否则出版后恐

有问题，吴同意，电话通知生活印务馆黄

先生，请其来校接洽。

担心男生来源减少
李绍渊建议收女生

19 65年11月29日，上午10时半与

各部主任及副校长商谈关于明年开班问

题，及拟于明年规定学生校服加缝校徽

及学生学号，先请商家估价，如太贵即须

考虑，又李先生提出，高中最好能收女郑安仑校长逝世后王鼎昌总统写给郑校长夫人黄馥的慰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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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否则今后学生来源减少，男生不够补

充，此事再向董事会提出。

1968年1月8日，社阵一党员病逝于

监狱，教育部通知谓闻可能借送殡而作

游行示威，嘱学校戒备，本校于第七节

（上午）时间由纪律团站岗巡视，直至

下午3时，并无事故发生，闻树群中学于

上午放学时，发现去年被开除之学生发

传单。

1968年学生人数

1968年2月28日，呈报教育部截至本

日的全校学生人数，高二228人，高一238

人，中四360人，中三345人，中二556人，

中一489人，全校合计2216人，其中非公

民学生180人，马来族学生一人。

小结

郑校长退休时年58岁，当时公务员

的退休年龄是55岁，他没有接到教育部

延长任期的通知书，因此只能算是非正

式地延长任期三年。

郑校长的女儿郑盖娜透露，母亲生

前告诉她，郑校长在华中的最后三年，郁

郁不乐，当时最小的妹妹苡娜才10岁，父

亲还需要收入。

郑校长掌管华中的19年半，期间政

治动荡，1950年五卅一事件、1954年五

一三事件、1956年中学联被封、1961年中

四罢考，1967年郑金发副校长被学生殴

打事件，都发生在他的任内。郑校长为保

住华中这座由陈嘉庚等华族先贤创立的

民族教育堡垒，运筹帷幄，如履薄冰，在

李光前和高德根等董事诸公与华社支持

郑安仑逝于1998年3月25日，享年89岁。3月29日，郑校长

灵柩到华中校园“看”华中最后一眼，圆了他的心愿。

下，使华中越过激流险滩。

郑校长于1998年3月25日逝世，享年

89岁。

郑校长的日记洋洋洒洒，有20余万

字，为当年华中、华校和文教界的史实与

活 动，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限于篇

幅，仅摘取片段，仍足以一窥当年的种种

事态。

1964年华中高中毕业，

华中颐年俱乐部 

前秘书，退休报人。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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蜚英腾茂启华章

19 87年，华中在浩繁的校 史卷帙

上，谱写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章。

这一年，在木铎扬声60余载后，在翱

翔于特选学校的疆域九年后，华中凭着

卓越的办学绩效再次获得教育部肯定，

获准成为自主学校。“自主学校计划”是

教育部于1987年提出的新理念，让校风

佳、成绩优的学校享有更大的办学空间

和自主性。成为自主学校，华中得以开展

各项具有前瞻性的教育革新计划，成为

新加坡教育界的领头羊。

为了更有效地推展自主学校计划，

在杜辉生校长的推荐下，董事会邀请李

仰渠（时任金声工艺中学校长）与林金登

（时任耘青中学校长）担任华中第一与第

二副校长，领导学校迈向自主之路，进行

了一连串的教育改革。

行政结构方面，学校增设“处长”一

职，即行政处长、育人处长及教务处长，

协助三位校长处理校务，并组成“校长

委员会”，作为学校最高决策单位，更周

全地规划学校的短中长期发展，确保学

校与时并进。

师资方面，除调高教师薪金外，华中

董事会本着广纳人才的原则，向全国与海

自主纪元展宏猷
⊙杨丹青

外招聘优秀的教师，以强化师资阵容。来

自海内外的师资团队也给予学生不同的

文化冲击与多元视角，有助培养学生的

环球视野和文化商数。

教学实务方面，校方给予教师更大

的空间发挥各自的专长，鼓励教师采纳

适性适才的教学法，落实多元化的教学

理念，拓展每一名学生的潜能。

 行政方面，华中尝试引入企业管理

概念，注重讯息分析、资源运用与管理，

俾使行政工作更系统化，以提高办学效

率。为了加强与我国各媒体的联系，1990

年设立中、英公关主任各一位，开中学设

公关一职的先河。

课程方面，19 8 8 年开始取 消工艺

科，由电脑课程取代，为今日电脑教学的

开端。1989年，秉持着重视母语教育，弘

扬中华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理念，中学部

开办中华文化课程。教育部则选择在华初

开办语文特选课程（华文），目的是为了让

一批双语能力强的学生有机会对中华语

文作深入研究与探讨。

自1988年起，鼓励自学精神与推行

专题作业，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学习

的能力，以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1989

年，华中成为全国第一所取消年中考试

的学校。从此，当全国学子埋首于书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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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孜备考时，华中子弟到国内外各地参加

常年露营，锻炼毅力与耐力，提升生活技

能与增强团队精神。

1989年，学校迎来70周年华诞。

华中学生联合校友会演出历史剧“正气

歌”，演出获得佳评如潮，次年受邀于华

族文化节重演此剧。

春风广被泽四海

1990年可说是华中积极发挥内外影

响力的一年。自这一年起推行《华中行》

和《Let’s Be》学生守则歌，通过歌曲传

达“自强不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尽忠报国”等道理，希望学生“乐己娱

人”，在潜移默化中受到优良价值观的熏

陶，成为国家的好公民。

这一年，数理成绩向来优异的华中子

弟，在多项国际数理赛事中载誉而归。由

于当时在国际上少有专业团体主办小学

数学竞赛，为栽培小学数学人才，华中主

办第一届“新加坡小学数学奥林匹克”。 

为纪念李光前董事长对本校的贡献，自

强控股有限公司赞助设立“李光前讲座

竞赛杯”。

华中学生于19 91年 再度与校友会

携手合作，公演《陈嘉庚传》，以纪念先

贤陈嘉庚倾家兴学的爱国精神。此剧后

来于2001年重新编剧，由杨文仲老师编

导，再度搬上校内舞台，并于2001年年底

到厦门大学和陈嘉庚的故乡——集美学

村公演，新中两地各界人士皆赞誉有加。

电 脑 课程 也 在 这一年 扩展 至中三

学生。学生选读长达一年半的电脑课程

后，参加牛津大学普通教育水准的电脑文

凭（6月试卷）考试，显见华中在培养电脑

1990年主办自主学校研讨会，出席的250名教师来自全国各校。大会主讲人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

阿特柯斯达教授(左二)和杜校长（左三）及与会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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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人才方面的努力与决心。

校方希望华中子弟遍布世界各地，

以建立更广大的联络网，因此自1992年

起主动到中国招收精英，并颁发奖学金

予录取者。1998年。此计划扩展至马来

西亚。由于华中学习环境良好，教育部

每年亦会分配来自亚细安的精英学子来

就读。

此外，自1992年起，学校阶段性地

推行“校园扩建”计划，包括：行政楼、

大礼堂、餐厅、机械操馆、戏剧中心、C座

教学楼、思源坊、室内外运动设施、黄仲

涵纪念堂、光前图书馆、会堂、科学馆、

学生广场和音乐活动厅。学校也翻新了

A、B、D教学楼和钟楼，并将原光前图书

馆改为光前馆以作为学生活动中心；将

科学馆改为科技中心；将国专科学馆改

为国专馆并作为美术中心。自此，学校的

设施更臻完善。

鸿鹄高翔凌霄汉

成为自主学校后，华中可说是不断

求新求变，既勇于改革，又勇于突破，勇

于创新。1993年，为了加强学生的自主自

治的精神，学校推行“晨光伴读”和“益

品萃课外活动计划”。“晨光伴读”旨在

通过阅读报章与时事杂志扩大学生的视

野与胸襟，以养成终身学习的良好习惯；

“益品萃课外活动计划”则对原有的课

外活动进行了改组，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

趣与意愿选择课外活动。另一方面，为了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精神，教师在课外活

动中扮演的角色转变为顾问和辅导者，只

在必要时给予咨询或指导。此外，学校增

设“级主任”一职，每年级一名，以四年为

一循环，照顾学生在校四年的身心发展与

学术表现，更全面地落实全人教育。

是年，学校提出“世界级中学”的概

念，并于1996年聘请专业咨询团为学校

迈向世界级中学提供方案。

同年，学校开办资优课程，采取富灵

活性的多元教学法，鼓励学生自动自发

地学习。资优班于1999年正式被教育部

接受，成为中学部的高才中心（GEP）。

1994年适逢75周年校庆，华中学生

再度联合校友会呈献话剧“满江红”。此

外，第一期扩建校舍于校庆时由李光耀

资政 开幕。总 统 王鼎昌学长则受 邀为

校庆晚宴贵宾，并为新礼堂命名为“嘉

庚堂”。

是年，华中主办了“第一届学生领袖

研讨会”，邀请全国各校学生领袖参加，

探讨学生领袖在社稷中所扮演的角色。此

项研讨会自1997年起扩大至亚太地区。

1997年，华中开始全面投入高科技

教学。同年，推行“英才班”制度，秉持 

“因材施教，更上层楼”的理念，为不同

长处、潜能的学生开办不同学科的英才

班，让学子们在其所擅长的科目进行延

伸与深广学习。

除了学术课程方面的改革外，也改进

公民与道德教育课程，采用具华中特色的

生活辅导和道德课教材。这套教材由本

校 老 师 们 根 据 学 生 行 为 守 则 歌 — —

《华中行》所编写，内容涵括我国的五

大价值观、校训“自强不息”以及教育哲

学“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等价值观念。

1998年，华中在育人与评鉴领域又

有全国性创举，让成绩优秀的中一至中三

学生豁免参加校内的年终考试，以培养

学生积极自学的能力，超越考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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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终身学习者。此项举措为那些注重

平时积累、能持恒学习的优进生提供了

自省自学的空间，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精

益求精。

与此同时，杜校长没有满足于华中现

有的成绩，他再次构思要如何把华中引领

至另一个高峰！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的教

育理念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杜校长

指派潘兆荣代笔书写计划书，呈上教育

部，争取开办六年直通车综合课程。可惜

计划被否决。

洙泗高风著士林

19 9 9年，华中喜迎8 0周年校庆，

精彩纷呈、意义非凡的欢庆活动接踵而

至。一是举办“华中8 0文物展”，吁 请

校友捐献文物，作为筹建永久文物馆的

起步；二是再度与校友会携手公演《屈

原》；三是第三度举行校庆万人宴，共筹

获83万元作为母校的寿礼；四是邀请吴

作栋总理为第二期扩建校舍开幕；五是

学生理事会举行“华中80师生校友大竞

走”，共筹获8万元，分别赠予印度人发展

理事会、穆哈玛地亚福利中心、退休及乐

龄义工协会。六是校友陈瑞献特为母校

设计大型雕塑“天下之马”，“天下之马”

在2000年竖立于陈嘉庚铜像右侧。

华中锐意改革，大胆创新，实验性

地进行“共识联计划”，改变以各科部门

为单位的传统行政结构。共识联由各科

老师组成一小组，共同负责数个班级的

培育工作，包括学科教学、才能发展、品

德陶铸等。同一共识联的老师，不再只聚

焦于所教授的科目，而是紧密地配合，

全面地照顾学生的全方位均衡发展。第

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

系学士，新加坡国立 

大学文学硕士。2000年 

加入华中为中文老师，

现为高中部语文特选 

课程教师，曾参与华中

文物馆的建馆工作， 

主要负责整理校史。

作者
简介

一位共识联主任是叶敏盛老师。“共识

联制”于2000年全面落实，取代原有的 

“部门制”。

这一年，杜校长在全体董事、全校师

生、家长和校友的百般不舍中光荣退休。

杜校长掌校21年，为华中历来任期最长

的校长。在他的领导下，华中在软硬体设

备、行政结构、学术课程、学术表现、道

德教育、学生领袖培养、课外活动表现等

诸领域皆不断有突破性的表现，华中成为

新加坡举足轻重的知名学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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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君子有三乐，其中“聚天下之

英才而教之”是第三乐，也是许多老师梦

寐以求的职业夙愿。据查阅，天赋就是天

分，是成长之前就已经具备的特性。在某

些事物或领域具备天生擅长的能力或者

天生执念（极大的热情），也可能都有，

而使其可以在同样经验，甚至没有经验的

情况下以高于其他人的速度成长起来，

而且有它的独一性、特殊性。如果这个人

具有的成长潜力和可能性已经在他的人

生中表现化了的话，那么他就具备了该方

面的天赋器量。因此，一般的教学方法将

无法满足这类学生对智力发展的需求。

然而，又有多少教育工作者与家长对此类

学生了解？

缘起：机缘巧合，
抑或是天时地利人和？

新加坡教育的理念是因材施教，有教

无类。这是教育部学习欧美以及一些推行

高才教育的教育体制，汲取他国的经验以

革新我国教育机制的成果。上世纪80年

代，我国教育从“生存驱动模式”走向“效

率驱动模式”，实行以学生学习进度为主

的分流制，成功地降低辍学率，并有意识

地培育人才。教育部于1984年开始在全

国小学三年级学生当中甄选顶尖的百分

之零点五的高才生。其中男女生的比例是

二比一。这个比例是放诸四海皆准的。根

据当年的婴儿出生率统计，每年甄选的学

生人数少于200人。当局设立高才教育署

试验式地聚集高才学生在几间有英校背

景的中小学校里给后者授课。高才教育

班从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开始，而中学则

是中一至中四。当时的高才班学生和全国

学生一样要参加小六离校考试，以及中四

剑桥普通水准考试。

新加 坡 高才 教 育 在 初 试啼 声的几

年，无法扩展其计划。一些有意开办高才

班的学校只好望门兴叹。当时杜辉生校

长表示他曾几次向教育部表示华中有意

开办高才班，可惜不得其愿。杜校长掌校

以来不仅积极树立校风，励志笃学，而且

带领华中于1988年迈向自主学校的里程

碑，革新教育。杜校长治校向来剖析深

刻、独领前瞻。他曾向我透露，自华中自

主以来，他一心想藉创办资优班以培育

英才。

1992年初，外子和我负笈美国三年

后学成归国。当时，由于环境许可，外子

建议我应该重返教学，学以致用。经过一

番思考后，当时的我一心只想当个语文老

师，于是就向教育部申请教职，谁知却被

华中资优课程的发展历程	
⊙陈莲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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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于门外。于是，我只好另寻出路，积极

觅职。就在我量马路的日子中，我为了与

华中的旧同事叙旧，1992年华中运动会

当日，我再次造访熟悉的校园。当时，我

除了与旧同事闲聊，也在华中运动场的遮

阳帐篷下向杜校长问好。杜校长获悉我

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普渡大学修读与资优

教育有关的硕士文凭，他当下问我是否

愿意回到华中服务，并着手筹办专属华中

的资优班。如此一来，我不但能够当语文

老师，还能让我将美国的所见所闻学以致

用，并施展我个人对教育的理念。当时的

我是雀跃万分，求之不得。就在如此机缘

巧合下，我重返华中执教并负责组织筹办

资优班。

发展历程：依样画葫芦，
抑或是营造特色？

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当时我对新

加坡高才教育的认识并不深入，更没有仔

细思考设立华中高才班的优势与劣势，就

一口答应。兴奋之余，定下心神后才分析

当时华中的办学状况。虽然自主学校校

长有权革新课程，毕竟，除了高才教育署

主办的高才班之外，全国没有学校独立

设立高才班。为了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

要向杜校长请教。当我第一天上班时，

我为此到校长办公室见杜校长 讨 论此

事。我们讨论的结果认为华中开办“资优

班”有几个深厚的潜能：一、英才人数的

设定应该扩展至全国顶尖百分之一的学

生比例。二、华中自主以来，学生素质优

良，在数理科的表现非常优异。三、杜校

长更建议，除了在华中中一生中甄选数理

科人才，我们也应该选拔逻辑思维强的

同学向电脑科发展。如果华中的“高才”

能以数理科为主，将有别于教育部的“全

能高才班”。四、为了保持华中精神和同

侪之间的凝聚力，决定将甄选到的学生

分散到三四个班级，但是在数理计科的

课程时间表上调整安排，让这些有天赋

的数理计生能够聚集在同一班级上课。

采取这种抽离式的上课方法，有别于高

才教育署的聚合班。

有鉴于教育部高才署的计划已经实

1996年，第一批24名资优班中四毕业生和教导数学的 

劳静宜老师（前排左五）及本文作者（前排左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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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八年，华中此时要另立门户并创立与

高才教育署办高才教育有别的框架，我

们委实得谨慎地探讨华中此举在我国教

育人才与其发展的意义和影响。当时，除

了阐明课程计划的甄选过程、目标、内容

之外，其中一个考虑是如何为这个独特

的课程计划命名。根据世界各国培养人

才计划的走向，除了新加坡称其育才计

划为“高才教育”外，早在第一和第二次

世界大战前后，一些国家的人口数量高、

人才济济的大国，如中国与苏联皆有计

划地集中资源，重点栽培一流的数理科

研专才。其培养才能计划称为“超常教

育”。当苏联于1957年成功地发射人造

地球卫星时，美国政坛与教育界即刻携

手合作积极发掘人才，启迪智慧。为了避

免与高才教育署直接竞争，我们也参考台

湾用词“资优”。经过一番慎重的考虑，

我们决定采用“资优教育”。因为华中的

革新课程是专为数理方面资质聪颖的学

生而设的，“资优”一词不但分划了教育

部的“高才”命名，而且明确的让人分辨

专才与通才教育课程的不同。就这样，我

们紧锣密鼓地筹划华中资优教育课程。

筹办资优教育的首要条件是要表述

此革新课程的教育理念、宗旨和其受教

群众。在还没向师生们透露尚在演变当

中的计划，务必先倾听老师和同学们的心

声。首先，我在校内向老师以及同学们进

行需求评估，并定期与校长和老师们讨

论需求评估的分析结果。在我们讨论的

当中，全校上下都认为这个课程革新计划

不但能够在华中自主后的教育基础上，更

上一层楼，而且对在数理方面有天赋同

学是一种健康的智力挑战。虽然设立革

新课程的呼声高，大家仍质疑该课程是

否会因此而造成同侪之间的竞争而划下

彼此间的社交鸿沟。再者，为了让全校上

下对资优教育和教育有天赋者有正确和

深入的了解，我提供工作坊指导有关天赋

者在教育方面的需求，并如何通过加深、

加广方法深化核心课程，进行差异教学以

1993年，教育部长李玉全（手指学生课本者）和教育部官员

巡视中一资优班同学上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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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赋高的学习者做智力挑战。由于大多

数华中生完成四年的中学教育后，继而到

华初接受两年的大学先修教育，因此，

我们也邀请当时华初的生物科兼科学部

主任欧美仑老师和物理科郑力畇老师参

加。我们的计划是当这些学生到华初升

学时，他们可以承接教育这些数理计科

英才的棒子。多年后，他们两位都先后在

教育部担任要职。

另外，筹办资优班的重要关键是甄

选有天赋的资优生。写到这里，我不得

不提到教育学院教授林卓卿博士对华中

资优教育的贡献。林卓卿博士当时协助

华中数学部主任陈伟强老师数学教学事

宜，并担任顾问。在一次与陈伟强老师讨

论甄选数学资优生时，他建议我与林博

士接洽，向她讨教。在陈老师的介绍下，

林博士听闻华中的发展，非常有兴趣，表

示十分愿意协助学校筹办资优教育班。

她不但建议了测试资料和分析法，而且也

十分愿意同步收集教育研究资料，以回馈

资优课程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林博士

还鼓励老师们以自身教导资优生的经验

与心得，撰写并发表论文，由她亲自编辑

成册。杜校长当时非常支持，并拨款印制

1000本发送。

一切准备就绪，1992年底，林博士和

我负责策划甄选事宜。杜校长则在深思

熟虑之后，指派数学科劳静仪老师、理科

刘秀娟老师和电脑科伊朗戈老师负责指

导教资优班。那一年，资优班从申请就读

华中的中一生中遴选了26位具有数理计

科方面天赋的学生。从1993至1998年，

华中一共培养了六届校本资优生。当年，

华中资优班成为莘莘学子及其家长的另

一升学的选择。

高才教育的实施，一向受到本地各

界人士的关注。就如华中资优教育班的

发起和扩展也多少施加了一些压力。就

在社会舆论中，早在1990年代初就开始

了从小学离校考试的优秀学生中邀请他

们加入中学高才教育班的惯例。此外，从

1996年开始，高才教育逐渐扩展至全国

顶尖的百分之一的高才生。除了德明政府

中学、维多利亚中学之外，南洋女子中学

和华侨中学都受邀加入培养国家人才的

行列。由于华中早在1993年开办资优班

级，再加上当时会考成绩属于全国之前

三甲，华中资优教育班被纳入高才教育

署是自然、合理的。1999年开始，华中的

校本资优教育课程告一段落，正式承接

了培养由教育部分配的高才生的重任，一

直到今天；杜校长对华中的期望与发展终

于如愿以偿。

挑战：危机，抑或是契机？

当年，华中在没有教育部的协助下，

自行完成创办校本资优教育课程，完全

是因为杜校长有长远教育远见，大胆尝

试，并且善于用人。杜校长只是从例常会

议中得知资优班的实行状况，可从来不过

问其中的细节。他一直都在默默地支持，

并愿意让时间证明资优教育课程在华中

存在的价值。

虽说资优教育班在杜校长的支持下

稳健发展，我们当时遇到的挑战是社会

人士对华中资优教育课程的评价。比如，

在课程实行的半年后，我就接到一位高

才教育计划家长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

质疑华中资优教育班的合法性。电邮中

指出华中的资优班并没有得到教育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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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准，是不符合条规的。该家长认为只有

高才教育署班的高才班才是真命天子。可

见，他们当时可能感受到华中资优课程对

他们的一股威胁力。

此外，华中资优教育课程是在杜校

长使用自主学校校长的自主权进行的一

项计划，我们并没有向教育部申请开办

这个课程。课程从筹办到扩展，我们并

不以为有一天它会为教育部所接受。因

此，杜校长和老师们只是凭着一股热情

和对教育的执着所作出的尝试。由于每

个年级只有一班，在有限的资源下，拨出

时间、空间和人力（老师），特别辅导这

群有天赋的学生，为的是希望为国家培

育人才。例如，在一位新加坡国立大学土

木系教授的热心建议下，我们为第一届资

优生办了一个数理计学习营。在年底的长

假里，同学们花了两星期的时间，在国大

的电脑室里精心制作电脑模拟软件，展

示科学原理。第二年开学的第一周，请来

了校长、副校长、教务处长和家长出席同

学们的口头报告，聆听讲解。大家都为同

学们的学习成果瞪目结舌。当时，潘兆荣

副校长（后来升任华中校长）马上向杜校

长提议华中专题比赛的标准也应该加入

口头报告这一个环节。那年，口头报告成

为全校专题比赛的新宠。

最后，华中办资优教育正值教育部

积极实施学校排名制度。老师、学生和

家长无不关心与重视考试成绩。只是一

味注重考试成绩的后果就是进行刻板的

教学；学生对所习得的知识只是倒背如

流，无法活学活用。就在这种教学氛围

里，实行资优式的教学，无疑是对当时制

度的一种挑战。所幸的是，当时的资优

班里没有老师或学生埋怨资优班的教学

活动。同学们都知道，老师在核心课程

里所下的功夫，对他们日后应考的要求

绰绰有余。大家视乎资优班的教学活动

犹如一股清流，使得人心舒畅。

后记：一纸定江山， 
抑或是饮水思源？

在侧重考试成绩蔚然成风的大环境

里，一般人都会用考试成绩定夺革新课

程的成败。第一届资优生在剑桥普通水

准的表现虽然不俗，但是没有学生获得

十个特优的成绩。虽然如此，根据资优

教育理论和实践，还有那些在今日还和

老师们保持联系的同学们，我们知悉他

们现在的岗位，可以追溯到他们当时在

华中资优班的学习特色。由于当初的课

程里重视探索和创意性的解决问题，目

前绝大多数的同学都在电脑领域和科研

领域里大展拳脚，确实令人感到欣慰。

他们对母校的回馈更是饮水思源精神的

表现。

国立教育学院教育研究

所资深教育研究员。 

1988年至1989年间在 

华中任教。1992年起担

任华侨中学资优部创办

主任到2005年。在她的

努力下，华中资优班于

1999年正式纳入新加坡 

教育部高才教育体系。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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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国际学校的筹建
⊙张拔勤 

前言

公元 20 0 0 年伊始，新加坡的教育

体系在时任教育部长尚达曼先生的主导

下，推出了许多创新的方案。其中，六年

制的直通车（综合）课程和深具本地特色

的国际学校最为突出，而且影响深远。

2003年8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宣布

将新加坡打造成区域教育中心的计划。

为了使新加坡教育能朝更多元化发展，教

育部向八所著名的顶尖学府发出邀请，在

百分之五十本地学生，对百分之五十外地

学生的规定下，探讨在本地开办国际学校

的可能性。

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部和华中管理

委员会正式议决通过，成立一专项委员

会，探讨开办国际学校的可行性。我在担

任直通车委员会组长的背景下，继续受委

为国际学校委员会的组长。

杜辉生先生于1970年代末出掌华侨

中学校长以还，勇于创新，接受挑战，

大刀阔斧，励精图治，使华中恢复了往昔

的辉煌。当年，我有幸邀请到杜校长成

为六年制直通车和国际学校委员会的成

员，他以“机不可失、敢敢做”的一贯作

风，让我们下定决心，接受了在华中开办

国际学校的挑战。

开办国际学校的可行性探讨

2003年9月，“国际学校探讨委员

会”正式成立并展开工作，我是该委员

会的组长。国际学校的课程设计任务主

要由潘兆荣校长带领的团队负责。我负

责学 校的经营模式和财务预算方面的

工作。

委员会成员针对以下几方面进行探

讨：办学的目标，拥护先贤倡办新加坡

南洋华侨中学校的精神，继续成为在南

洋办教育的动力，并为新加坡成为区域

教育中心的计划，提供实际的模块。此

外，在取得盈利下，支持华中朝向多元化

发展，以突破现有的精英教育框框。

至 于 课 程 ，我 们 决 定 实 行 六 年

直 通 车 学 制 。先 开 办 国 际 剑 桥 普 通

（“O”Level）水准和高级（“A”Level）

水准，然后再考虑办国际文凭课程（IB 

Programme）。我们推行双语、双文化

课程；华文是所有的学生的必修科。收生

方面，学校遵循新加坡学校的制度招收

男女生。

国 际 学 校 的 指导原 则，是以 英 文

的 三个（I）为 指 导 原 则，即自信自强

(Indepence)、格致创新（Innovation）、 

驰骋环宇(International)组成。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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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原则是我后来根据它的意涵翻译成

的。整体的阐述是：一个人须有自信心，

才能自强不息，进行独立思考；对事物须

深入的探究和了解，方能有创新；具备广

阔的视野，在环球的范围内，崭露头角。

国际学校的学术课程与设计

按照上述三大指导原则，国际学校

的课程设计核心是从培养、引导学生对

自己要有自信心，有自强不息的精神毅

力；对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应深入的探

究，并提出新的解决方法，从而扩大国际

视野，体验和感受国际大都会的特质。

华 中 国 际 学 校 的 六 年 教 育 课 程

设计，以每两年为一阶段，划分为初始

（Early）、能力掌握（Competent）和驾

驭（Mastery）三个阶段来进行。每个阶

段又由三个部分的课程组成，那就是：必

修科、生活课程、价值观课程。

课程设计的特点是由学生主导，按

兴趣和对该科目的了解程度，灵活的选

择学习方法，以达到华中国际学校的教

育理念。衡量的标准是着眼于学生的价

值、勇气和强处，以学生所取得的成功的

次数，而不是以他们失败的次数作为衡量

的标准。

基于此，华中国际学校多方延聘各

领域的学术人员和专才来授课。考虑到

学生们的家庭背景，学校生活课程和活

动，以创业、商业和金融方面的辅助课程

为重点。

此外，华中国际学校提供了学术和

生活课程辅导兼具的寄宿，鼓励学生寄

宿，通过温馨的住宿环境，塑造学生们的

国际观，促进交流，为培养毕业后的人脉

关系铺路。

由于了解到华 侨 中学 并 没有 财 力

可资助国际学校的发展，募捐巨款也不

易，我因而准备了两份财务预算案，即盈

利和非盈利经营模式——盈利的经营模

式则可以吸引不少的投资者成为股东。

预算报表包括了损益表、资产负债表

和资金流动表。预算期以10年计。预算的

考虑项目涵盖了：师生比例、资本支出、贷

款数目和利息费用、租金、学生的费用等

等。盈利经营模式的预算案，最大优点在

于学校可以马上取得大笔资金来完成所

需的基本设施。非盈利的经营模式，则

只能按部就班，量力而为。

基于先贤倡办华侨中学的历史缘由，

董事部最终选择了非盈利的经营模式。

华中国际学校的建议书完成后，于

2003年12月呈交教育部。翌年1月，我们

受邀到教育部，由潘兆荣校长发言，推

介设立华中国际学校的可行性。不久，教

育部正式批准我们成立华中国际学校。

我和李德龙为发起人，代表华侨中学向

ACRA申请注册。2004年4月27日，“华

中国际学校担保有限公司”正式获准成

立。8月中，华中国际学校取得了IPC证

书，捐款给国际学校者可得2.5倍的税务

回扣。

由于华侨中学是华中国际学校的唯

一赞助人。因此，华中国际学校是前者的

子公司。第一届的董事部成员如下：

顾问：庄日昆

董事长：林谋铨 

董事经理：张拔勤

公司秘书兼学校监督：李德龙 

财政：孙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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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裁：杜辉生

成员：何能恩、洪伟雄、潘兆荣

关键的首三年运作期的回顾

国际学校能否持续发展下去，首三

年（2005年至2007年）是关键期。我也

预见到，学校往后要继续发展，必须依

赖银行的贷款支持。而要符合银行贷款

支持的基本条件，学校必须证明有还债

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确保学校的年度

损益表有盈利。

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运作上必须

小心和谨慎处理。我的策略是尽量采用

伸缩性的开支；工资尽可能以三年固定薪

金的合同形式、能租的器材用租赁、精简

行政人员、暂不用专业财务和行政员工。

我几乎包揽了行政和财务工作，华中校园

也成为家庭、公司以外，我经常出现的地

方，我也免费提供自己公司的电脑软件来

处理学校的帐务。

我准备了10年的财务预算表，与经

济发 展 局的官员洽 谈贷款和协助学 校

找地或校舍及移民厅办理学生入境的签

证事宜。经济发展局最终答应贷款新币

600万元予华中国际学校。贷款款额分

为：运营开支贷款新币430万、资本开支

贷款新币170万。贷款的头七年只须支

付利息（一年两次），以百分之四的年利

率计算，资本金可在第七年开始分期付

还。由于需要提供担保，董事部决定取

消资本开支贷款。

在经济发展局的协助下，学校直接

向移民厅办理学生入境的签证事宜，省却

了双方不少的时间。不仅如此，学校也不

需要取得教育部私立学校的EduTrust认

证，免除了许多繁琐的行政呈报手续，还

节省了大笔的按柜金。

华中国际学校的地点与选择

学校定在2004年10月启动招生工

作。2005年1月2日正式开学。因此，物色

校舍地点为紧急要务。我们先后勘察了以

下地点并和几个机构商谈：

一、与华中毗邻的SIM校舍-由于它

们要求联合办学，谈不成。

二、South Buona Vista Science 

Park – Accendas，但它要求办中小学 

部，无法接受。

三、Swiss  C ot t age 和 W hi te l y 

School在杜尼安路的旧校舍。由于租金

每年须新币350万元，租赁期只有21年，

估计至少需花费新币400万元来装修，不

划算而放弃。

四、巴特礼路中华女子中学的旧校

舍。因也需花费巨款装修，不考虑。

五、华中初级学院篮球场— —本来

选定的地点，也请四家建筑商绘制建筑

图，但随后考虑到建筑施工期间会干扰

到学生上课而作罢。

最终，我们选定了华侨中学寄宿学

校办公室后面的斜坡为华中国际学校的

校舍所在地。这是当年建寄宿学校时，

因担心资金不够而放弃的活动中心的地

点。华中国际学校建在华中校园内，也是

我们期盼，再好不过的了！    

2004年7月进行招标，8月将工程授

予由Chartered Architects International/ 

Chuang Uming (P te) Ltd 的团队承

建 。10月正 式 动工 兴 建 。华中国 际 学

校的建造采用“设计和建筑（Desig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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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的方式进行。建筑面积约8万平方

尺左右，每平方尺建造费用定在新币70

元。共分两个阶段完成，校舍须在2006

年12月之前完成；办公楼和礼堂完成日

期为2007年6月。我们很幸运，当年新加

坡的建筑业处于萧条时期，国际学校方

能以低廉的建筑费完成工程。

第一年开学安排和学校状况

为了能在2005年1月2日顺利开课，我

们和华侨中学潘兆荣校长商谈：有偿的借

用五名教职员两年，包括国际学校一名校

长、两名科主任和两名教师；有偿租用五

间课室和科学实验室、图书馆和活动场

地。此外，外地学生的寄宿以及两校学生

共同参与活动的安排，也都妥善处理。

2004年11月开始招生，吸引了150

多位学生报名，但由于课室空间的限

制，最终只能录取85名来自12个不同国

家的学生。学生的国籍分布比率：新加

坡40%；中国33%；其他国家27%。	 								

2006年9月，为了照顾学生的体育

活动，学校拨款约6.6万新元建两个小型

足球场（Mini	soccer	 fields）。2007年6

月，学校拨款约120万新元，将课室楼底

层，面积约6000平方尺空间改建成图书

馆。这是为了配合国际学校申请开办国

际文凭（IB	 Programme）课程的基本设

施要求。	 							

这段时期，用于国际学校的资本开

支的资金来源主要有：2004年12月，李

氏基金捐款50万新元；隆发五金（孙广

安）10万新元。2005年4月，经济发展局

贷款425万新元。2005年11月，在郑金城

董事引荐下，获得中国大亚湾蚬壳石油

公司的国际学校管理咨询服务费美金20

万元。2006年1月，向华侨中学寄宿学校

贷款200万元（利息按年利率4%计），作

为备用资金。2006年7月，李氏基金再次

捐款10万新元	，用于建造图书馆部份费

用。2006年11月，以竖立李光前铜像名

义，募捐到25万新元用于在华中建国际

学校的图书馆。2011至2014年，许金发

先生担任国际学校董事长期间，他引荐

新加坡股票大王Peter	Lim捐助200万新

元，作为招收优秀生的奖学金。

除了上述款项来源，这段期间，家长

和一些董事、校友和其他热心人士、学生

所缴交的入学按柜金、预付学费，加上学

校的盈余等等都有不少财务上的贡献。

华中国际学校的管理权事件

或许是华中国际学校在2005年开

办时，所允诺的债务巨大，教育部又明确

的表明不会有任何的资金支助，而董事

部的华侨中学有限公司开始虽出资1万

国际学校校舍在2004年10月动工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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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元，但本身并没有任何资金来承担

和支持国际学校的发展。

有鉴于此，当时的董事长杨禧年先

生乃于2006年2月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

者包括林谋铨、李德龙、孙广安博士、洪

伟雄院长、潘兆荣校长和我。会中，杨董

事长表达了董事们的忧虑，而母校又愿

意接手管理国际学校。我认为交由母校

来管理不妥当。同时也表示有信心，华中

国际学校在妥善的管理下，必能克服重

重困难，继续发展下去。当时，在座的其

他人都保持沉默，只有孙博士问我，在最

坏的情况下，需要多少资金来支持？我马

上答复他，2006年终，在最糟糕的情况

时，须要支持的资金数额不会超过20万

元。语毕，孙博士即刻答应届时会承担这

笔费用。华中国际学校得此承诺，遂能顺

利地创办。

学生来源是学校的经济命脉，华中

国际学校的剑桥考试成绩达到100%的

及格率，保证了报名的学生源源不绝。学

校的财务，也因此维持在稳定和健康的状

况。事实证明，华中国际学校在往后的几

年里，运转上并没有出现最糟糕的情况，

也没向孙博士开口拿钱。向母校和经济发

展局的贷款，都提前付清。而2008年后

的发展，都靠本身的累积盈利来支持。值

得一书的是，在时任李喜隆董事长的建

议下，华中国际学校自2010年开始，每年

还捐助10万元或更高数额予华中母校。

2008年至2017年的发展回顾

2008年6月，杜辉生总裁开始策划

寄宿学校的建立工作，让学生体验寄宿

学校的生活，乃当年办学的宗旨之一。宿

舍的地点，划定在学校校舍的后方，母校

篮球场的右方和华侨中学寄宿学校的餐

厅和会议室后方的斜坡。    

学生宿舍的建造，同样采用“设计

和建筑（Design & Build）的方式。宿舍

建筑总共分三栋楼，建筑面积约10万平

方尺，每平方尺建造费用定在新币130

元上下。建 成后，可容纳520名学生。

这个项目最终由Chartered Architects 

International/Vertex Global Holdings 

P te Ltd 投标以1277万元获得承建。 

2008年12月，宿舍开始动工兴建。

 2008年11月，我准备了一份10年的

财务预算，找了几家银行提供宿舍的建

筑费贷款。最终，由于条件合理以及利息

低，又不需要提供担保，我们选定了华侨

银行，向它贷款700万元，作为资金提供

者。为了取得贷款，国际学校也把向经济

发展局贷款的425万元提早付清。

遗憾的是，2009年8月开始，建筑

承包商Vertex Global Holdings Pte Ltd

在建造的过程中，出现许多问题，而且

也违反了几项BCD的条例规定，被令停

工。华中国际学校不得不终止其建筑合

同。Vertex Global Holdings Pte Ltd 对

终止其建筑合同一事，采取法律诉讼行

动。我们也向对方提出反诉。在李喜隆

（当时还不是董事，他稍后担任董事长）

和我的努力下，最终取得胜诉。2010年 

1月，国际学校再以2000万元，把宿舍的

项目颁给了另一家建筑承包商。寄宿学校

项目，终于在2012年2月竣工。

学生宿舍竣工后，开始建造200米

跑道、三个篮球场、两个小型足球场、两

个网球场，观众看台和健身设备。上述设

施，是为了配合学生人数的剧增及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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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经过七年多的发展，华中国际学校

已经稍具规模。2012年8月8日，邀请教

育部长王瑞杰先生为国际学校主持开幕

典礼。

2012年11月，董事长 李喜隆 应国

际学校许进源校长的请求，开始为国际

学校扩建校舍项目谋划。经过多方面物

色，也考虑到30年后，把收回租赁给新

加坡管理学院的土地让国际学 校发展

等因素，扩建校舍最终选在华中校友会

大楼，包括校友会大楼的网球场、停车

场。2013年8月5日，华侨中学、华中校友

会和华中国际学校三方正式签署了三方

协议。华中校友会将拥有63年使用权的

土地让出，作为华中国际学校扩建校舍

用途。建成后，华中国际学校须归还华中

校友会原有的楼面面积。

扩建校舍工程3300万元建筑合约，

于2013年9月30日正式颁给了M/S Ang 

Cheng Guan Construction Pte Ltd。扩

建校舍工程，进展顺利，第一期工程（教

学楼）于2014年12月29日完成移交。第

二期工程（体育馆、展览厅、剧院）也于

2015年7月15日顺利移交。

结语

华中国际学校自2012年开始，经已

达到一所国际学校应具备的规模，行政

和财务管理系统都已制度化了，财务状

况也处于非常稳定的状况。从创校开始

到现今，每次在关键的时刻，总有历届董

事、校友、家长和爱护华中的社会人士的

大力支持，方能取得今日的成功。

我自1988年起在华中大家庭义务服

务，到2017年11月方才退休。在这30年

里，投入最深的是华中直通车和华中国际

学校这两大项目。今天，很欣慰的见到，

这两大项目都已走上了康庄大道。

2012年8月8日，教育部长王瑞杰（左二）为国际学校主持开幕典礼。

1966年华中高中毕业。 

自1988年起，先后在华中

校友会、华中董事部、华中

管委会担任不同的岗位。

曾任华中直通车和华中

国际学校委员会的组长。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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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欢庆建业百年之余，也放眼国

际，开拓新领域，接受教育工作的新挑战。 

2019年2月，李德龙董事长代表新加

坡南洋华侨中学校（SCHS）与星桥腾飞

总裁（城市开发）陈萃菁签署框架协议，

共同在中国广东省的中新广州知识城内

建立全新学府。新校园的建设工作将于

2021年底完毕，计划2022年秋季开课。

由SCHS独资成立的子公司TCHS 

International（2018）Pte Ltd 将为新学

府提供华中管理资询服务，针对高中部

三年的瑞士国际高中文凭课程（Interna-

tional baccalaureate IB），输送华中管理

策略哲学，及提供师资支持。

中新广州知识城项目為新加坡和中

国广东省的国家级战略合 作的重点之

一。知识城发展战略是集智慧，生态，学

习三大发展主题为一体，探索实施全新

的城市发展。

2010年中新双方在时任广州省书记

汪洋先生和新加坡国务资政吴作栋先生

的见证下，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其后新加

坡星桥腾飞集团（ASB）和广州开发区管

委会成立一家各占50%的中新广州知识

城投资开发公司，共同发展知识城。 

双方都有意在知识城里建立高水准

的学府，提供优质教育。在这前题下，由

新加坡星桥腾飞集团牵头，选中华中国际

学校为这个教育项目的可能合作伙伴。 

华中百年基业，成绩有目共睹，多年

展翅飞翔，迈向国际
⊙庄绍平 

来培育了大批优秀人才，尤其在双语双文

化方面，更是一枝独秀。近年来华中国际

学校推进IB课程，也有卓越表现，老师循

循善诱，学生儒雅谦逊，社会各界及家长

们都对学校成就十分赞赏。

如今，华中跨出国门，挑战国际舞

台，广东知识城的合作项目是一个重要

里程碑。庆祝建校百年之际，华中上下也

预祝项目开展顺利，华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可以在海外发扬光大。 

2019年2月12日战略合作框架签约仪式。右为华中董事长

李德龙，左为星桥腾飞总裁（城市开发）陈萃菁。

1968年华中中四毕业。 

前建筑商公会会长、

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

官委议员。现任新加坡

华侨中学副董事长、

华中校友会副会长。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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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3/2004, as the Board Secreta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SCHS), I worked closely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effect the first 

merger of two independent schools in 

Singapore, then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then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to form Hwa Chong Institution (HCI). 

The merger was completed in 2004. 

HCI commenced a six-years through-

train 'A' levels program (also known 

as the “Integrated Program (IP)”) in 

January 2005. I also prepared the legal 

documentation in 2004 for students 

from Nanyang Girls’ High School to join 

and graduate under HCI’s IP.  

At about the same time in 2004, 

Singapore's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 (EDB) had approached HCI on 

a suggestion to set up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offering the International 

Merger of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and the 
Formation of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Robson Lee

Baccalaureate (IB) Program. The Board 

of SCHS then worked with the senior 

staff of HCI, as well as the then Chairman 

of the HCI Board of Governors, Mr Ch’ng 

Jit Koon, to apply for a licens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set up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HCIS). Our 

application was successful. Only two 

schools were successful in ob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license issued 

by the Ministry in 2004.

HCIS was incorporated as a company 

limited by guarantee wholly-owned by 

SCHS. I also applied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for HCIS to be registered as an 

Institution of a Public Character (IPC). 

The IPC status facilitated HCIS’s fund- 

raising activities over the years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5.  

We are most grateful that the EDB 

assisted HCIS financially in its form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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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with which we were asked to build 

our classrooms, sports facilities, library, 

administration block, students’ activities 

center and a boarding school, as well as 

have working capital to hire our senior 

management, teaching and other staff. 

HCIS commenced operations in 2005, 

with 85 students enrolled. To date, we 

Robson is currently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ABOUT 
THE 

AUTHOR

have more than 900 students in HCIS.

In 2006, HCIS was approached by 

Shell International to help set up an 

international school in the Dayawan 

Bay, at Huizhou, in China's Shenzhen 

area. HCIS was engaged by Shell 

International and the Hong Kong New 

World Group to manage a joint venture 

international school at a site that was 

part of the residential and recreational 

project developed by the Hong Kong 

New World Group at the Dayawan Bay. 

HCIS gained substantial knowhow and 

experience managing the international 

school, called Huizhou Huazhong, for 

two years.  

Boarding School of HCIS.

HCIS offers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Programme (IB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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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第一所开办
双文化课程的学府
⊙华中中文部

一、背景

在21世纪全球化的语境中，以及在

中国崛起的世界格局下，李光耀资政从

新加坡国家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新加坡

得继续推展双语与双文化教育，让中华文

化于新加坡这个岛国上继往开来、传承与

弘扬。中华文化是维系新加坡华人社会的

基石，是新加坡与中国沟通的桥梁，是推

动新中经济合作的原动力。新加坡人具

备了双语与双文化的能力，才能游走于东

西方世界，继续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及

竞争力。

李显龙总理在2004年新加坡国庆大

会上讲道：“我们必须培育一批精通两种

文化的人才，他们能掌握英文和华文；了

解中华文化和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发展以

及社会改革，能够同中国人在同一个思想

频道上沟通，因为他们熟悉中国的文化，

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于是，华侨中学于

2005年开设了双文化课程，是新加坡首

间开办双文化课程的学府，目标就是为新

加坡培养精通双语、双文化，学贯中西的

人才，进一步巩固与加强我国作为东西方

文化和商业枢纽的地位，并奠定长远的发

展基础。

二、万事起头难

所谓万事起头难，作为双文化课程

的先锋队，华中从零开始，2004年10月，

中文部获知2005年要开办双文化课程。

课程的内容、涵盖的范围、教材等等都毫

无头绪，时间紧迫，只好赶紧组织工作小

组，从挑选课题至设计教材等等，在两个

多月的时间内完成。当时心里很不踏实，

盲打误撞，摸着石头过河，摸索、改进，

完善，然后渐露雏形，一套教材就这样

慢慢地浮现。接着的难题是如此新的一

门课，该由哪位老师来执教？这一系列的

问题让中文部老师的2004年假期忙得不

可开交，但是大家还是不亦乐乎，毕竟认

同双语、双文化的重要性的有识之士还是

大有人在的。

三、课程内容与浸濡活动

华中双文化课程通过培养兴趣、透

视历史、认识现在与亲身体验四大主题，

让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华文化与中国历史，

并对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中国和其他

国家的关系等课题有一定的认识。学生有

机会到中国、英国和美国等地的学府浸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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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实践考察与进行专题探讨，融入当

地的社会。学校也会为这批学生安排学

术讲座、企业考察、走读历史、社区服

务、课题研究、家庭寄宿、商业计划等，

增进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工商、文

化方面的认识，培养学生未来在跨国跨

文化经商和就业中的适应能力。此外，学

生通过网络平台，搜集有关中国的资料，

了解中国国情。

在深度上，华中双文化学生在中国不

同的城市与地区浸濡时，结合当地的资源

和特点，侧重不同的方面。在以上海为中

心的长三角浸濡时，重点是商业文化，从

沙盘推演到亲自下海；从摇旗呐喊到“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以广州为中心的珠

三角浸濡时，学生们探索的重点是珠三

角地区在利用外资上有哪些特点；中国为

什么会选择珠三角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

试验田；及中新知识城的规划与发展。在

华中创校先贤陈嘉庚先生故里厦门地区

浸濡时，学生们捐赠故里所需，到闽西山

区献爱心，在山区小学教导英文，帮忙整

修校园；依托社会网络，深入百姓人家，

了解海外侨乡的心情。 

四、第一所新加坡学府
于北京设立卫星校园

华侨中学于2007年9月在北京设立

卫星校园，旨在为修读双文化课程的中

三四学生前往中国北京浸濡创造条件，

让他们有机会深刻、全面地体验中国学

生的学习生活。有了北京校园，我校学生

能在充满各种学习机遇的环境中浸濡。

学校希望借此机会与各研究机构、各大

企业、中国的顶尖大学和大公司建立联

系，培养学生对世界经济体的认识，感

触中国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脉

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观、学贯中西的领

袖人才。

年份 大事记

2005 教育部指定华中为新加坡四所开办双文化教育课程的学校之一。

2007 在北师大二附中设立北京卫星学校。

中学部双文化学生第一次参观天津生态城，之后成为中学双文化中国

浸濡的固定参观点。

2009 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签署合作备忘录，推荐优秀毕业生

到中国顶尖大学深造。

华中开辟中国福建省南靖县梅林镇长教小学作为双文化海外社区服

务及文化浸濡的地点。

公共服务委员会首次推出“PSC 中国”奖学金，华中三名首届双文化

毕业生获得该奖学金。

五、华中双文化课程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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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首届双文化毕业生陈恬怡成为全国首位囊获小学、中学和高中组

总理书籍奖的学生。

2010 教育部首次推出“李显龙杰出双文化学生奖”，华中第二届双文化毕业

生庄礼骏获得此奖，他同时也是高中组总理书籍奖得主。

2011 华中第三届双文化毕业生许铭洺成为考获9科A的全国状元，她也兼

获“李显龙杰出双文化学生奖”和高中组总理书籍奖。

华中与中国厦门大学新闻学院合作，为华中双文化学生开办专题讲座。

2013 华中安排高中部双文化学生第一次参观广州知识城，之后成为高中部

双文化中国浸濡的固定参观点。

2014 华中于贵州凯里经济开发区下司镇马场小学设立双文化海外浸濡及

社区服务点。

2015 华中与厦门大学中文系签署合作备忘录，定期为华中双文化学生开办

专题讲座。

华中第七届双文化毕业生曾靖杰、陈姿颖和何晨摘下“李显龙杰出双

文化学生奖”的三个全国名额。这一届双文化毕业生也有六人获颁高

中组总理书籍奖。

中国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让学生感受中国创业创新的脉

动，华中在深圳开设浸濡点，安排高中部双文化学生访问华为公司和

柴火创客空间。

2017 为让学生见证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所取得的成果，华中安排高

中部双文化学生访问厦门的点击网络、新浪公司、美图公司、深圳的腾

讯总部、腾讯众创、天安云谷等。

2018 华中与中山大学珠海分校开展合作，为华中双文化学生开办专题讲座。

华中第十届双文化毕业生林佳莹成为全国第二位囊获小学、中学和高

中组总理书籍奖的学生。

华侨中学与中国交流合作的对口学校

学校名称 合作年份

浙江省温州乐清中学 2006 - 2008

上海延安中学 2006 - 2011

天津南开中学 2006 -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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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硕果累累

双文化课程开办至今，华中学生连连获颁各个学术奖项，接受国家的栽培。

GCE	'A'	Level	Category	“A”水准

Year	年份 Name	姓名

2006 • Leo Shu Yan Nicole 梁淑艳 • Qiu Liming 邱骊名 

• Wong Da Wei 王大为

2007 • Poon Yirong Yvonne 方依榕

2008 • Heng Joo Kuang Terence 王裕权 • Lai Fengjun 赖凤君

• Lee Chee How 李子豪 • Lin Qintan 林沁潭

2009 • Cheow Ting Yi 邹婷仪 • Deng Bowei 邓博为 

• Lee Shimin 李诗敏 • Wong Shi Hui Sarah 黄诗惠 

• Tan Tian Yi 陈恬怡 • Ng Kian Yang 黄建諹

2010 • Chng Luey Chun 庄礼骏 • Chua Kai Jian 蔡恺健

• Ong Hui Kuan 王慧娟 • Jasleen Kaur Gill

2011 • Chan Chi Ling 陈智羚 • Koh Mingming 许洺铭 

• Kiew Su Yun 邱素韵 • Phua Rou Ying 潘柔穎 

• Won Cheng Yi Lewis 温承易 • Wu Tong 吴桐

2012 • Woon Jing Wen Hazel 云靖雯

2013 • Goh Wan Ting 吴婉婷 • Shi Hanning Halynne 石涵宁

2014 • Tan Si Qi 曾思绮

浙江省义乌市私立群星学校 2010 - 2011

陕西省西安交大附中 2011至今

北京华师大二附中 2007至今    

广东省广州玉岩中学 2011至今

天津外国语学校 2013至今

江苏省无锡大桥中学 2015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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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Lim Yu Xin 林宇昕 • Liew Tingting 柳婷婷 

• Neo Hui Yuan 梁汇圆 • Lim Kar Sin Katherine 林佳欣 

• Chan Chin Kiat 曾靖杰 • Chen Zi Ying Chloe 陈姿颖

2016 • Kwek Lixuan 郭俐萱 • Tan Shi Jie Samuel 陈诗杰 

• Tan Wan Ning 陈婉宁

2017 • Valerie Yeo 杨颖洁 • Ang Ting Kiat Gerald 洪鼎杰 

• Ng Joong Hwee 黄俊辉

2018 • Lim Jia Ying 林佳莹 • Ng Yu Ci 黄雨慈

Lee	Hsien	Loong	Outstanding	Biculture	Student	Award	

李显龙杰出双文化学生奖

PSC	Scholarship	(BSP	graduates	only)

公共服务委员会奖学金（双文化课程毕业生部分）

Year	年份 Name	姓名

2010 • Chng Luey Chun 庄礼骏

2011 • Koh Mingming 许洺铭

2012 • Ling Han 林晗

2013 • Seah Wen Yan Jaslyn 佘雯雁 • Chen Shenghui 陈生辉

2014 • Lim Ming Kit 林明杰 • Chong Shu Min 张树敏

2015 • Chan Chin Kiat 曾靖杰 • Chen Zi Ying Chloe 陈姿颖 

• He Chen 何晨  

2016 • Neo Shi Zhang 梁世璋

2017 • Ng Joong Hwee 黄俊辉 • Quek Ting Li 郭亭利

2018 • Li Shida 李士达 • Ng Yu Ci 黄雨慈

Year	of	graduation
毕业年届

Name
姓名

Type	of	PSC	Scholarship
奖学金种类

2008 Cui Xiao Wen 崔晓雯 PSC China PSC中国

Lee Guan Hui 李冠辉 PSC China PSC中国

Lim Ruo Shuang 林若双 PSC China PSC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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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Chng Luey Chun 庄礼骏 PSC China PSC中国

Li Xiaoyao 李萧垚

Liu Hao 刘浩

Zhang Wenbo 张文博

2010 Chan Chi Ling 陈智羚

Long Qianqian 龙芊芊 PSC China PSC中国

Luo Hui 罗卉

Won Cheng Yi Lewis 温承易 PSC China PSC中国

2011 Lee Chi Chian 李志谦 PSC China PSC中国

Ling Han 林晗 PSC China PSC中国

Song Lingxuan 宋凌暄 PSC China PSC中国

2012 Goh Wan Ting 吴婉婷

Seah Wen Yan Jaslyn 佘雯雁 PSC China PSC中国

Yang Yiming 杨宜铭 PSC China PSC中国

2013 Chong Shu Min 张树敏 PSC China PSC中国

Lim Ming Kit 林明杰 

Lim Woon Yee 林蕴怡

Tay Ru Jein Melissa 郑如君

2014 Lim Yu Xin 林宇昕 PSC China PSC中国

 Teo Bei Lin 张贝璘 PSC China PSC中国

2016 Wen Yanzhe 温彦喆 PSC Engineering PSC机械系

Elaine Yeo 杨宜霖

2017 Chan Qiu Qing 曾秋晴 PSC Foreign Service 

PSC对外关系

Lydia He Shun Zhe 贺顺喆 PSC Engineering PSC机械系

Markus Leo 刘俊

* List does not include BSP graduates who accepted Ministry/Stat. Board scholarships. 

名单不含获得各政府部门及法定机构的双文化课程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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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Federation	of	Chinese	Clan	Associations	Scholarship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奖学金

Year	年份 Name	姓名

2011 • Boey Foo Keong Jason 梅富强 • Guo Dan 郭丹 

• Cheng Ying Han 庄颖翰 • Loh Hong Sheng 卢鸿胜

2012 • Liu Ting Chih 刘婷芝 • Koh Liang Zhou 许良洲

2013 • Alan Ng Zheng Shen 黄政燊 • Edward Sim Yu En 沈宇恩

• Kong Yiqiao 孔艺桥

2014 • Zou Yan Hong 邹岩宏 • Li Yixing 李宜幸 

• Ngo Wei Ze 吴维泽

2015 • Wu Simin 吴思敏 • Khaw Faye 许菲

2016 • Lim Woon Him Adeline 林恩欣 • Png Wenxi 方雯希 

• Koh Hui Xin 许慧馨

2017 • Quek Ting Li 郭亭利 • Shi Chenxi 施晨希 

• Koh Yun Qian 许芸谦 • Guan Jingyi 关靖怡

七、团队协作

本校陈鹏仲副校长多年来走遍中国

大江南北，建立良好人脉，结联友好学

校，为双文化学生、语文特选学生以及

其他华中学生到中国浸濡开启良好的平

台。高中中文部方伟成主任、初中陈有庆

主任，以及徐艰奋老师、刘茜老师、王达

坤老师等初中与高中的负责老师辛勤与

付出，部门通力合作，让双文化课程精彩

连连。

八、结语

“比中国人更懂西方，比西方人更

懂中国。”这是新加坡引以为豪的优势之

一。然而，随着世界格局和全球经济发生

一系列迅速而又深远的变化，新加坡的

双语优势正面临考验和挑战，培养更多

的双文化人才刻不容缓，华中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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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华侨中学北京卫星校园	

⊙徐艰奋

时光荏苒，屈指一算，华中北京卫星

校园成立至今已经整整11年了。翻开旧

日的记事簿，瞬时间，“铁狮子坟”、“新

街口”、“积水潭”、“北师大”，“解放军

二炮总医院”等名字便在脑海里涌现，这

些当年常到的地方装载了我们太多太多

的回忆；记事簿里的字里行间更是充满

了同事之谊、师生之情；情景交错之间，

记忆很快就由模糊变为清晰。

办校宗旨

2007年金秋9月，经新加坡教育部

批准，华侨中学决定率先在北京这座具

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都名城创办卫星校

园，建立一个为本校学生修读双文化课

程的海外基地，让中三、中四的双文化学

生直接走进中国，实地考察中国，亲眼看

看这个国家的古代文化的辉煌，看看这个

东方巨人怎样从历史沉睡和政治曲折中

醒来，实现经济的腾飞和国家的崛起；除

此之外，也希望学生们能够亲自发现中国

目前依然存在的许多问题，进而思考问题

和成就背后的成因给新加坡的启示。

华中的合作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第

二附属中学。该校始创于1953年，师资

雄 厚、设备先进、校风良好、教学质量

高、文化气息浓郁，为北京市首批重点中

学之一。

为了让更多的华中学生受益，除了送

选修双文化课程的学生去北京卫星校园

学习外，学校也尝试鼓励非双文化课程

的学生参加，尽量让华中部分学生能够

在六年的学习生涯中至少参加一次北京

校园短期学习，把握这个认识与欣赏中国

历史和文化的好机会。负责华文课程及于

华中推广中华文化及价值观的陈鹏仲副

校长，也一次次地与二附中商讨研究，如

何让北京二附中开设的中国历史语言文

化课程，能对接新加坡学生需要，量身定

做，让学生真正的获益。

北京卫星校园创建于2007年金秋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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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与教学安排

能有 机会带队 到北京浸濡 一段日

子，对老师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所以

许多老师兴致勃勃，经过自愿报名及挑

选后，首批赴北京卫星校园的老师共有七

位：时任中学部教务处杨慧茹副校长、数

学老师洪来章、英语老师柯丽芳、物理老

师苏锦发、双文化论文指导老师徐艰奋和

张美凤，以及资讯部经理黄光弟。

首批前往北京卫星学校的华中学生

共有75人，分为三个班，由双文化奖学金

得主组成的“凯旋班”有16人，学习期为

六个月；由双文化非奖学金学生组成的 

“翱翔班”有24人，学习期为两个月；另

由非双文化学生组成的“启航班”有35

人，学习期为一个月。

在海外创办卫星校园，我们完全没

有经验，也无先例可循，必须依靠自己进

行研究、设计和实践，在探索中走出一条

可行和有效的路。由于新加坡和中国的

教育体系及教育媒介语的不同，如何让

卫星校园的华中学生既能够学习中华文

学、华族文化与艺术，同时又能够同步学

习新加坡华中本校的英语、人文、数理化

等，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在一批又一批

带队老师反复研究，以及二附中林校长、

曹校长及主任的尽量配合下，终于整理

出一套完整周详的教学计划，包括浸濡

参观活动。黄光弟经理和他的华中资讯

部团队凭借着精湛的IT和多媒体技术，

使华中率先在北京与新加坡两地之间实

现了以视像会议、网上论坛等信息和传

讯科技结合的远程教学模式教学。教师

们也可以通过视频参加新加坡本校的所

有会议。当在新加坡会场看到远在北京

的同事们熟悉的面孔和忙碌的身影时，

大家都会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鼓励

首批北京卫星学校的学生共有7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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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致敬。

在北京卫星校园的学生，每天早上

首两 节是 上北师大二附中文学及社 会

课。10点之后上华中的课程，或由卫星校

园的华中教师亲自教导，或通过远程视

像，与新加坡校园里的同学上同样的课

程。华文学科由北师大二附中的老师们

专门来校教导；体育、美术、音乐、文化

课，则全部进入北师大附中的课室里听

讲，华中学生与该校学生一起学习、交流

和沟通。

生活趣事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融入体验当地

学生和民众的生活环境，并锻炼自身的

独立生活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我们要求

学生从吃、住、行做起：

“吃”——买饭卡与二附中的学生一

起排队吃学校的食堂饭菜。刚开始，一些

吃惯了面包、薯条、牛奶和美禄的学生，

吃不惯北京的稀饭、馒头包子，经常要偷

溜去学校对门的麦当劳，自然遭到了师长

的拒绝。老师们也一样跟着喝小米粥、红

薯和白煮蛋，渐渐地大家就适应了中国北

方的饮食。

“住”——华中师生一行同住在北师

大的留学生公寓，那里有来自各国的留学

生，其中以韩国学生为最多。有时留学生

们狂欢至夜深，这就要考验华中学生的

耐心和包容心，因为“complain”在这里

并不管用。而华中学生要做的是管好自

己，包括按时就寝和起床，早晨整理好床

铺，并保持寝室的干净卫生，这些看似平

常小事，对于很少做家务的男生来讲却

并非易事。

“行”— —一反新加坡出校门就包

车的习惯。在北京，老师们让学生购买学

生乘车卡，在京出门参观旅行都分班搭乘

公共交通工具；当时北京为了鼓励市民少

开车，多搭公交车，于是搭公交车的人很

多，每次搭车都要挤，有一次在前门巴士

起点站搭车，本以为有栏杆护着，可以排

队上车，结果巴士一到，在后面的当地人

便蜂拥而上，把我们师生挤得人仰马翻。

一次次经验教训之后，大家都逐渐掌握了

挤巴士的诀窍。

除此之外，师生们也努力适应北京

的天寒地冻、干燥无比以及空气指数较

差的污染气候。秋去冬来，不少学生和老

师开始伤风感冒，我们纷纷去购买中药 

“感冒冲剂”“板蓝根冲剂”，因为中药

的副作用少，西药不敢吃。实在不行，就

去最近的解放军二炮总医院看病，一来

二往，哪里挂号，哪里取药，大家都已经

熟门熟路了。

春华秋实

难忘的北京，难忘的卫星校园，无论

时间长短，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对华中

浸濡的学生而言是非常有意义的。他们

能够有机会聆听许多著名教授的精彩演

讲，也能深入知名企业，如到吉宝置地北

京分公司实习，还能到京郊的民工子弟学

校当义工，更有机会到中国各地去实地

观察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民情与制度、变

迁与存续，增广见闻。北京卫星校园使得

参加浸濡的学生对中国的现在和历史都

有了更具体、更深刻的印象和了解，它大

大超越了仅仅置身于新加坡所能获得的

网上信息和书本知识。这种收获也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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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后来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

或论文之中，不仅如此，这段不同平常的

人生历练，成为他们宝贵的资产。

首批双文化奖学金学生黄宇凡在回

忆北京卫星校园的那段经历时，充满了

很深的感情，他说无论是古代诗词中的 

“赋比兴”，还是穿越几千年的中国史，

甚至是在不知所措中完成的课间操，都

让他增广见闻；六个月浸濡生活使得16

岁的他快速成长，在远离父母身边的日子

里学会了独立；与他人共处一室学会了谦

让；更是在卧虎藏龙之地的穿梭中获得

启示：世界那么大，人那么渺小。

黄政燊（Alan）同学也是首批“凯旋

班”的学生，卫星校园的学习经历对他影

响很大，当时正值北京举办“奥运会”，由

于政府的努力，北京的天气在几周内迅速

好转，这使得他看到中国充满着很多机

遇和无限的可能，很多想法可以变为现

实。他201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

学院硕士班。在校期间除了是优秀生，他

还是一名拥有16家快餐分店的小老板，

颇有成就。

继往开来

北京卫星学校开办至今，已经有11

届共36批超过1000位华中子弟接受浸

濡，华中的北京卫星学校也敞开大门接

受新加坡其他学校的学生，这包括圣公

会中学、南洋女中、南华中学及圣尼各拉

女校，华中与他们资源共享的当儿，也增

进了华中学生与新加坡其他学校学生的

友谊。除了第一批的带队老师，接着的王

达坤老师、叶丽萍老师等继续完善北京

中国浙江宁波人，现为

新加坡公民。1982年 

毕业于杭州大学（现为 

浙江大学）中文系， 

1999年获新加坡国立 

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 

曾任记者、大学讲师。 

2000年起执教于新加坡 

华侨中学，现为高级 

教育咨询。

作者
简介

卫星校园的课程及活动，让华侨中学北

京卫星校园更趋完善。

在汲取北京卫星校园的经验之后，

华中又凭借着自身的网络人脉等系列资

源，从北到南，从西到东，先后开办过西

安冬季校园、苏州冬季校园、无锡冬季

校园等。

岁月流逝，流出一缕清泉，流出一阵

芳香。11年过去了，第一批到卫星学校学

习的学生已经大学毕业了，有的已经走上

了工作岗位。一起同甘共苦过的同事们

至今依旧保留着特殊的情感，这里面有

彼此的欣赏、敬重和信任，如今即便是远

远的挥手招呼，或是轻轻的一声问候，一

股暖流总会涌上心头，朴素纯粹的友情

如春风沐浴、细水长流。

衷心 祝 愿华中中国 浸 濡 项目越 办

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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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08, as then Board Secretary of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SCHS), 

I sat down with the Land Transport 

Authority (LTA) to discuss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MRT Downtown Line 

construction (thereafter indicated as 

the MRT Construction), which would 

be conducted on Bukit Timah Road 

where the frontage of the school 

campus ground lies. An underground 

MRT station is earmarked to be 

built on the same plot of land. The 

construction work would affect usage 

of the school's running track, as well 

as the volleyball and basketball courts 

located near Duchess Avenue. The two 

main entrance gates stretching from the 

college section of the school right up 

to the entrance next to Namly Avenue 

would also be affected.     

LTA officials informed SCHS that it 

wanted to discuss two alternative views 

that the government had.  The first, 

dubbed “Plan A”, was to compulsorily 

acquire the relevant land area under 

Tan Kah Kee MRT Station 
⊙Robson Lee  

the Land Acquisition Act (Chapter 152). 

Alternatively, SCHS could consider “Plan 

B”, which was to surrender the relevant 

plot to the government, upon which the 

LTA would take all necessary steps to 

restore the surface area of the land in 

question so that the school can continue 

to use it after construction is over.

The SCHS Board deliberated 

on the matter very carefully, and in 

consultations with the school principal 

and senior staff, decided that Plan B 

was a more feasible option. The Board 

sought the endorsement of SCHS 

members in a general meeting to 

proceed with Plan B, which the general 

meeting gave unanimous endorsement.

Thereafter, a working committee was 

formed, comprising representatives 

from SCHS Board and the school, to 

coordinate with LTA on removal and 

relocation of the school’s facilities 

(including the school’s two main gates 

facing Bukit Timah Road), as well as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ensu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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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of school staff, students, and 

members of the public who visited the 

school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Heavy construction works stretched 

for more than six years, during which 

LTA was very helpful and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school’s needs. LTA helped 

to minimise disruptions to the school’s 

activities and also financially assisted 

the school in seeking alternatives 

for facilities displac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period. LTA also kindly 

undertook the foundational work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olistic sports 

centers off Duchess Avenue that the 

school had wanted to build initially but 

staved off the plans due to the MRT 

Construction. In particular, LTA helped 

to construct a temporary, albeit down-

sized, field track while construction 

works were underway. LTA also funded 

the entire job of re-turfing the grass, 

and to restore the school’s track and 

field to its original condition before 

the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shifting the 

monolithic school gates at both ends 

of the school’s entrances first to their 

temporary locations, then back to their 

respective original sites.

I would also like to record for 

posterity how SCHS worked with LTA in 

naming the MRT station at the school’s 

premises after the school’s founder Mr 

Tan Kah Kee. The government policy for 

how MRT stations are named has always 

been with reference to a public place 

or a road nearby. The finalised name 

must also secure the highest votes in 

a transparent on-line public voting 

system which members of the public 

can access. 

There is always this long winding 

private road which connects the two 

main gates of the school at the two 

sides of the Bukit Timah Road, running 

past the Clock Tower (which is gazetted 

as a national monument). This road 

was at that time unnamed, and after 

several meetings with LTA officials and 

in consultations with the Board and 

ordinary members of SCHS, and the 

school principal, I filed an application 

to the Street and Building Names Board 

(SBNB) to name this road “Tan Kah Kee 

Drive”. 

SBNB approved the application. With 

that approval, I submitted to LTA/SBNB 

the proposal to name the MRT Station 

“Tan Kah Kee Station”. At that time, LTA 

had already surfaced two proposal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usual government 

policy, and these were “Watten  Station” 

and “Duchess Station”, given the MRT 

station’s proximity of the MRT station 

to these places. LTA advised me that for 

transparency, the eventual name of the 

MRT station would have to be decided 

based on majority public vot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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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ther of the three available proposals, 

cast on the online public voting website 

set up and designated by LTA/SBNB. 

Fortunately, the Hwa Chong spirit 

rallied many of our old boys and girls, as 

well as existing students of Hwa Chong, 

including their parents, to actively vote 

for the name “Tan Kah Kee Station”. I am 

proud to record that the overwhelming 

support from Hwa Chong family 

prevailed and the MRT station located 

within the campus was named after 

what won the highest votes in the online 

voting – Tan Kah Kee Station.  

The MRT station was named after the option that won the highest 
votes – Tan Kah Kee 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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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地铁站的命名
⊙李德龙

20 0 8 年，我身为新加坡华 侨中学

（SCHS）董事会秘书，代表SCHS与新

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LTA）讨论如何对

应地铁市区线（MRT Downtown Line）

第二阶段建设工程对校园的影响。

这项工程将在华中校园前，从公爵

夫人道（Duchess Avenue）路口的学校

大门延伸到南利大道（Namly Avenue）

入口的整条路段上进行。学校跑道和位

于公爵夫人道附近的排球和篮球场也都

会因施工而无法使用。

当时，LTA 提出两个可能方案，和

SCHS讨论。第一个“A计划”就是以“土

地征用法”（第152章）为依据，强制征收

相关土地面积。

第二个“B计划”就是SCHS可以考

虑将相关土地面积回交给政府，然后LTA

将 采 取 必 要 措 施，修复相关 土地 的路

面，好让学校在工程结束后继续使用该

块土地。

SCHS董事会与学校管理层仔细商

量后，决定接受B计划。董事会之后也

召开赞助人大会，大会也一致通过，认

可B计划。

此后，SCHS与学 校代表，组 成了

一个工作委员会，负责与LTA协调相关事

宜，包括如何处理受工程影响的学校设

施，如面向武吉知马路的两个学校大门。

另外也确保工程进行期间，各方都采取必

要的措施，保障学校学生、教职员及公众

访客的安全。

地铁工程进行了六年多。这期间， 

LTA对学校多方协助，物色替代设施，

以 取代 那些受 施 工 影响的设备。这 期

间，LTA也非常照顾及体谅学校的需求和

考量，尽量确保学校运作及活动不会因施

工而中断。

当时学校原本计划在靠近公爵夫人

道的校园地段上建个综合体育中心，计

划因为工程缘故，不得不搁置。可是LTA

还是在施工期间，帮助学校完成了相关的

奠基工作，以便学校在地铁工程结束后，

可以继续及迅速的落实这项计划。

在施工期间，原来的大草场无法使

用，LTA协助学校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小型

田径场地。后来地铁工程结束后，LTA也

出资，帮学校修复大草场的草坪，包括将

施工期间被迁移他处的两座学校大门还

原。

我也想在此说明SCHS如何与LTA合

作，成功以华中创办人陈嘉庚先生之名，

为地铁站命名。

当时，学校内有一条未命名的私人

道路。一端是武吉知马路上靠近公爵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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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管理学院

华中寄宿学校
华中国际学校

华侨中学

钟楼

华中高中部

人道的大门，另一端是接近南利道的大

门，中间是现已列为国家古迹之一的华

中钟楼。

在与 LT A官员 多 次 洽 谈 后，又在

SCHS董事会、赞助人大会和学校校长

首 肯下，我向 街 道 和建 筑名称 委员会

（SBNB）提出申请，将这条道路命名

为“陈嘉庚道”（Tan Kah Kee Drive）。 

SBNB批准了这项申请后，我们随即向

LTA和SBNB提交了将地铁站命名为“陈

嘉庚站”的建议。

与此 同 时，LT A 已 经 拟 出 两 个方

案，即以学 校附 近 的 道 路名称为基 础

的“Watten Station”和“Duchess 

Station”。当时政府的一贯做法是以地

铁站周边的道路或公共场所名称来决定

地铁站的名称。最后结果，还要通过LTA/

SBNB设立和指定的网站，让公众投票遴

选；地铁站将以投票胜出的选择命名，过

程必须透明。

幸运的是，我们校友，还有当时在籍

的华中/华初学生及他们的父母，都积极

支持我们的呼吁，上网投票。我很自豪地

说，因为有了华中大家庭广大成员的支

持，我们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Tan Kah 

Kee Station”一名以高票当选，成为这坐

落在华中校区内的地铁站的名称。

现任新加坡华侨 

中学董事部董事长。
作者
简介

受地铁市区线建设

工程影响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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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校友会经历了几十年风雨，在

陈龙得和庄昇俦等学长领导下，终于在

1991年筹建了校友会游泳池大楼。华中

毕业生自此拥有自身的活动中心，每周有

几百名华中人及他们的家属、友人参加校

友会主办的活动：太极、回春功、瑜伽、

书法、合唱团、卡拉OK、乒乓、篮球等。

周日上午则不受风雨所阻地在池畔餐厅

办咖啡雅座，老同学相约聊天，校友和孩

子到游泳池锻练，华中大家庭充满快乐

温馨气息，进而提高了华中自强不息精神

及校友对母校的归属感。

当时的校友会大楼设计美轮美奂，

具有东方及南洋文化色彩。内外设备相

当完整，但是有美中不足之处。停车场虽

然宽敞，却没有充分照顾老迈残障者行

动的方便。年迈校友人数逐年增加，学

长们向校友会反馈对建筑设施的要求。

正当校友会理事萌生建筑改造和增设电

梯之时，华中国际学校也正好向董事部

提呈扩建教学设施，以容纳更多学生的

报告。

时任董事长的李喜隆学长于2011年

11月20日召开重建计划小组临时会议，

就结合华中大家庭各成员的活动方向作

讨论。他阐述华侨中学的长远策略，认为

校友会游泳池1.18公顷的原地块具有发

展潜能，长远可发展为校友会俱乐部，因

巍巍黉宇平地起
——董事部、校友会、国际学校新大楼的建立

⊙庄绍平

此可以将其他地块同既有的网球场合并，

再加入变电房、泵房北角空地，设计出一

幅全面发展蓝图，以容纳校友会、董事部

和国际学校提出的扩建计划，一举三得。

重建小组成员的这项计划得到董事

部和校友会理事会通过，遂成立建筑委

员会和建设基金募捐委员会。建筑委员会

由笔者担任主席，成员包括董事长李喜

隆、校友会王勇诚会长、国际学校董事主

席郑金城、国际学校校长许进源、董事洪

静源及校友会理事洪旭。建设基金募捐

委员会由董事长李喜隆领导，启动融资工

作，通过银行贷款及邀请校友们捐款。建

筑委员会在选择建筑师、工程施工团队的

1992年3月21日，华中校友会在华中游泳池

大楼的会所开幕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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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为采用透明公正设计比赛（Design 

Competition），价比三家的程序。

至于邀请校友捐款的活动则得到校

友积极的回应，共筹募到498万元。其中

除李氏基金的20万元捐款之外，其余多

数是华中和国际学校校友及他们的家属

的捐献。笔者谨借本文向慷慨资助母校

发展的个人和团体，致以万二分的谢意。

建筑委员会紧锣密鼓展开工作，首

先拟定期望表格（Wish list），供三方提

出各自冀望得到的设备和所需要的建筑

面积。经过三次的详细研究后，建筑委

员会整合各方要求，提呈一份建筑功能

总规格，给受邀的建筑师进行设计工作。

2 0 1 2 年 8 月 ，共 有 四 家 建 筑 师

公司：Kng、Lyoob、Surbana和Park 

Associates受邀参加设计比赛，其中最少

有三家是有华中校友参与其中的。经过两

轮筛选，委员会以设计方案美观实用、施

工期时限、总造价预算等因素为考量，一

致通过采用Park Associates的方案。

校友会前会长庄昇俦学长历年慷慨

捐助，委员会铭记在心。董事部一致通

过将建造中的的国际学 校教学楼命名

为庄昇俦大楼以资纪念，并邀洪笃恭学

长题字。

2013年8月8日，委员会考虑到新加

坡管理学院向华 侨中学董事部 租 用地

契将在2045年到期。董事部、校友会和

国际学校签定三方协议：秉承三赢的精

神，校友会让国际学校把现有大楼（即校

友会旧会所）改成国际学校教学楼，其租

约从63年（原由2006年算起）减为30年

（由2013年算起），惟国际学校必须确

保校友会的实用面积和功能不会因此改

变而有所亏损，并承诺负责所有建筑经

费。30年后国际学校可迁到新加坡管理

学院的现有地段，届时校友会则重新装

修庄昇俦大楼，成立一间全功能的校友

俱乐部。就这样，秉着华中大家庭的合

作精神，三方承诺互相礼让，和气协调，

尽量做到所有设施发挥最大功能。遇有

意见矛盾时，则由董事部协调决定。

2013 年，委员会登报公 开 邀请建

筑商投函表示意愿。最终有十几家建筑

商回应。委员会从中精选出八家参加竞

标。7月份正式招标，华中校友洪静源的

公司以最优越的价钱（3300万新元）争

取得新校园的工程。洪学长为避嫌，不参

与整个招标的谈判过程，并且辞去委员会

一职。三方对施工质量要求非常严格。工

期紧张；第一期在15个月内完成国际学校

教学楼部分，满足2015年1月学期开课的

硬性要求。第二期在同年7月14日整体完

成地下停车场、董事部大楼、剧场、室内

运动场、艺术馆及校友会办公室等。

建筑工程为华侨中学建立另一座里

程碑：新加坡唯一拥有董事部大楼和一

流的中、大型剧场、展览馆的中学。华中

国际学校的收生名额也因为校园的扩建

而从600人增加到1000人。结合校友会

和国际学校的文化艺术资源，华中建立

了汇集人文活动的华中文化中心。

装修后的董事部大楼典雅、朴实，设

有博物馆级陈列柜，足以陈设名家的书画

华中文化中心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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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品。会客室的设计塑造了华中具文化

修养、宏观思维的形象。会议室装置了可

供30人举行国际同步会议的电子设备，

开放让华中大家庭成员使用。

校友会秘书处搬进宽敞、现代化办

公室，内有会议室、储藏室和活动室各两

间、休闲室、录音室；仿罗浮宫式的500

平米博物馆级的大展览馆、餐厅和面积

400平米的幼儿班课室。

2015年8月8日，新建筑群开幕仪式

由李喜隆董事长主持。同时邀请庄昇俦

夫人为庄学长纪念碑揭碑。

这个崭新的硬体建设给华中带来新

的活动平台。如今，国际学校和华中学

子、老师们、校友们和社会各团体进行的

各类活动：授课、演讲、运动、餐饮、艺

术展览、舞台演出、会议等，均随着设备

的启用一一得以开展，实现了学校董事

部、校友会和国际学校大家庭为社会作

出贡献的共同愿景。

本文照片由庄绍平提供。

庄昇俦大楼（左）和华中董事部大楼（右）。

现今的校友会会所在2015年8月8日启用。

1968年华中中四毕业。 

前建筑商公会会长、

中华总商会名誉董事、

官委议员。现任新加坡

华侨中学副董事长、

华中校友会副会长。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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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7日，以“新加坡华侨中

学”（DTSCHS）命名的一个新石斛系列

兰花品种，成功注册为国际兰花名册一

员。这是取名为“陈嘉庚”（DTKK）石斛

兰花品种的基因，成功配种培育出来的

新品种，大小及底色和“陈嘉庚”兰花类

似，但添加了更多贴近华中校服和徽章

颜色的色彩，堪称“华中之花”。

Denbrobium,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DTSCHS)

Denbrobium (石斛), The Singapore 

Chinese High School (DTSCHS) has 

been registered at The International 

Orchid Register on 7 February 2019. It 

is similar to size and colour of distant 

parent Denbrobium Tan Kah Kee 

(DTKK), but with additional colour 

renderings close to school uniform and 

emblem.

华中之花
⊙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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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于1874年10月21日生于福建

省同安县集美社。他青少年时代目睹中

国的积弱，政治腐败，经济不振，社会落

后。他深信，若要中国发奋图强，昂然崛

起，跻身于世界前列，一定要振兴教育，

培养专才。

他 九岁入私塾读《三字经》和《四

书》，识字不多；16岁才对古文和报刊“有

一知半解”，后来能够写文电、著书，完

全靠自学。乡村文化落后，私塾学生很

少，女孩不得入学，10余岁儿童还光着

屁股成群游戏，给他留下触目惊心的记

忆，促使他立定办教育改变家乡面貌的

决心，以此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

以企业来奠定一生事业的基础

陈嘉庚一生的事业，首先由企业来奠

定基础，然后才逐渐发展到教育、社会与

政治各个领域。

他 的 经 济 活 动 始 于 1 8 9 0 年 。那

年，17岁的陈嘉庚背井离乡，移居新加

坡，在其父吊桥头的顺安米店工作10余

年，不幸，1904年家道中落，顺安停业，

陈嘉庚始出来开拓自己的新事业。陈嘉

庚筹足7000余元为资本，先创设黄梨罐

华中倡办人陈嘉庚
⊙黎运栋整理

头制造厂，后开办谦益米店。1905年，

陈嘉庚在新加坡购地500英亩，种植黄

梨，名“福山园”。1906年，福山园兼种

18万粒树胶种子，为他未来的企业打下

坚实的基础，被誉为新马“橡胶王国”的

四大开拓者之一。从1904年创业到1910

年福山园的出售，陈嘉庚各企业共获利

73万元。

如果 把陈嘉庚的各 项 财产加以估

计，他的全部资产在1910年似已接近100

万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陈嘉

庚一跃而成为东南亚华族社会中少数资

本家之一。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陈嘉庚已打进船务业，并于1917年开始

把黄梨罐头厂改建成树胶厂，制造熟胶

片，直接出口英美市场。在这四年中，陈

嘉庚各企业共获利450万元。

1920年，陈嘉庚在闽南振兴教育，

其胞弟陈敬贤主持陈嘉庚公司，把土桥

头（Sumbawa  Road）的树胶厂改建成

树胶成品加工厂。陈嘉庚公司的树胶营业

扩展到胶品加工业的顶峰，公司于1925

年共获利780万元，1920年代的陈嘉庚

公司属下企业，已扩展到亚洲各地，雇工

达万人以上，陈嘉庚俨然成为早期东南

亚的工商业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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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以后，陈嘉庚公司虽然仍大

力发展在东南亚各地的工商业，其经济

实力已走下坡，公司业务衰退的主要原

因是胶价下跌、财政周转不灵、银行借

贷过多以及银行利息过重。陈嘉庚公司

的银行贷款，一方面为扩展土桥头的树

胶制品工业，另一方面为维持集美大学

和厦门大学两机构的经费。再者，新马的

树胶业同行竞争激烈，而陈嘉庚公司的

树胶制品又面对日本在东南亚市场的竞

争，年年失利。最后，陈嘉庚各企业受到

世界不景气的严重打击，促使陈嘉庚公

司改组成有限公司，他本人大权旁落，面

对外国敌对财团的挤压，1934年2月，陈

嘉庚因不接受外国的银行的控制，他将

有限公司及所属的各工厂全部关闭，结

束了他在东南亚的一页经济活动史。

倾家兴学

陈嘉庚的一生，自有其处理金钱的

方法。他认为“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

用”，“做社会事业，当随时随力，积渐做

去。如欲待富而行，则无有可为之日”。陈

嘉庚“自民国初年，已准备将财产捐出”，

在新马和福建省创办学校，振兴教育。

在新加坡，他除了在1918年发起创

办华侨中学外，也领导或参与创办的教

育机构有：道南（1907年）、爱同（1912

年）、崇福（1915年）、崇本（1915年）、

南洋师范（1941年）与南侨女中（1947

年）等等。陈嘉庚倡办的华侨中学，是全

南洋第一所华文中学，以后南洋各地才

有雨后春笋般的华文中学的出现，他的

大胆开拓精神，堪为时代先驱。

集美陈嘉庚故居。（照片由YSC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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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 立 集 美 学 校，内分 师 范、中学 实 业

（包括中学、水产科、商科）、小学和幼

稚园四个部门。1927年，集美学校各部

改称为“校”，计有集美男子小学、女子

小学、男子师范、男子中学、水产航海

学校、商业学校、女子中学，农林学校、

国专专门学校。另设有幼稚园、医院、图

书馆与科学馆等等，以上各校，仍根据习

惯，统称为集美学校。像这样体系完整

的“学村”，在中外都是罕见的。

集美学校的兴建和发展，使陈嘉庚

誉满闽南，但是，使陈嘉庚享誉中外的却

是在1921年厦门大学的创建与发展。陈

嘉庚在自身经济由盛而衰的时期，财政

上独力资助厦大共16年，使他获得“倾

家兴学“的美誉。陈嘉庚的一生，在闽南

倾注了凡2000万叻币的教育费，集美和

厦大两校，桃李满天下，是中国和亚洲近

代史上罕见的事迹。

陈嘉庚在企业面临倒闭的困境中，

仍千方百计 维持 集美和厦大两校的经

费，他把自己的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

厦大的经费。“宁可企业收盘，绝不停办

学校。”举债办学，不惜变卖私人财产资

助学校。

从1923年到1927年，华中均由陈嘉

庚担任总理，在此期间，学校经常费与设

备费不敷约有10万元之多，均由陈老一

人担负。

曾有人估计，陈嘉庚一生倾资办学

的费用，如果根据国际市场上的黄金价

格来算，大约1亿美元。

改良社会

在振兴教育之余，陈嘉庚尚以改良陈嘉庚是橡胶大王。（照片由YSC提供）

此外，陈嘉庚尚于1919年捐资10万

元，支持教会创办一所大学，但有一条

件，大学必须设立中文科系。此大学于

流产后得到陈嘉庚的同意，把已捐出的

3万元转赠英华中学作为该校的理化基

金。1929年，陈嘉庚也慨捐1万元，作为

莱佛士学院的成立基金。莱佛士学院于

1949年改称马来亚大学，1961年又改称

新加坡大学，是今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之

前身。

在闽南，陈嘉庚自1913年创立了集

美小学后，便倾资建立集美师范（1918

年）、集美中学（1918年）、集美幼稚园

（1919年）、集美水产（1920年）、集美

商科（1920年）。

1921年，集美学校正式定名为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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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为己任，多方改革华族社会组织与

陋俗，并提倡慈善事业不遗余力。

陈嘉庚非议华族社会的陋俗诸如赌

博、娼寮、鸦片营业的弊害，婚嫁与做生

日的排场和铺张，丧事的奢侈，迎神的

迷信，交际应酬的浪费与败坏风气，以及

中国江南停柩不葬等等。陈嘉庚亦强调

住屋与卫生的关系，主张住屋应多设窗

户，以便空气流通，阳光充足。他也建议

改造厕池，令蚊虫不生。此外，陈嘉庚还

强调运动洗澡为健身之术。

1923年陈嘉庚当选为怡和轩俱乐部

总理后，开始树立新的作风。他在1925

年修改章程，规定总理不得连任三年，

并废除帮派，吸收各籍贯人士入会，确定

怡和轩“为公余憩息之地，专以改良风

俗，交换智识，联络感情为宗旨”。怡和

轩树立的新风范包括禁止抽鸦片、星期

六晚上举行的宴会准时8时入席，在会所

内举行宴会或便饭，一律用公匙公筷，以

示卫生，并设立图书馆，培养阅读风气。

在陈嘉庚领导下，1929年完成福建

会馆的改组，使会馆有健全的组织，有民

主的选举章程与有社会责任感的目标。

改组后的福建会馆，各科都有进步，教育

科接办道南、爱同和崇福三校，并津贴新

加坡闽侨所办的其他八校，以达到统筹

统办的目的。经济科旨在增收会员并增

加会馆的经济来源。总务与建设两科最

大的贡献是1935年推动的华人丧仪改革

运动，诸如停柩三日出殡，停柩时亲友勿

设宴与赌博等等。慈善科专门管理与处

理闽侨在新加坡的福利问题。

陈嘉庚于1929年尚在新加坡主张倡

设中华会馆并改造中华总商会。他反对

商会旧章程规定的分帮选举制度，认为

商会选举与董事名额分配以帮派来衡量

是不智之举。再者，他指出商会选举总理

向来由闽粤人士轮流，“不惟选不择才，

只具地方主义”。此外，陈嘉庚认为华人

社会有需要创设一中华会馆，为全侨服

务。他建议此会馆应设有公共图书馆、体

育场、游泳池、大会堂与结婚礼堂等，足

以开化知识、健全身体。可惜当时殖民地

政府拒绝批准注册，导致他的计划不能

落实。总之，陈嘉庚1920年代的超帮派

思想是进步、民主与具有远见的。

和社会改革关系密切的是陈嘉庚的

慈善事业，他不但出钱赈济中国与南洋

的天灾人祸受难者，协助民众医病养老，

且曾多次出面领导慈善募捐运动，诸如

1917年的天津水灾、1924年的闽粤水灾

以及1935年的新加坡河水山火灾等等。

根据陈嘉庚《南侨回忆录》记载，在战前

所作的慈善捐款达叻币50万元左右。

1920年代，刚当上华中总理的陈嘉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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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并领导政治运动

陈嘉庚早对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十分

不满，从阅读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

张的影响，1909年经林义顺介绍认识了

孙中山，翌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即“剪去

发辫，与满清脱离关系”，这是他人生一

个重大转折的起点。他除了积极拥护孙

中山的革命学说和行动，筹款捐助孙中

山及福建临时政府外，他思想中一直萦

绕着如何来尽国民之天职，贡献自己的

力量去复兴祖国。

辛亥革命以后，新马华族社会政治

与思 想 上的分裂，有 国民 党 和 进 步 党

之冲突与新旧商会之争。陈嘉庚不偏不

倚，成为二三十年代“无党无派”的领导

人物。1920年代的殖民地政府，取缔新

马的国民 党与 左 翼 势力，这 给 陈 嘉庚 

“无党无派”领导层的崛起提供了有利

机会。1928年5月发生日军屠杀中国军民

的济南惨案后，陈嘉庚出面领导为时九

个月的“山东筹赈会”，募款救济受难同

胞。在筹赈会指挥下，新加坡华人社会打

破了帮派观念，为中国的抗日救亡作出了

贡献。

陈嘉庚以怡和轩俱乐部为总部，领导

有组织与群众基础的政治运动，筹募义

款，同时支持与推动抵制日货运动，因而

加剧了殖民地政府的警惕与恐惧。殖民

地当局不满陈嘉庚的排日言行，曾书面警

告陈氏勿从事排日运动，否则后果严重。

陈嘉庚曾把救亡的希望寄托在蒋介

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在1927年到1940

年春期间，陈嘉庚是坚决的“拥蒋派”。 

1936年，国民党人发起了“献机祝寿”

活动，摊派新马华侨捐献飞机一架，折

合国币10万元。陈嘉庚在中华总商会召

集各帮领袖，成立“购机寿蒋会”，举行

游艺会等活动筹款，也去信马来亚各州

侨领在吉隆坡开会，展开募捐，共筹得国

币130余万元汇交南京政府，足以购买飞

机13架，加强中国空军的力量。1936年

12月的西安事变中，他关怀蒋介石的人身

安全，成立“星洲华侨救国援蒋大会”。

19 37年七七卢沟 桥 事变 后，陈嘉

庚把新马与东南亚的华族组织起来，为

中国抗日战争提供金钱、精神和物质上

的支持。8月15日，100多个华人社团的

700多名代表在中华总商会召开的侨民

大会，决定成立新加坡华侨筹赈祖国伤

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

后来陈嘉庚被推举担任主席。1938年10

月10日，东南亚各地的筹赈会在新加坡

华侨中学召开大会，并成立南洋华侨筹

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或南侨

筹赈会），主席也是陈嘉庚。从1937年到

1943年间，各地华侨华人为各项用途而

汇回中国的款项高达国币55亿元，平均

每年约8亿元。

日本侵略军南进新加坡前夕，汤姆

斯总督尚请其手下三顾怡和轩俱乐部，

邀请陈嘉庚出来领导星华动员总会，以

支持英国保卫新加坡的民防工作。二战

结束后，退休的汤姆斯总督曾多次赞扬

陈嘉庚与星华动员总会对保卫新加坡的

贡献。

陈嘉庚于1940年春发起组织南洋

华侨回国慰劳团，一行50人去中国考察

九个月，他考察重庆和延安，了解两地社

会的实际情况，让陈氏对中国政局的真

相有新的认识，使他人生发生重大的转

折，相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战后，陈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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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的政治立场向延安倾斜，加速了陈氏

在1950年回返中国参加建设的决定，也

为东南亚华族社会带来复杂的后果，诸

如华社也一度分裂成亲陈和反陈、亲蒋

和反蒋两个对立阵营。

支持亚洲民族独立运动

1942年2月，日本占领新加坡，陈嘉

庚避居爪哇三年八个月。战后的陈嘉庚

关心中国内战和亚洲政局的演变。1946

年3月，他欢迎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到

新加坡访问，在怡和轩招待会上表示支

持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

陈嘉庚在新加坡既热心办学，又热

心办报。1923年，他创办的《南洋商报》，

曾主张抵制日货，在华社产生很大的影

响。1946年11月，陈嘉庚在新加坡创办

《南侨日报》，他对读者明示办报的“目

的在团结华侨促进祖国之和平民主，俾

内战早日停止，政治早日修明，国民幸福

早日实现，以达到孙国父建国之旨”。

1947年，陈嘉庚攻击荷兰殖民地主

义，他不仅在言论上支持印尼独立运动，

在行动上也有积极的表现，引起荷兰政

府的不安，荷兰曾派殖民地官员到怡和轩

俱乐部以印尼华人的安全为由，当面向陈

嘉庚威胁，遭陈嘉庚严词驳斥。

同年，陈嘉庚对马来亚宪制问题的

解决也作了中肯的批评与建议。他建议

召集各党派圆桌会议解决宪制问题，并

主张华侨有选择公民权的权利。他重申

华人应尊重马来人的特殊地位和权益，

更阐明新加坡和马来亚不应分离、立法

1949年陈嘉庚从中国回到新加坡，第二年在中华总商会给华社团体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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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应民选等立场。

1949年，陈嘉庚应毛泽东之邀，抵

北京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

后来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中央人

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

1950年，陈嘉庚77岁，最后一次回

来新加坡，结束未了事务，旋即回国，从

此定居家乡集美，主持厦大、集美两校校

舍的修建。

新加坡万人出席陈嘉庚追悼大会

陈嘉庚于1961年8月12日在北京病

逝，享寿88，北京各界举行公祭，由中国

周恩来总理主持国葬仪式，丧礼极为隆

重，灵柩移至集美，永息鳌园。

1961年9月10日，在中华总商会领导

下，新加坡各界在羽球馆举行陈嘉庚追

悼大会，参加大会的社团与学校达300

个单位，人数近1万人。

在陈嘉庚的巨幅遗像上面正匾写着 

“万世流芳”四个大字，两旁悬挂一对挽

联。右边是“前半生兴学，后半生纾难”；

左边是“是一代正气，亦一代完人”。

陈六使上台，代表大会向陈老的遗

像敬献花圈，中华总商会会长高德根以

追悼会主席的身份致悼词，黄奕欢报告

陈老的生平事迹，古稀之龄的原华中董

事长杨 缵 文 抱 病登台演 说，向陈 老 表

示敬 意，厦 大 集美校 友代 表陈 育崧宣

读祭文。

历史学者杨进发博士指出，陈嘉庚

是属于新加坡的，他的大半生在新加坡

居住，从事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改革社

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华社领袖。左起：高德根、李光前和陈六使。（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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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考书目

《陈嘉庚先生传略》（A 

Short Biography of Tan 

Kah Kee），南澳弗林德斯 

大学历史系教授杨进发 

博士，陈嘉庚基金理事会

出版。

《新马华族领导层的探索》，

杨进发博士，新加坡青年 

书局出版。

《回忆陈嘉庚》，全国政协 

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

文史出版社。

《陈嘉庚企业兴亡的历史 

经验》，戴渊著，马来西亚南

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出版。

《陈嘉庚传》，陈碧笙/ 

杨国桢著，三联书店香港

分店/福建人民出版社联合

出版。

《世纪传承》——怡和轩 

会所重建落成/113周年纪

念/陈嘉庚基金先贤馆 

开幕特刊。

《陈嘉庚爱国主义思想研

究》，朱立文主编，今日中国

出版社/北京周报社出版。

《陈嘉庚——华侨旗帜， 

民族光辉》，曽昭铎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百舸争流》——怡和轩

120周年纪念文集。        

集美鳌园陈嘉庚的长眠之地。（照片由YSC提供）

1964年高中毕业。 

华中颐年俱乐部前

秘书，退休报人。

作者
简介

会风气，树立华人社团的新形象，以及兴

办教育。他在新加坡繁衍后代，给新加

坡留下有形和无形的遗产，在新加坡发

展史上应该被列为最杰出的先驱人物。

历史学者戴渊博士则指出，陈嘉庚

开辟工业与教育共同发展的大道，始终

不渝在这条道路上走，不怕失败，无惧

风险，勇往直前；在一个未经探索的领

域中开辟新的天地，把理念变成现实。

他领导集团员工进行长期不懈的试验、

研究和开发，表现了卓越的创新精神，生

产了许多新产品，开拓了新的市场。

Chapter_2_��_V5 KHL.indd   181 20/2/19   11:13 AM



182

百

年

华

中

情

风

流

人

物

天

下

闻

华中历任董事长

 王水斗
1922年8月-1923年8月

 陈延谦
1927年4月-1928年3月 

 胡文虎
1928年4月-1930年3月

 李光前
1934年-1936年
1937年
1938年-1941年
1945年-1949年
1950年
1951年-1954年

 杨缵文
1955年-1960年

 高德根
1961年-1964年
1965年
1966年

 陈嘉庚
1919年
1923年9月-1925年8月
1925年9月-1927年3月
1930年4月-1932年3月
1932年4月-1934年3月

 林义顺
1920年

 林推迁
1921年6月-1922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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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庆贺
1967年
1968年-1969年

 陈共存
1970年-1996年

黄一宗
1998年

吴定基
1999年-2003年

杨禧年
2003年-2007年

张拔勤
2007年-2009年

李胜存
2015年-2017年

李德龙
2017年至今

李喜隆
2009年-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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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回望林义顺   

⊙柯木林

1919年3月21日（星期五）下午1时，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The Chinese 

High School，简称“华中）举行开学典

礼，1首批78 名学生进 入华中就读，涂

开舆2 出任第一任校长，林义顺（1879-

1936年）为“正总理”（董事长），任期两

年（1919-1920年）。林义顺是继陈嘉庚

（1874-1961年）之后，华中正式开课以

来首位“正总理”，3 距今正好一百年。  

华中创 校 伊 始，4 陈嘉庚 认 捐 3万

注  

1   根据 1919年3月21日《叻报》新闻：〈南洋华侨中学校开学之典礼〉云：“南洋华侨中学校订本月念一日（阴历二十）下午

一句钟，举行开学典礼。业已柬请各界贡临。兹将其开会秩序如左：一振铃开会；二奏乐；三乐歌；四全体向国旗校旗行

三鞠躬礼；五全体向至圣像行三鞠躬礼；六校长报告本校情形；七领事训词；八来宾训词；九总理董事训词；十教员训

词；十一校长着词并训词；十二乐歌；十三奏乐；十四振铃闭会；十五摄影；十六茶会”。嗣后《叻报》对当天典礼盛況亦

有详细报导，参阅〈南洋华侨中学开校纪事（未完）〉、〈南洋华侨中学开校纪事（续）〉，载《叻报》， 

1919年3月25日/26日。

2   涂开舆（K.Y.Doo，1889-1969），字九衢先生，曾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预科。因与陈嘉庚、黄炎培（上海教育会会

长）是好友，受聘担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首任校长。当年华中体育课教师张国基，系毛主席在湖南第一师范的同班同

学，俩人感情甚笃。1924年，张国基到涂开舆家拜访，要求涂开舆帮助，以解毛泽东燃眉之急。涂开舆慷慨输囊八百大

洋。毛泽东收到这笔钱后，还特地回信表示感谢。1949年10月，涂开舆回原籍长沙；1954年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文革期间曾遭迫害，后获得平反。1969年底逝世，享年80岁。参阅周进银，〈毛泽东与涂开舆的一段轶事〉，在线出版日

期2016年6月15日，网上资料http://www.wanfangdata.com.cn/details/detail.do?_type=perio&id=dask201603009。 

Principle。又：涂开舆在开学典礼当天的讲活，对华中教师寄以厚望：“为教员者亦必决定如何指导辅助以发达诸生之

三育为事。勿尚空谈，勿争门面，学以诚而教以诚。真学问乃得闯办，真人材乃能陶铸”，参阅〈涂校长对于中学开校之答

词及训词〉，载《叻报》，1919年3月27日。

3   根据民国八年（1919年）12月出版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一览》（页23-28）所载：“本校自八年四月十九号第一次

校董会议议决，推举劝募特别捐员，至六月二号，第四次校董会议，又添举劝捐员五人。每逢星期二、星期五两日下午 

2时30分，齐集商会，签名备查，一同出发”。从1919年6月13日至12月30日的33天“出街劝捐”期间，林义顺只缺席一次

（10月17日），真是难能可贵。

4   华中初创时，“校址在新加坡利民律（尼文律，Niven Road）十五號”，这从“民国八年三月十九号”南洋华侨中学校 

一则招生启事可以看出。参阅〈南洋华侨中学定期补考新生〉，载《叻报》，1919年3月24日。

元，林义顺认捐1万元。5 华中的成立，意

味着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当时新加

坡乃至整个东南亚的高等华文学府。6

2019年3月21日适逢华中创校百年

庆典，《百年华中情》纪念文集主编吕纪

葆（寒川）邀我写一篇介绍林义顺的文

章，盛情难却，乃欣然接受。又有感于人

们在研究华中校史时，往往聚焦陈嘉庚

而忽略了林义顺，写作此文目的，希望以

全方位多视角解读林义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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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白手起家

林义顺任华中“正总理”时，年仅40

岁，风华正茂，事业如日中天。当时他已

是几家公司的董事、大企业家，有“黃梨

大王”美誉，迭任新加坡乡务局（Rural 

Board）局员、太平局绅等，北京政府也颁

给他“二等嘉禾章”，声誉鼎盛。根据《澄

邑马西乡林氏族谱》所载，林义顺祖籍广东

省澄海县歧山镇马西村，今汕头市郊区 7。

马西乡林氏家族传至林义顺时，正好

第20代。如果从中国移民定居新加坡算

起，林义顺则属第二代侨生。8 宋旺相的

英文巨著《新加坡华人百年史》提到林

义顺的父亲Lim Peng Nguan，“娶张理

的长女为妻”。9 根据《族谱》记录，Lim 

Peng Nguan即林炳源（字美背），娶张

春莲。林义顺“四岁丧母，八岁丧父，由

外祖母张太夫人鞠育”。10

依此看来，张理夫人乃林义顺的养育

恩人。张理，一作张礼（Teo Lee，1833-

18 9 9 年）祖 籍 广 东 省 饶 平 县 樟 溪 镇

青岗村杨梅坑，其子张永福（Teo Eng 

Hock，1872-1959年）为晚晴园主人，11 

经营绸缎与布匹生意，兼任取佣代理，同

时投资地产，有一定经济基础。林义顺母

亲是张永福的姐姐，张永福比林义顺大七

岁，甥舅关系甚佳。林义顺生长在富裕家

庭，自幼受良好教育，有不错的社会关系

网络，这与他日后事业成功，不无关系。

先进思想源泉

早在辛亥革命前夕，林义顺就冒着生

命危险，把革命宣传品带到闽南潮梅各

处分发，助长了华南地区反清的革命运

动，遂有中国近代史上黄冈起义（黄冈位

于闽粤交界处）。12 1928年，林义顺创办

5   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7) (reprint), p517.

6  崇文阁于1849年在天福宫侧殿剏设，它是否是新加坡最早的华文学塾，至今尚有争议。但五年后（1854年） 

在厦门街（Amoy Street）成立的萃英书院，则是学界公认的最早华文学塾，也是新加坡华文教育的起点。1955年南

洋大学成立，取代华中地位，成为本地区的高等华文学府。 

7   这部《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长19公分，宽12.5公分，厚31页，线装本，以劲秀的毛笔字书写。《族谱》封面左署“民

国七年岁次戊午立”，志明编写的时间是1918年。有关《族谱》详情，可参阅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

及其史料价值〉，载柯木林著，《石叻史记》（新加坡:青年书局出版，2007年8月），页115-127。《族谱》记录了林义

顺所任的几家公司董事为：联东保险有限公司、吁鲁班兰树胶有限公司、汉阳有限公司等，又参阅Song Ong Siang, 

“One Hundred Year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ingapore”, opcit, p516. 

8   根据《族谱》，林义顺的父亲林炳源，“墓在新加坡红桥头广恩山”，可见在林炳源这一代，已定居新加坡。 

9   Song Ong Siang, opcit, p. 34. 

10  程光裕，〈林义顺的革命志业〉，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

心，1986年9月），页124。又根据上海实业名人集传总编辑所，《林义顺传》（上海：实业旬报社，1921年1月）， 

页2：“君姓林氏，名义顺……父炳源先生，母张太夫人，贸于星洲，遂家焉。君生，四岁丧母，八岁父又殁，育于舅氏 

张永福家”。

11  晚晴园（Wan Qing Yuan or Sun Yat Sen Villa）位于新加坡马里士他路（Balestier Road）旁的大人路（Tai Gin 

Road）12号，是一座独立别墅，张永福购买此豪宅，原意是供母亲养老。孙中山到新加坡时，张永福把晚晴园让出供

孙中山用作反清革命基地。参阅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28-141。

12  柯木林，《晚晴园与孙中山》，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40。

Chapter_2_��_V5 KHL.indd   185 20/2/19   11:13 AM



186

百

年

华

中

情

风

流

人

物

天

下

闻

13  李志贤，〈新加坡潮人社团的纷争与磨合〉，载《联合早报》，2013年9月27日。

14  林义顺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期间，于1922年第一次出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月刊》，为华商提供相关商业发展知

识，及最新世界商业讯息。其中第一卷第六号就有“最近上海沙厂之调查”、“亚洲各银行之营业概况”、“世界摩托车

（小型轿车）之统计”的调查报告，为商家提供决策依据。参阅李秉萱，《文献解读与历史叙述：二战前的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研究（1906-1942）》，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12月，页146-149。

15  柯木林，〈林义顺八十年前的中国大西北计划〉，载《联合早报》，2013年9月21日。

16  柯木林，〈从新加坡视角看孙中山〉，载《孙中山和华侨华人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泉州：九州出版社，2016年11月）， 

页58-60。 

17  同上注。 

林义顺赠送给宫崎夫人的个人照。（晚晴园提供）

潮州八邑会馆（Teochew Poh It Huay 

Kuan），挑战潮帮传统家族佘有进后人

所领导的义安公司（Ngee Ann Kong 

Si）。13 林义顺曾任两届中华总商会会长

（1921-1922年；1925-1926年），以其

独特的视野，关注世界经济发展大势。14 

19 32年，提出开发中国大西北富源方

案，这是一项伟大的设想15。林义顺的中

国大西北计划，终于在80年后的今天付

诸实现。说明了他的眼界与贡献，不仅超

越时代，也并不局限于新加坡。

林义顺这种先进思想从何而来？

林 义 顺 幼 年 就 读 于 圣 约 瑟 书 院

（St. Joseph’s Institution）与英华学

校（Anglo-Chinese School），亦受私

塾教育。16 他的舅舅张永福会写旧体诗，

张永福的商业伙伴陈楚楠（Tan Chor 

Lam，1884-1971年），经营杂货木材出

入口生意，也是殷商。陈楚楠思想先进，

曾以“思明洲少年”的笔名在《天南新

报》发表政论，鼓吹革新，后筹办宣传革

命报纸《图南日报》，为当时革命党人在

新加坡的喉舌。林义顺耳濡目染，深受启

发。他们三人都是孙中山忠诚支持者，被

誉为“星洲三杰”，17是孙中山在海外宣传

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

由于家境殷实，又有良好教育背景，

容易接受新思潮。他们认识孙中山后，更

愿意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并以实际行动在

经济上与精神上支持孙中山。林义顺对孙

中山十分钦佩，即使在辛亥革命成功数年

后，对孙中山仍然念念不忘。有两件事可

以证明：

（一）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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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29年，林义顺在上海的时候，

他赠送一帧亲笔题字的个人近照给宫崎

（寅藏）夫人。此时宫崎寅藏（Miyazaki 

Torazo，1871-1922年）已辞世七年了。

林义顺的这一举动，说明了他对宫崎寅藏

的情谊。宫崎寅藏是一位支持辛亥革命

的日本人，孙中山的好友；

（二）民国二十一年，林义顺在北平

（北京）旅次，当时《民国日报》记者知道

这位知名的新加坡华侨在北京，特地到

其寓所，北京崇文门外手帕胡同46号李

姓朋友的家中访问他。当时林义顺提到

孙中山时这么说：“从前孙总理（孙中山）

提倡革命的时候”，“无钱复无兵又无一

军舰”，但亦能推翻建制，建立民国，“就

是因为当时一般同志，都抱决心，拥护他

的主张”。民国二十一年即公元1932年，

此时距辛亥革命成功也已21年了。18

上述这两件事，说明了林义顺对孙中

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以及支持革命事业的

日本友人念念不忘。林义顺的思想，在很

大程度上受他自身环境，周边朋友，尤其

是孙中山的影响最大。

当闽帮领导人陈嘉庚提议设立一所

中学，以应付新加坡青年教育之需时，此

计划並未获得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林

义顺以潮帮领袖的身份，破除帮派局限，

18  这次专访，题为〈华侨林义顺讲开发西北富源〉，附题是“救国必须开辟西北有决心不患无办法”，刊载《北平民国日

报》，内容详见1932年出版的《华侨周报》，期21（页71-74）的转载。 

19  华中创校初期，所有事務由“南洋华侨中学筹办处”负责。开课后，筹办处撤消，另选正式校董。参阅〈南洋华侨中学

校催举正式校董〉、〈南洋华侨中学临时校董定期交卸〉，载《叻报》，1919年3月24日/31日；又根据1919年4月8日《叻

报》新闻〈南洋华侨中学校复举正式校董纪要〉所载，由于学校资金短缺，“（陈嘉庚）当场提倡加捐一万七千元，合前

捐共三万元；林义顺君加捐九千元，合前捐共一万元”。有关1919年校董名录，参阅〈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初选正式

校董总录〉，载《叻报》，1919年4月5日。

20  参阅〈南洋华侨中学开校纪事（续）〉，载《叻报》，1919年3月26日。 

21  程光裕，〈林义顺的革命志业〉，载《辛亥革命与南洋华人研讨会论文集》，前引书，页127。

22  柯木林，〈《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载《石叻史记》，前引书，页120。 

响应陈嘉庚的号召，19 并且在陈嘉庚因事

回中国时20，华中急需领导人之际，林义

顺在闽帮主导的学校，出面主持校务，为

华文教育作出贡献，难能可贵。1923年

陈嘉庚出任董事长，林义顺功成引退！

传统中华意识

林义顺学贯中西，长于英文，思路敏

捷，善交际，很有国际视野。21与一般海峽

侨生不同，林义顺很有中华意识。他在新

加坡的寓所，位于经禧圈（Cairnhill Circle） 

12号的“马西庐”（Marsiling Villa），取名源

自祖籍地马西乡，以示不忘本源。1934年 

2月14日，林义顺全家在“马西庐”留下

一张珍贵的历史图片。22 新加坡的地名 

“马西岭”（Marsiling）等，由此而来。

在他主持下，1918年编写了《澄邑马

西乡林氏族谱》。《族谱》除纪录他个人“勋

绩”外，也著录了林氏家族的排行字辈为：

元良宏烈 绍美蔚煌 英杰联标 笃庆绵延

朝廷士子 恪守其忠 芳声永盛 道德为宗

根 据这谱系，林义顺 应属“蔚”字

及“其”字辈。《族谱》记载道：“蔚和公

生于新加坡美芝路第287号，时清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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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得一见的林义顺墨宝。（晚晴园提供）

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丑时岁次己卯，即西历

1879年11月12号。礼乐记云，和顺积中，

英华发外，故名义顺，又名峇顺，字蔚

和，书名其华，别名发初”。23

历史上许多珍贵史料，往往靠亲历者

或见证者，以口述或记录方式保存下来。

林义顺本身有作记录的习惯，也有意识地

收集与整理个人与辛亥革命相关资料。譬

如，1928年他编辑《星洲同盟会录》，这

是一本以“南洋新加坡林义顺”私人信笺

或“新加坡林义顺公司通美行”（Lim Nee 

Soon & Co）信纸为纸张，用毛笔书写、钢

笔抄录，配合照片和剪报等结集而成的手

工书，记录中国同盟会新加坡支部活动的

历史，是一部“当事人”亲历的第一手史

料。他将此书赠厦门大学，写上“厦门大学

惠存林义顺敬赠1928  SEPT”几个字。24

民国三年（1914年），他在新加坡接

待陈炯明、李烈钧等反袁人士，照片上

写了：“民国三年正月廿二日在星洲林文

庆先生之花园摄”；25 在赠送个人近照给

宫崎夫人时，亲笔题字：“宫崎夫人惠存  

南洋新加坡林义顺敬赠民国十八年五月

二十五日赠于滬上旅次”，这些都方便后

来研究者。

由此可見林义顺是一个很有历史感

23 《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 

24 《星洲同盟会录》现为厦门大学图书馆珍本保藏，2016年晚晴园重刊。

25  上海实业名人集传总编辑所，《林义顺传》，上海：实业旬报社，中华民国十年一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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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他一介儒商，颇有文化底蕴。晚晴

园至今还保存他的一幅书法，26 虽然不是

大师之作，但作为受英文教育的峇峇，能

夠有这样成就，也是很不容易的。

寻找远去踪影

1936年3月19日晚上11时10分，林义

顺逝世于上海宝隆医院303号病房，终年

57岁。有关林义顺在上海的最后岁月，可

参阅邵芾（甘棠）口述〈林义顺先生在沪

逝世经过〉一文，该文于民国二十五年四

月印成小册子发行，这里不再赘述。

为什么新加坡没有林义顺的墓园？

他的陵墓到底在哪里？

1990年我担任义顺市镇理事会总经

理时，便对林义顺产生浓厚兴趣。任职期

間设立“义顺室”，27介绍义顺社区發展

史。其时亦适逢《新华历史人物列传》28

编 辑 工作 如火 如 荼 展 开，在调 研 过 程

中，认识了林义顺的孙子林英权（Herbie 

Lim Eng Kwan，1926-2002年），发现

了《澄邑马西乡林氏族谱》，乃作深入探

讨，经常到林英权家访谈。林英权曾明确

指出，林义顺辞世后葬南京，并手绘一张

墓园位置的草图给我，地点大概是在南

京中山陵附近，可惜这份草图已不知所

终。而今林英权亦已辞世多年矣！有一段

时期，我趁在华工作之便，也委托当地历

史学会的同仁协助寻找，都不得要领。

2013年新传媒为庆祝电视50周年，

制作《星洲头家》29 记录片，我受邀参与

其中一集《林义顺》摄制工作。同年7月

初，陪同林义顺的另一孙子林英仁（Lim 

Eng Jin Robert）前往其祖籍地寻根探

祖，并重访林义顺在上海及南京的故迹。

此行也通过各种关系，试图查寻林义顺墓

园的蛛丝马迹，结果还是失败告终。

有关林义顺墓园情况，为今所能盼

者，就是南京有关方面继续寻找。新加坡

潮州八邑会馆或华中校友會也可协助，否

则林义顺墓园，将永远是个历史悬案。30

26  这幅书法是林义顺于1932年抄录唐诗送给张华丹（张永福弟弟）的：“黄河远上白云间, 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

杨桞, 春风不度玉门关”，落款 “录唐诗  廿一年七月廿一日  华丹舅父雅正  于归绥公医院  甥林义顺”。清楚注明题

字时間，这也是林义顺的一贯风格。

27  参阅〈义顺市镇会设立义顺室——义顺历史演变缩影〉，载《联合早报》，1990年11月21日；“YIshun museum and 

video tell Nee Soon story”, The Straits Times, dated 25-9-1992。

28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是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为纪念该会成立10周年，于1995年出版的历史典籍。该书收录了

1176名新华历史人物，上起1819年，下迄1990年。所收列的范围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报人、会馆领袖、体坛、侨领、

音乐、教育、作家（包括剧作者）、表演艺人、美术界（包括雕刻家）等人物，由宗乡总会学术主任柯木林担任主编。

29 柯木林，《点评“星洲头家”》，载《源》（总107期），（新加坡：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出版），2014年2月，页36-37。

30 柯木林，〈从祭奠佘有进想到林义顺墓园之谜〉，载柯木林著，《从龙牙门到新加坡：东西海洋文化交汇点》（中国：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2月），页  334-338。

新马知名历史学者， 

擅长历史人物研究。

编著史册甚多， 

《新华历史人物列传》、 

《新加坡华人通史》 

及近著《从龙牙门到 

新加坡：东西海洋 

文化交汇点》等等 

均为学术界熟知。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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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仲涵财团
对新加坡教育事业的贡献
——从捐款10万元建筑华中大礼堂谈起

⊙李卓辉（印尼）

20世纪初期，黄仲涵财团是印尼和

东 南 亚 第一 个 规模最 大、经 济实力最

雄 厚 和运作现代化的华人企业王国。

从18 6 3 年 3月1日第一 代 先祖 黄 志 信

（1835-1900）在三宝垅市创办建源栈

开始，到1961年7月10日黄仲涵财团的建

源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印尼的全部财产

被印尼政府没收为止，财团全部企业前

后历经了98个年头，可以说是百年风雨沧

桑，在海外华人企业的波涛起伏发展过

程中写下了惊涛骇浪、跌宕曲折的历史。

黄氏家族祖籍福建省同安县，百年

财团企业历经三代人。第一代领导人祖

父黄志信（1835-1901）年轻时就参加

厦门“小刀会”革命起义军，失败后在18

岁时与两位兄长逃离家乡，乘搭高帆船逃

到中爪哇三宝垅定居，他从码头工人、小

商贩、经营土产到成家立业，1863年已拥

有300万荷兰盾的资产，他正式创办“建

源公司”（最初取名“建源栈”），主要经

营大米、蔗糖、鸦片和土特产贸易，也从

中国输入茶叶、瓷器、丝绸和食品，恰好

1870年荷兰殖民当局停止实行强迫种植

制度，实行所谓“自由政策”，颁布了《土

地法》和《糖业法》，准许资本家经营种

植园、房产和工商业，黄志信抓住机遇，

承办东印度群岛各市鸦片专卖和米糖食

品买卖，从1863年到1893年30年间，建

源公司盈利巨大，黄志信在1901年逝世

时留下遗产1750万荷兰盾（约700万美

元），交由次子黄仲涵全面接班。

黄仲涵辉煌又辛酸的历史

黄仲涵（1866-1924）是第二代领

导人，1890年黄志信把建源公司交给他

主持时，他才24岁，根据黄仲涵次女黄惠

兰回忆录说明，他当时已有两位合法妻

子，一位是年轻貌美的爪哇人贵族，名为

Raden Adjeng Kasinem，她丈夫经营大

米商店，结婚不久因突患登革热逝世，年

轻精明的Raden女士继承旧业继续买卖

米粮，定期向建源公司订购大米，当时黄

志信派遣血气方刚的儿子仲涵负责到各

家商店收账，认识了美丽寡妇Raden，两

人往来日久生情，由于种族、宗教与风俗

的差异，黄信志坚决反对这门亲事，认为

是家族的羞耻。1883年，黄志信夫妇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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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世界第14大富豪黄仲涵。 1923年，二女儿黄惠兰回来新加坡探望
黄仲涵，手抱幼子与父亲合影。

回中国祭祖，黄仲涵请得堂叔和当地伊

斯兰长老出面主持，用中国传统抬轿方式

迎娶了Raden Adjeng（魏嫔娘），她成为

黄仲涵的第一位夫人，生有一子名叫黄良

孝。黄志信返回三宝垅后大为愤怒，坚决

不承认爪哇媳妇，但黄仲涵告知夫人已怀

孕，婚事合法，已没法撤离。黄志信夫妇

只好积极到处托人作媒，才于1885年安

排黄仲涵与魏嫔娘举行盛大的中国传统

婚礼，成为黄家的首位被承认的媳妇，

生下第一个女儿（长女）名叫黄宗兰，次

女名为黄惠兰，比长女小两岁，住在三宝

垅市80公顷花园内的“皇宫”内。两位女

儿后来陪妈妈在欧洲（英伦和巴黎）过着

贵族豪华生活数十年。黄惠兰写了回忆

录，而且是中国早期著名外长顾维钧的

夫人，一般人都以为她是黄仲涵长女，其

实是错误的。

黄仲涵成为亚洲糖王而事业飞黄腾

达后，还不断迎娶“新娘”，妻妾或许超

过八个，其子女也不只26个。根据黄惠兰

回忆录说明，她知道黄仲涵子女总数有

42个。1924年当黄仲涵遗体从新加坡运

回到三宝垅安葬时，有40位子女到场参

加葬礼，妻妾没有全部前来致哀，但爪哇

贵族名列第一的夫人则有到场哀悼，并

带来黄仲涵留下的假牙盒交给黄惠兰，

要求她放进坟墓让黄仲涵得以在天堂安

食安息。

建 源公司的 第三代 领导人 是黄仲

涵亲自指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

（1905-1950），1929年黄宗宣宣布退

出领导核心，黄宗孝就名正言顺负起领

导的重大责任。黄宗孝领导建源财团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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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世界经济危机后，在世界各国进一步

建立分支机构，扩大国际贸易，也回中

国“继父前辉”，在上海兴建了一间当

时亚洲最大的酒精工厂，并筹备更多投

资，但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全

面侵略中国和东南亚，使他的全盘计划

落空。黄宗孝于是转为支持印尼人民争

取 独 立，他被 苏加 诺总 统 邀请，成为 

“印尼筹备独立委员会”五位华人代表

之一（现尊称为“建国先贤”）。印尼独

立 后，为适应时代局势发展及战 后建

源公司资本大为削弱的情况，黄宗孝计

划改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票，

向外界招股，设法把建源公司改组为印

尼族群与华族共同合作经营的企业，但

正当他积极筹备策划时，不幸于1950年

1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逝世，终年才45

岁。这一重大挫折，事业后继无人，使建

源总公司和黄仲涵全部财产在1961年7

月10日被印尼政府没收。三代人98年大

企业，在印尼和东南亚华商发展史上写

下辉煌又辛酸的一页。

捐款10万元建筑华中礼堂

黄仲涵巨大成功引起荷兰殖民者垂

涎。1921年，荷印政府以征收“战争税”为

由，要黄仲涵缴3500万荷盾的税额，还企

图以7000万荷盾收购其企业。黄仲涵不

接受勒索，给予拒绝，愤而迁居新加坡。

黄仲涵一生支持民主革命和热心公

益事业，他曾以“轩辕后人”名义，为辛亥

革命捐献5万荷盾。1915年支持蔡锷将

军在云南讨袁护法之役，他捐款2.5万荷

盾。1916年，三宝垅筹款10万荷盾创办 

“华英中学”，他捐献30%成为主要捐助

人。1919年陈嘉庚先生领导创办新加坡

华侨中学，他立即捐款10万叻币建筑华中

1946年的黄仲涵大礼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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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礼堂，后被命名为“黄仲涵纪念堂”。

黄仲涵对社会公益是多元化的，他

乐捐15万叻币给莱佛士学院，兴建中央

大礼堂，是当时华社最大的一笔捐款。他

曾捐赠福建会馆创办的道南学校在阿美

尼亚街校址和三层楼大厦。新加坡大学

的黄仲涵礼堂也是其家族捐建的。新加

坡圣安德烈医院、英华、圣约瑟等学校

筹款也获得他的大笔捐助。当时，印尼天

灾、中国潮汕风灾、浙江大水灾和日本地

震等自然灾害，他都慷慨捐献巨款。黄仲

涵在新加坡荷兰路附近曾拥有一个高档

住宅区园地，后连同进入该住宅区的道

路，都命名为黄仲涵园（Oei Tiong Ham 

Park），成为永久的纪念。

第二任华中董事长林义顺在1920

年底将棒子交给航运业大佬、也是著名

福建华商领袖林推迁，由林推迁担任第

三任董事长。林推迁是黄仲涵的亲密朋

友，林老比黄仲涵大两岁，他当时是新加

坡中华总商会副会长，积极推动华文教

育，是华侨中学、中华女校、道南学校、

爱同学校、南洋女校、丁加奴维新学校和

中华等学校的总理、赞助人或董事。因

此，1921年担任华侨中学新董事长后，

就积极筹钱找地要建设华中新校园和大

礼堂，刚好老友黄仲涵乡亲带了大笔资

金移居新加坡，于是邀请他捐献，黄仲涵

慷慨捐献10万元巨款。

被列为世界第14大富豪 

黄仲涵在20世纪初期的巨大成功，

是华人企业在印尼和东南亚十分突出的

表现。他在短短34年间（1890年-1924

年），把建源公司扩展成为米业、橡胶、

咖啡、椰干、木棉、薯粉、茶叶、胡椒、玉

米、花生、植物油最大的岀口贸易企业。

同时，从1894年起，他以独到眼光，在

德国专家协助下，先后收购创办五家大

糖厂，投资1000万荷盾，拥有蔗园7082

公顷（1万7500英亩），还不惜重金购置

现代化科技设备，采用科学种蔗制糖方

法，使建源公司糖产占华侨糖厂总产量

的60%，约占印尼糖业总量20%。他在

印尼各大城市和荷兰鹿特丹、英国伦敦

（1910年）、新加坡（1911年）、怡保、槟

城等地设立分行和办事处，其中伦敦和

新加坡是建源公司最主要的贸易中心。

1906年，黄仲涵在三宝垅用400万

荷盾资本创建了“黄仲涵银行”，作为集

团的金融机构，还扩大经营各项保险业

务。1911年，黄仲涵拳脚扩展至航运业，

以新加坡为中心，建立“协荣茂轮船公

司”、“顺美轮船公司”，拥有九艘轮船，

来往印尼及新马各地，成为荷印华人航运

的主要力量。

黄仲涵生前在新加坡荷兰路拥有一个高尚
住宅区，后连同进入该住宅区的通道，

都命名为黄仲涵园（Oei Tiong Ham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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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至1915年的五年间，伦敦分

行已出售72万5000吨爪哇糖。1923年

底，黄仲涵集团在印尼、新加坡和欧美

各地资产约达2亿荷盾，被誉为“亚洲糖

王”及名列世界第14大富豪，这是至今为

止华人企业家最富有的大财团。不幸的

是，他在1924年7月6日逝世，与老友林

推迁仅相差一年。          

黄仲涵辉煌成功七大因素

黄仲涵的辉煌成功主要有下列七大

因素：一、善于掌握时局与机遇，积极投

资工农业与国际贸易；二、位 居中爪哇

华人公馆最高长官玛腰，建立良好官方

网络；三、以三宝垅、新加坡和伦敦为中

心，建立庞大经济网和良好信誉；四、善

用人才，重视培养科技干部，派华人青年

到欧美学习先进科技和管理知识；五、

过人胆识，敢于高薪聘请德国等外国专

家在企业当顾问进行指导，采用先进工

艺技术生产。六、勤奋学习，受学校教育

不多，通中文外，懂印尼文、荷文和英文

的商业书信往来，亲自过目审阅后才签

发。早期收购糖厂与种植农园，其爪哇贵

族首位夫人Raden协助处理文件居功不

小，第七夫人何娟华也是主要秘书。七、

社会关系良好，爱乡爱国，热心支持中国

民主革命、热心捐助社会公益和华教事

业。因此，黄仲涵家族成为东南亚首屈一

指的巨富，1923/24年，建源公司总资产

约达2亿荷盾，黄仲涵被列为世界第14大

富豪，有“亚洲洛克菲勒”的美誉。

祖籍福建南安，1938年

出生于印尼，曾任教师、

造纸厂厂长。印尼资深

报人，前《国际日报》 

与《印华日报》总编辑、

印尼《星洲日报》主笔。

现为《印尼峇厘风采》、

《新报》总编辑；编著 

文集近40种。

作者
简介

参考书和文件

百度“黄仲涵”资讯。

Oei  Hui  Lan, Kisah  

Putri  Sang Raja 

Gula Dari Semarang. 

Penerbit PT Elex Media  

Komputindo, Kompas 

Gramedia.

周南京教授：“论黄仲涵

财团的兴衰”（见专著 

《风雨同舟，东南亚与华

人问题》，新加坡南洋学

会丛书之三十七）。

蔡仁龙教授：“黄仲涵： 

20年代的‘糖业大王’” 

（见专著《世界华人精英

传略，印度尼西亚卷》）。

李学民、黄昆章著： 

《印尼华侨史》，广东高等

教育出版社。

《黄仲涵，祖籍福建省 

厦门糖王》，柯木林 

主编《世界福建名人录·

新加坡篇》，新加坡福建

会馆丛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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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加坡和马

来亚一带，李光前是新马历史上耀眼的名

字，他兼备了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

教育家以及社会活动家的代名词，而且

是具备了华社领袖、公民知识分子身份的

人物。作为东南亚首家华人跨国公司“南

益集团”的创办人，被世人誉为“橡胶大

王”与“黄梨大王”，是上世纪30年代至

60年代的全球十大华人富豪之一，闻名的

德才双馨的李光前
⊙李成利  

慈善机构“李氏基金会”的发起人，1958

年荣任新加坡福利协会主席，直至1964

年。他担任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长达18

年，也是马来亚大学名誉法学博士、新加

坡大学首任校长。

李光前的一生轨迹，历经清朝帝制、

中华民国、英属殖民地、马来亚联合邦、

经济萧条、昭南时期、二战重建、反殖运

动、学运激狂、工潮汹涌、独立建国等风

云变幻的大时代背景。李光前的奋斗历

程，他的坚毅人生，他的赤子情怀，他的

高尚情操，是一段段激动人心的故事，是

一股股催人奋进的力量，是一座座赖以

仰望的高标。在新马社会各界心目中，李

光前是位广受民众爱戴与敬仰的平民伟

人，留给后人的不仅是硕果累累的物质建

设，更难能可贵的是，令后世瞻仰崇尚的

精神文化遗产以及大儒大德风范。

禀赋睿智  品学两优

李光前，又名玉崑，祖籍福建省南安

县芙蓉乡(今南安市梅山镇竞丰村) ，诞生

于1893年10月18日。其父李国专曾是塾

师，南来新加坡经营裁缝业。李光前八岁

丧母，1903年随长兄玉麟从厦门南渡星

洲(即新加坡)，与父亲李国专暂宿在同乡

林路(祖籍南安美林，新加坡抗日英雄林

李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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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盛之父，又名林云龙，字志义)的后港店

屋里，并就读于英印学堂，学习数学与英

文；亦分别在养正学堂（崇正学校前身）

读初小、道南学堂（道南学校前身）读高

小，学习中文，使得李光前学贯中西，打下

了良好的中英双语及数理基础。道南学校

是本地早期闽南社群于1906年创办的学

府。李光前是高小甲班学生之一。

光绪卅三年（1907年）间，在新加坡

中华总商会会长吴寿珍（道南学堂总理）

的资助下，马来亚侨生第一批回中国升学

者，李光前、林邦彦、何葆仁等18人以道

南学堂学生之名义，由道南学校校长马征

祥亲身保送至南京暨南学堂深造。1911

年考上北京清华高等学堂（清华大学前

身），后又转校入唐山路矿专门学堂（交

通大学前身）学习。当时正逢辛亥革命，

李光前满腔热血奔腾，抱负不凡地剪掉辫

子加入同盟会，投身于孙中山废除帝制、

建立共和的革命运动中。

那时候的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由孙中

山挚友赵仕北担任校长，孙中山曾到该校

视察和演讲。孙中山当时说：“国民革命需

要两路大军。一路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平

等自由的中国；一路学习世界科学技术，

改变祖国贫穷落后之面貌。在座诸君不投

身于锋镝之间，学习采矿、筑路与建桥，也

是为了革命。”孙中山的一番话，影响了李

光前。1912年袁世凯掌权之后，开始查封

唐山路矿专门学堂，缉拿同盟会会员。面

对动荡不安的时局，李光前只好停学，取

道上海折返南洋，乘轮船回新加坡。

雄才大略  誉满商海

李光前很早就涉足教育界，肄业回

到新加坡之后，便在道南学校和崇正学

校教书，此外兼在《叻报》翻译电讯，旋

进入商界服务，后为华社侨领陈嘉庚赏

识，1920年更成了陈嘉庚的乘龙快婿，

婚礼就在他曾就读和任教的道南学校

举行。1927年在马来亚柔佛州的麻坡自

立门户，创立了南益橡胶烟房。柔佛州

的麻坡，与邻近的马六甲原为华人先贤

早期开辟垦殖树胶的发源地，南益橡胶

烟房设立在那里，橡胶原料就不愁匮乏

了。1928年李光前与林义顺之子林忠国

合股组成“南益公司”，由于经营有方，

信誉卓著，业务日益繁盛，奠定了日后事

业骏发之基石。

1929年世界经济大恐慌爆发，李光

前于1923年曾参与小股的华商银行，为

应付经济危机的打击而进行改组，李光

前出任副主席，以大刀阔斧的手法，整

顿经营。1932年新加坡三家华资银行，

即华侨银行、华商银行、和丰银行进行

合并，李光前初时担任副主席，自1937

年至1964年，27年来则一直担任主席一

职。李光前发迹后，对社会慈善和教育

事业，慷慨输将，两度担任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会长（1939-1940、1947-1948），

以及担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席长达

18年之久，俨然是新加坡华人社会的杰

出领袖。

普及教育  作育英才
       

1962年李光前以新加坡大学首任校

长的身份，在就职典礼上致辞时，引用了

古罗马雄辩家西塞罗的名言来阐明他兴

学办校的教育观点：“我们对国家最好

的贡献，莫过于为它教育青年”。一代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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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李光前非常热心教育事业。他在1952

年创设的李氏基金，从创办至1993年总

共捐出3亿多新元，其中75%用在教育

事业上。李光前认为，教育对个人、对社

会、对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个人能够得以

安居乐业，社会能够健全繁荣昌盛，国家

能够富裕强大进步，全赖教育的力量。

因此，李光前积极捐资办学振兴教育，

普及教育。凡是创办学校或其他教育机

构，在建设方面需要资助的，他都会慷

慨捐助支持，李光前以商养儒普及教育

的功绩，书不尽书 。

创办于1919年，现已开办六年直通

车综合课程的自主学校——华侨中学，

是受惠良多的中学学府之一。根据文献

记载，殖民地时代的英国统治者设立英

校的目的，只是培养一些当时所需的公

务员，对于华文教育却采取不闻不问的

态度。当时的华社侨领陈嘉庚认为，小

学毕业生均属十二三岁的少年，失学非

常可惜，就业却嫌太过年轻，所以倡议创

办华文中学。

时代所需  华中诞生

于是在1918年6月15日假中华总商

会召开赞助人大会，召集了当时15所小学

总理：南明（林箕当）、培风（曾江水）、 

通德（苏双 绊）、崇文（薛中华）、崇正

（陈正岭）、宁阳（伍召南）、南强（雷善

甫）、应新（陈梦桃）、育英（陈有渊）、

光亚（石霭云）、启发（何仲英）、兴亚 

（林启因）、养正（吴胜鹏）、端蒙（陈若

愚）以及爱同（林推迁）等人，通过董事会

章程，议决创办“南洋华侨中学”，并推举

陈嘉庚为总理。

继陈嘉庚校主之后，李光前于1934

年起担任第11届（1934-1936）、第12届

（1937）、第13届至第16届（1938-1941）、 

第17届至第21届（1945-1949）、第22 

李光前（左五）、郑安仑（左二）及其他中学校长与尼诰总督（右四）开会讨论学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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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1955）、第23届至第26届（1951-

1954），是任期最长的校董主席。华侨中

学，是新马第一家华文中学，当年的最高

华文学府。李光前上任后，立即为华侨中

学清偿拖欠华侨银行的7万元贷款，并捐

献了50万元作为学校基金，迅速巩固学

校的经济基础。20多年来，李光前扩建

校舍，增添了不少设施如操场，改善了教

学条件，并修建教员宿舍，保障了教师们

的安定生活。每年所有的经常费和部分的

特别费用，除部分由董事会及社会贤达募

捐之外，绝大部分由李光前个人承担。除

此之外，李光前还独资捐建了以他父亲命

名的“国专图书馆”和“国专科学馆”，使

华中成为南洋著名的华文学府，为新马等

地培育了众多杰出的人才。

平息学潮  解决危机
 

李光前担任华侨中学校董主席，不仅

仅是金钱上的支持，还有的是发自内心的

李光前劝告警官勿用武力对付参加学潮的学生。

关注与爱护，出于对教育的真正热爱，李

光前为教育事业是呕心沥血的。上世纪

50年代，当时新马实施紧急法令，马来亚

联合邦与马共作战尚未停止。1951年英

属殖民地政府一厢情愿，强迫青年学生

投笔从戎。1954年5月起风波，英属殖民

地政府决定推行“国民登记条例”，强制

18岁至20岁的男性必须服兵役。当时超

龄的中学生担心接受军训期间，会被派往

森林同马共作战，华校学潮汹涌澎湃，近

千名学生强烈不满，因而发起前往总督府

要求免役的请愿行动。当时军警大出动，

拘捕数十人。义愤填膺学子，多达2000多

名，聚集华侨中学，一连20余天，举行静

坐示威，要求释放无辜的学生，修改兵役

条例。斗争势不两立，事态千钧一发! 演

变成新加坡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集体

学潮，即“五一三”事件(1954年5月13日

至6月25日)。

当时，身在国外的李光前正在伦敦

办事，接到告急电报，不禁大惊失色，万

1956年10月25日，学生及群众与警察冲突，

李光前（手拿大衣者）赶到华侨中学劝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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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的心痛，为了保住学校爱护学生，急

如星火赶回新加坡处理此事。6月2日这

天，李光前来到华中校园，手无寸铁的学

生们，群情激奋，团结一心高唱《团结就

是力量》，歌曲激动人心。李光前上台，

心中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斟字酌句

才开口，以华语、英语及马来语表达。动

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告大家赶快离开，

回到各自父母身边，避免发生流血事件。

李光前喉头哽咽，感人肺腑，陈述以卵击

石没必要。后来学生们同意以退为进，转

移阵地前往中正中学。

另一方面，新加坡总督尼诰同首席

部长马绍尔，紧急召集华校董事，到总

督府商讨对策。李光前与总督见面，为保

护3000学子的安全，不卑不亢地与英国

委派的总督协商。据知，当时总督疾首蹙

额，厉声宣言：若劝说无效，只好封闭中

正中学。李光前一听，心急如焚，奋袂而

起说，华校诸多贡献，诉述创办何等艰

辛。假如政府一意孤行，定要处置中正中

学，那么，我主持的华侨中学，也要同时

面临关闭。此话一出，总督不禁一愣，神

情尴尬，宣称休息10分钟再议。过后，取

消封闭中正中学决定，会议继续进行。新

加坡国宝级诗人书法家潘受，当时在场

目击，有感而发书写了七绝《芭蕉》：“如

火骄阳每苦侵，锁香庭院昼沉沉。芭蕉

攘臂无人见，暗替千花展绿荫”。骄阳、

香、芭蕉、千花，分别喻指殖民当局、华

文教育、李光前和莘莘学子。一个“锁”

字贴切形容了当时的困境。

1954年6月7日，《南洋商报》刊载华

中董事长李光前接见学生代表，劝导学生

再检讨，勿造成华文教育更大危机。中学

就读于华侨中学的邝其森说，1954年学

潮时，李光前向学生晓以大义，态度十分

诚恳，完全没有架子，让学生们很心服。

在校董主席李光前的努力下，终于平息了

这场风波。6月25日，《南洋商报》刊载，

集结华中达22天的学生群解散，英属殖

民地政府发表“七华文中学约法九章”，

勒令各校采取所列行动以“恢复校纪 ”。

高尚人格  官民敬重

1945年8月15日，二战时候日本无条

件投降之后，新加坡社会治安陷入混乱

不堪的局面，百废待兴下的英属殖民地

政府，不可能立即施行民政服务，只好军

政及组织军政政府顾问委员会来管理新

加坡，而且急需召集社会贤达和各党派

代表，一起来共同协助维持二战后的社

会秩序。刚回到新加坡不久的李光前，亦

受邀担任军政政府顾问委员会的17名委

员之一，足见李光前在当时的声望之高。

李光前对当地教育、经济的发展和社会

进步所作的贡献，博得当地政府和人民

的高度赞美。1957年，马来亚柔佛州苏

丹授予李光前“拿督”荣衔，这是马来亚

政府破天荒第一次把“拿督”荣誉职衔授

予华人；1958年，马来亚大学授予李光前

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4年，马来亚国家

元首授予李光前“丹斯里”荣衔。

李光前生前喜爱中国古典文学，曾将

老子《道德经》英译本印赠欧美朋友。他

一生实践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的信念。事业有成之后，通过严

密的规章制度，运作自己创立的“李氏基

金会”，在国内外开展救灾扶贫、抚孤恤

残的社会公益慈善工作，为国家为社会

作出了巨大贡献。半个世纪来已持续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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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4亿多新元，广惠海内外难以估计的机

构和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李光前都会

尽力推动文化和教育事业。1967年5月25

日，离他辞世仅七天，弥留之际，李光前还

赞助出版《殖产橡胶拓荒人》一书。

一代完人  英灵不泯

1967年6月2日傍晚6时，李光前与世

长辞，享年75岁。

噩耗传出，马来西亚、新加坡人民震

撼无比，深感惋惜，哀伤无限。李光前临

终前嘱咐家人身后事一切从简，戒绝铺张

浪费，遗体安排火化。有关丧事的安排，

病危的李光前不忘强调细节，例如不做遗

体告别仪式的丧礼，来宾只需在遗像前站

定注目即可；不必为遗体裁制新衣服，只

要穿上平时得体的衣物即可；在安葬骨灰

方面的安排，李光前嘱咐家人不允许要求

或接受特殊待遇，一切按顺序编号和一

般骨灰塔的尺寸安排即可。所以，在丧礼

上不用哀乐锣鼓，火化时唯买了一双五角

钱的布鞋，换下原来穿着的胶鞋。

 由此可见李光前重病在身，却从

细节中体 现了其 毕生所坚守的原则与

理念，表现了李光前严以律己的平民风

范。家属按照李光前的遗愿，举行最为

简单、最不铺张的丧礼。然而，在出殡之

日，前来哀悼、加入送殡行列的各界人

士，竟然多达6000多人。出殡时涌集了长

达里许的冒雨送行队伍，场面悲壮。李光

前仙逝后的哀荣，体现了人们对他的无限

敬佩与极度的崇敬。

自1995年起，华侨中学每年都会通

过戏剧演出，轮流搬演对华侨中学有重

大贡献先贤的故事，李光前就是其中之

一。2008年，华侨中学在“光前行政楼” 

(前身为国专图书馆)前，竖立李光前全身

铜像，以作为莘莘学子的楷模。除此之

外，华侨中学也会安排中一新生通过校

内文物馆的展览了解陈嘉庚和李光前的

事迹；华中校长也会在周会上，从不同角

度切入谈论陈嘉庚和李光前等先贤。目

前，华侨中学已把陈嘉庚和李光前的故

事，列入中二班级及中三班级的华文课

文中。学校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安排，是要

灌输学生“取诸社会，用诸社会”的大爱

精神和饮水思源的价值观。而且，也要学

生牢记：“今时今日的美好校园不是理所

当然的，是如陈嘉庚和李光前等企业家

对教育事业，无私的奉献成就的”。

“杵臼之利，万民以济”，“修之于天

下，其德乃普”，高风亮节，典范永垂，李

光前之遗泽，永存世间。

祖籍南安梅山竞丰村， 

1971年毕业于华中。

现任南安艺文社创社

社长、大书迷读书会 

统筹、中国南安作家 

协会海外顾问。曾荣聘

为中国镇江市丹徒县人

民政府招商顾问，出版

著作10余部。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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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陈共存先生
⊙林瑷婷

2015年，传来陈共存老先生于10月

27日仙逝的消息，华中大家庭众人一阵

唏嘘。

陈共存在世时掌管华中董事部20多

年，对华中大家庭各方事务多有参与。尽

管风云起伏，说陈共存是华中发展史上的

一代巨人，也不为过。尤其是华中初级学

院从零，蜕变至国内顶尖学府之一，陈共

存董事长在这中间付出许多精力财力，确

是功不可没。

陈共存1918 年出生于厦门集美，

父亲陈 敬贤是华中倡办人陈嘉庚的弟

弟。1935年在厦门大学求学。1937年随

父亲南下新加坡探望伯父陈嘉庚，后因

中日战争爆发，滞留新加坡一阵子。在新

加坡期间，曾在巴耶利峇、汤申路、樟宜

等地居住。战争结束后，陈共存一度回

返中国，继续在厦门大学的课程。

当时，陈共存虽身为学生，却已摩拳

擦掌，要学做生意，开拓事业。他说：“20

岁时‘七七事变’爆发，从那以后我就来

到新加坡。抗战的时候厦门大学也搬到

内地去了，所以我就去了昆明，到了昆明

以后，觉得地方不行，脏得不得了，闭塞

得不得了。1939年我去上海读书，读到

1940年。读了一年就做生意去了。”

当时在上海创业初期，陈共存以“南

洋”为名号，开了家公司，从上海出口茶

叶、滑石粉、帆布等物品到新加坡。之

后因中国政局不稳定，陈共存于1940年

代初又再度来到新加坡。那时他年仅22

岁。这回他选择长住此地，以新加坡为

大本营，发展他的事业版图。当时他的公

司设于北干那路（North Canal Road）的

华侨银行大厦。

陈共存也追随伯父陈嘉庚，涉足树胶

生意。1948年，他和当时国内的树胶钜子

李光前合作，设立了“南亚公司”，从东南

亚输出树胶和木材到中国上海，生意蒸蒸

日上。1957年，又和李氏家族合作成立了

Tropical Produce Company (炎方，Yan 

Fang)，大事开展区域化的树胶贸易。

除了树胶生意，陈共存也陆续进军航

运业和地产投资，各行业都颇有建树。例

陈共存董事长。背景为陈嘉庚先生的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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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树胶，陈共存是当时行内能稳定生产

符合规格树胶的少数商人之一，后来也

成功设计及推出了能更快捷地处理收割

好的树胶的机器。在航运方面，陈共存

也帮助树胶业者争取更低廉的运费，打

破了特许航运业者垄断市场，运费居高

不下的局面。 

不久，陈共存崭露头角，渐渐成为新

加坡商界领袖之一。他在新加坡中华总商

会服务超过30年，曾任四届会长，也曾在

其他商业团体，包括树胶公会和海运协会

等团体，担任要职。 

事业有成后，陈共存也秉承陈嘉庚

的遗志，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发展教育

的工作。在陈嘉庚的熏陶下，陈共存对推

动教育，确实是不遗余力的。他知道陈嘉

庚曾在怡和轩向他的知交说：“侄儿共存

颇有前途，希望日后能有所作为，继承家

族传统，为社会，为国家作一些贡献。”

这句话对陈共存的影响很深，鼓励他多

年一直坚持初衷，奉献教育。 

有趣的是，陈共存成长的年代，多在

中国境内或日本等地接受正规教育，本身

没在华中上过课。可是他却心系华中——

这所由他伯父陈嘉庚倡办的学府。陈共

存多方资助及参与华中的发展工作，在华

岗上留下很深的足迹。 

不过，据陈共存的口述历史1来看，

其实当年他加入，接着主掌华中董事部

的过程，好像有些阴错阳差的感觉。话

说当时李光前先生退下董事长一职后，接

手的先后是杨缵文（Yeo Chan Boon）、 

高德根（Ko Teck Kin）和叶庆贺（Ye Qin 

He）等人，不过，他们“都没做出什么特

别成绩来”。后来董事长一职悬空，一时

找不到适当人选，有人就找上了他，那“突

然之间”，他就被推选为董事长。当时这

个做法还是破例的，因为照规定，华中董

事长必须是现任董事，可当时陈老还不是

董事部成员。然而，既然大家都属意他接

受这个任务，陈老说：“根据传统，我无法

拒绝。”就这么陈共存1970年当选成为

华中第42任董事长。这一做，到后来陈老

1996年卸任，一眨眼就是26年的岁月。  

陈共存在口述历史里也回忆说，早

年，即1950年代李光前先生掌政期间，因

受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时局的局限，华

中无法毫无顾忌地发展推动华文教育。 

陈共存的看法是，作为和西方沟通，

吸取西洋科学知识的工具，英文是重要

的。不过，掌握英文固然重要，如果身为

华人，空有华人的外表，却缺乏相关的内

涵知识，那充其量也只是个行尸走肉罢

了。所以他心中一直关注如何在中英并

重的基础上，推动华文教育和提倡中华

文化。 

到了1970年代，他当华中董事长时，

时局有所不同了，他觉得环境上华中已有

条件和能力，可以大展拳脚，发扬光大中

文及文化教育；他也决意大力支持相关

工作。尽管如此，陈共存回忆，这过程初

期进度还是缓慢，颇有阻力，一直到80

年代，国家政策上陆续出现如讲华语运

动等利好现象，这项工作才稳定下来，逐

渐步上轨道。 

除了支持学校大方向的发展路线，

注   

1 Tan Keong Choon’s  

oral history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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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庆祝建校60周年。 1985年10月14日游泳池动土仪式上和时任

教育部政务部长郑永顺博士（左一）交流。

陈共 存 在董事长 任 期 间，无论是物力

与财力，绝对是学校强而有力的后盾之

一。1975年，陈共存建议将华中上课制

度改为全日制，但要顺利进行这计划，学

校则需装修，增添更多的设施，以应付全

日制的需求。工程费用不菲，陈共存本身

就捐出了多达四份之一的费用，以求装修

工程可以顺利及尽快完成。 

几位曾和陈老先生在董事部共事的

老校友也回忆，如今华中校园地标的钟

楼曾经一度无钟，后来是陈共存当时亲自

飞到日本，游说日本精工（Seiko）总裁，

最后获得日本精工报效时钟的。 

华中初级学院的诞生及崛起

1974年前华中初级学院成立，之后

一路茁壮成长，不到10年，已是新加坡公

认的顶尖学府之一。这无疑是华中大家

庭发展史的一大亮点。说陈共存是这项

成就后面的重要推手，也不容置疑。 

1970年代初，当时新加坡只有一所 

“国家初级学院”，其他，包括华侨中

学，都是在校内开办高中课程。1970年，

时任教育部长王邦文先生和华社领袖们

讨论集资建立多几家初级学院，以取代

各所中学的高中部。后来，新加坡中华总

商会宣布，华社愿意协助成立两所新的

初级学院。华中更慷慨决定拨出部分土

地（即今天的高中部所在地）来容纳其中

一所学院，当时也是华社领袖之一的陈共

存是这项计划的监督负责人之一。

之后，陈共存便一步一脚印地把华初

建设起来，包括招标建设校舍和招募老师

等。学院成立初期，陈共存董事长也多方

资助及支持各项华初的活动，只求帮助华

初取得更大空间，扎稳脚跟，顺利成长。 

19 8 7年，华初经 历了一 个严 峻考

验，当时若没有陈共存的扶持，相信华初

要走出困境，重新出发，过程可能会更漫

长，更迂回。华初校舍柱子出现裂痕，校

舍顿成危楼，全体师生被令迁出校舍。

短时间内得安置上下不少于2000人，又

得确保校务教学等不受干扰，对当时的

华初管理层来说，确是份非常艰峻的工

作。可是就如时任华初副院长的冯焕好

老师所说：“陈董事长大力支持，也紧紧

关注及参与迁校和重建的各项工作，这是

大家的强心针，激励大家努力一起把事情

处理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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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陈共存和刚上任的颐年俱乐部第三届理事合影。

陈共存重视华初重建工程，许多细

节都亲力亲为，也多次带着正副院长，戴

着安全头盔，亲自在工地视察，研究工程

进度，询问工程详情等。冯焕好副院长也

记得，陈共存一切以师生为重，不主张为

了省钱，而在设计或建材选择上避重就

轻。当时陈老先生就曾交代：“教师和学

生的安全最重要，只要对学生有益，对教

学有帮助，钱该花的就花，钱不够的事情

你们不用担心，找钱的事由我来解决。”

确实，在筹集资金这块工作上，当时

要是没有如陈老先生一般既有财力，又

有奉献之心的人拍板，很可能事倍功半。 

华初校友会创会会长柳健兴说，当

年他也是董事之一，就亲身目睹陈共存如

何积极及有效地筹募重建资金。他还记

得，每当董事部开会讨论华初重建事项

时，主席陈共存常以身作则，立刻垫出部

分款项。然后再点名，半呼吁，半推动其

他有能力的董事也出份力，如此一瞬间，

目标就在望了。  

1991年，华初新校舍启用，标志着华

初新一页的开始。今天设备完善的华初校

舍，后人莫忘陈共存的辛勤付出和心血。

1996年陈共存也因年事已高，正式

从董事部退下，结束长达26年的董事部

生涯。他是史上任期最长的华中董事长。 

1995年华初埋下的时间囊里有一份

陈共存早期在华初某活动上发表的演讲

稿。如今20多年过去了，时间囊早已出

土，让我们回头再听听当年陈共存董事

长的循循善诱：“今日学生，明日领袖，新

加坡的前途将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要努

力学习，掌握知识和技能，培养正确价值

观，才能负起建设社会的责任，才能把国

家的发展推向更高峰。”大家共勉之吧！ 

1994年，时任华中董事长的陈共存（站立者右一） 

代表华初师生，赠送书法给华初20周年院庆嘉宾，

时任新闻及艺术部兼卫生部长杨荣文（站立者左一）。

中间为当时华初院长梁环清女士。 

华初1987年毕业，现为

华中校友会理事。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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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的蔡元培
——薛永黍校长其人其事

⊙华中文物馆

薛永黍校长，原籍福建省金门县珠

山乡。福州英华书院毕业，拥有美国密歇

根大学硕士教育学位。他自1937年1月到

1948年7月，担任华中校长。

华中自1919年创办至1936年，校长

频繁更动，校务因而难获稳定发展。薛

永黍校长上任时，负担很大。尽管如此，

他还是为华中服务了11年，所作出的贡献

不胜枚举。

1937年1月，薛校长到任后，采取严

格的管理方式、开明的教育方针，以辅

导的方式取代严厉的管制方式来处理学

生问题；以慈祥和蔼的态度，诚恳爱护的

心，深获全体师生的信任。自此，校务蒸

蒸日上，自强不息的校训也逐渐奠定，学

生人数亦从200余人增至400余人。

1937年“七七事变”，新加坡华侨掀

起如火如荼的抗日运动。薛校长发扬学

生爱国、爱民族的精神，在不妨碍功课

的前提下，积极引导学生参加抗日救亡

运动。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发动马来

亚战争，薛校长在紧急时刻，多方引导教

职员工和学生协助空防和疏散的工作。

1942年1月30日日军攻陷柔佛，新加

坡危在旦夕，各界人士纷纷携眷外逃。

薛永黍校长

薛校长不但不离开新加坡避难，反而为

全校教职员生计，不顾生命危险，来回奔

走，向校董会财政商讨遣散善后费，几

次险为流弹击中。薛校长此种患难见真

情，对人对事负责到底的精神，为同事们

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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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新加坡后，薛校长幸得朋

友帮助，避过大检举，暂居客纳街大门楼

内小山岗上的张氏公会楼梯下，后来移居

蔡嘉种树胶园小亚答屋。

当时，曾有人介绍薛校长到《昭南日

报》或日军机要部工作，他都严辞拒绝，

并且愤然表示：做人要有起码的道德品

格，宁可饿死，也不愿事敌为生。铮铮铁

骨，于此可鉴。

日治时期，薛校长的子女尚幼，极需

他抚养。为此，他曾经营小本生意，结果

因人太老实，赚利微薄，经济拮据，只好

作罢。夫妻两人只得靠种菜及种木薯过

日子，共度难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薛校长肩负着复办华中的艰巨任

务，立即在密驼律校友会会址召集复校

筹备会议。在校董会主席李光前尚未返

新之前，先行分配教职员的工作，暂时

借用星洲幼稚园作为临时校舍，登记旧

生，并由新生自己按程度入学。数月后，

又获南洋女中校方的同意，借用肯士律

的校舍上课，兼收寄宿生，为时约一年，

后才正式迁回武吉知马旧址。华中经历

战火，已面目全非，大礼堂及大部分日军

遗留的兵营板屋仍为英军所征用。至于

设备、仪器、图书等皆被日军摧毁，荡然

无存。经薛校长锐意经营，将董事会及

学生音乐晚会所筹募之款项，用于修复

校舍及购置设备、仪器和图书，才使学校

逐渐恢复旧观，并茁壮成长。这时，华中

增设简易师范班两届，男女兼收。这也是

华中自创办以来，招收女生的一次，学生

人数也增至800人。

二 战 后，各 国 的民 族 独 立 运 动蓬

勃发 展。薛 校长 认为这 是 历史的必 然

规律，是任何力量皆无法阻挡的时代洪

流，因此教 育的发 展 必须相应地 朝 着

自治独立的道路前进。故此，薛校长治

校，在遵照教育法令的前提下，采取更

开明的教育方针，首先着眼于启发学生

的自动、自发、自治精神，取消消极的管

制体罚。1946年11月30日华中学生自治

会正式成立，这是建校27年以来第一次

成立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以“发挥同学自

治精神，培养同学办事能力，联络同学感

情，协助学校行政，研究学术及训练各种

技能”为宗旨。

薛校长的胸襟广阔，宽以待人，思想

开通，兼容并包，这成为他治校的特点。

任何身份、背景、思想的教师，只要在课

堂上不谈论政治，不作各种与政治有关

的活动，且教学态度认真，教课质量高，

他都一概予以任用。故此，他被誉为“华

中的蔡元培”。

1946年至1948年，在薛校长的领

导下，华中迈入自建校以来的首个全盛

时期。薛永黍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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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历任校长
校长 任期 备注

涂开舆 1919年2月 - 1922年10月22日

鲁士毅 1922年12月27日 - 1926年
1926年，华中学生对鲁氏行为
有意见，罢课约一年。

何葆仁 1925（1926）年 - 1928年
3月吴毓腾 1928年3月 - 1929年4月

翁之达 1929年

黄俊昌 1930年

刘公武 1931年1月 - 1932年7月

张礼千 1932年8月 - 1933年12月

林耀翔 1934年1月 - 1936年12月

薛永黍 1937年1月 - 1948年7月 战后复校，薛氏再任校长。

郑安仑 1948年12月 - 1968年5月

郑金发 1968年6月 - 1972年2月

王卓如（代） 1972年3月 - 1974年10月

江禄森 1974年11月 - 1976年3月21日

潘明智 1976年3月22日 - 1978年10月30日

吴从干（兼代） 1978年11月1日 - 1978年12月6日
吴氏是当时华中初级学院
院长。

杜辉生 1978年12月7日 - 1999年11月11日 1960年毕业于华中高中部。

许永正 1999年11月12日 - 2002年12月15日

潘兆荣 2002年12月16日 - 2004年12月31日

洪伟雄 2005年1月1日 - 2009年12月

华侨中学和华中初级学院合
并。洪氏任高中部、中学部的总
裁兼校长。潘氏任副总裁兼中
学部校长。

潘兆荣 2010年 - 2017年12月

取消总裁职称，恢复校长职
称。潘氏表示：两校合并之初，
为了容纳两个校长，校方设置了
总裁和副总裁职衔，但华中毕
竟是学校，不是商业机构，所以
明年起（注：即2010年）华中将
只有校长，不再有总裁。

彭俊豪 2017年12月15日至今
1992年毕业于华中，1994年毕
业于华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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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华中鞠躬尽瘁的郑安仑校长
⊙吕纪葆

郑安仑于1910年10月在福建金门溪

边村出世，家里世代以务农和捕鱼为生。

祖父后来下南洋，父亲与伯父也随之南

来，合作经营树胶、咖啡等土产出入口生

意，由印尼运来，再转口到国外，店号金

福源，地址在驳船码头（Boat Quay），

即今大华银行总行附近。父亲每隔一两

年回去家乡一趟，郑安仑三岁随父母来

星，幼年时曾在兴亚、爱同、工商补习学

校读过书。回去金门，则在私塾就读。

1925年，郑安仑在工商补习学校毕

业，乘坐丰轮船公司的货船回中国，先

在福建集美中学念了三年，后又转到南

京的钟南中学念三年，直到高中毕业，

并考上北京清 华大学人类学与社会学

系，1936年毕业，其后转入燕京大学研

究院念社会学。

一、1930年代末来星教学

19 37年七七卢沟 桥 事变，北京沦

陷，郑安仑逃难到上海，辗转返回新加

坡。他对出入口生意毫无兴趣，返星后，

由于当时华中校长薛永黍是金门乡亲，知

道他学成归来，又因缺乏师资，便请他到

华中执教。至于金福源出入口生意，在父

亲逝世后，由哥哥打理，1963年哥哥去

世，无人接管，终于收盘。

1948年7月，薛永黍校长因故辞职，

董事会特授权董事长李光前先生负责物

色人才。当时，报章曾刊登征聘遴选标

准，以无党无派、品行纯正、学术优越者

为上选，一时应征者甚众，据报载有30人

之多。当时《大公报》驻星办事处主任郭

史翼即将郑安仑推荐予李光前董事长。

郑安仑校长在他的《华中回忆》一文

写道：“第一次与李先生见面时，所谈的

最主要的是学校与政党的问题。彼此都

认为教育是一种神圣的事业，凡献身于

教育工作者，绝不能同时再作政党的活

动。学校为教育的核心，假如有政党参

预的话，难免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这

样就无法完成神圣的教育工作。”

不久，郑安仑校长即被聘请为华中

校长。第二次与李光前董事长见面时，李

光前董事长指出校长应有实际权力，因

为学校也是一种团体生活，大家必须要

有合作、互助、友爱、服务的精神；同时

又要能遵守纪律，服从众意，养成奉公守

法，勤勉忠诚的优良品德。李光前董事长

对他说的这番话，郑安仑校长牢记在心，

并以此为他日后的教育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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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教育理念与治学方针

郑安 仑校长 敬仰美国教 育学家杜

威。他引杜威的名言“教育就是生活”，

解释教育就是启发人类的智慧，使我们

可以得到知识，进而培养成为健全的人

格与良好的公民。所以说，教育就是生

活，就是推进社会文化的原动力。教育对

个人、国家与人类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教

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受之无

愧的！

郑校长订下了青年守则12条为训导

宗旨，逐条大字缮写，贴在大礼堂墙上，

让同学可以清楚看到：（1）忠勇为爱国之

本、（2）孝顺为齐家之本、（3）仁爱为接

物之本、（4）信义为立业之本、（5）和平

为处世之本、（6）礼节为治事之本、（7）

服务为负责之本、（8）勤俭为服务之本、

（9）整洁为强身之本、（10）助人为快乐

之本、（11）学问为济世之本、（12）有恒

为成功之本。

同时，也推出学生守则17条，用镜框

悬挂在每间课室的黑板旁边，让学生时

时刻刻可以反省警惕：（1）专心向学，以

期成为有文化教养之公民；（2）努力学

习，不无故旷课、迟到、早退；（3）遵守

校规，听从师长训诲；（4）上课时须携带

课本及应用文具；（5）上课时须著整齐

校服，如校钮、校徽，并保持清洁；（6）

个人座位须保持清洁；（7）上课钟一响，

立即进入教室就位，非得教师许可，不得

随意进出教室；（8）上课时必须端坐静聆

教师讲解，不得谈话，不私作别事；（9）

师长进出教室，应肃立致敬；（10）遇教

师问话时，应肃立作答，教师令坐时，乃

可坐下；发问时，须先举手；（11）教师所

指定的功课作业，须按时做完，不得拖

延或求人顶替；（12）尊敬师长，遇见师

长时，必须敬礼；（13）对同学要亲爱，

无论在校内校外，举止谈笑，都应端庄有

1950年代郑安仑（右一）和好友摄于校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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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14）不赌博，不吸烟；（15）保护学

校公物，爱护自己及同学的用物；（16）

孝顺父母，爱护弟妹；（17）珍惜学校及

本级之名誉，犹如珍惜自己之名誉。

此外，学校也订立了“公、健、智、

贤、能”为训导目标。“公”即民主自治的

精神，“健”即心理体魄的健康，“智”即

自由研究的风气，“贤”即道德行为的高

尚，“能”即创造能力的发展，以配合“自

强不息”校训精神。据一些从事教育的

师长和朋友说，早期的传统华校都有校

训和行为准则，但像华中那样的严谨和

详细，似乎少见，这或许也与郑校长的

推崇儒家思想有关！

郑校长著有《儒家的社会思想》一

书。他在该书里曾指出：“儒家的思想是

讲‘推’，推是由小而大，由近而远，由

个人而社会。推有八个步骤：一、格物，

二、致 知，三、正心，四、诚意，五、修

身，六、齐家，七、治国，八、平天下”。

他又说：“儒家以个人要替社会谋福利，

个人就要做一个好榜样的人。从儒的产

生，也可以看出儒家的社会性。”

郑校长尊崇儒家，除了道德与品格

的薰陶，也重视智识与学问的追求。孔子

说：“吾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论语·述而》）。又说：“知之为

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

为政》）所以，他也强调一个人得虚心勤

勉学习，才能有所成就，才能带动社会的

进步与繁荣！ 

另一方面，孔子所推崇的“有教无

类”，也 是 学 校 和 郑 校 长 坚 持 的 教 育

方计。“一 律平 等，不论身家，不论 贵

贱……”。华中“有教无类”的实践和推

行，让贫苦大众的孩子，只要勤奋向学，

学校有足够的助学金可供申请，穷人家孩

子，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郑校长掌校时，积极采用导师制，每

班设有导师一人，负责训导该班学生，及

指导课外活动的工作。由于与班上同学

熟络，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因此指导工

作都能顺利进行。全校各班导师之上有

一训导委员会，负责处理各班未能妥善

处理的事件，及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训导

学生。

三、有赖董事部全力支持

英国人莱佛士于1819年开埠新加

坡，让这日后成为东西方交通枢纽的小

岛自然成为英国殖民地。英文至上的英

语主流社会，华文教育得不到英殖民地

政府的重视与支持，仅由华社辛苦经营

与维持，始终处于自生自灭的噩运。   

二战后，民族主义的浪潮在世界各

地风起云涌，新加坡政治亦发生急剧变

化，处在维护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教育

的前提，学生无可避免地与英殖民地政

府发生摩擦，被捕坐牢，甚至流血牺牲

亦屡见不鲜。华中作为1955年南洋大学

创办前东南亚最高学府，自然是英殖民

地政府密切注意与干预的眼中钉；而抗

议英殖民地政府对华校的不合理待遇，

往往也是由华中学生带头，进而蔓延到

全星其他华校。

正如上述，1950年代是个动荡不安

的时代，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和要求

独立的呼声四处响起。毛泽东的共产主

义建立起来的新中国，也给华文教育的

学生带来新理想和新希望。郑校长掌校

后，陆陆续续地发生一些事件，攸关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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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华文教育的生死存亡，例如：1949年

10月的壁报风波、1950年5月31日的警

方搜查全校、1954年5月13日学生反服

役征召、1955年5月福利巴士工潮，以及

当時的首席部长林有福在1956年9月18

日开始的清算逮捕行动。

在那动荡的50年代，郑安仑校长能

够挑起重担，毅然地带领华中渡过重重

难关，个人的修养风范与领导才能固然

是一大因素，校董的全力支持更是得以

化险为夷，绝处逢生，让华中继续茁壮发

展，进而成为今日新加坡最顶尖的学府

之一，人才辈出，在各领域为新加坡作出

贡献。

郑校长掌校的那20年，先后四位董

事长是李光前、杨缵文、高德根与叶庆

贺。其中，李光前和杨缵文两位董事长

经历了50年代动荡时代，为中华文化的

延续不惜与殖民地政府力争到底！

李 光前是当时星马工商业 翘 楚 人

物，历任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会长、星马中

华商联会主席、华侨银行、新加坡同济

医院、树胶公会、南洋商报社、中华游泳

会主席多年。李光前于1934年起接任华

中董事长，至1956年止共22年。在这20

多年中，李光前董事长领导诸董事和教

职员，维持并提高华中水准。杨缵文董

事长乃新加坡潮帮领袖，担任多家社团

领导，新加坡殖民地政府亦聘为华人参

事局议员，1950年荣膺英皇乔治六世赐

封奖章，故在与英殖民地政府官员的谈

判争议中，发挥了缓和局势的功能。  

四、华中历史最辉煌时期

华中自1919年创办以来，薛永黍和郑

安仑两位分别是第10与第11任校长。两位

在职都很久。前者共12年（1937年-1948

年），其间如扣除因战争停办三年多，实

际任职也有九年余；而后者在战后继薛

氏出掌华中，至退休为止，几乎有20年之

久。卢涛是那个年代的华中老师，他在

《我所了解的华中史事》一文里，指出了

陈嘉庚、李光前、陈共存三位董事长，及

薛永黍、郑安仑两位校长，不仅“为华中

服务较久的董事长和校长，也可以说是华

中创办和发展的最大功臣”。

卢涛老师指出，郑安仑校长任期既

久，此时期也“可说是华中历史上最辉煌

的时期，无论在物质或精神方面，都有非

常突出的表现”。卢涛老师从建设、设备

等方面，肯定了郑校长的领导与贡献。

华中创办时，仅有学生78名，到40

郑校长闲暇的活动（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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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薛永黍校长时，已从200多名增加到

400多名。1948年12月郑校长接任时，华

中已有学生732人，高初中共19班，简易

师范一班，教职员30几位。1968年5月

31日郑校长退休时，全校共有学生2216

人，教职员92名，高初中共56班。6月2

日全体同学在大礼堂举行欢送会，翁木

兴同学代表全体学生赠送“功在教育”

的锦旗予郑校长留念。

早 年，郑 校 长 住 在学 校教 职 员宿

舍，白天管理校政，晚上监督寄宿生自

修。刚接掌校长那几年，他也时常与庄

丕唐校董到校外募捐华中的经费，辛苦

可知。“功在教育”这面锦旗，郑校长受

之无愧。

郑校长在1998年3月25日逝世，享

1968年高中毕业， 

祖籍金门。兴趣文学，

高中时任“中华文学 

研究会”主席兼 

“艺灡”壁报主编。

作者
简介

参考资料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刊》 

1979年8月。

《从星洲日报看星洲50年

（1929-1979）》1979年12月。

《郑安仑先生口述历史访

谈文稿 》1982年。http://

archivesonline.nas.sg/

oral_history_interviews/

advanced-search 

编号：000088。

郑安仑：《儒家的社会思想》， 

1994年5月。

寒川：《文学回原乡》， 

2002年9月。

《新加坡华中校友会80周年 

纪念特刊》寒川主编， 

2004年3月。

《华中90周年校庆纪念特刊》，

王勇诚主编，2009年3月。

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2014年7月。

《金门先贤录·新加坡篇》  

许振义主编，2015年3月

郑校长告老退休，学生代表翁木兴赠送锦旗，

以资纪念。后立者为宋和才训育主任。

年89。郑校长把华中视为自己的家，出殡

当天，灵车特走进校园，让老校长再次看

看他最熟悉最亲切的校园最后一眼，也

让莘莘学子有机会欢送老校长。许多离

校多年的华中校友赶去见老校长最后一

面。华中校友会约2000名会员也在报上

刊登全版挽词，悼念“为华中鞠躬尽瘁”

的老校长。

为华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郑安仑

老校长，永远活在华中人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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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校长与杜辉生校长
教育思想的启迪
⊙彭俊豪

人的一生当中，能够在富有深厚文化

底蕴的学府求学，是非常难得的事。我有

幸在成长岁月中，于两所历史悠久、培养

无数英才和社会栋梁的顶尖学府——华

侨中学和北京大学就读，在人杰地灵的

华岗、黄城和燕园留下青春的足迹及美

好的求学回忆，心中总是充满无限感恩。

创办于1898年的北京大学，已走过

两个甲子，而创办于1919年的华侨中学，

迎来百年诞辰。两所百年老校都历经大

时代的洗礼，见证重大历史事件，两校也

与各自国家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虽

然沉淀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但却能历久弥

新，不断自我创新与求变，走在时代的前

端，引领教育革新的步伐。这与两校树立

崇高的校训不无关系，华中的校训为“自强

不息”，1 取自《周易·象传》：“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北大的校训则为“勤奋、

严谨、求实、创新”，两校以此树立鲜明的

校风和精神面貌，历代华中人和北大人也

始终坚守和实践各自的校训。

此外，这也与两所学府从创校以来

就自觉地肩负起时代和社会责任不无关

系。这当然也是因为华中成立时不仅是新

加坡，也是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北大

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

学，两者可说是创校以来，就肩负着重大

的历史、社会使命。

华 中 在早 年 和 北 大 也有一段“因

缘”。华中在1919年3月21日创校。对现

代中国教育和社会发展举足轻重的教育

家、思想家——北大校长蔡元培，就曾在

华中成立不到两年的1920年12月5日，走

访华中。2 其中，他在华中发表的演讲《在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演说词》，在中国和

新加坡教育史上都影响甚远。作为一位

教育工作者和学校领导，又是北大和华

中校友，这对我而言，可说是非常具有启

迪性。即便是过了100年后的今天，仔细

品读，可说还是具有前瞻性，可见蔡元培

教育思想的深邃。

首先，蔡元培非常重视以学生为本

位的教学。他说：“通常学校的教学，每

说我要学生圆就圆，要学生方就方，这便

大误。最好使学生自学，教者不宜硬以自

己的意思，压到学生身上。不过看各人的

注   

1 华中创校时校训原为“明志力学，爱国乐群”，上世纪30年代开始采用“自强不息”。

2   有关蔡元培走访华中的始末，可参考梁勇博士在本文集中的一文《惊鸿掠影——蔡元培访问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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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去帮助他们作业罢了。”教师必须

对每位孩子的个性有所了解，让他们各自

发挥自己的潜能，而不是照本宣科、依样

画葫芦，这正是所谓的因材施教。他也认

为以学生为本位的教学，必须调动学生的

自觉性，他说：“……在学生方面，也应自

觉，教我的先生，既不能很知道我，最知

我的，便是我自己了。如此，则一切均须

自助才好。”

我们都知道，全人教育即“德、智、

体、群、美”或“德、智、体、美、劳”五

育，在东方传统教育理念中的重要性，蔡

元培也认为培养健全人格，是教育之本。

但蔡元培对它们各自的阐述，有其独到

之处，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在“体

育”方面，他认为“体育是要发达学生的

身体，振作学生的精神，并不是只在赌赛

跑跳或开运动会博得名誉体面上头。……

其实体育最要紧的，是合于生理。若只求

个人的胜利，或一校的名誉，不管生理上

有无危险，这不要说于身体上有妨害，

且成一种机械的作用，便失却体育的价

值了。因为常常争赛的结果，可使学生的

虚荣心旺盛起来；出去服务社会，一切举

动，便也脱不了虚荣心的气味，这是贻害

社会不浅的”。他把体育和人格的培养挂

在一起，提醒办学者应该回到根本，若重

心走偏了，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具有警

惕作用。凡事都有两面，所谓过犹不及，

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又如在“德育”方面，他则认为道

德“并不是由前人已造成的路走去的意

义，乃是在不论何时何地照此做法，大

家都能适宜的一种举措标准。是以万事

的条件不同，原理则一。……故我们要

一方考察现时的风俗情形……若是某种

旧道德成立的缘故，现在已经没有了，

也不妨把他改去，不必去死守他。……

总之，道德不是记熟几句格言，就可以了

事的，要重在实行。……要随时随地，看

事势的情形，而改变举措的标准”。可以

看出，重要的是人的行为背后的“理”， 

它的本质，而不是行为规范，它的形式

本身，而且也并非一成不变，应该因地制

宜、合时宜。更重要的是，它贵于实践，

正如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致

良知”。今天，新加坡教育把“德育在于

行动”（Values in Action）作为品德与

公民教育（Character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的核心部分，正是旨在通过学

生积极参与社区服务活动，从小培养关怀

社会的品德。

在“智育”方面，蔡元 培非常讲究 

“活学活用”，学以致用，提倡灵活多变

的教学法。比如他说：“案我们教书，并不

是像注水入瓶一样，注满了就算完事，最

要是引起学生读书的兴味，做教员的，不

可一句一句，或一字一字的，都讲给学生

听。最好使学生自己去研究，教员竟不讲

也可以，等到学生实在不能用自己的力量

了解功课时，才去帮助他。”这其实很巧

妙地把新加坡教育提倡的“少教多学”的

精神勾勒出来。而对于学生，他则说：“做

学生的……要知道书本是不过给我一个

例子，我要从具体的东西内抽出公例来，

好应用到别处去。譬如从书上学得菊花，

看见梅花时，便知也是一种植物；从书上

学得道南学校，看见端蒙学校，便也知道

是什么处所；若果能像这样的应用，就是

不能读熟书本，也可说书上的东西都学得

了。”这里把做学问的真正精神体现了出

来，也正是应用学习（appli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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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义所在。

在“美育”方面，蔡元培则认为相对

于古代提倡礼乐，近代教育常忽略美育。

他提醒教导美育时切莫流于刻板，过于机

械失去生气，而必须活用。比如，他说： 

“从前学子，往往临摹范本，圆的圆，三

角的三角，丝毫不变，这亦不可算美。”

他还就地取材，并尊重学生各自的兴趣，

引起学生对“美”的真实感受。他阐述： 

“现在新嘉坡的天气很好，故到处有自然

的美，要找美育的材料，很容易。最好叫

学生以己意取材，喜图画的，教他图画；喜

雕刻的，就教他雕刻；引起他美的兴趣。

不然，学生喜欢的不教，不喜欢的硬叫他

去做，要求进步，很难说的。”

正是因为有像蔡元 培 这 样 独 具慧

眼、思想精辟的校长，北大很早就树立了

鲜明的北大精神，在学术、思想和教育界

享有崇高位置。和北大一样，华中在早年

薛永黍校长的领导下，也树立了鲜明的华

中校风，尤其为“德、智、体、群、美”五

育并重的教育方针打下了稳固的基石。

后来的历任校长和校领导，包括掌校最

久的两位校长——郑安仑校长和杜辉生

校长，在不同年代里扮演重要的承前启

后的工作，让华中精神继续发扬。尤其是

杜辉生校长，带领学校开启特选学校和

自主学校的新篇章，让华中在各方面屡创

高峰，并为华中之后的发展，包括成为直

通车计划的学府，奠下了深厚的底蕴和稳

固的基础。我于1989年踏上华岗，正值华

中成为自主学校的第二年，有幸在杜校长

的领导下求学，受惠于华中实施的许多措

施、严谨的校风和华中师长谆谆教诲，

更目睹了华中在杜校长的策划下，完成了 

“校园扩建”计划，让校园的教学设施趋

于完善，也让历代华中子弟得以在各方面

受惠于现代化的教学和齐全的设备。

杜辉生校长和蔡元培校长都是具有

前瞻性的教育家，就如蔡元培于北大的

影响一样，杜辉生校长可说是华中的灵魂

人物和领袖，对华中发展的影响甚远。杜

校长的教育思想和理念，也有其独到之

处，为教育领导和教育工作者提供很好

的借鉴。

谈到教育事业本身，杜校长举管子在

《权修》一句：“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

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认为教育不但是长远的事业，也是常青的

事业。3因此，他认为教育事业没有所谓的

休止符，因为是长远的，即便是完成了设

定的目标，也不能认为已经达到了顶峰，

只能算是“教育事业中的点滴表现”，他

也以我国领袖把自己看作是跑道上的长

跑选手为鉴，认为“长远的事业也是常青

的事业！”但他也提示，教育虽然是常青

的事业，并不是不变，而是“求存求变”，

正如宇宙大地的变与不变一样，杜校长认

为：“乍看之下，似乎不可共生；事实上，

天地万物不也存着这种特色吗？”4

杜校长也认为，教育和求学本身的目

的，不只是为了升学和追求学术成绩，而

应该有更崇高的目的。这正是我国教育目

前极力提倡“乐学”（Joy of Learning）

和“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

的意义所在，以期扭转社会过于重视学

术成绩，舍本逐末所导致的弊端，正如

他说：“大家勤奋学习，不应该只是为了

3  参见华侨中学1991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4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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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纸文凭，而应该为了充实自己，提升自

己，同时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师长教导

的苦心。”5 他进一步阐述，“当我们表现

我们的品德，向师长行礼、问候的当儿，

我们要真正了解背后的意义，而不只是

当作一种形式。”可见，杜校长重视的是 

“质”，学习不可流于形式，要透彻了解，

不仅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杜校长可说是把华中校训“自强不

息”的精神贯彻始终，也带动全体华中

人“身体力行”，这也正是他教育理念中

的核心所在。我记得当年刚踏入华中的第

一个周会，杜校长就给我们全体中一生

讲了“自强不息”的精神所在，并解释它

的出处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的哲理。虽然我们当时未必完全能领略

其深邃的道理，但所谓潜移默化，当年在

我们年幼心灵中播下的种子，可说后来成

为许多华中人一生的钟摆，让我们积极面

对人生，终身获益无穷。

杜校长 认为“自强”在个人的实践

方面，应该注重两个方面，一是在学习

方面，二是在处事方面。首先，表现在学

习方面，这便是“督促自己”，“主动的学

习”，并具有批判思维。比如他说：“对

于任何事物都抱着怀疑的态度，分析它

的真实性、逻辑性，经过研究才批判地

接受。……一个自强的学生，应该是主动

的学习者。他的学习态度正确，充满求知

欲，对任何事物都抱着兴趣，积极学习，

绝不要盲目地死记知识，以致把学习变成

一种苦差”。6 杜校长的这一席话，对于当

今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而言，仍非常值得

咀嚼。这正与当年蔡元培校长在华中演讲

时所提倡的教育理念一致。

至于“自强”之于“做事”，杜校长认

为这表现于自动自发、自主解决问题，

并且不轻言放弃。他说：“有自强精神的

人，不需要别人督促，也能认清目标、意

义，将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只要我们

常常检讨是否有督促自己做事，久而久

之，就可以体会是否在‘自强’。这样习惯

了，就会养成自强不息的精神。”7

此外，杜校长也认为“自强”的特性

还表现于不断“自我更新”，他提到华中

在教育上屡开先河，比如走向自主，“与

其说是与时并进的结果，毋宁说是我华中

精神— —自强不息的必然发展。……在

秉承传统的基础上，力求自我更新，另创

天地”。8 这其实也正是21环球化世纪所

需、目前新加坡教育着重培养的新一代

国民素质— —勇于创新、富有企业精神

（entrepreneurial dare）。他也把这股华

中精神归功于“创校先贤们所凝聚的生生

不息的原动力。”9

在学术方面，华中向来在数理科方

面表现优异，为其强项，杜校长在任期

内更是使之更上一层楼，比如为学生提

供数理方面的专才培训、让学生参与国

际比赛、成立数学奥林匹克学会、举办

新加坡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赛等。记得我

念中一、中二时的班级，就特别被挑选为 

“实验班”，由学校数学名师宋和才老师

教导高数，打破了高数唯能在中学高年级

5  参见华侨中学 1997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6  参见华侨中学1989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7   同上。

8  参见华侨中学1990年毕业特刊刊首语。

9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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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适于教授的传统，也充分体现了杜校长

因材施教的信念。我也有幸在高年级被选

拔参与“科学专才培训计划”，在课余增

长了有关物理、化学、生物方面的理论知

识。杜校长还专门请来了来自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的名师——刘鸿坤教授，为学生进

行奥数训练，许多在这方面有天资的同学

也因此在数学方面得到非常完善的培育、

发挥所长。

杜校长也始终坚守华中作为中华文

化堡垒，传承传统文化的使命。他积极推

广双语双文化，提升学生的人文精神。即

便主要教学语为英语，我们在中学低年

级已通过学校推荐的读物接触中国古典

名著，以及中国哲学如儒家、庄子学说，

纵使是蔡志忠漫画版，仍能以深入浅出的

方式，让学生认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不管是写作、戏剧、还是歌曲呈献，记得

当年在华中学习华文和文化的氛围是甚

为浓厚的，选修中华文学的同学每年也

不下两三班。或许是学校在这方面的积

极推广，加上自己有幸得到校方的鼓励和

老师的诸多栽培，如代表华中参加写作比

赛，我这位理科班学生也因而在高中时很

自然地选修语文特选课程，并最终负笈北

京大学，修读中国语言文学系。

由此可见，杜校长所打造的是数理、

人文兼备、名副其实的特选学校，他所欲

培养的，是既有精专技能又有人文关怀

的华中子弟。他认为：“我们以事实告诉

国人，华中不仅保留并发扬了优良的东方

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同时把握且发挥了

数理科兼长的优势。10他也举了李光耀资

政在1994年校庆日到访华中，为第一期

扩建新校舍开幕时的一段话：“华中随社

会的改变做出了足够的反应，既负起了灌

输传统文化与价值观的任务，又教导学

生应付社会所需的技能。”，勉励华中子

弟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11

对于传统文化，他深刻体会其蕴含深

邃的哲理，鼓励华中学子汲取其智慧，无

论在治学或处事方面，都可善于运用。

他认为：“我们祖先的智慧是饱满的，

永恒的。庄子的‘井底之蛙’自囿天地；

韩非的‘守株待兔’妄想非分；吕氏春秋

里的‘刻舟求剑’抱残守缺，都是前人治

学、处世，引以为戒的明训。”12

杜校长 认为人文和数 理二者是可

以兼容并包的，若能以人文的精神融汇

于数理，必能有更高层次的领悟。比如

他说：“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同学们对数

理天地的无穷探索，使他们体会到‘欲

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真谛，那么同

学们一生受用的，将不止于数学、电脑

等的掌握与应用了。”13这种多元学科的

融会贯通与视野（multi-discipl inary 

perspective），正是古往今来许多出类拔

萃的集大成者，如达文西所持有的特质。

杜校长的人文关怀，还表现在他高度

重视“中庸”思想。在他看来，“中华文化

的精神是中庸的。《易经》讲阴阳之别的

同时，也谈阴阳之和，这种矛盾中求统一

的特质，不但使得我们的祖先领悟出宇宙

间蕴涵的‘自强不息’的原动力，也促使我

10  同上。

11  参见华侨中学1994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12  参见华侨中学1990年毕业特刊刊首语。

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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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讲求情理兼备。”14

学科和技能的掌握能让我们“做

事”，但“做人”同样重要，两者不可偏

废，他说：“兼顾做事与做人的处事原

则，正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色。”15所以教

育不仅是传授知识，开发人的理性与批

判思维，也同样是培养人的感性世界，懂

得如何待人处世。他说：“除了带有理性

的批判外，还必须具有感性的包容。这种

微妙的待人处世的方式，曾教西方人摸不

着头脑，然而几千年来，中华文化之所以

能够屹立不倒，全仗这种刚柔兼备的‘无

法之法’。”16

至此，我们了解杜校长苦心孤诣提

倡“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教育哲学的

意义所在。他希冀华中人应具备的素质，

不仅停留在会做事，也需具有人文关怀，

懂得做人，情理兼备。“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所包含的正是一种“与人方便，自

己也方便的协商精神”。17推而广之，它

是一种造福人群、无私奉献、与人分享的

大我精神。他强调：“在学业上有突出的

成绩，并不代表做人的成功。……一个事

业有成的人，其实是一个愿意与人分享的

人，只有当你无私与人分享之时，你才是

世上最富有的。”18杜校长也身体力行，

以“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胸怀，与他

校分享华中发展累积的经验，如自主学校

的历程和所得成果。

杜校长更这样勉励学生：“21世纪是

亚太区经济蓬勃发展的季节，同学们何其

有幸，躬逢其会。……华岗四年，不但把你

们锻炼成文武兼备的好男儿，而且也教导

你们‘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哲学的活学

活用，你们如若把握这种华中独具的优

势，必将可以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矣！”19

在我看来，“自强不息”正是个人不

断精进，属于“内圣”的修养，而“己立

立人、己达达人”则是向外拓展，推己及

人，属于“外王”的实践，两者相辅相成，

皆不可偏废。只有当一个人将“内圣外

王”的功夫学到了、做到了，才算真正做

到社稷栋梁，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

作出贡献。杜校长为此勾勒了华中子弟的

人格精神，也体现了其教育理念中深厚的

人文关怀。

在华中迎来百年诞辰之际，能回到母

校服务，与华中大家庭的全体成员一起努

力，开启新篇章，培养下一代华中子弟，

可说是三生有幸，也深感责任之重大。希

望通过此文，记载我就读的母校中，两位

我非常敬重的校长，激励自己以他们为楷

模，也希望通过带出这两位教育集大成者

的治校思想、教学理念和人格面貌，勉励

今日教育工作者与后学承前启后，秉持自

强的精神，继续做好“百年树人”这份崇

高而常青的使命！

现任华侨中学校长。作者
简介

14	参见华侨中学1992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参见华侨中学1996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19	参见华侨中学1992年毕业特刊校长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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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辉生团队与华中大转变
（1979-1999）         

⊙雨石

在新加坡，传统华文教育到了上世纪

70年代后期全盘崩溃，华校不复存在。

华文在学校的课程中，一律被定格为第

二语文，地位一落千丈。1979年，教育部

宣布华中等九所传统华校为特选中学，

华文一科保留为第一语文水平，英语的

支配地位保特不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1960年毕业自三三制的华侨中学，曾

任裕廊中学校长达10年的杜辉生，应聘

执掌四年制的华中特选中学，思量要为

风雨飘摇的母校作出贡献，恢复母校应

有的地位，在教育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当年华中董事会和校友会殷切之情，深

深打动了他的心，毕竟华中从1976年到

1978年三年期间，先后换了三任校长，

校政动荡，校风不振，学校处于低谷。

改革决心从何而来？

当年陈共存董事长提议，由杜辉生

组团队来管理华中。他请来三位同仁：

一 位是在裕廊中学任科 学主任的林金

登，一位是光伟中学副校长李仰渠，另

一位是在武吉班让中学任教的李满枝。

四人同心，其利断金，华中幸甚！经历过

低谷年代的华中学生，回忆杜辉生团队

主理华中校政之前，华中雄风不再，外观

黯然、建筑陈旧、道路不平、荒草丛生

的年代：“我以为报读的是一所优秀的

传统华校，竟不如好的邻里中学！”面对

如此局面，四人团队的改革决心从何而

来？杜校长强调，他转来华中不是为特

选中学而来，而是为了把母校搞好，恢复

华中“华文堡垒”的地位。“叫我来不是

要搞好特选”，适逢特选课程的实施，为

他的团队提供了一个发挥的舞台。当然，

华中董事会和校友会的“华中情”也起了

激励作用，华中昔日的光彩和60年大庆

更给人以强大的信心。

据副校长林金登回忆：杜校长走马

上任，就着手大力推行“新政”。其一是

召开学生家长会议，出席者踊跃。其二

是加强纪律，如规定学生任何时间回到

学校都必须穿校服，在校外（如七英里

巴刹）行为要检点，为此校长利用午餐

时间亲自出巡。其三，坚持每周举行四次

周会，对不同学段、班级的学生提出不同

的要求，不允许别人占有这段时间。中一

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杜校长经常以“自强

不息”校训进行教诲，后来还在校内倡

唱《满江红》，对学生的品格和志气起着

很大激励作用。90年代，全校学生以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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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华中行》的方式，了解华中子弟应有

的行为准则。

华中校友会起着积极作用

杜 辉生校长 却谦 虚说道万事起 头

难，幸亏有两位副校长和已故李满枝高

级教师的鼎力相助。他更盛赞华中校友

会的积极作用，到任那年恰逢华中的60

周年校庆，校友会在董事会的配合下，在

校内举办规模宏大的万人宴，提出“爱我

华中”的口号。学生也积极参与工作，这

对华中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学校与校友会的关系牢固可靠，扫除了发

展道路上的诸多障碍。

副校长李仰渠记忆犹新：杜校长办

事 果断，魄力十足，整修校园，大刀阔

斧。大路两旁的木麻黄统统连根拔除，改

种青龙木，运动场石阶大事整修，芟除杂

草、整洁校容运动如火如荼展开。为了迎

接华中60大庆，修葺钟楼，并由校友会会

长陈龙得出资，把钟楼前年久失修、坑坑

洼洼的路面加以重修。在“新政”下，教

师办公室也从之前的分散式改造为集中

式。许多具体工作，如搬动物件、旧家具

的维修等，新上任的正副校长都得亲力

亲为，这是因为学校当年收支不敷，自己

动手，可以省下不少钱。教室内的桌椅，

沿用木质的，维修起来方便得多。

同心协力，埋头苦干

李仰渠和林金登两位副校长的积极

态度，与杜辉生校长的信任和放权有密

切关系。杜校长特别有意思，在推行“新

政”之前，他请来新班子的四位贤内助，

八个人一道用餐，一是说服当家的同心同

德，为华中效力，一是把问题摆在桌面

上，请太太们理解和支持。在这之前，

华中董事部在校长的聘用上，一直没有

合适人选。所以，杜辉生的挺身而出，

对华中而言不啻是久旱逢甘霖！之前他

任裕中校长期间，曾以主席身份主持过

西区中学体育理事会。他观察到，华中作

报告时竟无人理会，“我曾经是华中的学

生，觉得很不是滋味，所以在华中校董和

校友会的积极推动下，得到教育部的同

意，我答应调任华中校长。”

华中曾经是大名鼎鼎的华文中学，始

于1960年代的教育改制，使她逐渐失去

昔日传统华校的光环。1979年是一个关

键年头，华中成了特选中学，杜辉生、林

金登、李仰渠、李满枝四人同心协力，埋

头苦干，决心把华中办成一间有规模、有

名望的中学，让每一位华中校友脸上有

光。当然，在教育的大环境中，他们回天

乏力，不可能把华中变回华文中学，但尽

可能恢复和发扬华中原有的华校传统，

将它发展成为一间名校。

唱《满江红》意气风发

杜辉生校长强调，华中步上复兴之

路，恰逢华中校友会全面动员，组织60

周年 校庆的万人宴。他说：“这个契机

凝聚一股强大的爱校力量，激励大家，

如虎添翼，发奋图强。所以，即使当天系

有“爱我华中”布条的气球不慎飘走，个

别人士发出嘲讽微词，大家不为所动，依

然意气风发。校友会身处董事部与校方

之间，对学校的各项工作，起着协调和

润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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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好搭档当中，李满枝是校友，其

他两位分别是同学和同事关系。“第一

天他们三人自己动手搬桌椅，一开始便

配合无间。”

为了鼓舞士气，杜校长在华中原有 

“海天寥廓”校歌的基础上，增加壮怀激

烈的《满江红》，唱遍华岗，振奋人心！

那是音乐老师蔡百媚从满江红两个调中

选中一个，她本人和宋和才老师予以支

持，并积极在校内推广。

林金登副校长也是从裕廊中学调过

来的。“说句心里话，他这人讲义气，值得

信赖，所以才跟过来。他有创新思维，有

前瞻性，新气象接踵而来。”

其一，上世纪的80年代初，杜校长

开风气之先，建立电脑实验室，引入苹果

计算机。1988年华中成为自主学校后，

校方敢敢来个课程自主，绕开锤锤打打

的工艺科，改授电脑科。

其二，在全校学生当中，提倡并鼓励

阅读风气，授课前20分钟读课外书、报

纸，养成终身阅读的好习惯。

亲力亲为  德智体并进

其三，组织全校学生星期六到校外

晨跑，李仰渠副校长带头，一路照应。对

体育的重视，说明学校正往德、智、体三

育迈进。

其四，校方、董事会和校友会并肩

携手，接受各种挑战。华中成为自主学校

后，财政自主，预算编制、门槛提升、会

考表现，国民教育、认同培养、双语教育

和课程设计等，都得自己来做。“那时，

除了必修高级华文科之外，美术、道德、

技术科、体育都以华语教授。”

其五，道德教育。学校以提倡东方文

化为本，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感。“我们利

用周会讨论传统文化和时事课题，让学

生自由发言，不同看法可以辩论，以训练

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

其六，重视课外活动。课内活动以传

授知识为目的，课外活动则是为了塑造学

生品格，强调纪律、组织和自主能力。课

外活动多姿多彩，成立学长团、纪律营。

学生理事会理事由各级同学自选，以发

扬民主作风，发掘学生的领袖才华。

取消年中考试  首开野营风气

其七，积极参加各类校际竞赛，以田

径为主体，特别重视全国田径大会，动员

全校师生到场，在“自强不息”校训的感

召下，力争上游，争取最好的集体成绩，

发扬“爱我华中”的爱校精神和“不忘华

中”的归宿感。同时在学生当中提倡和

推动普及运动，把运动视为爱好，自发参

与，从而树立终身运动的理念。

其八，首开三天野营的风气。配合取电脑俱乐部在1981年4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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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年中考试、减轻学生的考试压力。推

动全校不同年级同学的野营活动。初期

中一学生在校内露营，中二参与童子军

活动，中三赴棋樟山，中四到外展学校接

受体能训练，由体育处老师统筹，其他各

级师资协助，既锻炼了学生的体能，又增

强他们的爱校精神。后来，野营活动升

级到国外，如澳洲，也组队到邻国攀爬

大汉山和神山，划橡皮艇绕行榜鹅、巴

西立、乌敏岛、樟宜。学生在克服困难和

障碍中树立自信，更好地应对今后的各

项挑战。

其九，关心学生当中的弱势群体。华

中不是贵族学校，八九十年代之交，学校

学费自调至每月200元，校长要求老师实

地了解学生的家庭背景，并以提供助学

金的方式，资助经济条件较差的学生，保

证没有学生因缴不起学费而转校。华中

占地72英亩，居中学之冠，但学校维持

费不比别的学校高，原因是事事自己动

手或校友会相助，不外包给专业公司，能

省则省。用品则以耐用和实用为考量。日

常开销因此减少。所以，对学费上调的事

情，华中从不跟风。

精益求精  不断提升

其十，华 中 不 满 足于已 取 得 的 成

就，而是精益求精，不断提升。1990年代

初，华中的战略是发展为世界级学府。

为了让社会人士和家长了解华中的现状

和未来大计，学校设立公关部，以执行这

项任务。本地华文报纸的热心报道，功

不可没。社会人士、家长和报章对我们

的了解、期望和鞭策，也是华中从成功走

向更大成功的动力。

在两位副校长眼中，杜辉生校长不

但讲义气、有魄力、敢担当，而且是不可

多得的一校之长。1985年和1999年两度

接受血管绕道手术，仍坚守教育岗位。

从一开始，他是用人不疑，敢于放权的。

据林金登副校长回忆，当年学校实施新

教学法，杨绍强老师利用上华文课的时

间，放手让学生到校外展开街头调查，让

学生前往图书馆阅读华文课外书，卓有

成效。他本人负责学校财务，“预算通过

后杜校长从不干预”。

有了一位好校长，又有董事部和校

友会的配合和支持，老师的尽心尽力、

肯干苦干，诚然是华中的福气。于是话题

转入华中的天时、地利、人和。尽管1970

年代华中处于低谷，但元气不衰。世事变

迁，华岗依然雄伟屹立，钟楼还是风情万

种，历届有作为校长的丰功伟绩依然熠

熠生辉。杜辉生团队既深得天时地利人

和之便，又有共同的理念和任劳任怨的

工作精神，华中的腾飞，确是意料中事。

在访问结束前，杜辉生校长的补充

说明也是饶有兴味的。

首先，关于电脑的引进。当年有位同

学曾应用电脑编写课程时间表软件，学

校将之推荐给教育部，后者接受并付编

写费给那位同学。他于是有了足够的经

费，得以负笈美国攻读电脑。

其次，学 校曾利用自主的优势，增

强华文教学，规定学生进修古典小说，

中一、中二修读《西游记》，中三、中四读 

《三国演义》，《水浒传》因为以108条

好汉被宋朝廷收编为结尾，而不被学校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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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共识联  相互提携

第三，关于首创中一到中四的共识

联。无论是设计、材料、科目，不同班级

水平参差不齐可相互协调，相互提携，

不从一个班的视角，而是宏观上全校共

同受益。譬如华文课，成绩好的学生要

帮差的，好的班帮差的班，达到校际的

全面提升。

第四，把钟楼八间课室辟为中四荣

誉课室。为了培养学生的同窗之谊，中

一、中二学生不重组，中三分文理科，学

生的班级有调整，但中四不分，只有整体

成绩最好的八班可望在钟楼课室上课，

以此激励集体的努力。

第五，学校并不担心学生的学业成

绩（他们都有优良的表现），而是更注重

人品、合作和友爱方面。以班为单位，全

校的学生开学时必须集体动手粉刷和布

置课室，让他们自然而然有一种奋进感、

归宿感、自豪感和荣誉感。

第六，关于迈向世界级中学。我们的

心胸要宽广，因此提倡教育哲学“己立立

人，己达达人”，追求的是与竞争对手达

到“双赢”的境界。

凤凰涅槃  浴火重生

第 七，关 于 创 立 华 中 论 坛 。那 是

1990年代的事，论坛每年举办，由学生

主持，邀请部长名人主讲，内中有陈庆

炎、李显龙、杨烈国等。他们的讲话扩大

了学生的视野，而学生在和部长名人交

流中养成自信心。

第八，关于24节令鼓。华中首开先

河，是新加坡第一所成立24节令鼓乐队

的学府。受聘自马来西亚的陈秀琴老师受

委，创办了我校24节令鼓鼓队。鼓队在 

“春到河畔”亮相，形象威武，鼓声咚

咚，感情强烈，节奏明快，配合无间，给

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24节令鼓也

出现在我国其他学校，可谓遍地开花。

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旬的24节令鼓队，是新加坡第一所成立24节令鼓乐队的学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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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关于比赛屡创佳绩。这不完

全是技高一筹问题，而是一种看不见摸

不着的信心表现，靠气势压倒对手。

第十，关于专题作业。1980年代末引

进专题作业，由学生自订研究专题，以文

字、图案、视音为媒介表现，后来逐渐发展

为以电子资讯、电脑软件为呈现的手段。

第十一，邀请成功校友来校主持毕

业典礼，借此拉近校友会和毕业生的距

离，并邀请毕业生加入校友会。

杜辉生校长团队为华中付出的辛劳

和心血，对华中后来更上一层楼，无疑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2005年

华中实行直通车计划，取消O水准会考，

华中初级学院也在同年并入华侨中学，

成为华中高中部（高一、高二）。历史也

够吊诡的：当年的中学六年制，后来削减

为四年制，如今又在华中成功衔接，恢复

1986年的专题作业展览日。

原名谢声远。华侨中学

1961年度高中毕业。 

肄业于南洋大学历史

系，后投身报界。不惑

之年换轨，经营画廊 

业务，间亦涉足文字 

工作。出版《打靶集》

《新闻选择》《艺海茫

茫六十篇》（三册） 

《四顾集》等。现为 

《怡和世纪》副主编。

作者
简介

原先的六个学年体制，只有高二（以前是

高三）才有高级剑桥文凭考试。最令人

难以释怀的是，高级华文已丧失必考科

的资格。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华中的未来必

如投身于熊熊烈火中而重生的神鸟，“其

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髄”，阔步向

前，勇于创新的百年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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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人记忆 
——记华初前院长冯福泽先生

⊙蔡家梁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超人，我的心中

也有属于我的一个超人。

超人是高大威猛的，超人是法力无

边的，超人是众人拱之的，超人是神圣

崇敬的，超人是难以取代的。

超人是造福人群的，超人是来救济大

众的，他有很大的能耐，是地球的英雄。

17岁那一年，意气还很风发，带着稚

味踏入了黄城。不知不觉中，晋见了心目

中的超人。其实，那时候，我并没有正正

式式的恭维他为超人。身形不高，有点儿

魁梧，样子压根儿和Superman有一定的

距离。然而，我却常常看见他穿上了那蓝

色的大学毕业袍，那时候的我其实也分

不清楚那是学士袍还是硕士袍，印象深

刻的，即是总会见到他穿着那袍儿在众莘

莘学子前亮相。一时之间，那看起来类似

超人形象的一件莲蓬衣，让我在心里打趣

的给他起了个超人的外号。他，即是当年

华中初级学院的院长，冯福泽先生。

其实，这个超人，是在日久以后，才

慢慢慢慢的奠下了令我崇敬的地位。

最初认识到超人，是读了前三个月的

初院生活。

记得当年我和好几位要好的同学报

读了华初，在前三个月的日子里很快乐的

在黄城里度过。华族的校风，加上学院

多姿多彩的节目，让青春欲滴的岁月增

添了不少色彩，给予学子一个身心愉快

学习成长的平台。三个月倏忽过去了，我

们也开始认真思考我们的未来。由于我

们一群来自商科系的学生，中学时在学

校里没有修读“O”水准的高数，所以初

院不允许我们报读数学“C”。据了解，数

学“C”是在前一年刚刚由数学“B”转换

过来，教学大纲有了更改，基本上延续

着“O”水准的高数为基础，没基础的学

生难以应付。但是，我们探听到，某某学

院的政策又可以接受没有基础的学生报

读数学“C”。

眷恋于黄城生活的我们，又不愿意

转校，一时之间有些挣扎，也不知哪一

位“牛仔”，建议大家签请愿书。结果，

我们约10名学生，浩浩荡荡的来到院长

室前，要求晋见冯福泽院长。

冯福泽院长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深

受英文教育的资深教育工作者，一副“铁

面无私”的样子，相信打从骨子里会严格

的遵守一切订下了的政策条例。我们这么

贸贸然地向他提出了要求，关于可以报读

数学“C”的机率，其实，我心里压根儿没

有抱着多大的希望。因为，中学时候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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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政策始终是单方向的，做学生的命运

终归就是逆来顺受的。结果，冯院长很

用心地听了我们的请求，然后重复地说出

我们的意愿，并吩咐我们给他一点时间，

让他交由数学科系主任去探讨，再给我

们一个答复。那时候，我心忖，果然是一

位资深的教育工作者，来一个缓兵之计。

一个星期后，数学科系主任Mr Yeoh

召见我们开了一个会议。

主任说白了，没有基础的同学要上数

学“C”这门学科，基本上是很艰难的。

我们的前一届学长们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去年成绩不及格的人数多得令人心惧。那

时，我心想，果然是另一个老江湖，兜了一

个大圈子，我们看来好歹又是扑了一个空。

主任接着 说：“但是，我们愿意尝

试；不过，有两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我们得以首三个月在

课堂上教过的“O”水准高数科目为准，

校方设一张考卷来考我们，我们必须能

够及格才能跃读数学“C”。第二，即使我

们报读数学“C”，我们也只限于报读三

科“A”水准科目。因为难度太高，要我们

用多一点时间专心学习这个科目，不允许

我们报读四个“A”水准科目。

那时，我大掉眼镜了。

毕竟，在冯福泽院长的身上，我看到

了一个惊讶和惊喜。

虽然院方开出了条件，但是，对我来

说，是合理的。比较起我以往学校里的

经历，那是迥然不同的。毕竟，院方是有

尊重学生的意愿并做出了调整，不仅仅

担心校誉而教育。

结果，我们之中，只有四个学生挑战

成功。

虽然如此，院方还是特别为我们四

个人安排了一班教程。到了第二年，我们

就被安排插入隔壁班的数学课一起学

习。结果，我们四个都在“A”水准中考到

了理想的成绩。

对于 院方 尊 重与考虑 到学生的意

愿，并冒着会影响学校总成绩的风险，

我深深的鞠躬。至今，依然存着那一份感

激。那时候，毕竟我们的英文水平比较

弱，如果去报考商业管理学科，或许要考

到“A”成绩的机率就比较低，要考上大

学的机会也被影响，更甭说考取奖学金

的机会。

或许在院方、在冯院长的角度来说不

是一件大不了的事。然而，他的决定则改

变了我的命运，至少我得以顺利的考上了

大学完成学位。

那超人的神圣地位，开始矗立在我

心中。

本以为他是“红毛派”的模 样，却

发现他可以率领一批老师在学院里继承

与营造着浓厚的华族文化校风，信手拈

来，即有脍炙人口的“黄城夜韵”、有华

冯院长（右）1980年到华初，1988年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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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初成危楼，冯院长率领众师生继续前进。

族传统风采的醒狮团体、有文坛上受人

瞩目的“华初文丛”。我们在学校里也常

常庆祝很多大小节日，但是，印象尤其深

刻的是中秋节的灯笼比赛，大家各显神通

高挂着各种创意新颖的灯笼，气氛非比寻

常的浓烈。

还记得我初院二年级那一年，我们

在广场庆祝农历新年。我在三楼的雕栏

上俯视同学们在广场上演出。我还记得，

其中一段是唐僧取经。孙悟空和猪八戒

碰上了个妖孽，结果两兄弟以我们童年的

猜拳游戏“Lom Chiam Pass”来决定谁

出手制妖。意外的是，间中两人有一句对

话是“我的石头把你的鸟给打歪了！”那

一刻，诙谐的对白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

样一句话，其实也有点儿让人匪夷所思，

没想到竟然会在大庭广众中说了出来。如

果是我以往的学校，肯定是要见校长之类

处理。

后来想想，院方是在培育一群正要迈

入成年的年轻人，学生们也是正处于一个

成长期思想创意丰盛的时段，学校可以宽

容的去接受这一丁点学生的调皮和好玩的

性格，是令人敬佩的。毕竟，学海里的胸

怀要能够容纳一座山、一片海，让学生去

自由驰骋，发挥、跌倒与学习，那才是真正

教育。我心里暗自对超人又赞许了许多。

那一年，黄城要倒了。

超人把我们全院师生们召集在邵仁

枚礼堂，历史性的一刻，超人沉重的宣布

了一则消息：黄城被列为危楼，董事部要

重新修建，我们得迁移校园。

犹记那一刻的临时方案是，我们将

暂时先搬迁到义安工艺学院继续完成上

半年的课程，然后在下半年，学院将迁

移到兀兰的一所中学继续我们的学业。

其中，包括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安排。例

如，学生们上课的时间会从7点半调整到

8点才开始，并缩短每一节原本45分钟的

课，记忆中是缩成40分钟，同时也要特

别安排好几班不同路线的校车来帮忙解

决部分学生们上学的问题等琐琐碎碎的

事情。

那一年，是华初的一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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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 任期

林乃田 1974 - 1975

吴从干 1975 - 1979

林钦蕴 1979 - 1980

冯福泽 1980 - 1988

陈腾芳 1989 - 1993

梁环清 1993 - 1998

洪伟雄 1999 - 2004

华中初级学院历任院长

作者
简介

笔名学枫，华中初

级学院1987年毕业，

现为新加坡作家协

会副会长。

超人要率领众师生们继续前进，披

荆斩棘，努力不懈的继续教育学生们，

考取优越的学业成绩和招收新生。

身为学生的我，虽然在交通上有些

儿不便，但是，对于学院的情况和用心，

是可以体恤的。其实，我们依旧过得很充

实，压根儿没有霄壤之别。

结果，那一年，我们那一届的会考成

绩依然是骄人的，而且比起往年的成绩

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那一年，我也毕了业，离开了超人的

庇护。

超人的成就，我内心始终是默默的

赞许。

编者按：本文集即将付梓之际，接到冯院长在2019年2月
15日逝世的噩耗，不胜悲痛，愿冯院长一路走好，家属节
哀顺变。

1987年底，华初从兀兰临时校舍搬到武吉巴督临时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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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基祝贺华中校友会
新会所落成

华中校友会搬迁到目前的华中董事

部大楼之前，有过一段23年的岁月，是在

靠近游泳池的那座三层旧建筑物。步上

石阶级，校友会办公室就在二楼左侧。

拉开大门，迎面牆壁上悬挂着一幅蛮大

的玻璃镶框横匾书法，写着“弘扬自强不

息精神”，长120厘米，高55厘米，是“华

中、南中北京校友会”送给华中校友会新

会所落成的贺礼，题写者为时已百岁的老

人张国基。华中校友会新会所于1992年

3月21日开幕，五个月后，张国基于8月30

日在北京逝世。不过，在2017年出版，内

收张国基书画题词、照片及文字的《张国

基纪念册》里，我们却找不到他题写给校

友会新会所落成的这一幅墨宝。

张国基，字颐生，1894年4月出生于

湖南省益阳县（今资阳区）迎风桥乡一个

偏僻的山村。1915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

师范，是毛泽东的学弟。1919年，他追随

毛泽东创办新民学会。年底，新加坡华侨

中学首任校长涂开舆回上海聘请教员，

张国基在一师前校长孔昭绶和学监王季

范的推荐下，离开长沙去上海会见涂校

长，并领取护照和办理出国手续。

张国基于1919年底前往新加坡道南

作育英才  耀眼南洋
——1920年代的老师张国基与李春鸣

⊙吕纪葆 

百岁老人张国基送给华中校友会新会所落成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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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执教，并兼任华侨中学及南洋女子

师范学校（南洋女子中学前身）教职，他

是余佩皋执掌南洋女子师范学校校政期

间，大胆打破女校不聘用男教师的陋习，

张国基成为从中国聘请到南洋女子中学

校史上第一位男教师，从此开始了他的

海外教学生涯。

涂开舆（1889-1969），字九衢先

生，1889年九月初三出生于长沙县，1912

年通过湖南省教育司的考试并被选送上

海吴淞中国公学预科就读。毕业后赴新

加坡，于1919年2月起任南洋华侨中学校

长。回中国后，先后在厦门大学、中国公

学江苏教育学院、广西大学任职。1949

年从广西大学回原籍长沙。

张国基在《相识四十年的怀念》一

文里，提到他和长沙的一批知识分子应

聘到新加坡华中任教，来迎接并在会上

致欢迎词的，正是他一直渴望见到的陈

嘉庚，心情十分激动。尔后，也多次到陈

嘉庚先生的家作客。他写道：“陈嘉庚先

生的家在新加坡市郊丹戎加东，面临大

海，风景十分秀丽。可是，这位名满东南

亚的华侨大实业家的家庭布置却相当简

朴。住家不是高楼大厦，而是一座普通的

平房，陈设亦极为朴素，全部家具与平常

人家所用的无异，一点豪华的东西也看不

到。同时，陈嘉庚先生对子女管教很严，

不让子女买奢华的物品，不许享受优裕

生活。家里虽然有两部小汽车，儿子陈厥

祥每天到城里上学，他却从不同意用小汽

车接送，而让厥祥自己去挤公共汽车。这

位对公益事业常以数万、数十万、数百万

慷慨捐资的大实业家，对自己和家人的生

活却是这祥严格要求，如果不是亲自目睹

耳闻，实使我难以相信。凡到过他家的教

员，无不被他良好的家教与家风所感动，

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 

1921年，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突然

颁布一个“学校教育条例”，规定学校必

须注册，且校长、教职人员及中国来的学

生，必须经由当局审准方可；教材也必须

经批准方能使用。很显然地，这是英国

殖民当局故意借此来限制和扼杀华文教

育事业。华教与工商界人士以庄希泉和

夫人余佩皋为代表，群起而抗议，“争人

格、反苛政”的市民多达20多万人，联合

签名请愿。这是中国“五四运动”后，在

海外发生的一次华侨爱国运动；英国殖民

当局竟将庄希泉拘捕入狱，后“永远驱逐

出境”。张国基对英国殖民当局的这种暴

行深恶痛绝，遂于1921年离开新加坡，到

印度尼西亚（时称荷属东印度）的爪哇，

任北加浪岸中华学校校长五年。

19 27年1月，张国基回中国，旋即

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

义，任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起义失败

后，1929年再度到印尼任教，先后在雅
张国基（1920年代初）

（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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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达（时称巴达维亚）的广仁学校接任

校长，1932年7月转任中华会馆学校（简

称八华）训育主任兼文史教员。1939年 

7月，他与同事李 春鸣、李善基及陈 章

基，亦即“三基一鸣”辞去八华的职务，

投入筹建新校的工作。

1945年8月，日寇投降，陈嘉庚从避

难地爪哇玛琅回返新加坡途中，经过雅

加达时，当地侨胞热烈欢迎。张国基时任

雅加达中华中学副校长，与陈嘉庚别后

23年异地重逢，彼此紧紧握手，异常兴

奋。1954年，张国基从雅加达回北京参

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见到

了时任全国侨联首任主席的陈嘉庚。

1992年8月30日，擅长书画的张国

基在北京病逝，终年99岁。张国基视富

贵如浮云，尽管职务升迁，仍坚持居住在

30平方米的普通居民楼宿舍里。任全国

侨联主席以后，组织上按规定配给一名

秘书、一名服务员、一台专车，并把旧房

1954年，张国基（后排左一）到中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再次见到陈嘉庚（前排左一）。（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提供）

子修一下，他也婉言谢绝。群众称赞张老

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的模范共产党

员。这一点，或许也深受陈嘉庚的影响。

李春鸣担任训育主任
竭力整顿校风

李春鸣，字霆震，号村民，189 4年 

8月31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西亭镇一个

书香门第家庭，父亲为清末秀才。幼聪酷

爱读书，小学就读于西亭镇市立第一初

等小学和城北高等小学。1911年，16岁

的他剪掉辫子只身前往上海考进龙门师

范学校（即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

该校于1905年成立，为上海第一所独立

设置的初级师范学校。在名师沈恩孚、

袁希涛、贾丰臻、黄炎培、江谦、郭秉文

等人的旗帜下苦读六年，接受了由初等师

范到高等师范的本科教育。

1915年8月11日，李春鸣经过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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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南京国立高等师范学校（现名南京

大学）首届110名学生中的一员，李春鸣就

读国文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是中国建立

最早的六大著名高等师范学校之一。

毕业后，李春鸣于1919年12月，经黄

炎培推荐应聘为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的

国文课教师。这是他第一次出洋。翌年11

月7日，他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参加了庄

希泉与余佩皋的简单婚礼仪式，就此结

识了这两位在1916年共同创办“南洋女

子师范学校”的教育先驱。新加坡南洋

华侨中学开课时，仅有78名学生，教师也

只有10余名，李春鸣也因为在华中教书，

与同事张国基志趣相投，日后成为了为华

侨教育事业奋斗的挚友，也都是印尼巴城

中华中学的创办人。

1923年7月，李春鸣因父亲病逝，回

国奔丧，后接获马来西亚柔佛州宽柔学

校来函聘请，再度出洋，于1926年1月9

日抵达宽柔学校（现宽柔中学），出任宽

柔学校校长。同年12月，华中董事会主

席陈嘉庚特别委派秘书，携带亲笔聘书

专赴柔佛，邀请李春鸣重返华中任教，并

委以训育主任一职。李春鸣盛情难却，于

1927年1月回到华中。李春鸣担任训育主

任期间，整顿校风和改善师生关系，有口

皆碑。

1928年，“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出任

华中董事长，捐资兴建一座两层楼的“虎

豹楼”师生宿舍和校园大门；1929年著

名作家老舍来校任教就住在该楼。由于

学校大门右柱上署着“胡文虎胡文豹捐

资建筑”的字样，引起了董事部多人的反

对，指出这会让人误解为学校所有的建

筑，统统都是虎豹兄弟捐助的，由此一

场“龙虎斗”轰动了新加坡社会。1929年

12月，李春鸣离开华中，赴印尼龙目岛安

班澜中华学校担任教务主任。总计前后

两次，李春鸣在华中服务共八年。

从新加坡华侨中学
到巴城中华中学

1931年，李春鸣离开印尼，前往马

来亚吉隆坡师范学校任国文老师。两年

后，他重返印尼，任苏门答腊楠榜的鹿

勿洞中华学校校长，翌年接受雅加达八

帝贯中华会馆（简称“八华”）汤武杰校

长邀请，前去任教，在那里，他认识了当

训育主任的张国基，同是江苏人的李善

基，及侨生陈章基。此即后来的“三基一

鸣”。其后，由于八华校长易人，“三基

一鸣”不满“八华学校守旧古板、偏重英

文的教学制度以及不合理的封建家长式

的管理制度”，四人于1939年3月29日辞

去了八华学校的职务，同华侨实业家麦

爝煊及张祖砚共同组成基本委员会，决

心筹办一所能让华侨子弟全面发展的新

型中学暨附属小学。“三基一鸣”共捐出

2000多盾（其中张国基认捐700盾），在

市中心的班芝兰（Pancoran）觅得仙境

旅馆，将它改造成为校舍，新校定名为

中华中学（简称“华中”）暨附属小学。 

当地中文《新报》于 6月12日发布消息

称：“巴城中华中学校址觅定后定期招

生。”于是 6月12日成为中华中学创校

日。李春鸣任校长、张国基任副校长、李

善基任教务主任、陈章基任总务主任。

麦爝煊（后出任董事长）及张祖砚（后任

副董事长）则是负责筹款。

1939年7月10日，中华中学举行第一

次开学典礼，计有中小学生370多人，共

Chapter_2_��_V5 KHL.indd   232 20/2/19   11:15 AM



233

11班；小学实行六年制，中学由初中一至

高中三，也是六年制，教职人员15人。一

年后，增加到550人。

在1957年鼎盛时期，中学生达3500

人、小学生1100人，中小学教职人员125

人。1966年被封闭前夕，中小学生仍有

4000人。许多学生在高中毕业后回中国

深造。根据记载，自1939年至1966年的

27年间，中华中学共培养了东南亚地区 

1万多名华侨华人子弟，先后开办了18届高

中班，高中毕业生达到2800余人。这些毕

业生以后多数留在当地服务，大批学子成

为当地企业家、银行家以及专家学者；

也有4000多人到中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成为中国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的骨干 

人才。

中华中学以华语教学，但也教授印尼

文。1960年代后因社会需求，又开设印尼

大学补习班，1963年便有55名应届高中

毕业生考入印尼大学及慕斯多波大学。

李春鸣称陈嘉庚
是教育事业领路人

1955年4月16日，李春鸣以华侨代表

的身份，在雅加达机场迎接前来出席万隆

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在舷梯旁黄镇大

使向周恩来总理介绍李春鸣时，李春鸣以

浓重的江苏口音向总理问好！周总理紧紧

握住李春鸣的手说：“辛苦了”，表示感

谢！周恩来总理出席亚非会议后，应印尼

政府的邀请从万隆飞抵雅加达，在中国

大使馆举行华侨见面招待会。李春鸣作

为华侨代表之一，再次与周总理、陈毅副

总理和代表团成员握手拥抱。

四个月后，时任雅加达中华侨团总会

副主席、教师公会监委会主席及江浙公

会监委的李春鸣，担任印尼华侨回国观

光团团长。李春鸣这次率领华侨回国观

光团，是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第一次回国。一行72人于8月4日出发， 

印尼雅加达中华中学创办人。

左起：李善基、张祖砚、麦爝煊、张国基、李春鸣、陈章基。（香港生活文化基金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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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巴城：雅加达在荷兰时代称巴达维亚（Batawaya），

华人简称巴城。

8月6日早晨7时，观光团乘坐的“芝利

华”号客轮停靠在新加坡红灯码头。李

春鸣和夫人徐兰随后来到阔别了26年的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格外兴奋。

午间，时任南洋华侨中学董事会主

席的李光前和夫人陈爱礼，在家里设宴

款待李春鸣夫妇。1920年，李春鸣曾参

加李光前与陈爱礼在道南学校举行的婚

礼，再次见面，恍如隔世。李光前首先代

表岳父，感谢李春鸣为南洋华侨中学的

创办和建设所作的努力，感谢他在抗战

时期为岳父在印尼避难时给予的关心和

照顾。他也为“三基一鸣”创办雅加达中

华中学表示赞赏。

李春鸣享有诗人、书法家之美誉，著

有诗集《心声集》。他任中华中学校长直到

1966年4月华校被迫关闭为止；两个月后，

他被迫回国定居，1976年病逝于重庆。

2014年9月22日，纪念李春鸣诞辰

120周年座谈会及铜像揭幕仪式在江苏南

通举行。来自印尼、广州、香港、上海等地

的中华中学校友，李春鸣的后人及江苏省

与南通市侨联领导参加了揭幕仪式。

 巴城中华中学亦简称“华中”。我至

今尚未查到这个简称由来的文字记录。

是否与李春鸣、张国基两位老师曾在新

加坡华中执教有关? 不过，作为那时强调

华文教育的学校，中华中学简称华中是

顺理成章，再恰当不过的了！若不是苏哈

多排华政策，关闭华校，巴城华中与新加

坡华中，都将是南洋耀眼的学府，作育英

才，万古长青！

参考书目

《华实串串——华中华初 

文艺纪念集》，寒川主编， 

华中校友会出版，1994年， 

页206。

《张国基诗文选》，梁英明 

主编，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5年。

《迎接落地生根时代》， 

李卓辉编著，雅加达 

联通华文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2003年，页47。

《披荆斩棘  拼搏奉献》， 

李卓辉编著，雅加达 

联通华文书业有限公司 

出版，2006年，页174。

《南洋明珠   侨教典

范——雅加达中华中学校史

（1939-1966）》，施雪琴、

居玛丽，香港生活文化基金

会出版，2017年。

《张国基纪念冊》，梁俊祥、 

徐筑、黄昆民编辑，香港 

生活文化基金会出版， 

2017年。 

《纪念万隆会议60周年 

 ——介绍李春鸣先生与

1955年印尼华侨回国观光

团纪实》，郭乃华，《华中园

地》第70期，2014年。

祖籍福建金门，1968年 

高中毕业，担任海内外

10余个文教组织的理事

或顾问。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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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画派先驱刘抗      
⊙网雷

百年华中，千千万万华中子弟当中，

没有人像刘抗（1911-2004）那样与华中

有着以下三项特殊的经历：

一 、华 中草 创 时 期 ，先 在 利 文 路

（Niven Road）15号旧校舍就读，等到

武吉知马新校舍落成，才搬去山岗上课；

二、因为发生学潮，华中暂时停办而

辍学离开华岗；

三、中学在华中就读，后来回返母校

执教，重上华岗。

集以上三项特殊经历于一身，既是

校友也是教师；同时又集国宝、大师、

南洋画派先驱三项荣衔于一身的，唯有

刘抗。

华中就读

1911年，刘抗生于中国福建永春湖

洋锦凤村一个士绅家庭，1917年随父母

南来马来亚柔佛麻坡。小学毕业后，于

1925年到新加坡，进入华中就读。

当时华中旧校舍是在利文路，约半

年后，刘抗与同学们迁入武吉知马路山

岗巍峨壮观的新校舍上课。他是外地来

的学生，住在华中宿舍，过着纪律严明的

学习生活。

后来学生向校方提出改善师资及膳

食、住宿条件等要求，董事长陈嘉庚以学

校迁入新校舍不久，一切设施不能立即

完善为理由，拒绝学生的要求，双方僵持

不下，学生便宣布罢课，陈嘉庚决定暂时

停办华中，刘抗就辍学了。

上海求学 

1927年，刘抗考入上海暨南大学附

中，由于热爱美术，不久他便转入刘海

粟所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插班二年

级。后因国民革命军北伐，上海局势混

乱，上海美专停课，刘抗就转到新华艺

术大学，继续学业。

当时上海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最好

的城市，国画、西画、旧派、新派等各派

大师都集中在上海，而且又有许多留法

回国的老师在教导他们，在刘海粟的影

响下，刘抗专攻西画。

刘抗于1998年1月29日在新加坡热

带文学艺术俱乐部的集会上，回顾青年时

代在上海求学时，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当

时年轻人追崇的偶像，文学上首推陈独

秀、鲁迅、郭沫若；美术上首推吴昌硕、

齐白石、刘海粟。崇拜偶像、学习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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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偶像，使当年包括刘抗在内的许多

青年，走上文学艺术的道路，为文学艺术

奉献青春和力量。

巴黎深造

1928年毕业后，年仅18岁的刘抗，

在家里的资助下，远赴法国巴黎深造。

当时巴黎 盛 行印象 派 和野兽派 绘

画，刘抗学到了印象派的描绘一般市民

生活及周边事物，以及野兽派强烈的对

比色彩及活泼的动感。在当时马蒂斯、高

更、毕卡索等美术大师的影响下，刘抗努

力创作，在巴黎逗留五年，看遍法国著名

的博物馆和画廊，又与朋友前往欧洲各

国旅行写生，参观名作。

刘抗每年都有作品入选法国的秋季

沙龙，这个画展在当时艺术圣地的巴黎

享有声誉，它创始于1903年，以崇尚创

新，具有对过去艺术反叛的革命精神为

主旨。

1933年，应刘海粟校长之聘，他回

返上海美专母校，任西洋画系人体班专

任教授。

离华返马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抗

日战争爆发，8月13日日军入侵上海，学

校停课，刘抗便携家眷离华返马。

他应新加坡中正中学之邀，担任美

术老师，并在南侨师范学校兼课，直至

1942年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回麻坡与

家人团聚。

日军占领新马三年八个月期间，学校

全部停办，刘抗曾与陈人浩合伙经营咖

啡酒吧维持生计。

 

《杂碎画集》

1942年至1945年新马沦陷期间，

刘抗耳闻目睹日本法西斯种种惨不忍睹

的暴行，义愤填膺，他拿起画笔，用水墨

画方式素描了几十幅讽刺画，风格类似

丰子恺的漫画，于1946年结集成《杂碎 

画集》。

这些作品，画出了日寇横行霸道、

杀戮民众、苛刑逼供、奸淫妇女等兽行，

真实记录了这段黑暗岁月的历史，例如画

集里有一幅《婴儿劫》，画出日军将婴儿

抛高，举起尖刀往上刺死婴儿的残忍行

径，无情揭露日本法西斯的滔天罪行。

执教华中

1945年日本投降，二战结束，学校

复课，刘抗回到新加坡，应聘返母校华中
油画陈嘉庚（刘抗作品，华中文物馆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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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马来甘榜生活（刘抗作品，私人收藏家提供）

码头渔船（刘抗作品，私人收藏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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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蔡世居，1965年

华中高中毕业，后毕

业于厦门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中文专业，已

出版五本个人专集。

教导美术。

五六十年代为生计拼搏，除华中外，

他还兼任中正、南中、南华等多间华文中

学的美术老师，奔波劳累不堪，只能在假

期里挤出时间画画。

后来他迁入加东海景园新居，便只

执教离家不远的德明中学，原本兼任的

其他中学教职都全部辞掉，也离开华中。

南洋画派

1952年，刘抗与陈文希、钟泗滨、陈

宗瑞等三位好友，一同到峇厘岛写生，时

间长达一个月，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

南洋特色的画作。返新后，他们的作品整

理后在英国文化协会会堂展出，轰动画

坛。以上四位华中美术老师的前辈画家，

自此崛起成为南洋画派的先驱。

刘抗被尊为南洋画派的祖师，他这

样解释南洋画派的特征：首先是题材一定

要表现南洋自然的一面，如风景、民情、

风俗，必须以当地原始住民为主；其次，

是表现手法要以纯朴抒情的客观手法，

勾勒出土著的生活百态，且不要改变他

们生动的自然美；最后，是格调，要把握

南洋特殊的光线和色彩，以轻松活泼的

笔法，呈现热带阳光照射下人们生活的

动感。

简言之，南洋画派的风格就是：南洋

热带题材，淳朴纯情手法，明快轻松光色

与舒畅沉着格调。

        

2002年9月27日，校友会书法作品展由时年94高龄的刘抗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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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先生的大油画
⊙李楚琳

挂在黄仲涵礼 堂一侧的大 油画是

盧先生画的，他对从国专馆旁侧及那棵

大树 往钟楼望过去的视角似乎情有独

钟。1938年他给毕业刊画的炭笔画就是

这个景观，1 画作的前部有一棵弯了腰的

小椰树，台阶康庄，当时园地似乎还是那

么的原始，还没种植。他在油画的一角

用白粉写了“LH”两个英文字母——他

的全名“盧衡”的拼音缩写。  

19 4 8年，盧先生画这件作品时45

岁。他采用10年前的构图，藉国专馆两

旁的大树来营造氛围：大树展开来的树

枝，好像是在举手欢迎大家劫后余生回

来校园，画里头的那一日天高气爽，盧先

生是以宝蓝色的无云穹空来表现的，阳

光穿过枝叶撒晒在绿油油的草地上，给

予画面暖和的色调，衬着树荫在草地在

园地的影子，使校园变得恬静安详，而

那半阴半明的台阶也成了寻幽探秘的小

道了。钟楼的圆顶瞭望塔耸立在国专馆

远处，虽然这是侧面的透视，大家一看

就知道这是坐落在山岗上的华中标志。

盧先生用色含蓄，以多层次而斑驳的多

种绿色，将大树树荫及草丛画在国专馆

旁，簇拥着它。墙面上的奶油黄在浓郁

色调的对衬下，显得焕发磊落，但是却

注 		

1	《新加坡华侨中学校一九三八级毕业纪念刊》封面。

2	《南洋商报》1948年3月23日，页6:“华侨中学校庆盛况”。

抹不去画里头蕴蓄着无名压抑而不安的

气息。这仿佛是个警言，耐人寻味。  

华中在1948年3月22日庆祝29周年

时，新修成的大礼堂在恳亲会上接待了贵

宾及学生家长。隔日报章还报道了当晚的

盛况：“本坡华侨中学……昨晚7时半，举

行恳亲晚会，其热闹情况，为该校复校后

所仅见，参加晚会之学生家长来宾达千余

人，礼堂中到处满座，学生则群集楼上，

数亦近千……”2 1948年校刊的照片则显

盧衡大油画《华中钟楼侧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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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盧先生的油画以及华中另一位美术老

师钟泗滨所画的钟楼正面景观，一左一

右的挂在礼堂里舞台的两侧。3    

不是华中弟子就不知这两幅大作的

存在，我是听了美术界里传说，在2018

年5月一个炎热的上午来到华岗侦查此

画 作 者真 相。当时着手 研 究 盧衡已 八

个月，看过10多幅盧衡的水墨画原件，

亦从报章、华中校刊、南洋美专毕业刊

及中华美术研 究会画展画册等二战前

后文本 搜 集了原 始 资 料，从 无 到有，

仿佛发掘了一位新画家。资料显示盧衡

常作油画，曾寄往槟城参加嘤嘤画会的

画展，4 也曾给一位前华中同事伍臻平

（此人19 50代初曾任森美兰台山会馆

名誉主席）画过油画肖像，5可惜至今尚

未发现盧衡油画之影像记录，因此它们

的庐山真面还待日后继续寻觅。由此可

见《华中钟楼侧景》这幅大油画就成了

目前仅存的盧衡油画实物。他在本画右

下角用黑 墨草书署名“衡”一字，注了 

“一九四八”年款。这款识常见于他的水

墨画，此画作者于是真相大白。

然而我 们对盧衡的认识 还 是粗 浅

的。凭靠现有的原始资料拼凑起来的也

只是一种印象而已。关于他在华中的事

迹，我们略知一二：1935年华中新聘了

四位教员— —吴文英、黄学良、盧衡、

纪雪亭。盧衡的履历在《南洋商报》的一

则报道里可见一斑：“盧衡，年三十二，

广东澄海人，广东澄海县立中学毕业及

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肄业，曾任暹罗培英

学校教员一年，（槟城）大山脚日新学校

教员二年，（执教）预备班国语及图画二

科。”6同年11月他与罗玉铭先生在某个

星期日带了初一两班同学到中华游泳池

游泳。1937年，新校长薛永黍上任，盧衡

则当了初中二甲班的级任老师。7  1938年

3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第七届高毕业纪念刊》，1948年，页61。

4 《南洋商报》1936年4月6日，页10: 《槟城嘤嘤艺展会…》。

5   据盧衡儿子盧虎回忆，伍臻平从商，身材魁梧，戴眼镜，开汽车，常到家中探访盧衡。伍臻平曾于1934年至1936年在华

中任教。

6 《南洋商报》1935年1月19日，页6:“华侨中学新聘教员皆富有办学经验”。

7 《新加坡华侨中学校一九三八级毕业纪念刊》，页1-2。

1938年炭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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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华中礼堂。盧衡的作品在前面右侧。

学校为出版纪念刊特别给老师、同学们

拍了合照。那时老师们身着白色西装，排

了两行，盧衡身材修长，站在后排。他那

日愉快的心情，打从他灿烂的笑容，及自

信十足的站姿流露出来了。

这时候的盧衡也是中华美术研究会

的创立成员之一，不教书的时间都在绘

画圈子里流连。他与当时画坛新星如李

魁士、张汝器等画友是艺术界的中坚分

子。七七卢沟桥事件爆发后，许多侨领都

站出来呼吁抗日救国，画家们亦不甘落

后，他们搞画展，既是互相观摩的活动，

亦是卖画筹赈国难的积极表现。以陈嘉

1938年校长教员合照。后排右四为盧衡。

庚为首的南洋筹赈大会是庞大的，陈嘉

庚旗下的公司，报业（南洋商报），以及

他所资助的社会及教育组织（如华侨中

学）纷纷投入救国队伍，不出钱则出力。

当时校园里提倡救国教育，重视学生的

爱国及国族意识，救国抗日的活动由校

长老师发起，学生及家长响应支持。在

富有领导魅力的校长带引下，华中、南中

及中正等学府在1930年代末期至沦陷前

夕已成一股新型的群体资源与社会运动

核心。1938年9月下旬，薛永黍校长腾出

华中校园作为南侨筹赈祖国难民会代表

大会的地点，并亲自指挥布置股按照张

汝器的设计，将礼堂、华中校路两旁以三

色旗帜及南洋女中贡献的花串为大会的

会议装饰场地。布置股的画家成员除了

张汝器之外，还有荘有钊（张汝器妹夫）

及盧衡。8 可见二战爆发前夕，本坡华社

里的画家毅然走出象牙塔，积极参与社

会及政治活动。

这时星马两地已 成华 侨 筹赈 大本

营，吸引了中国大画家如翁占秋、徐悲鸿

南来开展。徐悲鸿几次来新，与本地画

8 《南洋商报》28.9.1938页7：“南侨筹赈大会会场一开始礼堂装饰依照张汝器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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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画会都有频繁的互动。盧衡在1939年

与徐悲鸿之交往的确留下一点痕迹。徐

在盧衡的一幅画鸟图上题文：“奇气磅

礴，青藤之魂，八大之手。”9 徐大师惜才

不吝美言，倘若时运转变，天下太平的时

候盧衡再接再厉，说不定还能登基狮城

八大之座。可惜此画至今踪迹杳然，人

去楼空，实在难以扭转乾坤。

也许是徐的赞美鼓舞了盧衡，他在

不久之后就辞离华中，带妻小冒烽火之

险，为好友李魁士新创的开明书店到上

海办货，在战火连绵的孤岛滞留一年的

光景，差点就回不了新加坡。旅沪期间，

盧先生办货之外，大半时间徘徊画展，研

究古画，找画友切磋论画。也许就在这时

候，盧衡觉得自己的绘画有了显著的进步

与成熟，于是着手筹备新生活的开始。但

是才回来不久，新加坡就沦陷了，他只好

带着家小与一名同乡陈孤芳逃亡到胶林

里。战后盧先生重执教鞭是劫后余生的

小插曲：1946年初，盧先生在电车上重

逢薛校长，两人互叙浩劫生涯，感慨万

分，薛校长说华中复办了，你也回来帮帮

忙吧！盧先生道重振华风，义不容辞，翌

日直驱华中报到。10

战后中国国共斗争尖锐化，系绊着

此地反殖、黜蒋或亲共的舆论，民生里

既是满怀希望，期待美景，也有动荡与颠

沛。盧衡的《华中钟楼侧景图》是欢腾、

愤怒与哀愁交错的社会情 绪之下的创

作。由于少了关键性的文献，也难以推测

当时盧先生作画的动机与过程。不过深

信1948年3月晚来到华中与会的来宾及

盧衡画鸟图，悲鸿题字。1939年。

1948年师范班纪念刊。木刻，

盧衡作，薛永黍题字。
9  《华人美术研究会展览纪念刊》，1939年。

10 盧衡自述，约1951-52年撰（私人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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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衡作《鸬鹚图》。1949年。

盧衡作《燕子迎春》。

学生当中总会有人记得这幅新油画的风

采。同年华中师范班第一届毕业，纪念刊

的封面是盧先生的木刻《钟楼景》，他用

刀如笔，流利简练，模仿国画皱笔刻出树

叶，建筑轮廓线条却是风骨遒劲，陪衬着

校长薛永黍清晰的楷书题文，为一本年

度毕业刊永镌艺术气质。

不久，接二连三的风波动摇着元气

方复的华中，其中薛永黍校长该年7月2

日的辞职对华中是一重大打击。此后，盧

先生虽然继续任教华中，但很明显地，薛

校长离校后，他已从华中本校退下，而转

教师范班。在校刊里的盧先生神情是腼

腆忧郁的，尤其1949年华中第二届师范

班师生与新校长郑安仑之合照里，盧先

生面容憔悴，眼神黯淡，斜在前排极右端

显得坐立不安。在这个时期里，画画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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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盧先生精神上的寄托。2017年一

批盧衡的画稿浮现艺场，这些正是1949

年的作品。画作当中以花鸟图居多，而盧

先生画的八哥、鸬鹚等飞禽也越来越像

八大笔下的瞪眼鸟。

1950年五卅一事件发生，盧先生

与四位老师（蔡自新、瞿良、吴体仁、杜

运燮）都被令辞职。1951年11月薛永黍

校长带病被囚久未医，终于病逝中央医

院。12月盧衡携妻带子怀着惆怅，仓促辞

别狮城，回返中国。从此杳如黄鹤，久而

久之，华中对他的记忆也就淡化了，大家

甚至忘了他是谁。油画挂上礼堂后的80

年里，盧衡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悬谜。幸

而他的大油画虽然屡经风雨，依然悬挂华

中大堂，默默地朝夕陪伴着华中莘莘学

子。有幸在华中百年之际重新认识一位艺

术前辈，给悬挂了80年的画作谱写一段

叙述，为华中漫长的历史添上一点曲折。

1949年华中第二届师范班与教师合照。前排右六为郑安仑校长，前排右一为盧衡。

圣尼格拉女校肄业，

华中初级学院第六届

（1979年-1980年） 

毕业，新加坡国立大学

历史系荣誉及硕士学

位。1985年开始从事博

物馆研究与管理，曾任

亚洲文明博物馆高级 

研究员兼策展主任、 

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馆长

（2003年-2013年）、 

新加坡国际艺术节与 

艺苑艺术管理公司前执

行总监（2013年-2016

年）。2016年底退职后

专注研究新加坡早期

美术史、东南亚纺织

史、爪哇蜡染史，并从

事文学翻译。现任柏林

洪堡博物院（Humboldt 

Forum）文物咨询委员。

作者
简介

Chapter_2_��_V5 KHL.indd   244 24/2/19   3:58 PM



245

《联合早报》前副总编辑严孟达，曾

撰文写道：跟其他做慈善的企业家相比，

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的大慈善家形象，明

显鹤立鸡群。如果他只是个大老板，他的

辞世不会引起社会上巨大的反响。他年高

95，他的辞世消息还是有点让人震惊，因

为他一生时间都奉献给社会。

举世闻名的李氏基金，乃祖籍福建

南安梅山镇的李光前创办的。李光前，是

亚洲工商界杰出的企业家、慈善家及华侨

中学校董主席。1952年，李光前把原来纪

念其父而成立的“李国专助学金”，正式

易名为“李氏基金会”，把其南益集团的

部分资产捐作基金。1960年成立了马来亚 

“李氏基金会”，1965年又在香港设立“李

氏基金有限公司”，以照顾不同的慈善要

求。1967年6月李光前积劳成疾，与世长

辞。李成义继承其遗志，担任李氏基金主

席。半个世纪以来，李成义仗义疏财、立

己立人，获得四海同钦、朝野共仰！

李成义（1921-2016），出生于新加

坡，是著名华社领袖李光前的长子，被誉

为“华侨旗帜”的陈嘉庚的外孙。李成义

四岁半的时候，就进入丹戎巴葛星洲幼稚

园启蒙，后来报读英华小学和道南学校接

为善最乐  垂泽千秋
——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

⊙李成利 

受双语教育，中学时在英华中学和华侨中

学念书。根据资料显示，1938年春季华

侨中学全校学生一览，初中一年级上午班

甲组名单中，将李成义误植为李有义，后

经考查知道李成义在1938年就在华侨中

学上课了，那时候的教育制度是三三制。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3月21

日，华侨中学为纪念成立20周年，出版了

第四期“华中”刊物，内有一篇初一上甲

的学生李成义写的文章，题目为《华中的

蚊子》，兹抄录如下：

华中寄宿生的生活，很可说是很舒适而

快乐的；只有一件事，很叫人厌恶，这就是

华中的蚊子。

在第三宿舍的后面，有一大片的树

林，满处里长着茸茸的野草。在那里蚊子生

得特别多，繁殖特别快，牠们饿的时候，就

一直飞到宿舍里来找我们。牠们照例是等

到我们吃晚餐以后才来的。这时候，大家

都刚刚饱吃了一顿，不愿意跑来跑去，很

想休息一会。这时候，蚊子就来了。牠们不

是陆陆续续来的，而是一阵一阵的群飞进

来。凶是凶得很！不管手、足，或脸上，牠

们一钉住肉总要达到吸血的目的。倘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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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死牠们，那只有打到自己的皮肤，蚊

子一只也没有死。这些蚊子，可说是最讨厌

不过的东西！

很多的同学，觉得非常的着急，于是便

预备杀蚊油啦、毒药啦、捕虫网啦等等，决

计要来肃清牠们。蚊子虽然死得很多，可是

更多的蚊子又从林里飞来，成千成万，使得

我们无法，只得唱唱‘无抵抗主义’的高调让

牠们咬了。华中的蚊子，真是可怕而讨厌的

东西！

上世纪80年代，著名女作家石君在

新加坡教育部的《成长》杂志当编辑。有

一回，在访问李成义的过程中，李成义透

露，虽然家里有汽车，但是上学时，李光

前却不允许他们乘坐汽车，而要他们骑

脚踏车去学校上课。不过，不是外面传

说的那样，李光前故意把脚踏车的链放

松点，让孩子们踏呀踏呀，又松了，这种

事是没有的。李成义还告诉石君，李光前

给他们每天一人一毛钱上学零用。一毛

钱，李成义兄弟他们没有用完，还留下来

买一些自己需要的用具等等，所以是很节

省的，不像成功商人的孩子。

离开华中后的成长岁月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中国抗日战争

爆发。李光前与陈六使等人，拜会李成义

的外公陈嘉庚于新加坡的怡和轩，请求

陈嘉庚出来领导新马筹赈抗日工作。学

生时代的李成义，曾经帮忙外公陈嘉庚

发起组织的新加坡筹赈会筹款。1940年

乃华人社会多事之秋，其父李光前身为中

华总商会会长，经常亲自出面调解工潮和

化解帮派恶斗，而且还苦口婆心规劝两帮

人马和好，指出中国当前正面临日本人的

侵略，中国人不能自相残杀。李成义在这

时候，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就

读，主修经济。

1941年，日军侵占马来亚，李光前的

南益所有工厂与种植园，皆被日军归为 

“敌产”而没收，厂内设备与园区植物皆

被破坏。同年10月13日，李光前受树胶公

会的委托，前往美国纽约向美国的囤胶

机构联邦储备公司，表达在美国购买马

胶方面华人胶商能够提供特殊服务及帮

助。李光前与夫人及孩子一行人启程经

澳大利亚往美国。两个月后（12月7日）， 

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卷入太平洋战争，

李成义在钟楼的课室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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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月后（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沦

陷，李光前和家人，最终滞留美国将近四

年。战争期间，李成义的双亲李光前、

陈爱礼与其最小的弟弟李成伟及三位妹

妹：淑琼、淑珍和淑志都在美国避难，

而李成义本身则早已在美国，只有李成

义的大弟李成智留在新加坡。1944年，

李成义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考获硕士学

位。同年，李成义成家，婚娶中华民国袁

世凯当政时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的千金唐

宝珅为妻，夫妇俩先后育有二男二女。

二战结束之后的李成义

19 45年二战 结束，新加坡光复。

李光前夫妇及李成义的弟妹们于11月安

然回返新加坡重整旧业，英属殖民地政

府也重返新马，为了复兴当地的经济，

设立基金供各界人士贷款以重整旧业，

那时李光前的南益也得到这笔拨款，

使南益的种植园与工厂在两三年内全部

得到重建并恢复生产。1946年李成义在

攻读博士学位时，李光前召他回来协理

遭受二战影响的家族生意，使南益如虎

添翼。1947年李成义被派往印尼重建业

务，并与荷兰政府合作振兴当地经济。

重整之后的南益百废待兴，而不久

后爆发的朝鲜战争给树胶业带来前所未

有的复兴商机。卷入战争的国家四处搜

购树胶，使到1950年至1952年间的胶价

直线上升。南益集团仅仅在1950年全年

的盈利就超过5000万新元；短短三年之

间，获利2700万美元，将南益集团推向

腾飞发展的黄金时代。根据统计，李成

义的父亲李光前当时的个人资产大约3亿

新元，也因此成为当时大家口耳相传的 

“东南亚华人首富”。1965年，李成义接

任南益集团的总裁及董事会主席。1967

年6月2日，李光前积劳成疾辞世，李成义

接任李氏基金主席至2016年止，任职长

达近半个世纪。

李成 义元 配 夫 人 唐宝 珅，病 逝 于

1978年。十年后，才同1988年结识的李

光前生前的生意伙伴印尼胶商张尚树的

孙女张治华医生，于1991年结婚。2016

年5月10日，李成义在家中安详的离世，

享年95岁。一炷闪耀着人性中温暖与善

良的火焰，终于熄灭了。

新加坡 总 统陈庆炎得知李成义逝

世，深夜在其 脸书上 发表 贴 文表 示 哀

悼。陈庆炎总统说，李成义一生在商界和

社会上为新加坡作出贡献，特别是教育、

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新加坡多所大学

也在李氏基金慷慨的资助下，得以提供优

质的大学教育，让所有新加坡人不论家庭

环境和背景受惠。李氏基金长期以来，也

是总统挑战以及公益金的捐助者。

身为李氏基金主席之后

李成义生前作为李氏基金的主席，在

教育、文化、艺术、济贫、扶困、赈灾等各

方面拨款颇多。据了解，李成义负责的李

氏基金，已经为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累计

捐赠了近10亿新元的善款。李成义在慈

善公益事业上，卓越超群的表现，获得无

数认可。1992年，荣获新加坡总统授予

公共服务星章（BBM）。2002年，获得新

加坡国立大学颁发荣誉博士学位。2007

年，李成义再度获得新加坡总统授予卓

越功绩勋章（DUBC）。2008年在国际

儒商大会上，李氏基金主席李成义被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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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际十大儒商”。

身为一位名符其实的企业慈善家，

李成义认为慈善家是在与社会大众分享

自己的财富，用自己的力量去创造美好的

社会。企业家则在积累财富时，不一定会

有回馈社会的信念。李成义主持的李氏

基金，是通过经商聚财，再淡然散财，以

达“兼济天下”之效。对李成义来说，能

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不啻是人生一件

乐事。每每遇上陌生人走来，就李氏基

金给予的帮助向他致谢，令他感到莫大

的鼓舞，而且想起能够帮助人家，是多么

幸福的事 。

李成义也曾经荣登《亚洲福布斯》杂

志的亚洲慈善英雄榜。李成义在2009年

获颁南洋理工大学名誉博士学位，肯定

了李成义在社会的卓越贡献以及对南大

的支持。新加坡本地第二所医学院，由

南洋理工大学和英国伦敦帝国学院 联

办的“李光前医学院”，就得李成义主持

的李氏基金鼎力捐助，获李氏基金捐赠 

1亿5000万新元。2003年，李氏基金捐

赠6 0 0 0万新元，资助新国家图书馆大

厦，当时是新加坡有史以来公共机构所

收到的最大笔私人机构捐款。身为李氏

基金主席的李成义当时说，捐款给图书

馆是延续他父亲李光前在世时，推动文

化教育的使命。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在第12届世

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会上指出，不管是

新加坡管理大学校长霍华德亨特教授（中）在新大商学院命名为“李光前商学院”的仪式后，

与李光前长子李成义及夫人（左二与左一）、次子李成智（现任李氏基金主席）

及夫人（右二与右一）交谈。（新加坡报业控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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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济困或大力支持教育、艺术、医学、

学术等领域的发展；不论在新加坡、马来

西亚、中国或其他地区，都能看到李氏基

金的善举。李显龙总理当时还称赞李光

前的三个儿子李成义、李成智及李成伟都

很杰出。

李成义虽然不是华中校董的一员，但

是他是实实在在的华中子弟。他与李光前

一样，同样极为热心华侨中学的教育事业

与华中校友会的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其他

社会公益事业。根据资料显示，李成义以

李氏基金的名义，捐献大量款项于重建华

初危楼、华中泳池维护基金、华中校友会

合唱团、创建华中校友会大楼等等。华中

老中青校友和在籍学生们以及在校的任教

职员，都以李成义是华中人而引以为荣。

祖籍南安梅山竞丰村， 

1971年毕业于华中。 

现任南安艺文社创社 

社长、大书迷读书会

统筹、中国南安作家协

会海外顾问。曾荣聘为 

中国镇江市丹徒县人民

政府招商顾问，出版 

著作10余部。

作者
简介

李成义在钟楼的课室里与小学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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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我的老师陈仰成   

⊙陈新嵘

翻阅新加坡友人托人带来合艾给我

的一本期刊，勾起我对上个世纪50年代

我在华侨中学念书时曾经历的风雨岁月

的 记忆，以 及 对多位华中老师的深 切

怀念。

这些老师当中，有启导我对文学和

写作产生浓厚兴趣的国文（华文）老师张

瘦石、李宏贲、刘尧咨；有引领我被西洋

古典乐曲吸引的音乐老师蔡自新和刘恭

煦；有飞行员出身、逻辑推理和言行都

异常敏捷的临时数学教员薛永元老师；

有不辞劳累的体育老师李异南和张 修

宪。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历史

老师陈仰成。

1948年，我从位于月眠路的中正中

学转入华侨中学读初中三年级，直到念

完高中二年级 上学期的19 5 0年中，陈

仰成老师是我 念高一和高二时的历史

课老师。

新中国成立前后，亚非拉民族独立

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华中同学，特别是超

龄生占多数的寄宿生，都饱受日本侵略

者统治的苦难折磨。因此，求知欲十分

强烈。他们不但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香

港出版的“左倾”进步书刊，而且关心时

局、关心社会动态，普遍萌发起对国家、

对社会、对民族的时代责任感。战后重

新统治星马的英国殖民当局在1948年宣

布在全马实施“紧急法令”。它更没有忽

略当时被公认为南洋华人最高学府的新

加坡华侨中学，认为这所有不少来自中

国的知识分子担任教职的中文学校，已

经对其殖民统治产生潜在威胁，因此，

想方设法加以压制。

1950年5月的一天，殖民地政府突

然派了大批警察和便衣特务闯入华中，

对正在上课的学生逐一搜查，借口说校内

有人散发和收藏号召反抗殖民统治的传

单和“颠覆文件”，逮捕了郑伯华老师和

1952年8月，陈仰成和王映雪举行订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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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位学生，勒令停办寄宿生宿舍。随后

又勒令把一批被怀疑是“抗英同盟”成员

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开除学籍。事后据

悉，教员休息室被搜查过。便衣特务在

陈仰成老师的书桌上发现有一张纸，上

面有几行潦潦草草的中文字，画着一挺

机关枪和一颗手榴弹，陈老师因此受到

特务的严厉质询。据说，当时陈老师毫无

惧色，心情平和地解释说，他正在着手写

一部小说，纸上所绘的“机关枪”和“手

榴弹”，不过是用来象征他正在构思的

故事中的两个人物的性格。

我对此事一直没忘记。

陈老师那次没有被捕，但也因此埋

下了导火 线 。殖民 地 政 府并没有 放 过

他。几年之后陈老师还是在内安法令下

被捕了。我从清如写的回忆文章知道，

陈老师获释后，当教师的权利被永远剥

夺了。

教导知识和做人

陈仰成老师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还有另外两个缘由。

其一是：他每次讲解课文之前，总是

乐于接受同学们各种各样的提问，然后

花几分钟娓娓地予以回答。我记得，有一

次他回答班上一位同学的提问时说：“同

学们应该学会从不同角度看问题。大家

不妨设想自己站在训育主任、站在学校

校长、站在学校董事部的不同位置，从

不同的角度看待同学们的要求。试试设

想老师、家长和学校董事在面对教育部

官员指责时的处境。只有这样做，才能取

得校董、家长、老师和同学们之间的相互

了解。你们认为我说的对吗？”陈仰成老

师的这番指点，使我在之后每每遇上不

同观点的碰撞时，都尽可能尝试从对方

的角度看问题，寻求可行的解决办法。

其二是：陈仰成老师时常在讲课前，

总会简略介绍乌节路Pavilian电影院正在

和将在下期放映的影片。这间电影院每

星期放映一部从西方古典文学名著改编

的英语故事片，学生专场的入场费只收一

元，其用意是鼓励学生听和说“正统英

语”，因此很受学生欢迎。我就是通过观

看陈仰成老师推荐的这些故事片，如著

名美国写实小说家杰克伦敦的《野性的

呼唤》《墨西哥拳击者》；反对王权专制

的法国著名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的《基

度山恩仇记》，以及趋向于写实的法国作

家小仲马的《茶花女》等，开始喜欢选读

中文版的西方和世界文学名著，常常设法

从学校图书馆和书店找来翻阅，借以充

实自己对为人处事，对各种不同文化，对

世界，对人类历史进程的知识。

我记忆中的陈仰成老师，就像温暖

的阳光和微微细雨，在华中山岗上润育

了许多树苗。能有这样好的老师，难道

不是当年我等华中同学的福气吗？

1948年在华中读

初中三。高中二上

学期，因五卅一事

件离开学校。 

现定居于泰国。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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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青留住绿野情
——忆陈文希老师     

⊙吴秋赞

陈文希老师曾经是母校的美术老

师，他也是新加坡四大先驱画家之一，他

的绘画艺术修养很好，作品常常被国际

拍卖公司征集上拍，台湾、香港和东南亚

的一些国家都有老师画作的收藏家。就

以新加坡来说，收藏陈文希老师画作的

藏家可说是大有人在，然而，对于这位名

闻遐迩，为文化艺术作出巨大贡献的艺

坛大师，我们到底对他了解了多少？他的

画作为什么得以在那百花齐放、五彩缤

纷的绘画园地里引人注目、受人青睐？

我对陈文希老师的印象

1956年，我考进了华侨中学，让我有

机会进入这一所大家梦寐以求的学府。

犹记得当年陈文希老师往往以一种

很轻松的教学方法来引导学生作画，一

件物体摆在学生的眼前，你大可以自由发

挥，五颜六色随你配，因此，同学们的创

作能力完全给激发出来了，一幅幅五彩

缤纷的习作，陈老师一一的给予修改，给

予评分。

同学们都很喜欢上陈文希老师的

课，大家可以在一种轻松无拘无束的气

氛之中上课，而上其他老师的课可就严

肃得多，但是，有些调皮的同学有时也会

乘机作乱，有意无意的挥动手中那充满

水分的画笔，陈老师看在眼里，立刻提高

声调，以他那带着浓浓的潮州乡音开腔对

同学们说：“后面的同学不要把水乱喷，

喷到前面的同学就不好。”

陈文希老师的身材适中，穿着朴素，

笑容满面，温文尔雅，一看之下，就知道

他是一位有学有识的艺术家，我从没见

过他发脾气，完全称得上是一位和蔼可

亲的老师。

陈文希老师的绘画艺术修养

1906年，陈文希老师出生于中国广

东省揭阳县，家境很好，属于大户人家，

加上他天资聪明，因此得以一路顺顺利

利的进入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家乡

的学校而至县城，然而，他与生俱来饱含

绘画艺术的细胞，于是在学习方面就偏

向于绘画艺术，在绘画技艺的掌握有很

独特的表现。

陈文希老师高中毕业之后，在违背

了家人期望的情况下，他选择进入上海

美术专科学校，后来又转入上海新华艺

术专科学院。由于陈文希老师的绘画功

底很好，再加上他的勤修力学，不论是绘

画艺术理论抑或绘画技艺，他的绘画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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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可说是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高点，尤有进

者，在学院里，陈老师也接受了西洋艺术

理论的熏陶和西洋绘画技艺的学习，这

就为陈老师的绘画风格奠下了一个良好

的基础。

对于这位生长于中国，接受中华文化

熏陶的陈文希老师来说，他的绘画风格必

然立足于传统文化之根，并吸收西洋绘画

之精髓，另一方面，他也曾受教于名师潘

天寿，并得到徐悲鸿的赏识和指点，成为

一位融会贯通中西绘画艺术的大师，有东

方毕卡索之美誉。

陈文希老师的绘画题材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陈文希老师

生于斯，长 于斯，处处可见到田野与农

耕、远山与近景、山川与流水，还有青翠

的林木、迎风摇曳的河边柳、荷塘万绿

丛中朵朵花、风吹草动沙沙声、小桥流

水音淙淙……

田野之中麻雀成群觅食、成群起飞、

成群枝头立；池塘里有色彩艳丽的锦鲤

正在悠闲的圈圈游；塘中鲶鱼柔柔的犹

如条条乌黑飘带；田里青蛙躲躲藏藏；

淡水草虾钳大头也大；螃蟹还是那样横

着走；鹭鸶长足水中立；大雁成群空际飞

越；黑、白天鹅塘中游……喔！还有农家

饲养的狮头鹅、鸭子嘎嘎叫个不停；公鸡

引吭高啼；母鸡生了蛋就啯啯叫……

1949年，陈文希老师任教于母校的

时候，他在教学之余还是勤于绘画创作，

勤于寻觅绘画题材，而他所处的环境就是

那么的优美，很自然的给老师提供了许多

创作题材，并赋予老师无限的创作灵感。

华侨中学地处武吉知马山余脉的一

陈文希老师的油画热带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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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岗上，远眺近观，景色优美，你瞧那

远处的华登岭，苍葱翠绿之中可见民房

私宅一座座，山岗脚下的那条车水马龙的

武吉知马路，北向通往马国彼岸，与大路

平行的大沟渠，平日里水流淙淙，温温驯

驯的往下流，然而，每当倾盆大雨之后，

渠水往往会满溢泛滥成灾，山岗周遭低

洼之处顿成泽国，雨后水退，泽国变成湿

地，许许多多鱼儿、昆虫蕴藏其中，那是

鹭鸶、水鸟的美食，于是，画家在这里找

到了他的绘画题材……

在四五十年代的新加坡，山林树木

多，野生猴子有的是，一些宠物店甚至还

可以有长臂猿这类宠物出售。

陈文希老师在中国是比较不容易见

到猴子，不过，当他在上海的时候应该是

有机会见到猴子，真正让老师见到了那么

多的猴子，我想应该就在新加坡。这种手

脚并用攀附于树干枝桠间的灵长类，陈文

希老师自然而然的给吸引住了，而且还深

深的爱上了牠们，他为了画好猿猴画作，

先后买了六只猿猴回家养，然后就是对着

牠们慢慢的看，细细的观察……

松鼠生活在树上，样子很可爱，天生

一对黑溜溜的大眼睛，还有一条大尾巴，

行走、攀附、跳跃于树林间，举凡一切的

果实和树籽都是牠们的美味佳肴，称得

上是林间一小精灵，谁见了都会喜欢，陈

文希老师也不例外。

麻雀嘛，陈文希老师的中国故乡多的

是，到了新加坡之后，一样的，麻雀也是

一种常见的群聚小鸟，在老师的眼里，他

乡麻雀一样的美、一样的五脏俱全、一样

的可爱……

中国故乡所见的鸡、鸭、草鸟、八

哥，新加坡依然可见，依然受到老师的青

睐；在新加坡可见日本鲤鱼，除了红色鲤

鱼之外，还有黑、黄色的鲤鱼，这可让老

师看了很激动、很高兴；荷花的高雅圣

洁，那是一种高尚品格的象征，老师的崇

尚、老师的敬仰，早已在他的画作里作出

了鲜明的见证……

在这个椰风蕉雨的岛国上，热带风光

独具，老师慧眼洞察个中的情与趣，挥笔

成画，丹青留取美景一幅幅，喔！还有椰

树、棕榈和芭蕉。

有那么的一次，在收藏家郭家宝的

陪同下，陈文希老师曾经到裕廊飞禽公

园一游，园里的高脚红鹤深深吸引了他

的眼光，于是，老师以这题材画出了八幅

彩墨画鱼乐图。陈文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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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作，目前已成为这位收藏家的珍稀收

藏品。

陈文希老师的猿猴画作

在陈文希老师的猿猴画作里，画家

凭着一己的艺术修养和绘画功力，下笔

成画的把猿猴的形象呈现于画纸上。你

看，一只只毛茸茸的猿猴，臂膊长长，眼

睛、鼻子、嘴巴聚焦于有如一个倒置梨子

的脸庞上，牠们有的是成双成对相互依

偎的踯躅于树干上；有的则是攀爬跳跃

在枝桠绿叶之间；还有的是成群聚于一

株大树上，牠们各显身手，姿态万千，栩

栩如生，活灵活现，激动人心，感觉上画

中猿猴也在动……

在陈文希老师的心田里，猿猴是绿

野之中的一种灵长类动物，牠们与人类的

关系也是最密切的，一向生活在自己的世

界里，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牠们之间有很

频繁的交流活动，一样的，猿猴之间也有

自己的一套维系方式，这一切的一切，陈

文希老师都可以在他的画作里很形象地

描绘出来。

在构图方面，为了突出猿猴的形象，

陈文希老师会给予猿 猴来个重点的描

绘，并以他的艺术手法很协调地来构思整

个画面。其他的不论是一树干、一枝桠、

一花、一草、一石，在陈文希老师的画笔

下，实际上就是那么的简练、那么的有劲

而又有力，寥寥几笔就给画出来了，丝毫

不会削弱那猿猴的形象，反而是衬托出

主题形象的优美，有如绿叶把红花衬托

得更为鲜艳动人！

陈文希老师画作的颜色可说是既淡

雅而又柔和，他的猿猴画作可说是很明

1941年出生于新加坡， 

1961年高中毕业， 

1980年代，用南枫

和南飞雁笔名在报刊 

上发表文章，多篇作品

曾被选刊于一些文集

里。著作有《仙人掌系

列之南枫卷》。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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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突出了这样的一种风格，实际上他是

受到西洋美术理论思维的影响，再经过

自己一番兼容并蓄的吸收与消化，最后

才形成自己的一种独特风格。

结语

陈文希老师生活在那虚空无垠、万

物包容的大自然世界里，耳濡目染，一切

的一切就是那么的美丽、那么的可爱，

情深谊厚，身为画家的陈文希老师，以画

笔、他的手指头描绘出一幅幅永垂不朽

的画作，猿猴、鹭鸶、松鼠、草鸟、鸡、

鸭、鹅、……荷花、鲤鱼……还有山山水

水、花草、树木……，题材就是那么的丰

富、艺术水平就是那么的高雅、绘画功力

就是那么的深厚。

陈文希老师给新加坡的绘画艺术园

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际上也给后人留

下了不少优秀而又珍贵的画作，尤其是

他的猿猴画作更是盛名远播，一提起猿

猴画，自然而然的就会让你想起陈文希

老师，是的，绘画艺术界的朋友会永远怀

念着老师，我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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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membering Values and  
A Special Teacher
⊙Ho Teck Hua  

I was fortunate to have attended two 

Hwa Chong units –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 during the formative years of 

my youth. I have fond memories of my 

time there and friendships forged. But 

two lessons stood out particularly from 

my time as a student there.

The first is the values that the 

school instilled in us as students – to 

be persistent in our efforts, respecting 

others, and showing compassion in our 

endeavours. I have found these values 

powerful in guiding me through daily 

conduct and dealings. Remembering 

and acting upon these values has 

proven to be beneficial at various 

points in my life. They provided a 

solid foundation on which I developed 

my character and career, be it as an 

academic or as an administrator, in the 

US and in Singapore. 

The value of persistence has helped 

me persevere during times of personal 

and professional challenges.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ailure is the norm and not an 

exception. Therefore, being persistent is 

the only way to succeed as a researcher. 

If your work does not yield results, you 

must review the questions that you are 

asking to see how better to sharpen them 

or make them more specific. Respecting 

others and recognising their worth is 

crucial because everyone has something 

meaningful to contribute, and we should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ad Mr Wang Longsan’s 

guidance when I was a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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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race others and work with them. 

Working with others also exposes us to 

new ideas and experiences, which could 

open doors to novel ways to tackle 

challenges. Showing compassion for 

others is important in a highly diverse 

society like Singapore. We must strive for 

an inclusive growth that benefits most, 

if not all, in our society. I am fortunate 

to work 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ich also celebrates values 

of resilience and respect, mirroring 

those of Hwa Chong.

The second lesson is derived 

more specifically from an individual, 

Mr Wang Long Shan (王龙山先生), who 

taught mathematics at CHS. I was very 

fortunate to have had his guidance 

when I was a student. Through him, I 

learnt that not only is there great beauty 

in mathematics, but that working with 

mathematics can also be great fun. 

The impact of Mr Wang’s mathematics 

lessons was so great that I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the subject and often applied 

many mathematical concepts in my 

work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first as an 

academic and then as an administrator 

at NUS in more recent times. In fact, my 

passion for mathematics has prompted 

me into discovering human behaviourial 

patterns through th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big data. These are 

keys to improving human life. 

In closing, I would like to take a 

Ho graduated from 
CHS 1974-1977 and 
HCJC 1978-1979; 
presently Senior 
Deputy President 
and Provost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where 
he is also the Tan 
Chin Tuan Centennial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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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ment as an academic and a old 

Hwa Chong boy to ask you to reflect 

on what is meant by truth, especially in 

the current world full of fake news and 

bad data. As a scientist, I believe every 

search for truth must start by gathering 

and using facts, which is reflected in 

the saying of 实事求是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I believe my journey to seek 

truth from facts began when I started 

studying at Hwa C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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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元白先生言“今人对于技艺的事，

凡有师承的、专门职业的、技艺悉熟精通

的，都称之为‘内行’，或说‘行家’。反

之，叫作‘外行’，古时则称之为‘戾家’。” 

（《启功丛稿·戾家考》）江茮原先生也

说“所谓行家和利家，就是现在口语中的

职业画家与业余画家。”（《灵沤类稿·谈

中国文人画》）

邢老师的书法自然不属于“行家”

范畴，但能不能归入业余书家，或许见仁

见智。我则认为老师的书法属于文人字。

文人翰墨，精诚相对
──谈邢济众师的书法

⊙陈培福

邢老师浙江东阳人，生于1920年，卒于

2010年。他于1947年自暨南大学毕业后

即渡海赴台教书。50年代末来星马执教

鞭至80年代退休。

他们这一辈生于民初，长于民国的

读书人，大部分都还保留了搦管作文、写

书札、记日记，甚至写公文的习惯。我在

华中念书时，就经常在黄仲涵堂大门外

两侧的布告栏观看邢老师用毛笔书写的

通告。当时只觉得那些小楷很漂亮。学校

的毕业特刊也能见到李豪老师、李绍渊先

邢致中（刑济众）老师扇面小楷墨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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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诸人用毛笔书写的题辞；还有沈观德先

生为高中部学长所作的彩墨画题字。这

都说明了他们这辈人并未完全舍弃鲁迅

所说的毛锥子。

据邢老师的自述：“他6岁到12岁在

枯燥乏味的私塾度过。念小学、中学时

期，学校规定每周都要写小楷一页、大

楷两页。小学最后两年才开始临帖。最

早是临柳公权的《玄秘塔》，后来临赵孟

頫的《庐山草堂记》。中三时参加全校的

书法比赛，竟侥幸得了第一名。”（《临池

乐》）此外，邢师还临写过汉碑、魏碑。

然纵观其存世之书法作品，不论小楷或

行书，用笔结字确实脱胎自柳诚悬。记得

1998年6月，我到晚香园谒邢师，见他应

东阳老家某寺庙之请写一对行楷七言大

楹联，落笔则近似颜平原，那应该是邢师

生平的杰作。事后才知道他曾为了锻炼

笔力，临摹过颜平原的《麻姑仙坛记》

和《大唐中兴颂》等碑。

邢师曾言“在写作的道路上断断续

续 地 走了五十年”，到了晚年“文 思日

蹇”才把“余兴转移到书法上”。我认为

这是老师自谦之语。首先，他们这辈人自

小就惯于搦管写字，虽说后来为了方便

改用钢笔或圆珠笔，但从未摒弃用毛笔

书写的习惯。再说，他们求学、工作的环

境，用毛笔书写的还是大有其人。这也

会产生一种师友同侪互相影响的效应。

邢师于浙江杭州第一中学肄业时，劳作

课教师是名书画家郑仁山，估计这时期

在书法上或多或少得到郑氏的指导。其

后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从潘重规、许杰诸

教授读书，潘、许二氏亦擅长书法。尤

其是潘重规教授一手晋唐人风格的毛笔

字，兴许邢师亦受其启迪。任教台二女期

间，又与诗人书法家汪雨盦先生过从甚

密。南来任义安学院中文系讲师，系中同

仁如汪昌经、钱歌川、林尹诸教授，虽不

以书名，却也是此中能手。晚香园中就曾

挂着这些学者书家馈赠邢师的作品。是

故，此类交往都可予邢师在学书方面潜

移默化的作用。

邢师之书法诚如其亲友所言“自成

一格，很有书卷气”，这是有别于职业书

家或业余书家的。文人书法之所以有书

卷气，乃因其腹有诗书故。一名学书者必

须把功夫做在字外，倘若只求技法精熟，

势必流于匠气。

如果说文如其人，则邢师之书法是字

如其人，乃是彰显儒者温柔敦厚之内心世

界，一个“仁”字贯穿其中。

1973年至1976年在

华侨中学念书。现为

中学教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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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邢济众担任华文（一）科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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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ill be a time in life when you get 

nostalgic. This is healthy, I guess. After 

a show has run for close to fifty years, 

you would want to turn back time,  

re-watch the highlights and re-trace 

the plot. Lately for me, I have had the 

pleasure of catching up with more old 

friends and more often. In particular, I 

hang out regularly with a old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classmate, Hwye 

Min. Occasionally we manage to cajole 

our former mathematics teacher, Mr 

Song Hoe Chye, to join us. One day, as 

we were discussing examination stress 

kids faced, Hwye Min bemoaned his 

son’s poor grades and disinterest in 

mathematics. Hearing this, and with 

GCE ‘O’ levels just months ahead, Mr 

Song offered to meet the boy for a 

‘discussion’ on Maths. They gave it a try, 

and the son uncharacteristically agreed 

to meet Mr Song for weekly tuition after 

their first meeting. Within the year his 

grades came out of the muddy waters, 

and he clinched O level distinctions in 

double mathematics. Naturally, Hwye 

Coffee with Mr Song
– The Stories of An Educator
⊙Leong Lup Weng

Min was delighted.

To Mr Song though, it was just 

business as usual. Now in his eighties, 

his tall, lanky frame retains the poise of 

an advanced exponent of Tai-chi. His 

short, cropped hair has turned white, 

accentuating a venerability he carried 

even in more youthful days. When he 

arrived to teach our Secondary 3 class 

back in 1984, we were immediately 

captivated by this energetic senior 

teacher whose eyes sparkled at talk of 

parabolic equations and such. It was 

infectious, and kept a bunch of rowdy 

teenage boys attentive, skeptically 

curious to partake in the delight 

he found in numbers. He exuded a 

patriarchal gravitas, which both pulled 

us into his audience and kept us in a 

disciplined academic orbit. 

This was no wonder. With a career 

spanning 34 years, Mr Song was one 

of the longest serving teachers in 

the school’s centennial history. He 

headed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and nurtured some of the brigh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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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minds in the country, 

some of whom had helped propel 

Singapore’s stand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s. Safe to say, 

then, bringing Hwye Min’s kid well 

over the pass-line was just a par for his 

course. 

Mathematics is Mr Song’s passion. 

He maintains there is no better tool to 

train the mind. After Chung Cheng High 

School, he went on to graduate from 

then Nanyang University in 1964 with 

a mathematics degree. In the following 

year, he joined CHS as a teaching staff, 

and served until his retirement in 1997.

For many years in CHS, Mr Song also 

held a concurrent role of Disciplinary 

Master. Initially I had only marked 

this as a peripheral footnote to his 

career. Then one day, while looking 

at old campus photographs, I realized 

that the job entailed keeping up with 

a thousand teenage boys scattered 

within a campus the size of 60 football 

fields, and ensuring that they stay away 

from daily mischief! What was perhaps 

his greater achievement in this role was 

perhaps how he fulfilled it with minimal 

cost to his popularity. Despite having 

retired for 20 years, multiple generations 

of former students continue to swamp 

Mr Song with reunions and gatherings, 

particularly over festive periods.  

As Hwye Min and I reflect upon this 

over coffee, we appreciate anew the 

debt of gratitude owed to our teachers. 

For all the pla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modern tiger parent, getting a good 

Mr Song (seated seventh from left in front row), 
Form Teacher of Senior High, Year 2, D Class,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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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and mentor remains a matter of 

pivotal fortuity in life. How Hwye Min’s 

son become a changed person on maths 

is a stark reminder of this reality. But it 

went beyond getting good grades and 

building lucrative careers. Many old boys 

credit the years in CHS as foundation-

building for their subsequent work and 

life. Granted, one’s adolescent years 

inevitably leave a lasting mark, however 

they transpire. But the turnout at every 

School Anniversary dinner tells its own 

story. For many an old boy through the 

decades, across diverse horizons, the 

clock tower stands like a beacon in the 

landscape. I wondered if future batches 

of students would feel the affiliation 

the way we did, but realised it was 

just a hackneyed gripe with ‘the youth 

of today’. Our seniors would surely 

have wondered the same of us. Still, 

I was curious of the Hwa Chong spirit 

that students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united under, how it had propagated 

through the years. A potentially vacuous 

question, I know. But having served in 

the school for over a third of its history, 

Mr Song was uniquely placed to run us 

through the changes in modern times.  

Singapore in the sixties was a very 

different world. The government was 

fighting communism, and kept a 

close eye on Chinese institutions. 

Gangsterism was prevalent, and it 

spread to the schools. Teenage gangs 

bullying for pocket money was part of 

the landscape.

‘I saw boys going hungry during 

recess; their allowances had been 

confiscated as protection money by 

bullies. The gangs awaited students at 

the overhead bridge outside the school. 

So I organised a team of Prefects to 

guard the bridge and ensure safe 

passage.’ 

Stories of students harassing staff 

members were not unheard of either. 

School staff were sometimes a motley 

bunch, including some who saw the work 

as just a part-time job to supplement 

income. Much of their indiscretions 

would no doubt be seen as scandalous 

today. Despite its venerable pedigree, 

Chinese High was not exempt from 

travails of the day. Dedicated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d to pull together to 

surmount these hurdles to education.      

The seventies saw improvement 

Mr Song (right) at a cake-cutting ceremony in 
celebration of Teacher’s Day in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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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cial order, but the new challenge 

was the national move towards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Curriculum taught 

in Chinese was losing popularity with 

parents, and with the impending 

demise of Nanyang University, Chinese 

educated students risked being 

outcasts in the system. This caused 

a decline in student enrolment, and 

has been described as the low point 

in CHS’ modern-day history. New 

academic programs were launched to 

arrest this, but the outlook was bleak 

as student morale was low. We needed 

something more to push them on. Mr 

Song suggested getting everyone to 

sing a song. Along with the school 

anthem, students were taught to sing 

‘Man Jiang Hong’ at assemblies. The 

stirring, patriotic poem attributed to 

the Song Dynasty General Yue Fei 

was a rallying cry to overcome enemy 

and recover lost ground. It resonated 

with the school motto of ‘Relentless 

Self-Empowerment’, and tapped 

into the spiritual vein of the school’s 

heritage. The fact that it was a rousing 

tune, perfect as a sing-along anthem, 

endeared it to the boys, and helped 

strengthen their resolve to forge ahead. 

The song has been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CHS old boys 

ever since. 

The cavalry arrived in 1979, in the 

form of the government-implemented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The mandate 

was to bring struggling traditional 

Chinese schools into the English 

language system while retaining the 

cultural values in their makeup. The CHS 

was one of nine selected, and only the 

top 8% of students nationwide (by PSLE 

results) qualified to enter. It heralded a 

new phase of growth in CHS’ history.

With a visionary new principal, Mr 

Tooh Fee San, at the helm and strong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ore quality teachers were recruited, 

student intake improved, and staff was 

granted wider berth with innovations. As 

the eighties progressed, CHS regained 

its footing as one of the best schools 

in Singapore, and was once again 

coveted by parents and students. There 

were stories of the rich and influential 

who tried to enrol their children, along 

with generous donations, only to fall 

short of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the principal had set. The bar for entry 

became progressively higher since. 

Mr Song joined a selected panel of 

teachers in the Standing Committee, 

convened by the principal to chart 

future development. By 1988, CHS 

had gone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o lead the pack, becoming one of the 

first independent schools in Singapore. 

It was during this period that Mr 

Song founded the highly successful 

Mathematical Olympiad team, which 

produced several Singapore medalists 

at the prestigious global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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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ing this all in, I realised that 

CHS had not always been the bastion 

for elite education it is now.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had to navigate 

a rocky road unimaginable today. 

Beyond academic excellence, the Hwa 

Chong spirit had found embodiment in 

different forms over the years. Through 

all the tribulations and crossroads, 

students and staff had rallied around 

the school motto, and striven for 

betterment of their circumstances.

Hwye Min and I count ourselves lucky. 

When we were enrolled in 1982, that 

was the fourth year CHS ran the Special 

Assistance Plan programme. The tumult 

of the past was unbeknownst and 

probably incomprehensible to us. We 

only knew CHS as an elite school with 

studious boys, demanding teachers, 

and an awe-inspiring campus, unique in 

Singapore. It is easy to look back with 

great affection. Each time I pass by the 

campus on Bukit Timah Road, the clock 

tower beckons like an old friend, and I 

feel compelled to meet its gaze. Atop 

a singular imperious perch, it continues 

to whisper memories to passing old 

boys. The scale and majesty of the 

campus itself must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dominable Hwa Chong spirit.  

To this question, Mr Song laughingly 

recounted an anecdote. It was said that 

Mr Tan Kah Kee founded the school 

on a carefully chosen piece of land. 

Backed by a hill and facing a river, it had 

impeccable feng shui. In the seventies, 

at the nadir of the school’s fortunes, a 

geomancy master came by the campus. 

At the time, the Bukit Timah area was 

often flooded in heavy rain, and the 

Rochor River in front of the school was 

Mr Song (third from left in second row) with his colleagues of 
the Maths Department in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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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widened to address this. The 

man, said to be a distant descendent 

of Laozi, came to an alarming diagnosis. 

In feng shui terms, the dredging works 

had hurt the spine of the dragon, which 

ran all the way up along the campus 

hill. Fortunes would only improve if 

there were two Men Shen (Door Gods) 

to protect the dragon. He returned a 

few years later, in the eighties, when 

the school had begun its resurgence. 

Looking out at the river, he pointed and 

exclaimed, ‘That’s what you needed!’ It 

was the two recently erected SingTel 

buildings across the road. They were 

our Men Shen. Jest as it may seem, the 

school has not looked back since.

Mr Song is a repository of such stories. 

In telling them, he also inadvertently 

reveals his ubiquitous hand in shaping 

the school’s recent history. Perhaps it 

was his modest and quietly effective 

nature that kept him out of the spotlight. 

Indeed, he may even feel uneasy with 

how he is the focal of this article.  But it 

is clear to us that he was instrumental in 

many of the changes that transformed 

the school, a stalwart and a pillar for 

student and staff alike over the years. 

The charisma that distinguished him 

as a teacher was, I realize, part of a 

greater talent to understand problems 

and deliver results. Even the successful 

campaign to name the MRT station after 

the school founder, Mr Tan Kah Kee, got 

Leong graduated 
from CHS in 1985 
and HCJC in 1987, 
and is currently 
a publisher in a 
book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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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help from his skillful maneuvering. 

He is typically self-effacing of his role, 

so that story will have to wait. What was 

undeniable was that, even when sitting 

down to have coffee with a couple of 

middle-aged disciples, the teacher 

continues to teach. 

As the school’s centenar y 

approaches, how does he look back 

on his contribution? “I have retired 

for 20 years, but my heart is still with 

Hwa Chong,” he said simply. He spares 

little time for reminiscing. Students and 

colleagues tap his wisdom and ideas for 

various projects constantly. He is still 

consulted when certain school initiatives 

are mooted. Tai-chi and beach walking 

sessions are fixtures in his routine. And 

lately, of his own doing, he has had 

to handle growing requests to rescue 

under-performing kids. I guess, for a 

man who has dedicated a lifetime to 

education, he just cannot res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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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47年的华中毕业特刊，有这么一篇

寥寥250个字左右的短文，标题《朱晖》，

作者蔡秀岗，与朱晖同班，同是华中初中

第23届毕业生。那年，毕业生不多，共

78人。

在同学蔡秀岗的眼中，朱晖“嗜好音

乐，能奏一手小提琴”。他写道：“上学期

华校联合会举行的音乐会，他就是当时在

台上演奏的那个小孩子。这学期星华各中

学学生联合举行欢迎中艺社的大会上，

他代表华中自治会演奏小提琴，博得热烈

的掌声，连中艺社的朋友都称赞他呢！”

朱晖祖籍广东澄海，1934年10月20

日出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南部的巨港，父母

都曾经在巨港中华中学执教过，父亲朱成

课余喜欢拉小提琴和玩长笛，母亲王秀

英则弹得一手好钢琴。朱晖自小就有音

乐天赋，朱成发现后，就一心栽培他，时

常播放古典音乐给他欣赏，并买了一把小

提琴和六张伟大音乐家，即莫札特、贝多

芬、肖邦、古诺、李斯特和华格纳的相片

挂在客厅上，那年朱晖才五岁，以激发朱

晖的学习热忱。朱成除了亲自教导朱晖勤

练，每天至少一小时，也聘请名师教导，

朱晖音乐天份因而得以充份发展。

指挥家朱晖 	

⊙柳飞絮

出国深造

在巨港中华附小毕业后，1945年，

朱晖只身来到新加坡华侨中学继续中学

教育。朱成找了著名的小提琴家吴顺畴

来指导他。在严师的督促下，他更自我鞭

策，课余勤练不辍。为了不干扰同学温习

功课，他甚至跑去华中校车的车房，关起

大门勤练。由于过于投入，往往一拉便是

一两个小时，甚至忘了吃饭时间！ 

1949年，他考获伦敦皇家音乐学校

常年海外联试的第八级（终级），并获特

优。由于他既非新加坡公民，亦不是英籍

民，因此无缘拿到英联邦奖学金。1950

年高中毕业后，朱晖自费考入英国皇家学

院音乐专科。根据学院的规定，学生必须

修毕一般的课程之后，才能再修指挥课

程。当时的皇家音乐学院是三年制，亦即

第四年方可修读指挥课程。两年后，由于

朱晖表现优异，学院破例主动地让他从

第三年开始，同时主修指挥课程。1955年

他从音乐学院毕业时，就获得该院的两个

大奖：曼恩斯（Manns）纪念大奖和恩尼

斯·里德（Ernest Read）指挥大奖。其

后，朱晖继续前往欧洲学习，前往比利时

的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深造。

1958年，朱晖在比利时得一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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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比利时国家交响乐队，获得比利时

艺术宫主任兼国际青年音乐会主席马赛

尔·格里尔（Marcel Cuvellier）的青睐。

演奏会的巨大成功，使他被聘为1959年

3月至1960年3月的比利时国家管弦乐队

的指挥，成为当时欧洲各国国家乐队中

最年轻的指挥。朱晖以一个东方人而能

精通各派名家作品的艺术魅力，和他精

湛的指挥才华，赢得了西方人的高度赞

赏，欧洲各地著名交响乐团，纷纷邀请朱

晖前去指挥。

从此，朱晖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首次指挥斯特拉文斯基的曲目《士兵的

故事》。之后，他足迹遍及欧洲和南美

洲。1967年他应邀前往希腊，客座指挥

希腊国家交响乐团，在音乐会后的晚宴

中，认识了他现在的夫人亚历山大（希腊

的考古学家），从此与希腊结下不解之

缘。婚后，朱晖定居于希腊雅典。

1968年起，朱晖应聘为希腊国家歌

剧院首席指挥，频繁地指挥该国的四个

主要乐团演出。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许多

希腊现代作曲家的作品，终于有机会首

演。朱晖的指挥曲目非常广阔，既有标

准的古典作品，也包括了德彪西、巴尔托

克、贝尔格及斯特拉文斯基的作品。

筹组乐团

1979年，朱晖应当时新加坡副总理

吴庆瑞博士的邀请，出任新加坡交响乐

创团音乐总监与驻团指挥。在这之前，新

加坡政府曾经三次尝试筹组交响乐团，

但都不成功。朱晖应允之后，向吴副总理

建议先行经营室内管弦乐团（Chamber 

Orchestra），理由是：那时新加坡没有音

乐学校或音乐学院，因此没有足够的演奏

人员。由小型的室内管弦乐团开始着手，

可以为将来的大型管弦乐团扎下稳固的

根基。由此可见朱晖的务实作风。

朱晖先在新加坡招考团员，再到韩

国、美国及英国甄选。朱晖表示：新加坡

是一个国际大都会，聘请外国籍的团员，

以补自己的不足，也是吸引外来人才的一

种方式。不仅如此，朱晖还附带条件，要

求外籍团员必须参与教学指导工作，同

时为新加坡培养人才。

在训练乐团时，朱晖先是两周一套曲

目，大家进入状况之后，再改为一周一套

曲目。至于曲目，也是按部就班，从比较

容易的着手。为使教学有系统，每一套曲

目都有它的训练重点。例如：有些是在弦

乐，有些则是铜管，还有木管，或是打击

部分等等。在朱晖的辛勤指导下，新加坡

交响乐团羽翼渐丰，逐步向世界级的交响

乐团迈进。

1945年朱晖从巨港来华中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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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时任新加坡交响乐团指挥的朱晖

在乐团成立两周年的庆祝会上切蛋糕。

1996年7月，与日本的小泽征尔、印

度的祖宾·梅塔，被业界誉为“东方鼎足

而立的当代三大指挥家”的朱晖，卸下音

乐总监职务，但仍频繁出现在中国一些年

轻的交响乐团客座指挥席上。他表示，他

是华裔指挥家，他要把40年的经验都传

给年轻的中国音乐家。

新加坡政府为了表彰他对新加坡音

乐事业的卓越贡献，于1982年颁发文化

奖章给朱晖，198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也

授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97年，法国

政府更授予朱晖博士艺术与文学骑士勋

章。朱晖获奖无数，却始终虚怀若谷，敬

业乐业。曾在1948年在华中当过音乐老

师，1949年回中国后历任中央音乐学院

院长、名誉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

的赵沨谈到朱晖的指挥艺术，指出这是东

方音乐家对西方的诠释。朱晖有他东方人

的审美观，有他个人艺术魅力，他融合贯

通，给音乐带来不同凡响的艺术效果！

个人成就

由于朱晖对音乐的执着，使他在欧

洲、美洲、拉丁美洲、前苏联及中国等国

家都获得广泛的赞赏。1958年以来，他

曾与近百个世界各地著名交响乐团合作

演出，其中包括伦敦交响乐团、伦敦爱乐

管弦乐团、巴黎社会音乐院管弦乐团、瑞

士罗曼管弦乐团、苏黎世音乐厅管弦乐

团、丹麦国家广播交响乐团、奥斯陆爱乐

管弦乐团、哥德堡交响乐团、布宜诺斯艾

利斯国家交响乐团、圣地亚哥音乐院管

弦乐团（智利）、墨西哥国立交响乐团、

莫斯科爱乐管弦乐团、北京中央交响乐

团、东京市立管弦乐团及香港爱乐管弦

乐团等等。

朱晖认为，要成为优秀的指挥家，必

须精通至少一种乐器，亦须熟悉各种乐

器，了解它们的性能。此外，加强个人文学

修养是毋庸置疑的，研究各位作曲家的创

作时代背景、生活概况和乐曲风格，甚至

研究各个民族的历史，才能呈现出不同乐

器的精髓。他也指出，好的音乐根本没有

古今中外与国度之分，任何旋律只要能够

陶冶性情，使人感到和平与安详，那就是

最美的音乐了！

近几年来，朱晖也经常受邀到中国各

地指挥演出。2013年11月24日，年过八旬

的朱晖，从西半球的希腊，经伦敦而到香

港，再转机到杭州，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

机之后，一到现场便立即投入“斯特拉文

斯基作品音乐会”的排练中，顾不了自身

的疲惫，小心地调整每个细节：节奏、拍

子、音准，希望音乐能够精准演绎。负责

接待的杭州爱乐外联部王琪瑾印象极其

深刻：“排练时间的短促，以及演出作品

难度之大，杭州爱乐年轻的演奏员们都

大呼太累了，但朱晖却一丝不苟，神采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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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朱晖出任新加坡交响乐创团音乐总监与驻团指挥。

德的华人家庭，父母从小就灌输他中华

优良传统价值观。耳濡目染，朱晖自然地

养成了勤奋好学、谦虚有礼的品格。在

双亲的循循善诱教导下，他博览群书，吸

收古今中外的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伦理

哲学、历史沿革等知识，融汇到音乐中，

通过指挥棒展现出他独具特色的风格。

2008年，我因参加南洋大学全球校

友在北京举行的联欢会，顺道拜访陈立

贵。陈立贵送给我一本他著述的《新加坡

人物论丛》，内收《乐坛巨人——朱晖》、 

《教子成 龙— — 朱 成与朱 晖父子》及 

《他走自己的路——赵沨谈朱晖的指挥

艺术》三篇作品，对朱晖的成长、成就与

在同学眼中，朱晖“嗜好音乐，能奏一手小提琴”。 

（新加坡交响乐团提供）

奕。”在他身上，那种敬业乐业的精神，

体现无遗。而演出当晚，朱晖精湛高超

的指挥技巧，让音乐爱好者再次感受艺

术的魅力！

2017年7月7日，朱晖也在天津音乐

厅，以火热依旧的艺术生命力，指挥天津

交响乐团奏响了“仲夏夜之梦”。2018年

4月20日，他再次率领天津交响乐团，为

乐迷献上“双五音乐会”，奏响丹麦作曲

家卡尔·尼尔森（Carl Nielsen）的“第五

交响曲”与德国作曲家贝多芬的“第五交

响曲”，给观众重温了经典。

一星期后的4月28日，朱晖也应中

国爱乐乐团之邀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

厅指挥了罗伯特·舒曼的《曼弗雷德》

（Manfred）序曲与卡尔·尼尔森的第四

交响曲“不灭”（Inextinguishable），这

也是朱晖与中国爱乐乐团的首次合作。这

场演出，让乐团与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家学渊源

朱晖生长在一个沉浸于东方伦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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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修养有很详尽的报导。

陈立贵与朱晖1950年在华中高二同

班。毕业后，朱晖在翌年4月赴英深造音

乐，陈学长则在同年6月来北京大学读

书，各奔前程，一直到1994年12月，朱晖

应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邀请来到北京

指挥演出，他们才有机会促膝长谈。

“朱晖在华中求学，以及欧洲深造与

发展时，虽然在外居住长达20多年，未曾

回过家，但每星期都会修书寄回家问候双

亲；在雅典时，也会邀请父母前去观赏他

的指挥演出。父母其后移居狮城，1976

年8月朱晖回到阔别多年的新加坡，住了

一个月，谢绝一切酬酢，只是回到母校叙

旧及参观南洋大学、裕廊镇、花柏山、菩

提学校。除了和华中老校友如庄昇俦、郑

天庭欢宴，去吃本地风味的小食之外，他

尽量留在家中陪伴父母。”在北京与陈立

贵闲聊时，他感触地说。

时任事务主任的戴文锦，忆起朱晖

回母校的情景说：“1976年8月27日中

午，朱晖尚未出任新加坡交响乐团音乐

总监与驻团指挥，在校友会陈龙得会长

与其他理事的陪同下，回到阔別20多年

的母校参观。朱晖仔细聆听潘明智校长

的讲解，边走边点头。印象最深刻的是，

朱晖说，他高兴回到母校，重温当年在华

中的学习生活；他更高兴看到母校的蓬勃

发展。” 

结语

朱晖生命中有两大目标，那是熟悉

他的朋友都知道的。他曾说：“我要将我

所有的爱给父母，让他们在晚年能享清

1968年华中高中 

毕业，文艺与音乐

爱好者。

作者
简介

参考书目

《新加坡华中校友会	

三十周年纪念刊》	

（何子煌主编，1977年）

《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创校六十周年纪念特

刊》（郑克铭等

主编，1979年）

《新加坡人物论丛》	

（陈立贵著，香港新华

彩印出版社，2002年）

福；其次，我要将我寻找到的和平、安宁

与安详的音乐，带给这世界！”朱晖孝顺

父母、酷爱音乐，由此可见一斑。

“生活并非享受，而是战斗。”朱晖

在1950年华中毕业特刊上如此写道。短

短的10个字，无疑是他的人生座右铭，

表达了他不畏艰辛挫折，决心要攀登国际

乐坛顶峰的意志与信念。朱晖的成功，除

了具有音乐天赋，以及自身的努力之外，

他的传统家庭与学校教育，让他有坚强的

信念勇往直前！ 

新加坡交响乐团将在2019年迎来乐

团成立40周年纪念。届时，作为该团的

缔造者，朱晖将迢迢千里飞回来狮城，于

4月18日挥棒庆祝这个创团大日子！喜欢

交响乐团演出、慕名与欣赏朱晖指挥的

人士与校友，可別错过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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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记广东省原副省长黄清渠 

⊙黄仪

得知华中百年纪念文集征稿，想写

一篇纪念父亲的文字，于是翻开了一些纪

念父亲的文章及妈妈珍藏的父亲的生活

照，细数一下，才恍然发现父亲已经离开

我们29年了。30多年前和父亲在一起的

情景历历在目，一种穿越时空感悠然在

心头。实际上我们并没有感觉到他的离

去，而是时时在我们身边，看着我们生活

的点点滴滴……

父亲黄清渠是华中1949级甲班的学

生，1929年11月23日出生在福建省龙岩

市。4岁时随母亲从家乡到印尼亚沙汗和

父亲黄复康团聚，后来到新加坡就读华

侨中学。他善于团结同学，组织能力强，

被推举为学生自治会总务。新中国诞生

前夕，1949年6月18日他毅然告别父母，

踏上轮船奔赴祖国。他先入大连工学院

机械系就读，四年毕业报读哈尔滨工业

大学精密仪器系研究生。1957年毕业留

校任教，由助教、讲师到副教授。他诲人

不倦，培育桃李，颇受学生欢迎。他对精

密仪器和计量学潜心研究，编写了《实

用度量学》《长度计量手册》《几何量计

量》《万能渐开缝测量仪》《精密测量技

术》《建立误差新概念与合成的研究》等

著作和教材。

1982年，他被调到广东科学院测试

分析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成功了反

射式红外线水份测定仪，填补了广东这方

面的空白。还和同事们筹建了水份标定测

试实验室，参加了纸张定量和水份定量及

其控制系统的研究，这一项目是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

1982年4月新加坡华侨中学广东校

友会成立，是当时在中国海外侨校的第

一个，克服了种种困难，父亲积极参与筹

备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会长。

1985年5月，黄清渠与校友商讨合作改建华侨大厦。

左起：曹裕恒、黄清渠、梁庆经、王声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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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4月，时任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学长与

黄清渠学长（左）在广州相见欢。

1984年6月父亲和母亲到新加坡探

亲。7月3日他被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为副省长，消息传来，华中的校友和亲

戚们热烈祝贺。这是华侨当选副省长首

例，被认为是新加坡华人的光荣、华中的

光荣。

父亲任副省长分管侨务和科技，他

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顺应当时国家

改革开放政策，联谊交流，接待不少新加

坡客人，如中华总商会会长陈共存、副会

长梁庆经、华中校友会会长王声泽、副会

长陈国防、新加坡人民协会前理事长沈

文炳先生和副理事长吴景濂博士、新加

坡前国家经济发展部政务次长何振春先

生，还有香港前来洽谈贸易的校友许宜

杨、巫丰杰等。      

1985年5月，父亲联系新加坡校友

梁庆经、王声泽和广东省中旅社总经理

曹裕恒校友来广州商量合作改建华侨大

厦，很快达成协议，一座39层的华夏大

酒店巍然屹立在珠江边上。

1986年4月11日，时任新加坡副总理

的王鼎昌伉俪来广州访问，父亲和母亲热

情接待他们。

父亲心系母校，得知母校欲制作陈

嘉庚铜像，将在70周年校庆时竖立于校

园里。早在抗日时期，祖父黄复康和陈嘉

庚先生一起办“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

委员会”时，父亲就对陈嘉庚先生敬佩有

加。尽管父亲公务繁忙，仍积极和校友蓝

展勇、蒋成发联系制造铜像的雕塑师，并

多次会同与陈嘉庚先生有过接触的吴柳

斯、林枫和陈朱明先生来指导修改，使得

陈嘉庚的铜像顺利完成，栩栩如生。

父亲身为归侨，知侨情、懂侨心。他

不辞劳苦，走遍了广东省几十个华侨农

场。从粤北山区到潮汕平原，从粤西山村

到粤中水乡，都留下他的足迹。对那些60

年代，因排华而从印尼和越南回来的侨

胞嘘寒问暖，倾听意见，对难侨反应的问

题，都及时落实解决。他批示为沉冤27年

的归侨教师平反昭雪，也指示广东侨报派

记者组，采访一批数十年扎根山区的归侨

知识分子，表扬他们的爱国奉献精神，促

进归侨知识分子政策落实。

父亲上任伊始，他花几个月时间奔赴

省直各科研单位进行考察，也到珠江三角

洲进行调查。然后，向省委提供一份长达

万言的《关于广东科技现状的报告》。这

份报告对促进广东科技水平的提高起到

了一定的作用。

父亲离开副省长岗位之后，又当选

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致公党中央副主

席、致公党广东省委主委、广东省华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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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庆祝母校华中67周年暨华中广东校友会成立四周年纪念。

资公司董事长。

父亲干一行，爱一行，兢兢业业，满

腔热忱的做好工作。父亲的一生，集学

者与父母官为一身，生活中更是一个好儿

子、好丈夫、好爸爸、好阿公。父亲在哈

尔滨工作生活了20多年，期间念念不忘

远在广州生活的年迈祖父母，每次出差，

即使不是到广州，父亲也要想办法绕到广

州来探望祖父母。

而父母的爱情故事，一直是圈内人

传颂的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相亲相爱三

十载。对我们三姐弟，父亲更是煞费苦心

为我们创造读书的环境。最终，姐姐获得

博士学位，哥哥和我都以硕士学位完成了

学业。最令父亲开心的是他抱着满月的

孙子转圈圈玩，一边转一边念到“阿公

教你讲福建话哦，再长大一点教你写毛

笔字”。当时我非常想念已去世的祖父，

跟父亲说：“如果祖父还在，我们就四代

同堂了。”父亲说：“我活到80岁吧！就可

以看到你儿子的儿子啦，那也是四代同

堂啊！”是啊，当年的小孙子现在已经长

大成人了，我们期待着和在天堂的父亲

共享四代同堂的天伦之乐！

南宋朱熹《观书有感二首》，其中一

首有诗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或许正可以反映父亲的一生，为

人坦然无私，光明磊落！

作者
简介

黄清渠的小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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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学习研究马来语是一门冷门的

学科，廖裕芳曾说过：“马来语虽然是新

加坡的国语，却只在唱国歌和军事训练

发号施令时才被应用。”中学生课外到

教育部语言中心选读日、法、德、马等几

种“第三语文”，马来语是最少学生选读

的“外语”。

华中传统校风优良，许多校友都胸

怀爱国爱民情怀，百年来各领域出现许

多无私奉献、服务社会的杰出人士。这里

要介绍三位为促进文化交流与民族和谐

而毕生奋斗，长期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

和推广马来语文而成绩卓著的华中前辈

校友，他们是：杨贵谊博士、廖裕芳博士

和吴诸庆学长。

           

杨贵谊博士

杨贵谊1931年

生于柔佛笨珍，出身

胶童，求学之路虽曲

折艰辛，但他自强不

息，坚毅奋斗。16岁

那年来新加坡念中

学，先读中正，1949

年转来华中，可是念

不到一年，就因1950年5月31日英殖民地

警察闯入校园，抓捕师生，关闭华中而失

研究和推广马来语文的佼佼者       
——杨贵谊博士、廖裕芳博士、吴诸庆学长

⊙网雷

学。当时杨贵谊与其他同学一起被警车

押走，后遣送去新山。

在自由受限制的三年多时间里，杨贵

谊暂居新山，一边补习英文，一边勤翻字

典自学马来文。

1 9 5 5 年 他 考 入 南 洋 大 学 先 修

班，1959年南大第一届经政系毕业。四

年的大学生活，他耗费很多时间研究和

推广马来语文，是南大学生会马来文版机

关报Mimbar Universiti（《大学论坛》）

编辑之一。

随着1957年马来亚独立和1959年新

加坡自治，马来语作为马新两地国语，社

会上掀起一股学习热潮。当时南大还没

有设立马来文系，南大学生就在晚上开办

马来文补习班；校外许多民间团体也纷纷

开办马来文班，杨贵谊那时充当教导马来

文的老师，校内校外两头忙。

杨贵谊就业之路也曲折艰辛。南大

毕业后他考入《南洋商报》当记者。1960

年底他自费赴雅加达国立印尼大学念印

尼语系，两年后考获专科文凭返新。他受

聘为南大现语系马来文讲师，不过只教了

两年就在南大改组风潮中被逼离开。

1966年起他担任树胶公会执行秘书

长达32年，直至1998年退休。期间他编

纂马来语词典，翻译马来文学作品，出席

文学会议等，积极促进华马文化交流，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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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丰硕。

杨贵谊也曾受聘为北京外国语大学

和北京大学的客座教授。

杨贵谊在马来文词典编纂方面作出巨

大的贡献，他编纂的马华《马来语大词典》

被誉为收词最丰富的马来语词典（1988年

的修订版共收4万零64个词条），2015年还

出版了它的最新版本《新编马华大词典》。

在马、印、新统一马来文拼音后，他

率先出版的《统一标准马来语词典》，自

1973年面世以来，销售至今。

2012年出版的《新编华马大词典》，更

是迄今收词最丰富的华文查马来文词典。

至今，他与夫人陈妙华等合编了17部

马华/华马，马华英/华马英马来文词典。

他也翻译了马来文学名著《阿都拉

传》与《阿 都 拉 游记》；以马来文译写

新马文学史家方修的《马华新文学发展

史，1919-1965》。

由于编 纂 马来语 词典 和 推 广马来

文、努力进行文化交流、促进华巫民族

和谐，2001年至2002年杨贵谊受邀担

任马来西亚国民大学特约作家，20 0 6

年撰写出版Memoir YANG QUEE YEE 

Penyusun Kamus Anak Penoreh（《杨

贵谊回忆录——胶童与词典》），2007年

获颁文学荣誉博士，成为新马第一个获此

荣衔的华人。马来西亚南大教育与研究

基金会接着为他出版上述回忆录的华文

版，并颁给他“华巫文化使者奖”。   

此外，他还获颁马来西亚华人文化

协会文化奖、南洋理工大学南大卓越校

友奖、马来西亚新闻、通讯及文化部词典

编纂特别奖等。

2012年他把毕生收集珍藏的马来语/

印尼语各类书籍及600年来华人对马来文

所作贡献的稀有文献和史料等捐赠给马

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该中心特设“杨贵

谊陈妙华赠书珍藏室”，为华马语言文学

和文化研究搭建了坚固基础。该中心也出

版了杨贵谊的《华马文化论丛》华文与马

来文版各一册。

曾有人问杨贵谊：为什么一生孜孜不

倦地研究和推广马来语？

杨贵谊、廖裕芳和吴诸庆在马来文词典编纂与翻译方面作出巨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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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答道：“马来语虽然发展较迟，但

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何

况马来语是咱们的国语，作为国民的一

分子，我就有推广国语的责任。”

廖裕芳博士

廖裕芳1936年生于

新加坡，童年时移居马

来半岛东海岸登嘉楼州

龙运（Dungun）渔村，

在那里念小学，与马来

儿童相处，使他从小就

有接触马来语。

中学时代回返新加坡，先后就读育

英、中正，高中转读华中，华中毕业后考

进南大现语系，在当时学习马来语的时

代热潮中，他认真学习马来文，并和同

学创办双语刊物《南洋文学》（Nanyang  

Literature），用英文和马来文讨论马来

亚文化，并提倡学习马来文，以促进文化

交流。

大三时，他决定放弃仅剩一年就可

拿到的南大学位，申请奖学金前往印尼

念大学，从此全心投入研究马来文。

1966年他受聘于南大教授马来文及

马来文学。其后，获得奖学金赴荷兰研究

马来文学的重镇莱顿大学修读，考获博

士学位，回返新加坡继续在南大执教。

廖裕芳对马来文学界最大的贡献是

以马来文撰写的Sejarah Kesusasteraan 

Melayu Klasik（《马来古典文学史》），自

1975年出版后，这部著作享誉世界马来

学术界，一直为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

英国、荷兰等国大学的马来学系所采用，

其中文版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副院

长张遇安教授等翻译，并在北京出版。

廖裕芳另一部广受马来学术界重视

的著作是1976年出版的Undang Undang 

Melaka（《马六甲典律》），被视为有关领

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至今最完备的

版本。他于2003年把这部经典著作修订

后出版，改名为Undang Undang Melaka 

dan Undang Undang Laut（《马六甲典

律与海洋法》）。

此外，廖裕芳还有一项贡献是编写

中小学教科书和成人用的马来语/印尼语

读本，出版《标准马来语简介》和《简明

马来语法》，以及《标准印尼语简介》和

《简明印尼语法》。

廖 裕 芳 著 作 甚 丰，多 数 是 用马来

文或英文出版，唯一一本华文论文集是

2005年出版的《马来人与伊斯兰教》。

廖裕芳说：“有一句马来谚语说 ： 

Bahasa jiwa bangsa（语言是民族的灵

魂），掌握了马来文我们就能了解马来人

的想法，以及他们对发生在新加坡和其他

地方的事件的反应，这无疑可以加强族群

的和谐与团结。”                                  

新加坡马来语文理事会鉴于廖裕芳

数十年来孜孜不倦钻研马来古典文学、

马来文法，并从事马来语文教学，积极推

动马来语文发展，于2011年颁发给他“马

来文学特别奖”，表扬他多年来对马来文

学所作的贡献。

新加坡华裔馆前馆长廖建裕高度评

价廖裕芳，他说：“在新马两国，像廖裕

芳这样，将他的一生献给马来语言、文学

及文化研究，而且具有巨大成就的华裔

学者，恐怕找不到第二人。”

廖 裕芳博士于2016 年 4月23日病

逝，享年7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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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诸庆学长

1936年吴诸庆

生于新加坡，6岁时

日军侵占新加坡，

他和家人逃难到印

尼棉兰，战 后才回

返。童年时代 就有

机会接触到讲马来

语的环境，使他对这个语言并不生疏。

1950年至1955年在华中六年求学

期间，曾参加戏剧会和叙别会的文娱活

动，包括叙别会的舞蹈和戏剧会演出时

当过助理导演。

高中以后，他开始接触马来文。有一

天他开收音机，听到马来语电台正在播

放印尼苏卡诺总统演说的实况录音，就

被深深吸引住，虽然听不懂讲话内容，但

苏卡诺是个天才的演说家，演讲富有煽

动力，他那抑扬顿挫的声调，使吴诸庆不

禁赞叹：“原来马来语是一种这么优美的

语言。”从此，他便喜爱上马来语。

中学时代他与马来同学有来往，一方

面互相沟通交流，另一方面也借此机会学

习马来语。当时开始自学从棉兰带回来的

印尼文课本，看不懂就查包思井编的马来

文字典。

吴诸庆1959年南大经济系毕业。在

南大求学期间，他比较正规地修读马来

文，当时采用印尼华人李全寿编的马来文

课本，师资方面也曾借用印尼大使馆文化

参赞拉昔马南（Rashid Manan）当马来

文教师。

当时南大同学认识到新马两国独立

后马来语成为国语，因此掀起学习马来

语的热潮。吴诸庆和林焕文、杨贵谊担

任南大学生会马来文版机关报Mimbar 

Universiti（《大学论坛》）的编辑，该报

每半年出一期，共出了三期。除了把中英

文版《大学论坛》里的文章译成马来文

外，也有一些文艺创作。每一期Mimbar 

Universiti 的文章，《马来前锋报》都有转

载，可见这份刊物受到马来社会的重视。

当时南大学生开办马来文学习班，

反应异常热烈，全校400多位学生，共有

100多位参加，那时吴诸庆也当过马来文

学习班的老师。

南大毕业后，吴诸庆任职《星洲日

报》派驻吉隆坡记者，后离职任广告社

广告撰写员，期间在《马来前锋报》和 

《每日新闻》发表马来短篇小说。后从

商，退休后仍继续从事他所喜爱的马来

文与华文互译的工作。

著作方面：吴诸庆与陈妙华合译新

加坡马来短篇小说集《一杯酒，一碗牛

奶》（Segelas Arak，Secawan Susu）； 

他把本地华文作家尤今、流军、柳舜、英

培安、黄孟文、孙爱玲、石君、何濛的短

篇小说译成马来文12 Cerpen Xin Hua 

（《新华短篇小说12篇》）；他根据赵清

阁的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译成马来文

Leong San Pek dan Zhu Eng Tai。

原名蔡世居，1965年

华中高中毕业后， 

完成厦门大学海外教

育学院中国语言文学

专科课程。已出版六

本个人专集。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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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g Teng Cheong
– Chinese High School
⊙Ong Tze Guan

Prelude
When I was asked if I could write something 
about my father Ong Teng Cheong’s 
experience in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I was somewhat flummoxed as how was 
I going to write what my father had not 
shared much. Unfortunately, sometimes it 
is the people we are closest to that we know 
less about.

Then I recalled my father had, in 2001, 
penned a short memoir (“dedicated to future 
family generations”), on his childhood years, 
from six to nineteen.  I thought it would 
be more  meaningful to hear traight from 
the man himself, and hence I reproduce 
below some excerpts for his memoir, which 
he had titled as “Childhood Memories by 
Ong Teng Cheong”. His writing is simple, 
without embellishment or being overly 
sentimental, much like the straightforward 
person that he was.

Below are excerpts from “Childhood 

Memories by Ong Teng Cheong”:

Ong Teng Cheong with his friends outside 
the residence of Cheng An Lun. Lin xiumei, 
middle of the front row would become his 
wife in April 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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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War – Chinese School 
and the Bullock Cart
…I was lucky to secure a place in

Primary Three in Chong Cheng Primary 

School (崇正小学) on Syed Aliwal Street 

for the last three months of 1945 and 

repeated Primary Three in 1946. While 

my younger brother Teck Joon and I 

went to Chong Cheng (boys) Primary 

School, my three sisters went to the 

neighbouring Chong Pun (girls) Primary 

School (崇本小学).

…I remember how Teck Joon and

I walked 20 minutes to school every 

morning. Often there were bullock 

carts seen along part of the route. 

These are open carts pulled by one or 

two bulls with a driver at the front…The 

bulls would excrete from time to time 

along the way, leaving big stinking piles 

of dung in their trails.

My brother and I were tempted to 

hitch a free ride to school. We would 

chase after the bullock cart and hop 

on from the back. The driver never 

seemed to mind as we were kids… The 

only danger we faced was accidentally 

stepping shoe-deep into a pile of dung 

just as we were hopping onto the cart.

The Great Educational Debate – 
Chinese or English Education
Grandpa came from Fujian, China. He 

studied classical Chinese and spoke 

only the Hokkien dialect. That was 

good enough for rubber trading then as 

this was the main dialect in Singapore. 

But he found it difficult to deal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dur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days. So he sent all his children 

to English government-run schools, 

where children learnt no Chinese, and 

sang “God Save the Queen”.

My father studied in Raffles 

Ins t i tut ion, passed his senior 

Cambridge examinations, and then 

took a correspondence course from 

the Depar tment of Technology, 

City and Guilds of London Institute, 

passing with a First Class in Structural 

Engineering in 1938. He worked as a 

building surveyor in the municipality.

My father was the best educated 

in the department, but never got 

promoted. Frustrated, he went to the 

department head’s office to ask why. 

His head of department, a young Briton, 

told him, “You are too ambitious. You 

can’t get that job.” Father was stung 

and humiliated. He recounted this 

experience to us so often that to this 

day, I remember his exact words and 

the bitterness with which he spoke.

He was outraged at the injustice of it 

all. What use was an English education if 

racism prevented deserving locals from 

being promoted? So he became anti-

British, anti-colonialism, and decided 

that all his children should receive 

Chinese education…

Only a few months after my siblings 

and I began studying at Chong C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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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hong Pun, my parents began their 

great educational debate. This was 

shortl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but long before the bilingual policy 

was introduced into our school system. 

Mother would strenuously argue that 

with an English education, the girls 

could become secretaries, or teachers, 

or nurses, and be assured of economic 

security. Chinese-educated girls,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only be able to 

find work as factory workers. Father, 

however, believed that society would 

change, and that the British would 

eventually leave Singapore, voluntarily 

or otherwise. He felt that knowing 

English alone would not be enough.

…After many weeks of heated 

debate and sleepless nights for all, …

our parents reached a compromise –  

the boys would stay on in Chinese 

schools, while the girls transferred to 

English schools.

Soon, all the girls found places in St. 

Anthony’s Convent on Middle Road. 

They went to school daily in a chartered 

trishaw, while the boys continued to 

chase after the bullock cart.

Getting to Grips with Mandarin
…My Mandarin improved after I entered 

CHS in early 1950, where the Mandarin-

speaking environment was dominant. It 

has never been clear to me how I got 

admitted, but I suppose father must 

have sought the assistance of one of 

his friends whose sons were studying 

in CHS.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During the Colonial days, there were 

limited places in the few public schools 

set up by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 

meet public education needs, schools 

were set up by Christian missionaries 

(such as St. Joseph’s Institution) and 

Chinese philanthropists and clan 

associations (such as CHS). English wa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in the former 

schools, and Mandarin in the latter. In 

the public schools, pupils learnt English 

Senior High, Year 3 Graduation 
Certificate of Ong Teng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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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ll about the British Empire. In the 

Chinese-medium schools, pupils were 

taught Mandarin and learnt all about 

China – its history, its culture, and its 

social mores.

Even in those days, CHS had a worthy 

reputation of being an excellent school. 

It was with pride that one declared 

oneself a CHS student. Although we 

had English lessons, we never spoke 

in English for fear of being labelled a 

British lackey.

One morning, a few weeks after 

joining CHS, the police, riot squad 

and a group of plain-clothes officers 

(probably from the ISD) suddenly 

entered the school without warning 

and stationed themselves at various 

parts of the school. Our teacher tried to 

continue with the lessons, but we could 

see that he looked worried and was 

unable to concentrate. He could only 

try to calm the students. After several 

hours, the police took away a group 

of students and many books from the 

students’ hostel and the library.

Having led a relatively sheltered 

existence up to then, I was unable to 

understand at first what was going on. 

Later, however, I came to realise that 

Student Registration Card of Ong Teng Ch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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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had 

infiltrated the school and that its agents 

were imparting communist ideology to 

the students, influencing them to be 

anti-British, anti-colonialism, and pro-

independence. They had also infiltrated 

the Singapore Chinese Middle School 

Students’ Union, inciting the leaders 

and members of the Union to rebel 

against the British colonials. This was all 

done to achieve one cause, which was 

to promote Communism.

The students’ union became a 

Communist front organisation. It 

organised many activities aimed at 

stirring up the emotions of young and 

impressionable high school students. 

On many occasions, I innocently joined 

their picnics, study cells and other extra-

curricular activities, singing Chinese 

Communist songs and listening to 

Communist rhetoric.

I grew up quickly during those 

tumultuous years. As I listened to the 

Communist rhetoric and watched what 

was happening around me, I was able 

to discern for myself the flaws in the 

Communist ideology. Their solutions 

to the social problems of the day were 

not entirely convincing, I thought. 

My parents’ reaction to all the unrest 

was measured and calm. Concentrate 

on your studies, they would tell me. 

For without knowledge and wisdom, 

one could not hope to effect positive 

change on any situation. And rhetoric 

would remain mere rhetoric.

The Communists targeted primarily 

the poor students, who formed the 

majority of the student body. These 

students came from poor families, 

whose parents were uneducated 

and whose very existence was a daily 

struggle. They were particularly taken in 

by the Communist rhetoric and readily 

blamed their poverty and sufferings 

on the establishment. Convinced that 

society was unfair and unequal, they 

were ready to free themselves from their 

“colonial oppressors” by any means.

I could not fully empathise with 

them. My father was English-educated, 

a civil servant with a regular income. We 

were considered a middle-class family. 

Fortunately, I had four other classmates Ong Teng Cheong with fellow alumni member 
Tan Swie Hian at the 81st Founders’ Day Din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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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hared similar healthy ECAs. We 

all loved sports, painting, drama and 

music. One of them also played the 

piano. Another one came from a rich 

family in Johor, Malaya.

We were often bold enough to 

openly defy these left-wing students. 

We refused to boycott classes, or join 

the strikes organised by the bus and 

factory workers and supported by 

these left-wingers. The five of us stuck 

together like glue, moving in and out of 

school together, studying, playing and 

going to movies together.

There were occasions when we 

joined the left-wingers in their activities 

for a good cause, such as helping rural 

flood and fire victims. However, we 

never supported their Communist 

Ong is eldest son 
of late President 
Ong Teng Cheong. 
He graduated from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in 1984 and 
is currently CEO of 
Glowtec Bio Pte Ltd.

ABOUT 
THE 

AUTHOR

Ong Teng Cheong, Guest-of-Honour at 
Alumni Council Investiture in 1992.

cause even though we were also 

anti-British, anti-colonialism and pro-

independence. Also – and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 because we often 

helped them with their homework, the 

left-wingers left us alone, and labelled 

us “The Five Musketeers”.

After-note
My father’s years in CHS were formative 
ones that ha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his development. The rich and diverse 
experiences he had in the school helped 
to shape his world-view and mould him 
as a person of great character. He learnt 
to stand by his principles and beliefs and 
be true to himself, even during the most 
trying of times. And he always did things 
for the greater good. These were the lessons 
he learnt during his time at CHS which 
he would apply throughout his life, most 
notably during his years in public service, 
when he served his country with all his 
heart and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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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王鼎昌同学
⊙黎经富

1968年初我获得东京教育大学研究

院博士学位后，就回到母校南洋大学（南

大）服务，第二年南大就改原来的四年制

为三年普通学位及荣誉学位一年的英国

学制。荣誉学位的学生必须完成一篇论

文才能毕业，我的一个学生是写有关新

加坡都市发展的论文。他为了找资料，在

国家发展部遇到了我华中高中同班同学

王鼎昌，在我的学生安排下我与老同学见

面了。这是一件兴奋的事，原来他高中毕

业后，就到澳洲的阿德莱特大学攻读建

筑学，后来又拿奖学金到英国利物浦大

学进修城市规划硕士，在国家发展部的

国家与城市设计署服务。当时，我马上产

生一个念头，请他来我的学系（地理系）

讲演，就这样我们开始了联络，经过几次

讲演后，我们发现不如在地理学系里增

设一科“城市规划”课让荣誉班学生选

读。结果，与老同学商量后，由他们一组

朋友来地理学系开“城市规划”的课。

接着，我就被政府委任为新加坡驻

日本大使赴东京。等到我任期完后，返

回新加坡时，老同学已从政，成为国会

议员了。

他从政的生涯是很顺利的，因为他

有 建 筑学 与城 市 规 划的专业知识，从

1975年起，就受委为交通部高级政务部

长，接着晋升为部长，一做就是八年，中

间还出任代文化部长、兼任劳工部长、接

替林子安出任职总秘书长。1984年大选

后，受委任为第二副总理。

在漫长的从政期间，他对新加坡最

大的贡献 应该是兴建新加坡的地铁系

统。这个概念是随着新加坡人口逐年增

长、工业化、城市扩建、交通系统随着

改善的需要，必须解决的问题。他为了说

服政府内阁的不同见解，特地到国外去

实地考察专家所谓的巴士交通系统的完

善、优越的主张。最终，考察的结果发现

专家的报告不符事实，最后统一了政府内

阁的意见。

65周年校庆，王鼎昌（左）为李光前铜像主持揭幕礼。

右为陈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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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领袖训练中心以王鼎昌命名，是为鼎昌楼。

今天，我们有舒适的快捷的地铁，

从北到南，由东到西，让新加坡人方便到

达全岛各个角落。如果没有他的推动、

坚持，新加坡可能还无法与国际大都会

一样，拥有世界先进的地铁系统。除了地

铁，新加坡的市区重建、建设樟宜机场、

扩建海港及改善巴士与德士的服务等物

质建设，他都有不可抹灭的功劳。

进入1980年代，个人电脑兴起，新加

坡人开始了学习电脑应用的热潮。我也

因为南大与新大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

学，被转到校外进修系负责电脑与亚洲

语言课程的行政工作。我们开设很多电

脑的硬件与软件课程，供市场的需求。为

了让受华文教育的人士也能同样应用电

脑，我当时在进修系开中文电脑的操作与

文书处理的课，让要在电脑上使用华文的

人士进修。

除了进修系开中文电脑班外，我们

还与一些朋友组织了“东方语言文书处

理学会”（中文电脑学会），就在我担任

会长的那一年，由前会长的穿针引线，

我会与金吉民众联络所联合举办了“中

学生电脑华文输入”比赛。这是很难得的

机缘，又使我与老同学相会了。就在那年

的国庆，我订了金吉民众联络所庆祝国

庆晚宴一桌席位，邀请同班同学一起参

加庆祝，让久别的同学与他见面，这也许

就是缘分吧！

1993年，他被推选为民选总统候选

人，9月1日，新加坡人民用选票庄严地推

选他出任新加坡国家元首。到现在为止，

他是唯一由人民用选票选出来的总统。

这之后，我们参加国庆晚宴的同学及他的

五剑客，每年都受邀到他家聚餐、叙旧，

这些事情的安排全由我们的老班长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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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鹏同学负责。我们最大的一次聚餐是

1995年，这是我们高中毕业的40周年，

举行同届三班的聚餐会，邀请当年的老

师一起来庆祝，总统是我们的座上宾。

1999年，鼎昌同学因健康原因放弃

竞选连任，接着就前往美国就医。2002

年2月8日在新加坡中央医院与世长辞。

他是一位没有得到国家为他举行国葬的

总统，令人不胜遗憾。

1955年华中高中毕

业，进南洋大学史地

学系，工作后，赴日本

东京教育大学研究院

进修，获博士学位； 

返回南洋大学执教，

期间被政府委任为 

新加坡驻日本大使； 

80年代初期，受聘为

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

授；回国后，在新加坡

国立大学校外进修系

做行政工作至退休。

作者
简介

母校思源坊为王鼎昌所题。

1995年高中毕业40周年，举行同届三班的聚餐会，王鼎昌总统是座上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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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敬的长者陈龙得
⊙何子煌

我想凡是问起认识 龙得 学长的校

友，不论是在新加坡或海外，他们都会

竖起拇指给个“赞”。是的，龙得学长非

常爱护校友会，他热心赞助校友会和母

校，出钱出力数十年不言苦。他对母校、

校友会的赞助，不像庄昇俦学长那样的

大手笔，动辄十几万元；但他的赞助，却

是有心的细水长流，哪里需要钱都有他

的影子。

他也是个对人友善、坦诚的君子，从

不大声骂人。我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印尼的陈子兴校友来新加

坡投资，一口气买下三四间大旅店，成了

本地的旅店大王。这个时候校友会会所

刚搬到Maxwell Road（前金华戏院后

面），当时校友会的财务并不宽裕，因此

还没有装修。于是有人建议，由龙得会长

请他吃饭接风，看看能不能请他捐点钱

给校友会。谁都没想到，当在饭桌上有人

提出要求时，陈子兴校友二话不说，拿出

支票簿，写下10万新元，还说今天没准

备，以后需要再说。这一顿饭大家吃得

非常开心。

有了钱，大家的心思就多了，有人建

议要好好装修会所，装置好的设备、好

的家具等等。于是有一位姓郑的校友毛

遂自荐，由他设计装修。由于装修事先

没有计划好预算，结果共花去了7万多

元。7万多元在70年代算是蛮多的，有些

校友呱呱叫，说刚找到一点钱，就这样几

乎被花光了。当时，龙得会长只平淡地说

了一句话：“钱花已花了，争吵已没用，以

后要注意就是了。”

有一天，龙得学长问我，你知道庄
陈龙得曾担任第六和第八任

校友会会长，共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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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俦为什么要改名吗？我说愿听其详。

他说：庄学长与马来西亚的森那美公司

因乌节路的豪杰大厦打官司，如果他败

诉，可能会破产。他心里烦，就到槟城去

散散心。在那里碰到一位算命先生，指点

他有官司纠纷，要改名才能解决。算命先

生说“亨”字不好，一“亨”什么都“亨”

走了。建议他把“亨”改为“昇”字，以后

多做好事，一切都会好回来。这就是庄

学长为什么改名为“庄昇俦”的缘故。

话说来也真巧，这时突然发生新马

股市分家，豪杰大厦官司纠纷，法庭判森

那美公司败诉。于是，庄学长一下子就变

成有现款的大富翁了。算命先生的话真

灵验。

龙 得 学 长 给人的印象 是敦 厚 、谦

卑、寡言，甚至有点木讷，不善于做公开

讲演。但你是否会想到，他曾经参加过立

法议会的竞选活动？在1955年与1959

年间，他曾经两度代表民主党出来参加

立法议会的选举。当时的民主党也有人

称为“富人党”，是由中华总商会的一些

会员组织的政党。虽然他两次选举结果

都失败了，但他常回忆起往事，也觉得乐

趣无穷。比如：他常爱讲起他的战友蓝

天校友（当年的民主党秘书长），说他的

口才怎样怎样的好，经常公开挑战当时

的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要求用福

建话和华语和他举行公开时政辩论，结

果李光耀往往“不敢应战”。后来李光

耀先生勤学福建话和华语，不知是否与

这事有关。

据社团注册处的官方档案，华中校

友会是在1923年就注册成立了。但龙得

学长与华中校友会的结缘，是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的50年代的事。在他担任会

长期间，由于他的“无为”，曾使华中校

友会两次避开被关闭的风险。

第一次是在1954年至1956年间，当

时新加坡的华校校友会发展非常蓬勃，

许多校友会都介入学潮、工潮的活动，

使得当时的林有福政府非常头痛，就下

令关闭多间校友会，华中校友会当时也

被内政部“关注”。不过，龙得学长领导

下的华中校友会，在当时给内政部的印

象，只是一个搓麻将、打牌的休闲会所，

	华中颐年俱乐部于1989年2月4日举行成立大会。后排左三为陈龙得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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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得（前排右二）任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时，

倡议竖立陈嘉庚铜像。

所以就逃过了一劫。第二次是在1961年

至1962年间，中四罢考风云又引起另一

场校友会的生存危机。还好，华中校友

会给内政部的印象，还只是一个搓麻将

的会所，没有参加什么左翼活动，再次逃

过被关闭的劫数。

龙得学长担任校友会会长长达20多

年，然后让贤给王声泽学长。后来一些

老校友觉得他们的兴趣有别于年轻的一

群，应该另有一个能让他们休闲、娱乐、

聚会的地方。于是在1988年3月新春联欢

宴会上，就有老校友倡议组织华中乐龄

俱乐部（后来定名为华中颐年俱乐部），

获得在场校友们的热烈支持，于是就准

备好章程，向社团注册官申请，终于在

1988年12月30日获准注册，大家一致推

举龙得学长做会长，他一干又是20年。

当时的干将是蔡妈德，他是副会长也是

娱乐主任，负责组织麻将义勇军，开扩 

战场。

华中颐年俱乐部成立后不久，在龙

得会长领导下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母

校创校70周年纪念日时送给母校一件大

礼——在母校钟楼前竖立倡办人陈嘉庚

先生的铜像；另一是在华中70周年校庆

举办的嘉年华会和千人宴中筹得20多万

元，全部捐献给华中作为校舍扩建基金。

龙得学长很关心母校的校园美化，

早在母校庆祝建校60周年时，他就已经

提出绿化校园的建议，并以身作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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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捐赠树苗给母校。在他的影响下，华

中颐年俱乐部成员和校友们纷纷响应，

捐款购买树苗肥料，在短短数月间，就

在校园内种了千多棵水梅和柚木等树。

在2004年华中配合全国植树节，邀请龙

得学长在黄仲涵礼堂前面的空地，主持

植树活动，出席的人不少，当时他种了一

棵黑板树。

在龙得学长领导下，华中颐年俱乐

部除了发展本身的会务外，还经常关注

及协助母校和校友会的发展，陆续举办

和联办了几届老校友的嘉年华会，进行

和各地的老校友 交流；还 组团专 访广

东、北京、厦门等地的老校友。华中颐

年俱乐部还一度讨论过要集资建立老人

村庄，建公寓卖给单身的校友和乐龄人

士，让他们能愉快地度过晚年。可惜有

1998年2月8日，华中颐年俱乐部在加东公园铺设健康走道，供公众人士使

用，由名誉会长庄昇俦主持剪彩。前排左三为陈龙得会长。

1969年华中高中毕

业，南洋理工大学哲

学博士，在校友会服

务近10年。

作者
简介

些人因为利益的关系，发生争吵，常常闹

得不欢而散，后来就再也没人提起这件

事了。

华中颐年俱乐部在龙得学长的领导

下，还建立起一个传统——老校友聚会

喝茶日，订每个星期日上午在老巴刹（现

改在会所）聚会喝茶，风雨不改。当天费

用由理事们轮流做庄，大家有空就来，

不用报名。

龙得学长走了，享寿87岁。他对华中

校友会和华中颐年俱乐部的贡献，是有

目共睹的。我们怀念他，这位令人尊敬的

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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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庄孙
（外一章）   

⊙何濛

认识庄昇俦先生，是在我工作上面

对最多压力最艰苦的时候。1991年末一

个晚上，我代表学院到新建的游泳池会

议室开会，商讨如何找钱应付泳池每月

的开销。

计划建造泳池时，董事部没料到建

筑费会比估计的猛涨三倍，当然也没想

到泳池的常年维持开销费巨大。泳池的

建造刚刚开始，华中初级学院发生危楼

事件被迫迁移，要重建校园，工程庞大，

所费不赀，真是雪上加霜。

当时在处理繁杂的校务外，还得为

校方要负担的700万建筑费伤透脑筋。

为建校筹款遂成为学院管理层的重要任

务，筹款活动接二连三举行，使尽法宝去

找钱。钱、钱、钱、向人要钱，是件难以启

齿的事。但为了学校，常常要厚着脸皮去

乞求。筹钱使我长了不少阅历和经验。

提起捐钱，有人直截了当说办教育是

政府的责任，教育工作者不该费心；有人填

了认捐表格，报上大数，但最终分文未交。

那晚的会议结束时，庄先生递给我

一张支票，轻声说道：“先拿去应付三几

个月，算我捐出的。”我惊喜，我感激，我

用颤抖的手打开支票，内心呼叫：“哗！10

万！“我这么大把年纪还没拿过巨额支

票，我能不感动吗？就这样，庄先生的名

字，庄先生的形象永远铭记我五中，永不

泯灭。只是此大恩大德，不知将何以报？

当然，庄先生捐给学院重建的款额

是这个数目的数十倍，可是他从不张扬，

故鲜为人知。我不敢高攀说很熟识他，但

几年间工作上的接触，我知道他为人和蔼

谦逊，毫无骄躁浮华之气。他常以一贯的

诚恳态度，非常低调又万分慷慨地捐助

许多学校、艺术、文化与社区慈善事业。

富以能施为德，以慈悲喜舍为无量。

那十年间，他喜善布施，仗义疏财，

我打从心里崇敬他、感戴他。他说：“人

生茫茫兮，多做善事有明灯。”他的好友

陈瑞献，也是我国著名的多元艺术家，在

《庄孙随笔》序中，说他“为社稷修路造

桥，每次回馈，就是一大堆黄金，有时甚

至透支捐款，出钱不休直到令人心酸的

地步”。

后来听说，他的善心被蹂躏，千金尽

散在诡异诈骗，瘴气弥漫的企业深潭，我

们为他感到惋惜痛心。

读毕《庄孙随笔》，感佩他深得其祖

辈庄子的外化而不内化，以一笑泯得失，

看破名与利。他以淡泊心智，豁达胸襟，

随遇而安，随心自在，随喜而作。感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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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昇俦任华中校友会五届会长，为期10年。 庄昇俦的《庄孙随笔》在2007年出版。

能以轻松流畅，活泼诙谐的笔调，以丰富

的学识，通过对中外文学、音乐、科学甚

至天文地理的评析，畅谈人生的意义、百

年后的世界、快乐的人生、爱情与婚姻、

幽默济世、爱因斯坦以及少年维特的烦

恼等等。他的见解独特，充满幽默，深得

读者一粲。

庄孙有云：“凡事看开兮，癌症可避

开。富贵荣华过眼云烟兮，健康平安才是

真福。人生自古谁无死兮，留得薄名聊无

憾。”作为庄先生的读者与受惠者，我祝

愿他的积善厚德带给他平安健康，圆满

自在，怡然自得的生活。

生命小说
——写于庄昇俦追悼会后

“升 沉 人 间 恩 非凡 ，俦 伴 华中泽

更深。”

步入华中校友会会所的礼堂，就看到

上列两幅挽联高挂着，伴随您那帧慈祥

微笑的照片和素淡雅朴的鲜花。这是校

友会为缅怀您感恩您而举办的追悼会，

庄重肃穆。

记得在您的著作《庄孙随笔》里，有

这么一段话：

社会上有钱人很多，存在贫富不均

的现象。补救这项缺陷的方法之一，是有

钱人多多仗义疏财，给人间带来更多的温

暖。能发慈悲心疏财在公益事业上的财主

是智者。他留给子孙的礼物是人们如下的

评语：“某某的老爸，人很好，有爱心，受人

尊敬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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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们都带着哀悼之情，先后表达了最诚

挚的感恩。他们当中，有的虽与您缘悭一

面，不曾相识共事，但他们深知，因为有

您的参与，有您的捐献，机构始有今日的

发展与成就。您的丰功伟绩，应该永铭

在该机构的史册上。他们应该赞扬您的

贡献，代表述说众人的万千感激。

哲学家辛尼加说：“生命像一部小

说，并不在于多长，而在于多好，在于什

么内容。”您为自己书写下一部丰富璀璨

的生命小说。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是：仁慈

乐施。

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铸金石。

您是人中典范，您的生命小说自然会让人

传颂下去。

作者
简介

原名冯焕好，前华中 

初级学院中文部主任

（1974年-1987年）、 

前华中初级学院副院长

（1987年-1996年）。 

已出版著作《何濛散文》

《不凋零的回忆》等。   

1993年，庄昇俦荣膺新加坡总统颁赐公共服务星章。

那个星期天早上，尊敬和怀念您的

人都来了，聚集那个由您提议建造，也由

您掏出大部分款项建成，让后来许许多

多学弟学妹使用的会所和泳池。

您的儿女默默地坐在一隅，谦恭诚

敬，无限哀思。您确实给他们留下珍贵的

礼物，那就是我们对他们的至亲最崇高的

尊敬，与对他们挚诚的祝福。

饮水思源，过桥留板，致富要为社稷

修路造桥，乐善好施……是您的人生座右

铭，您一一实践了，终生落实了。除了庞大

数目的捐款献给母校外，其他中小学，艺

术团体、社团、社区、福利机构，以及宗

教团体需要您的援助时，您往往二话不说

就解囊相助，从不让来者失望。社会上富

有的人多如牛毛，但吝于施舍。像您那样

以捐出巨资甚至透支捐钱回馈社会的人

则有如凤毛麟角。

受过您资助的几个机构，如新加坡华

乐团、南洋艺术学院、南洋幼小中学董事

会、华中校友会、华中颐年俱乐部等的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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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的钢琴家郁君贻  	

⊙柳飞絮

1953年，新加坡音乐协会假维多利

亚音乐厅举行首届钢琴公开赛，由世界

著名钢琴家卡钦氏（Julius Katchen）担

任评判。比赛完毕，在公布成绩之前，卡

钦氏致词表示水准之高令他赞叹，对此

次受邀担任评审极感欣慰；隨即，成绩

揭晓，还在华侨中学就读高中二年级的

郁君贻荣获第一名。

几天后，卡钦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的一个音乐场合上指出：“我对郁君贻

的演奏，深受感动。他有很好的天赋，并

具有上进的能力。”

他补充道：“郁君在弹奏时，具有一

种内在的强烈感情，此为我在青年钢琴

比赛中，不曾感受到的！”

他还说：“郁君贻是不可多得的天

才，他应该去欧洲深造，我深信这里应该

会有团体或殷商协助郁君贻出国；我也

愿意为郁君贻赴英尽点力！”

与此同时，来星演奏的美国天空交

响乐团指挥亨德尔氏，在一次聆听郁君

贻的演奏后，也对郁赞不绝口，认为郁确

是钢琴弹奏天才，且已有很高的造诣！

卡氏在离星前夕，发起设立一项音乐

奖学金。在他登高一呼之下，群起响应。

音乐协会除同意管理这项基金之外，并

率先捐出500元为倡。国泰机构主人陆

运涛则捐款1500元。此奖学金随后定名

为“卡钦音乐奖学金”。由于连续两年获

得由朱利叶斯卡钦（Julius Katchen） 

先生与艾琳科勒（Irene Kohler）女士分

別担任评审的钢琴公开赛的首奖，郁君

贻被认定为首届“卡钦音乐奖学金”得

主。也由于郁君贻连续两年夺冠，促使

主办当局修订比赛章程，限定今后凡参

加该项比赛获得第一名者，不可再参加

该项比赛。

1962年，郁君贻在英国伦敦威格摩尔厅（Wigmore	Hall）

举行平生以来第一场个人演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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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时代经已上台演奏

1936年出生于上海的郁君胎，祖籍

江西，一岁时随父母南渡星洲。父亲是50

年代著名华文作家及《南洋商报》编辑郁

树锟。六岁时即在母亲龙性美女士的熏

陶下，开始学习钢琴。他参加了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最后三级考试均获特优，1953

年被选出参加音乐教师协会假维多利亚

音乐厅主办的学生音乐演奏会，呈献三

首名曲，获得观众如雷的掌声。“坦而言

之，那时紧张得很，毕竟是对着公众人

士，且在座的很多都是音乐界、钢琴界的

知名人士！”他回忆道。

郁君贻 也忆 起当年音乐协 会为介

绍古典音乐供大众欣赏，同时也为筹募

卡钦音乐奖学金，特在快乐世界体育馆

举行大众古典音乐会，莅临的人士多达

5000人。在那场音乐会里，他也受邀登

台演奏钢琴。另一位是张文婕，她是与

郁君贻同年参加钢琴弹奏比赛获得亚军

的青年钢琴家。郁君贻留下深刻印象，是

因为自己也为这项奖学金筹款出点力！   

1954年他在华中修完高三毕业后，

获得“卡钦音乐奖学金”前往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深造。出国之前，为了加強郁

君贻对英语的掌握能力，及对英国教育

有进一步认识，他到莱佛士书院就读一

年。入学考试共有两天，第一天考英文

和数学；第二天考其他科目。“我正担心

如果考英国历史和地 理，那怎么办？岂

知结束首日的两个科目后，沒多久就获

知第二天不必考了，入学考试算是及格

了！这让我对西方教育的灵活处理，不

因循旧例有了新一层的认识。”郁君贻

回忆地说。

比较西方与东方两地教育的异同，

郁君贻说：“个人认为东方与西方式的教

育，在广泛的概念上是统一的，目标也颇

一致，只是两者之间在灌输和接受方式

上，却有明显的差异。东方式的教育，从

大处着手，侧重全面性，强调灵感，鼓励

清淡，故显得超脱；西方则以实用为主，

強调逻辑性，实事求是。”郁君贻言简意

赅地指出东西方教育的特点。

65年后的今天，郁君贻在受访时指

出，父亲是位华文作家，且在华文报业服

务，促使他从小就对文艺产生浓厚的感

情。但是，更令他废寝忘食的是对理科

的好奇，一度想申请奖学金到牛津大学

攻读物理学科。虽然兴趣音乐，却不曾

想到出国深造钢琴弹奏课程。但社会大

众、音乐界人士与团体对他的期望，终于

让他义无反顾地走向音乐、朝着钢琴的

演奏殿堂迈步前进！

跟随欧洲名师学习钢琴

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四年，郁君贻

跟随名师泰洛（Kendall Taylor）学习

钢琴，也选修了乐理、声乐、双簧管和

指挥，并获得Ricord i指挥奖状，在英

国开始崭露头角。1961年，他受邀负笈

法国巴黎深造，再随 另一名师M agda 

Tagl i fer ro习琴，并获得一项巴黎国际

奖。不久，他再获得Siena奖学金，进入

意大利跟随Agosti大师名下学艺。

几年来历经欧洲当代各大钢琴名家

的指导，郁君贻的琴艺突飞猛進。1962

年 1 月 1 0 日 ，他 在 伦 敦 威 格 摩 尔 厅

（Wigmore Hall）举行第一场个人演奏

会，获得好评；随后回星举行两场个人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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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会，并于1962年代表新加坡参加在香

港举行的“第一届亚洲音乐节”。

“第一届亚洲音乐节”是在1962年

10月初举行，一连演出六天。新加坡《南

方晚报》之后报导：“节目异常精彩，音

乐迷可谓大饱耳福。”参加这个区域性

音乐会的亚洲五国代表，除新加坡的郁

君贻之外，尚有日本广播协会交响乐团、

菲律宾的歌唱家萝茜法路、香港的乐进

音乐团及韩国的汉城室内乐团，都在乐

坛上享有崇高的地位。“这是我学成回国

后，第一次代表国家出席为促进区域文

化交流而举行的音乐盛会，那是一种很

好的体验。尽管观众以东方人为主，但

大家欣赏音乐、喜好音乐，这一点与西方

观众是一样的。”郁君贻由衷地说。

同年，郁君贻又与伦敦爱乐交响乐

团于伦敦皇家节日音乐厅合作演出。这

一连串演奏会，是郁君贻音乐艺术生涯

的丰收年。从此，他的钢琴演奏，名闻遐

迩，遍及英伦三岛！虽然如此，郁君贻表

示，尽管上台表演不计其数，但每一回的

演奏都是新的尝试、新的开始！“尽管那

支名曲我已演奏过无数回，但在台上，

那就是新的挑战，必须保持初恋者的心

态，全神贯注，且珍惜每一个过程。”他

坚毅地说。

皇家音乐学院院士荣衔

1969年，郁君贻受聘担任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考试联合委员会的第一位非英

籍考官。1971年，他受邀成为英国皇家音

乐学院唯一的华裔教授。1989年，他获

得英国皇家音乐学院院士荣衔。这项荣

衔只颁给极少数在国际乐坛上享有盛名

郁君贻获奖后与卡钦氏（左）及老师泰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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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音乐家，包括作曲家爱尔加（Edward 

Elgar）、沃汉威廉斯、西贝柳、里察史特

劳斯、梅西安、指挥家毕诚、萨济恩、托

斯卡尼尼等；郁君贻是亚洲音乐家获得

该院颁发这项殊荣的第一人，由英国伊

丽莎白皇太后授封。

早在1978年8月，郁君贻已是第一

位被委任来新加坡、香港主持LRSM专

业文凭及其他各级考试的华裔音乐家。

郁君贻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辉煌教

学成 绩，及他在欧 洲各地 的高水 准 演

奏，使 他 在 这一年 被 国 际 性 的 名人传

记研究所（International Biographical 

Association）选为当代极少数有成就的

杰出人士，而名列Men of Achievement

荣 誉 榜 。他 也 名 列 五 种 不 同 版 本

的“who’s who”名人录中！此外，Percy 

Young博士所著的《世界键盘音乐家》一

书，记载了他是一位当代少有的杰出钢琴

家。他的辉煌成就，委实不同凡响！

从1956年到1998年，郁君贻有这么

一段长达42年的岁月是在欧洲，及世界

各地表演，或当评审度过的。而自70年代

中开始，他已逐渐减少个人演奏次数，而

是专注在教学上。他深切感觉到，他有义

务和责任教导对钢琴有兴趣，其中不乏

具有潜能，日后也能在弹奏钢琴上有所

作为的钢琴家！

郁君贻长年居住在英国，但他经常

回来新加坡探访亲友、担任全国音乐比

赛评审。此外，他也数次举行钢琴义演，

包括60年代初为“新加坡济世之家”及

莱佛士书院筹款；两次为华中义演，及庆

祝母校60周年纪念举行钢琴独奏会。他

也曾返新度假时，主持音乐讲座，与出席

者分享他的演奏和教学心得！

为母校筹款，以及应其他慈善组织

的邀约而举行钢琴独奏会，他都从不拒

绝。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深受传统中华

文化熏陶的音乐家，饮水思源、回馈母校

与社会的那份责任感。“我当年能出国

深造，全是广大的社会人士、母校、音乐

协会的帮助下才能完成的！所以，尽一己

菲薄之力，回馈母校与社会是应该的。”

他表示，他是华中校友，为华中自主基金

筹款是义不容辞的。”顿了一下，他说： 

“我以华中学子为豪，尤其在刚到英国的

那几年，华中老师所灌输的坚韧不拔，自

強不息精神，始终是我学习音乐的推动

力！在英国学习音乐期间，母校郑安仑校

长与夫人旅游英伦，曾来探望我，很令我

感动，给了我很大的温暖。”

偏爱贝多芬与肖邦作品

郁君贻对贝多芬与肖邦的作品特別

偏爱，认为前者的作品，尤其是奏鸣曲，

气魄雄伟奔放，却也有细致婉约之处，千

变万化，高深莫測。至于肖邦，他说：“如

果说贝多芬是音乐中的革命家，则肖邦便

是钢琴音乐的诗人！”郁君贻惜才爱才，

更重视当代作曲家的作品。

有一年，郁君贻准备从新加坡回去

英国 时，本 地 著名音乐家 梁 荣平到 机

场相送。临別时，郁君贻突然对梁荣平

说：“我明年返新的独奏会，你作一曲，

我来弹奏。”这就是《一把芝麻变奏曲》

的谱曲经过。他说：“我们必须与同时代

的音乐家携手同行，开辟新天地，创造一

个更优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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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会获得各地的好评

自1962年成功举行第一场个人演奏

会之后，郁君贻应邀到世界各地演奏，佳

评如潮，这里举出数例：  

     

从新加坡来的钢琴家郁君贻能在琴中

弹奏出浓厚的诗意；他对钢琴音色富有想

像力的处理，使到德彪西的第一册“形象”

各曲显得异常生动；在弹奏肖邦的“摇篮曲”

时，他的表现是精致而细腻的。 

一一英国伦敦《每日邮报》

郁君贻对他演奏的作品有真挚的喜

爱，处理贝多芬的降A调的作品110奏鸣

曲，乐思发展时的累积和重叠有很好的效

果；处理肖邦的F小调幻想曲时，他的乐句

始终感动听者；他的音色是优美的，尤其

在中部柔慢段中。在升C短调的诣谑曲中，

低音部的柔美的和弦主题上面，他能拨出

像银铃般的一连串八分音符，如珍珠落玉

盘似的美妙；舒伯特的降G调即兴曲也带

着飘动的绮丽。 

一一英国伦敦《泰晤士报》	

从西方的眼光看来，一个华裔钢琴家

（郁君贻）能把贝多芬弹得出神入化是一

件不可思议的事。然而，这的确是个事实。

郁君贻对贝多芬作品的了解，对整个作品

的结构和动向，具有深刻的认识，而他也

提炼强有力及可靠性极高的技术来使他从

容地处理音乐上的表达。在演奏贝多芬的

两部奏鸣曲（作品31第二号D短调奏鸣曲

和作品111 C短调奏鸣曲）中，郁君贻以他

强烈的戏剧感，深刻的理解，以及完整的

集中力使到整个演奏紧扣听众的心弦……

我们得承认郁君贻是个演奏贝多芬的专

家。他在这方面成熟的天份和他高度的音

乐感觉，应该使他成为一个很受人欢迎的

演奏家。 

一一英国《Leicester》

演奏家郁君贻具备很可赞许的钢琴

技巧，也具有东方艺术家特有的细腻和敏

锐的感觉。 

一一法国《费加罗报》

郁君贻是个具有学者智慧的演奏者，

他从不厌烦地探求每个作品包含的思想

感情，处理每个作品，他都强调遵守原作

者的意愿，给予恰到好处的音色和气氛。

他是音乐家中的佼佼者，掌握了少有的艺术

传达能力。对贝多芬的C短调32主题与变

奏曲，他的处理是有魄力而又具有权威性

郁君贻与夫人近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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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香港市政厅大会堂的Steinway钢琴

在郁君贻十指弹奏之下，有时优雅吟唱，

有时低声叹诉；有时却如万马奔腾，排山

倒海，音色的丰富和变化，是多年来少见

到的。 

一一 香港《南华早报》

郁君贻是一位热情、敏感、有个性的

艺术家。他具有深厚的感情和艺术表达能

力。对贝多芬的演奏，我们给他最大的敬

意。对这位大师的晚期作品，他是了解得

那么透彻，他是高贵中带着含蓄，充满着

禅定的意境。这些都似乎跟演奏者的高尚

情操有关。他谦虚，不夸张，不浮华，在刻

划德彪西的作品时，郁君贻表现出他是一

个富有想象力，而又非常细腻的色彩运用

者，他的处理是有策划而又非常集中精神

的。他对肖邦乐曲中的抢板节奏掌握得恰

到好处，弹出的旋律非常有感情，有热度，

音色美得令人陶醉。无可否认，来自新加坡

的客串艺人是一位音乐家、艺术家。 

一一以色列《耶路撒冷晨报》 

我们经历了一个成功的钢琴音乐旅

程；郁君贻具有感人的技巧，对键盘音色

有充分而深刻的了解，也具有一颗诗人的

心。两个事实是毫无疑问的，即：他具备高

度的钢琴技巧，又充分理解演奏肖邦、贝多

芬和德彪西时的不同风格。他无论在弹奏

肖邦的夜曲（作品62第二号）或同作者的降

B小调奏鸣曲，抒情和紧张的片段都同样地

扣人心弦。

一一荷兰海牙《Het Vaderlalid报》 

和《Het Binenhot报》 

1968年华中高中毕业，

文艺与音乐爱好者。
作者
简介

结语

在西方居住游走40多年的郁君贻，

前20年大部分的时间受邀到各地表演，

后20年则致力于教学，发掘人材。他认

为演奏与教学，都让他从中获得快乐，两

者并不相悖，而是相辅相成！音乐占据了

他大部分的时间，音乐也成为他生活的

一部分了！

郁君贻说：“音乐家的艺术生命是没

有止境的，因此活一天就得学一天，自强

不息，并把所学的贡献给社会大众，直到

生命的最后尽头。艺术殿堂并无凭靠天

才就可踏入，而是得苦干，锲而不舍。以

钢琴家来说，即使成名了，依然得勤练，

绝无速成或捷径可寻！”

1998年郁君贻回来新加坡定居，先

后在何家良博士与朱添寿出掌的南洋艺

术学院，分別担任副院长与艺术顾问，协

助南洋艺术学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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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芭蕾舞巨星杨毅    
⊙陈纶新

引 言

杨毅对我而言，既熟悉又陌生，因为

70年代在我还没踏进吴素琴任院长的新

加坡芭蕾舞学院学习时，就一直寻找男芭

蕾舞蹈老师，也曾经在教华文补习时多次

经过他在荷兰路的洋房，希望一睹他的

风采并结识他，他可说是我崇拜的芭蕾

舞偶像；享誉德国芭蕾舞坛的陈海潮归

来后，在新加坡国家剧场开芭蕾舞班，我

参与杨毅监制的电视台安排的舞蹈节目

演出后，在恩师陈海潮安排下才有荣幸

和杨毅在樟宜度假屋前拍照留影，当时

我们也只是擦肩而过，往后40多年来一

直没有机会交流。我一直珍藏他和我们

合影的一帧照片，因此我们可说既熟悉

而又陌生，我对他所知不多。

无巧不成书，从陈业雄学长口中获悉

杨毅是他同班同学，在2018年3月21日的

校庆晚宴上，当晚我抓紧机会表达自己和

陈海潮老师对他的问候。

当我开始联系他时，他已回到香港，

我拨电话给他，由他太太Tania接听，并

告知杨毅鲜少使用手机和电话，有关资料

和相片全交她协助处理，8月中到9月末他

们恰好去北京，要等到9月回港后才能整

理资料和提供相片，这期间杨毅又会去

槟城，他的儿子会代他以英文撰写。书写

杨毅的真人真事不是撰写小说，不能失

真，我只好耐心等待。

9月15日，终于收到了杨毅丰富的资

料和精彩照片。

生平简介

杨毅，又名杨松龄，祖籍福建省泉州

市。他在厦门市对面富有田园诗意般的

鼓浪屿度过童年，对谦卑的母亲倍加孝

顺，慈母家训铭记于心，刻骨难忘，日后

成长为一个刻苦耐劳、自食其力、自律性

强的年轻人，并于1948年随同家人来到

了新加坡，一切从零开始，在母亲严厉的

管教下长大。

1958年就读华中，青年时期的杨毅

已是一位体操健将，校內羽毛球冠军，代

表学校参加羽毛球比赛，并且在新加坡

首个青少年运动会中夺得跳箱冠军和跳

马队冠军。

在《青年芭蕾舞员杨毅访问记》（作

者：力周）一文中，杨毅自述1957年参加

国泰机构主办的“华语演员训练班”呈献

的一个演出节目里，演员和朋友们发现他

Chapter_2_��_V5 KHL.indd   300 20/2/19   11:25 AM



301

对舞蹈另有独钟和技能；在大家不断怂

恿和鼓励下，1958年他向吴素琴校长交

了首个月10元的学费，当年17岁时进入了

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学习，甚受时任马丁纳

老师的器重和赏识。

爱子心切的父亲强烈反对杨毅的选

择，只希望他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杨毅却

坚持每天到学校上课前凌晨5时起身作

压腿、弯腰、空中交叉劈腿等锻炼，并兼

顾学业，他的刻苦努力得到了回报。

弃读法律系 专攻芭蕾舞

芭蕾舞课程里的各种技能学术语都

是法语，他坦诚像他那样的华校生，开始

学习时不免有些困难，持之以恒苦练又都

是华校生特有的优点，一般上没有学习

四五年以上的芭蕾舞基本功，是不能参

加初级和中级的芭蕾舞考试。英国皇家

芭蕾舞考官古柏（Ms Cooper）因杨毅不

俗的成绩表现，破例让他于1963年初一

并连考高级考试，并在英国皇家芭蕾舞

高级文凭考试中考获优秀成绩。

在新加 坡芭 蕾舞 学院的对外 公演

中，如“睡美人”“天鹅湖二幕”“胡桃夹

子”“林中仙子”“罗密欧与朱丽叶”和 

“雨果王子”等多部古典芭蕾舞剧目里，

他大多担当男主角，尤其是在“林中仙

子”和“雨果王子”两个舞剧的表现令他

感到自豪。

杨毅不满足于仅在新、马、印尼、泰

国和印尼的巡回演出，他渴望走出新加

坡。虽然这些地方的巡回演出，已足以使

杨毅和新加坡芭蕾舞学院声誉卓著，在

东南亚首屈一指。

但杨毅要在欧美等国的世界级芭蕾

1975年，摄于樟宜海滨别墅前。左起：陈海潮 

（留德芭蕾舞蹈家）、杨毅（新电视监制）、林飞仙

（著名舞蹈家）。右起：苏世雄、陈纶新（本文作者）。

舞坛上绽放异彩，因此他向法国、英国

和美国领事馆申请“舞蹈演员奖学金”，

在无数次绝望的回信中，皇天不负有心

人，他终于收到德国学术交流服务中心

（DAAD）的回复，他呈交学历和相关证

件后很快便被录取了。

杨毅成功考入以英文为主要教学媒

介语的新加坡大学，是第一批被录取进

入法律系的华校生，但由于对芭蕾舞蹈

浓烈兴趣和追求理想，促使他毅然果断

的领取奖学金负笈欧洲，前往西德学习

芭蕾舞。

杨毅在德国西部的埃森韦登的富特

旺根高等学院（现称为富特旺根艺术大

学）经过四个月的强化语言培训，直接进

入第四年的芭蕾舞蹈课程，并在著名的

德国现代舞蹈大师库特尤斯教授和舞蹈

指导汉斯素力（Hans Zullig）教授下学习

专业舞蹈。毕业后，杨毅又获得了第二次

奖学金，得以参加尤思（Jooss）的大师

班团队。他被邀请加入尤思的舞蹈公司

属下富特旺根舞剧场（Folkwang D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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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atre）成为大师班演员，并在欧洲各

国巡演。杨毅在尤思编导屡获殊荣的反

战作品“绿色桌子”（Green Table）中主

演男角小战士，偕同剧中饰演母亲的同

学兼挚友皮娜鲍希（Pina Bausch）女士

向观众谢幕时，屡屡获得观众起立鼓掌

20分钟，不绝于耳。

“绿色桌子”是柯特·尤斯（Kur t 

Jooss）荣获巴黎国际编舞和编剧大賽

（Les Archives Internationales de La 

Danse）的首奖作品。该舞剧由傅里茲·

柯恩（Fritz Cohen）配乐、海因·赫克洛

特（Hein Heckroth）服装设计，“死亡之

舞”是副题，是近代第一部运用现代舞肢

体形式和芭蕾技巧相互结合的手法來表

现政治和反战题材之舞剧。舞剧作品内

容中利用政客、死神、战士、母亲、情人、

奸商和难民等八个场景的众多人物，对当

《睡美人》剧照（吴素妮、杨毅主演）。

时美国在越南进行的一场不人道战争的

残酷和西方国家徒劳无功的虚伪和平外

交进行鞭笞和控诉。1963年英国广播公

司（BBC）还将其拍成电视，该舞剧除了

尤思舞团一再多次上演外，1967年美国

杰佛瑞舞团（Joffrey Ballet）、1973年北

方舞蹈剧场（Northern Dance Theatre）

及荷西·李蒙舞团（José Limón Dance 

Company）等都曾演出过，可说是近代

世界舞坛一部经典之名作。

从上述作品可看出西方现代舞、舞蹈

编剧、舞者也都是一群具有良知人性和富

有维护和平正义感的文化艺术工作者。相

信来自雄伟华中山岗，像大多数流淌着

关心时事和社会时代脉搏共振的同学一

样，浸濡着传统优良民族文化的杨毅，比

其他国籍同辈更能胜任“绿色桌子”舞剧

中饰演一个有血有肉的反战小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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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泰国的亚洲之旅制作。当杨毅在1979

年离开新加坡时，他已是新加坡电视台

的执行制片监制人和署理节目控制代理

总监。

往 后 八 九十年代，杨 毅 对 舞 蹈 的

热 忱 依然不 减，在香 港 继 续 参与文化

交流活 动，还 邀请恩师汉 斯 素力教 授

（Professor Hans Zullig）来亚洲，分別

前往台湾云门舞集、沈阳音乐学院舞蹈

系及北京中央芭蕾舞团进行访問交流，

教授欧洲现代舞。千禧年他更致力促成

皮娜鲍希（Pina Bausch）与中国国家芭

蕾舞团团长趙汝蘅合作，2005年“皮娜

鲍希舞蹈剧场”（Pina Bausch Dance 

Theatre）首度访华演出成功，轰动中国

表演艺术界。

目前，杨毅及其家人定居香港，时

而旅居马來西亚槟城，每天早上杨毅在

露台仍坚持练习芭蕾舞扶把基训和交织

碰击的跳跃动作entrechat quartre!难

怪许多学长在2018年的校庆晚宴上，无

不惊讶他近80高龄，身材却保养得如此

健康完美 。

艺术作品重创意

杨毅仍在香港搞舞蹈，他太太Tania 

Deng就是著名芭蕾舞蹈家邓孟妮，于

2001年便开始担任香港芭蕾舞蹈学校校

长，2006年获颁“行政长官区服务奖”。

杨毅可说是多才多艺，同学兼同行

的蔡萱曾如此评价这位驰骋芭蕾舞坛又

执掌当代电视制作高职的杨毅，在《舞者

监制》一文中如此描述：

1965年夏天，杨毅从80位来自欧洲

的男独舞者竞争中脱颖而出，在拜罗伊

特华格纳的音乐节上演歌剧“飞翔的荷

兰人”一剧中荣获主演“漂泊的荷兰人”

重要角色。杨毅自此更爱上了古典芭蕾，

于1967年加入杜塞尔多夫歌剧院芭蕾舞

团，在墨西哥奥运会上演出，随后又在南

美洲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巡回演出。

芭蕾舞幕降落  荧光彩灯亮起

1968年9月，杨毅不得不告别他登

峰造极的芭蕾舞生涯，作为兑现他对公

共服务委员会（PSC）承诺返回新加坡。

由于当时新加坡没有专业舞蹈团体，杨毅

继续在科隆西德电视台学习六个月电视制

作，然后加入新加坡广播电视台（RTS）

任导播一职。他以创新理念和无限的创

造力及严谨的作风迅速获得电视台赋予

重任。杨毅与新加坡电视台合作期间，

他受委托制作所有新加坡电视主要大制

作，包括电视周年纪念节目、国庆节游

行、圣诞节表演、农历新年节目和首次全

长彩电制作。

当新加坡广播电视局高层收到时任

总理李光耀的第一封表彰信赞赏杨毅

的节目制作时，欣喜若狂，于是授以杨

毅新职责，负责为到访的演艺团体在国

家剧场的主要演出统筹制作，以及亚细

安巡回演出（ASEAN tour），所有外国

广播（OB）电视实况在新加坡现场转播

制作。

业余时间，杨毅组织并举办了许多

慈善表演，包括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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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中，杨毅已在欧美等国的

世界级芭蕾舞坛上绽放异彩。

“70年代杨毅是我国芭蕾舞蹈界的名

人，他获得奖学金在德国留学多年，后加

入电视台制作部任职。我自日本回来当导

播时，他已是监制，算是我的导师，当时他

只拍大型艺术和娱乐节目，他的制作反传

统特具创意，让我钦服与羡慕，他的性情

坦率耿直，有数事至今令我难忘。”

1980年代之后，我就一直没在电视

节目上见到监制杨毅的大名，原来1970

年代后期，他离开娱乐圈到香港从商，现

是一名成功的地产发展商，近年到处旅

行，我替他高兴同时也记起已故的女台

长曾经如此给他评语：“杨毅是位非常优

秀有创意的监制！”（蔡萱《舞者监制》）

没有不想突破各种框框局限的艺术

家，没有不爱“闯红灯”的艺术作品就不

可能有创意构思，然而实际生活行动中

却又不能“闯红灯”，那可能涉及危害生

命的风险。

结语

华中自强不息的精神，热爱中华文化

和重视情谊的传统，为杨毅那段山岗求

学期间，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从他多

次远赴海外不忘回国出席校庆晚宴与同

学相聚，以及其日后追随个人艺术生涯、

事业发展经历都起了重大的作用。

皇家山脚下一元一砖建立起来的国

家剧场，曾是许多世界级著名芭蕾舞团

献演古典芭蕾作品的大舞台，每逢演出

2000多人座无虚席，如今五彩缤纷的喷

水池已荡然无存，当年国内外芭蕾男女

舞星独足尖立旋转，双腿交叉飞跃飘逸

的身影，以及声势浩大雄壮振奋人心的

交响乐，却深烙我脑海中，在心灵深处

久久挥之不散，我在那儿度过美好的夜

晚，相信那儿也曾有杨毅功不可没的汗

水功劳吧！

原名陈华福，1968年

高中毕业，曾进入

吴素琴主掌的新加坡

芭蕾舞学院学习并参

与古典芭蕾舞片段演

出。现为《新正气歌》

作者郝知本创立的 

“新加坡华文教师朗

诵艺术学会”成员。 

新加坡根缘文化

学会创会会员。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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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献的华中情
⊙潘正镭

《艺术大师陈瑞献》——是新加坡

摄影家徐伏钢在2016年初开始，以一年

的时间追摄本地多元艺术家的摄影集。

其中一组14张照片，取景华侨中学。艺

术家和学生们合影，说话，均属爷爷与孙

子辈的互动了。朝气勃勃的学子，身着印

上“华中”的T恤，或许对这位老学长陌

生，我想 老学长 站 在 校园内宏 伟雕 塑

《天下之马》前，与同学们谈笑风生交

流，值此华侨中学迈向百年之际，这仿佛

传统毛毯上的一根纱，就这样把不同世

代华中子弟穿串起来了。

华侨中学是陈瑞献的母校，在2000

年时，为庆祝华中80周年，他受众校友之

托，创作大型铜雕《天下之马》，作为华中

子弟献给母校的献礼。

“奔向新方向，你感到眼下四周被强

力抛去后头。”

此话雄风飒飒，这句陈瑞献箴言引

自摄影集中的华中专页。这匹雄立华岗

上的飞马，壮志凌云，气势雄浑！

陈瑞献对母校之感恩，从他把毕生

追索的艺术精神与功力，浇铸在这一座作

品中可见一斑。《列子》九方皋相马开启

灵源，这匹华中之马形出于实而超于实，

独一无二。新加坡的公共艺术领域里，

有两座动静互媲美的世界级马的雕塑，

华中“天下之马”为其一，另一座在The 

Metropolis，出自哥伦比亚雕塑家波特

罗之手的“马”。

陈瑞献1943年生于印尼苏门答腊岛

的哈浪岛，由于印尼的局势，小时父母送

他到马六甲入学，之后辗转来新加坡，小

学毕业后进入华侨中学。

从母亲精巧的女红，他接触到了美的

教育。毕竟少小离家，他算是个在街头长

大的孩子，年少时从马来理发师那里，学

习用叶子吹奏乐曲，在庙里，看潮州画

师画壁画，他偷师。13岁时心有所动，

以工笔画出彩墨《金鲤》，16岁时作《鱼

虾乐》和油画《劳孔像》。这个野孩子，

在13岁时仿赵少昂作的彩墨《白鹭》。45

年后，出版家刘维新出示这张当年少年

人送给他的礼物，这成了2002年问世的 

《陈瑞献》画册中年代最早的作品。在

华中念高中时，1962年，他开始以“牧羚

奴”之名投稿，这笔名取意于他肖羊，也

由于耶稣是牧人，在河边给悉达多送牛

乳的苏雅坦是牧女之故。

陈瑞献天生艺术禀赋，他起步早，纯

出天然的静态摸索。在现实的学生生涯

中，却是一匹百分百的野马，无心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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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满江红，他把写蝇头小字的本领，当

着考试偷看的本事。他还是失手了，被记

了大过。

他留班。在印尼的父亲，生意版图日

愈扩大，看这个儿子不是读书的料，要他

回去协理。这一刻，陈瑞献竟选择继续

读书，不愿回去跟父亲从商。又遭逢家里

聪明绝顶的三哥自杀身亡，他感受到最

疼三哥的母亲的悲痛，他醒悟了，痛定思

痛，觉得要好好念书，不要再让爱自己的

人伤心。

他重修中四（相等于旧制高一），这

一选择，竟成为他人生的转捩点。学生

之觉醒发奋，师之指导和认可，学生面对 

“制度”淘汰时，幸得老师适时拉拔一把。

忆念华中情，陈瑞献写了一篇《野竹上青

霄》（1999），记述中四至高二这三年间，

几位师长的教诲，情深备至，感人至深。

中四英文老师陈少仪——当时陈瑞

献留班，被充军一般发配到离甲很远的

庚班。陈老师一句“从头来”，让他有了

翻身的机会。陈老师极度严格，又极有耐

心地带大家一步一步走，天天向上进。老

师编的讲义，他带到南洋大学，就读当时

最难念的现代语言文学系。

中四华文老师王震南——陈瑞献笔

下，王老师是位文质彬彬的诗人作家，写

一手好字。老师除了给予文学知识的灌

输，最大恩惠是老师的眼光和心量。他苦

苦学习，上作文课每每要搞到下午班钟

响才交卷。老师从不催促，让他“从容发

挥灵感”。他感谢老师早就知道他注定是

一个会冒出头来的艺术家。

华文老师赵满源——这位高一的级

任老师书风奇异，自成风貌，规定每星期

得交一篇小楷，陈瑞献在这样的磨砺下，

高二拿了小楷冠军。在赵老师的熏陶下，

他偷偷地开始文学创作。一回他上课捣

蛋，老师气冲冲走到他面前，一句“原来

是你这个家伙”后就转回头。从此他决计

不再捣蛋。陈瑞献如此形容：“赵老师的

大爱是以一条被包庇着我。”至今他仍珍

藏老师的墨宝“此物最相思”，这幅题王

维诗句的书法。

英文老师林宝安——在陈少仪老师

为他扎稳的基础上，加上高中两年林老

师的琢磨，陈瑞献成为华中英文最好的

学生之一。《时代周刊》来访，他是两位

代表之一。他用老师讲解的一些英文篇

章，开始学习翻译。老师改过的一些卷

子离校后仍保留着。

前后三年时光里，起先是中四的中英

文已经赶上去，但数理差透，眼看又要留

级，幸得陈王两位老师以高中新制分文

理科为由说情，把他“从制度的漩涡中救

了出来”。到了高二结业，他考第三名，因

为数学零蛋，第三名留班吗？林老师赵老

师为他说话，他走出了校门。蒋志强（左起）、吴定基、陈瑞献在天下之马泥稿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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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献和学弟们在天下之马前交流。

老师对野木尚可雕的学生陈瑞献的

调教与护航，当然少不了他个人的天资、

自信和破釜沉舟的决心。目前新加坡正

进行不单以成绩，应该注重学生天性所

长的教育改革，这在上世纪60年代，不

就已发生在华侨中学？带着优异的语文

成绩，陈瑞献考进南洋大学现代语言文

学系，1968年毕业，直接进入法国驻新

加坡大使馆担任新闻秘书，直到49岁时

退休，成为专业艺术家。

陈瑞献精通华文、英文、法文和马

来文，艺术作品类型多元，举凡文学、

美术、摄影、写歌和舞台多元媒体，样样

斐然，被誉为多元艺术家，我国外交家

许通美称他作国宝。他所获海内外勋章

奖项无数，如新加坡总统卓越功绩服务

勋章、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水晶奖

等。在国家图书馆设有“陈瑞献藏室”，

展示陈瑞献捐献的个人藏书和艺术品。

他的水墨《八大山人》，2014年在中国拍

得新币440万元，成为至今东南亚在世画

家画价最高的艺术家。他在2017年在接

受华初校友蔡深江（时任《联合晚报》总

编辑）访问时透露，将以1000万元为种

子基金，设立“陈瑞献奖”，嘉奖全球在

艺文领域的大成就者。

陈瑞献是一位修持者，他博大精深

的艺术作品，是他佛学思想的注脚。其

实，他的佛学启蒙亦在华中，是郑安仑校

长在一本特刊写的刊首语，让他第一次看

到释迦牟尼的伟大，接着是王卓如老师历

史课中提到悉达多王子苦行求道的事，让

他至为感动。他心想，世上竟会有这样了

不起的人，而他一生的言行又是什么呢？

《野竹上青霄》的文末，陈瑞献以他

独有的妙笔回忆：

“我便去图书馆借来一部《佛学概论》， 

在数学课偷偷读将起来，结果给叶文祺

老师逮到，他抢去我的书，用书敲打我的

头骂道‘怎么，你想去当和尚？’和尚不敢

当，‘野竹上青霄’更不是我杜撰，那是杜

甫的创造。”

陈瑞献当然没有去当和尚，而他也

的确野竹上青霄，由华中到南洋大学，新

加坡这个小岛是他的出发点，世界是他的

腹地。瑞献本是一匹从华中开闸，奔向世

界的骏马。

执笔本文，75岁的陈瑞献刻在福建

漳州千年古刹七首岩，刻苦埋头大地艺术

的创作。凭其宗教修持与艺术造诣，对这

位艺术大师的大地艺术作品，大家又一次

怀着深切的期待。预料在本文付梓时，陈

瑞献这一新系列的杰作料已完成，与他在

2000年代初，由亦是华中校友的庄昇俦 

Chapter_2_��_V5 KHL.indd   307 25/2/19   5:45 PM



308

百

年

华

中

情

风

流

人

物

天

下

闻

支持，在中国青岛小珠山风景区创作的 

“一切智园——陈瑞献大地艺术馆”，在

中华文化源头的中国大地南北相辉映。

2013年，古楼画室起火，陈瑞献的

画室被波及，在善后之中，有一幅他华中

时期的油画“出土”。笔者荣幸获瑞献赠

藏此作，值此华中庆百年之夕，寒川兄嘱

咐为纪念刊撰文，这幅画家留存超过一

甲子与华岗相系的作品，公开给华中子弟

欣赏，正是恰当时候。

画幅左下角署（19）61。时年陈瑞献

18，以自己入画。画面上，身着白衣黄短

陈瑞献18岁所作油画，人物是瑞献自己，背景是华中校园。        

新加坡作家， 

《天行心要—— 

陈瑞献艺踪见证》

一书作者。

作者
简介

裤华中校服的青年，半蹲校园内一石凳

前，左手曲成V字形，手肘支着凳上层叠

的书本，食指拇指丫开托着下巴，右手则

伸直五指弯扣书包，肌理焕发青春力度，

画面绿意盎然，飞机头发型底下，一张脸

目光炯炯，坚毅地望向前方。

昔日叛逆学子，当今已是一匹新加坡

人深以为傲的“天下之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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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模型图
(Model-Drawing)设计人
——许泽鸿的华中数学之路

⊙杨培峰	

新加坡的小学数学课程在国际上备

受推崇。目前，全世界已有超过40个国

家及地区采用新加坡小学数学的课本和

教学法，其中包括英国、法国、美国和澳

洲。新加坡数学为何如此受到欢迎？

原来，新加坡有一个秘诀：一种称

为“数学模型法”（Model Method）的

教学模式，让孩子学会解决抽象的数学

问题。

这个方法在今天新加坡念小学二三

年级的学生就开始掌握了，不信的话，问

问你的孩子吧！

什么是“数学模型法”？我们的校友

许泽鸿博士能给你最完整的答案，因为

他是这个教学模式的设计人和推手。

许泽鸿，19 5 9 年进 入华中念初中

一，1964年高二毕业。他六年华中，学校

给同学们一个压力较少的学习环境，让

同学们有自学的空间和时间。那时学校

的数学科目，用的是美国的英文课本。中

一学的是算术、中二学代数、中三学代数

和几何、中四学几何和三角。喜爱数学的

同学往往会超越老师的教学进度，自己把

课本先读完，自己探索解题方法，完成全

部习题。华中当时是以数理科目驰名的。

许博士谈到这里，不禁感叹今天的

教育制度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满满

的，留给学生探索、发展自己的兴趣和专

长的空白时间不多。当年的“留白”，促使

许博士和他的同学在各自的兴趣领域发

展、开拓。这样的学习文化，是现今少见

的。

值得一提的是华中学生的自强不息

的精神。1962年，甫实行的中四会考（第

二届）中有高级数学和化学的考试。但是

华中并没有教导这两个科目。许泽鸿和他

的同学大胆报考。他们通过自学，互相帮

助和切磋，结果都过了关，并取得优异的

成绩。

升上华中的高中部，许泽鸿为了达到

在大学报读医科的要求，自修生物学。结

果，这个科目也考及格了。可是，许泽鸿

选择了数学。回想起来，有好多位数学老

师对许泽鸿的华中数学之路起了作用，

在他们的教导下，许泽鸿掌握了数学知

识，同时奠定稳固的基础。尤其叶文祺老

师、陈敏顺老师、宋和才老师和高亚思老

师。许泽鸿对老师们十分尊敬，感激他们

的栽培。 

许博士喜欢阅读数学书籍并且挑战

数学难题。宋和才老师借了他一些书籍，

例如：《集合论》（Set Theory）、《数论》

（Number Theory）。这些书籍都是用英

文书写的。许博士至今对这些数学理论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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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津乐道。

许博士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双脚不

良于行。在特需教育还不受重视的时代，

问起许博士的校园生活，不禁令我为他

担忧。可是许博士却道出了他在华中的经

历。原来，班上的同学给予他在生活上的

照顾和援助。许博士说他和同学一块打乒

乓、打篮球，足以显示同学们对他的照顾

和包容。上体育课，林东鲁老师豁免他跑

步。当时，体育部装置了单杠和双杠等体

操器具，同学们在跑步的当儿，他则用单

杠和双杠练膂力。至于泳术，也是班上同

学带他到中华游泳池练出来的。许博士乐

观的说：“脚不能动，可是我还有双手。”

19 6 4 年，许博士毕业自华中高中

部 。由 于成 绩 优 越，被 提 名为元 首奖

学金（The Yang di-Pertuan Negara 

Scholarship）候选人，和英校高中毕业

生角逐这个现在总统奖学金的前身的荣

誉。可惜因为华校高中的会考主修科目比

英校的少，积分因此不足。许博士最终没

有得到奖学金。

1974年，许泽鸿以应用数学博士资

格，为教育部调派到刚创办的华中初级

学院执教。当时华初招收的学生的中四会

考积分多达15分。但是华初老师们努力教

导，同学们尽力学习，第一年的会考成绩

和国初不相上下，给学院成员打了强心

针。而许博士也因此决定在他认为是斗志

高昂的工作环境中逗留。许泽鸿的新加坡

大学指导教授邀他回大学任教，自然为许

泽鸿婉拒了。

1978年，吴庆瑞任教育部长，对新

加坡的教育做全面的改革。其中有重要

一环：教材和教学法的更新。在教育改革

的大潮中，在学校前线教学的许泽鸿，因

为有博士资格而被教育部相中。

1980年，教育部成立课程发展署，

为学校所有科目编写高素质的教材和教

学资源。许泽鸿当年34岁，他和一群经验

丰富的学校教师负责改变小学数学的教

和学的困境。原来，教育部在之前（1975

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到至少有四分之一

的小六毕业生无法达到数学的基本要求

（Basic Numeracy）。在1981年举行的

一项测试，更显示许多小学生并没有掌握

基本的数学计算能力，如除法的运用。

许泽鸿回忆道，70年代学习数学是

属于被动的，学生靠记忆力和模仿来吸

收知识。学生把数学当成是一种机械式

的训练。许博士领悟到学习数学是靠理

解的，用图像有助于促进人的思维，这是

他设计“建构模型图”概念的开端。

数学的抽象概念，对年纪小的学生

2015年，许泽鸿受邀出席教育部主办的向建国一代教育家

致谢的聚会。看板介绍他设计的《建构模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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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有难度。如何突破这一个学习的“难

关”，成为许泽鸿和团队的挑战。他们探

讨了各国的数学教育和各种学习理论，

采用了由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Jerome 

Bruner）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的学习

三阶段，分别是：

C - 具体化（Concrete） 

P - 图象化（Pictorial）

A - 抽象化（Abstract）

许泽鸿说明具体化代表着实实在在

的物 体 和生活 经验。小学数学课本里

的插图画的是学生日常生活里见到的事

物，用具体思维和图像思维让学生学习加

减乘除法，从而发展学生的抽象思维。

具体化的学习之后，学生们可以进入

到图象化的学习阶段。这个阶段，包括建

构“模型图”来阐述数学概念和解答数

学应用题。学生们通过图象或图画的方

式进行学习，把题目的文字说明绘成图

画。这个做法是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学

习过程，十分有效。

1980年到1996年，担任小学数学教

学法总工程师的许泽鸿致力于推行CPA

教学法和数学模型法，以这个教学法为

基础，编写小学数学教材，培训小学数学

教师使用这个教学法。1983年，建构模

型图始见于小四数学课本。至于这个方

法的全面推行则在1990年开始。

国际数学测试TIMSS（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自1995年起每四年举行一次，新

加坡都名列前茅。新加坡于2009年参加

了另一项国际数学测试（The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每三年举行一次，也取得骄人的

成绩，2009年和2012年位居第二，仅次

于上海；2015年获得冠军。 

就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华中

校长的杜辉生，成立小学数学奥林匹克

训练和比赛，邀请许泽鸿和校友许其明

教授回母校和宋和才老师推广这个崭新

的项目。许泽鸿“这一点头，就帮了十多

年”。他自谦地说自己只是负责审阅题

目、遴选出色的参赛同学的解答，将之编

辑成册，如此而已。许博士点出奥数的宗

旨是为数学的优秀生提供一个发挥的平

台，为了要学生在奥数中取胜而刻意训

练，是和宗旨背道而驰的。

许泽鸿是教育部课程 规 划和发 展

署的数学首席专科课程员（Pr inc ipa l 

Curriculum Specialist, Mathematics），

于2007年退休后继续留在教育部担任兼

职的咨询工作。

接受访问的2018年5月，许泽鸿刚

辞去教育部的兼职工作。无事一身轻的

他，在香格里拉大酒店的中餐厅里，侃侃

而谈。

国际友人把新加坡的教学法称为“新

加坡数学”（Singapore Mathematics）， 

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国际地位崇高。是

他，这位华中子弟，把新加坡的数学带上

了国际平台。许泽鸿在这方面的贡献，是

华中的光荣。 

1979年华中毕业。

1981年华初毕业。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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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共服务到私企 
——我校第一位总统奖学金得主高泉庆   

⊙杨禹祁	

华中初级学院在1974年开始招收第

一批高一的学生。两年以后，从中正分校

中四毕业的高泉庆，成为华初的第三届学

生。当时，他的班级是76CS5，“76”是他

的入学年度，“C”是指“Chinese”华文

源流，“S”代表理科“Science”，“5”就

是第“5”班。高泉庆在1977年底参加剑

桥A水准会考，该年年底应召加入国民服

役，被直接分配到军官训练学院，成为见

习军官。

当时对总统奖学金认识不多 

和 其他 学业 成 绩 优秀的年 轻 人一

样，高泉庆也以优异的会考成绩申请政

府颁发的奖学金。根据他的回忆，军方

给军人学子方便，用军车载送他们到当

时位于市政厅（City Hall）的公共服务委

员会（Public Service Commission）参

加面试。他申请的是由委员会颁发的奖

学金。2018年9月初，高泉庆在联发集团

的总部受访时说，他记不起当年申请的是

哪一份奖学金，但是却记得当时他也不太

清楚总统奖学金为何物，更没想到自己会

成为总统奖学金的得主，并且还是我校第

一位总统奖学金得主。 

1978年，高泉庆在军官训练学校的

训练时，接到一通电话，知道自己被选为

总统奖学金的得奖人，“当时是六神无

主，是属于高兴的那一种”。那一年，他

是华初唯一一位高中会考状元。他还记

得，那一年华初的会考成绩总体上表现

优异。 

华初新生活  开拓视野 

高泉庆从传统的华文小学毕业升上

华文中学，华文基础牢固，可是他坦言当

时自己的视野不够宽广。进了华初，接触

到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他意识到在学

习上，在课外活动里一山还有一山高，自

己有些难以适应。所幸华初师生宛如一

家人，华初的温馨，帮助他融入学院的新

生活。而印象最深的，就是华初精神，每

个华初人都深受饮水思源、己立立人的

传统文化感染，有很强的凝聚力。 

学院的生活和中学的生活不一样，讲

堂课配上辅导课，仿大学的教课制度，因

此高泉庆日后负笈英国大学，对大学实

行的授课制度，已经不再陌生。华初的授

课制度让学生有“空节”，课与课之间有

空档时间。在华初的那两年，高泉庆自己

安排“空节”的活动。到了大学，很自然地

也善加利用“空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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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EL2 Action 
Committee” 

在高泉庆的年代，新加坡的学校里

还有华校生与英校生之分。华初立志要

成为双语并重的学府，策略之一是协助

来自华文源流的学生强化英语的掌握能

力。高泉庆加入了一个名为“EL2 Action 

Committee”的学生团体，它由一群来自

华文源流的学生组成，在英文老师的带

领下，专门为学院里的华文源流学生主

办各种各样以英语进行的活动，以轻松

有趣的方式带动同学们学英语。他们曾

经主办过问答比赛、在校园各处做英语

演讲，“类似演讲角落，创造非正式的、

轻松的环境，让学生讲英语。”他说。因

为参与这项活动，“除了上英文课，我在

课余有机会和学院的英文老师来往，讨

论推广英文的方法，用英语交谈，阅读英

文的机会也相对的多。” 

公共服务和领导私企不同 

高泉庆毕业自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机械

系。拥有一等荣誉学位的他加入公共服务

的行政体系（Administrative Service），先

后在内政部、环境发展部工作。 

19 8 5年，他毅 然离开公共服务领

域，进入由他的父亲高铭绛在1957年创

立的联发公司。这样的转变，旁人难免要

问当事人是否后悔。而高泉庆早已料到，

不急不缓地说：“不会！总统奖学金得主

总会有光环，而要不要回来自己家族开

创的事业，勉强自己是不行的。”他说到

高泉庆为华中国际学校扩建校舍筹款，学校把室内运动场以高泉庆的父亲高铭绛为室内体育馆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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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嘎然而止，笑而不语。看来，当时高

泉庆曾经为了去留，经过一番思考。 

接着，他饶有心得的说出公共服务和

领导私企的不同。“公共服务以服务一个

国家的人民为目标，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发

展与命运，因此看得要长远，站得要有高

度。经营私人企业讲的是实干，自己得站

在前线，有时还要亲力亲为。眼光和高度

也当然不可缺少。经营一个企业，要有成

本的考虑，投资一个项目，总不能等个十

年八年才赚钱。” 

华初的师长 

华初的人、事和物，高泉庆的印象不

再清晰，毕竟他在华初当学生已经是40

年前的事情了。他记得首任院长，已故林

乃田离开教育界以后，去了南益公司。高

泉庆在华中当董事的那几年，和林院长

时有来往，再续师生情，而且还添加了朋

友之情。“1978年在总统府举行的奖学

金颁奖礼，林乃田已经卸下院长一职，没

有出席。”高泉庆觉得可惜。 

企业的社会责任 

今日的联发集团，是一家以房地产

投资及开发为核心的企业，营业性质包

括开发、投资和管理等范畴。房地产种

类含酒店、工业大楼、商业大厦、店铺、

优质住宅和工业园区等。集团在本地、澳

大利亚和中国打造了诸多精品项目。旗下

联发狮城集团及联发置地集团在澳大利

亚证券交易所上市。

高泉庆对科技给企业带来的冲击，

以“颠覆”形容之。他目睹并且亲身体验

科技加快了全球在方方面面向前行的步

伐，而企业的发展讲的是可持续性，因

此得时时刻刻注意潮流，并且跟得上潮

流。货币流通量大，盈利的机会是有的，

因此联发集团在高泉庆的领导下扮演了

回馈社会的角色。无论是他个人还是他

领导的企业，近年来在本地先后挑起的

社群和社区职责约达10多项。

从公共服务到领导家族的企业，高泉

庆在不同时期做不同的事、打不同的战，

但是不变的是他言谈举止中，华初校风对

他的陶冶依旧可见。 

华初第七届毕业生。 

获得由公共服务

委员会颁发的奖学金， 

1982年到台湾大学 

念中文系。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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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历年总统奖学金得主
President’s Scholars of Our School

2004年，华初建校30周年晚宴，部分总统奖学金得奖人和纳丹总统（前排中）合影。

得奖年份	 姓名	 班级
Year	Awarded	 Name	 Class

1978	 Kho	Choon	Keng	高泉庆	 76CS4

1979	 Seah	Boon	Thong	余文通	 77CS2

1981	 Huen	Suling	Joyce	禤淑玲	 79S62

Ong	Chin	Hao	翁之昊	 79S26

1982	 Jek	Kian	Yee	易建義	 80A15

Teng	Chieh	Schen	鄧嘉胜	 80S81

Tham	Chew	Kit	谭超杰	 80A15

1983	 Koh	Peng	Chong	许炳聪	 81S32

1984	 Cheng	Tze	Pin	郑子斌	 82S31

Ng	Chee	Khern	黄志勤	 82A14

Lim	Woan	Huah	林琬华	 82S77

1985	 Cheang	Ai	Geok	 83A14

Charmaine	Lye	Mei	黎潔薇	 83A14

1986	 Toh	Han	Li	杜汉立	 84A14

Wong	Ann	Chai	王安才	 84S31

Yeo	Teck	Yong	姚德容	 84S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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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Phua Choon Kiat 潘俊杰 85A14

 Sharon Snodgrass 85A14

 Gin Hoey Kum 许锦鸿 85A14

1988 Goh Li Meng 吴丽明 86S73

 Teh Laik Woon 郑力昀 86S73

 Thean Pik Yuen 邓碧云 86A14

1989 Ng Chee Peng 黄志平 87A14  

 Francis Chong 莊福新 87S33

 Hoo Sheau Peng 符晓平 87S71

1990 Dawn Yip Li-Yan 叶丽燕 88A15

1991 Chong Shin Yuet 张馨月 89S74

 Lim Tuang Liang 林端良 89S74

1993 Goh Chui Ling 吴翠玲 91A15

 Lam Jr-Earn 林知恩 91A14

1994 Sim Ann 沈颖 92A14

 Low Tuan Yee 刘端仪 92S63

1995 Low Choon Seng 刘春星 93S75

1997 Goh Si Hou 吴仕豪 95S28

 Quek Su Ying 郭淑瑛 95S33

 Shang Thong Chie 盛同怟 95A14

1998 Sim Kai 沈凯 96S21

1999 Lau Boon Ping 刘文斌 97S36

2000 Wong Huiwen 黄慧雯 98A15

 Beng Yaocheng 孟耀诚 98S69

2001 Lim Xiuhui 林琇慧  99S63

 Xu Youfeng 许友丰 99S34

2002 Yeo Wenshan 杨文珊 00A15

2003 Pao Jia Yu 包佳玉 01A15

2004 Tan Sherwayn 陈思辉 02S66

2005 Mikail Kalimuddin    03S77

2007 Ko Qian Wen Stephanie 许倩雯    05S78

2008 Chong Wei-Zhen Amanda 张玮真  06A14

 Lim Louisa Jean 林锦 06A15 

2009 Soon Jing Min Claire 宋靖敏               07A15

2011 Koh Zhan Wei Aaron 许展维         09A14

2012 Tee Ren Ling Alicia 池仁琳 10A14

2013 Yap Wei Hang Timothy 叶纬航 11A15

2014 Arturo Neo Yong Yao 梁榮耀 12S72

2015 Lim Tze Etsuko 林缇 13A14                

 Russell Ewe Yuhang 尤宇航    12A12      

2017 Penny Shi Peng Yi 史芃艺    16A15         

  Sharmaine Koh Mingli 许铭莅   16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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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向很守时，自己绝不迟到。

那天到了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

比约定的时间提前了八分钟。原本感觉

很从容，到了保安岗，要求让我上去院长

办公室。没想保安一定要我报出院长办

公室的门牌号，才肯放我进入。我手忙脚

乱上网查询，查了几分钟查不到，只好打

电话让院长私人助理下楼接我。

这么一折腾，等我走进院长办公室

时，已经比预约时间晚了三分钟。

正由于这三分钟的空隙，一位“不速

之客”“趁虚而入”，赶紧抢占院长宝贵的

时间，进入议事。

我 只 好 在小会 议 室 等 候，有点小

懊恼。

不一会儿，门外急促脚步声响起，一

位年轻人敲门进入，满脸堆笑，连声致

歉，并把我引到隔间的院长办公室。

他，就是吴亦涵，新加坡管理大学法

学院院长。

不得不说，此举让我如沐春风，先

前的小小懊恼随风而逝。我的第一印象

是，这就是传统华校生的待人处世之道，

对眼前这位年轻人马上刮目相看。

亦涵年轻，出生于1981年。以三旬之

龄，副教授之衔，位居我国三所法学院掌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选华中
——访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院长吴亦涵

⊙许振义 

门之列，前所未见。

回顾亦涵的事业历程，也就不会为他

担此高位感到惊奇了。

早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法学本科时

代，亦涵就崭露头角。

他大学二年级全级第一名，获得本

科奖学金。20 0 4年，获得 模拟法庭竞

赛的最佳辩才奖。2006年，他以一等荣

誉学位成绩毕业之后，进入我国最高法

院工作。他2008年离开最高法院之后，

继而以“法院之友”（amicus curiae）

的身 份 协 助工作。由于 他的书面 和口

头陈述“全面、表达优雅、结构清晰”

（comprehensive, elegantly expressed 

and lucidly organised），多次获得褒扬。

2 0 0 8 年，他回到国大 法 学院，担

任教学助理。隔年，获得国大海外奖学

金，出国深造。2010年，获哈佛法学院

法学硕士学位，并回到国大担任助理教

授。2013年，他获得新加坡法律学会的 

“新加坡法律优异奖”（Singapore Law 

Merit Award），是本奖项历来最年轻的

获奖人。

在国大任教的六年间，他获得了四

次校级和院级教学奖。他2014年离开

国大，同年7月加入新加坡管理大学，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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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副教授，教授合同法、侵权法、衡平法

等。2016年1月受委为法学院副院长，分

管法学研究。在管理大学两年内，连获

两次教学奖。

2017年7月，在长达半年时间的全球

人才招聘之后，新加坡管理大学委任吴

亦涵为新任院长，为期五年。

“最佳辩才”“陈述全面”“表达优

雅”——亦涵现在面对这些好评或许已

经习以为常，但他坦言，刚从小学上华中

那时，这类评语是完全与他无缘的。

亦涵1994年进入华中就读。那年，

他沉迷漫画，经常到实宁中心（Serene 

Centre）的英文漫画专卖店Comics Mart

去翻阅、购买漫画。当时他还学习日语为

第三语言，但因为沉迷漫画，成绩很差。

他记得，有一次测验，总分10分，结果只

得了1分，只好放弃日语学习。

他中一 那 年选了童子军为 课 外活

动。但是，他很快发现，童子军活动与他

想象中存在不小的差异。或许是中一新

生的缘故，他所向往的野营、远足等活动

没有马上出现在他面前，每个周六等待着

他的是基础的步操、醒狮团等。他选择了

逃避。每到了课外活动时间，他就溜走。

这个现象很快就被童子军团“告发”

了。负责全校课外活动的老师特地找他谈

话，说每个学生一定要有课外活动，如果

不参加课外活动，学校有权开除学籍。

“是我的错。真的是我的错。”

这是采访期间亦涵一直强调的。

“这 是华中给 我 的 第一 个人 生教

育——逃避不是办法，要勇敢面对，要从

挫折中学习。”他说。

1995年，数学与科学学会同学和老师到彭亨州国家公园作田野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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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给了亦涵一次机会，让他重新选

择课外活动。再三考虑之后，出于年少时

对科学的兴趣，他去找数学与科学学会

（Math and Science Society）的负责老

师Mrs Ooi；负责老师“对我特别关怀，

给了我一次机会，让我加入数学与科学

学会”。

数学与科学学会给亦涵开辟了一片

新天地。他代表华中参加了各种科技知

识竞赛，包括天文知识问答，后来还当选

了学会秘书。

刚上中一时，亦涵较为腼腆，不敢

上台，更不敢在公众面前演讲。到了中

二，英文老师Ian Barker鼓励他，要他

参加YMCA主办的英语演讲比赛（Plain 

English Speaking Awards）。他鼓起勇

气参加，发现“演讲其实并不是那么可怕

的”。后来进了班际比赛的决赛，获得第

四名。

除了参加英语演讲，亦涵中二时也参

加华语演讲比赛。由于现在工作上已经

很少用华语，亦涵自认自己的华语水平

早已不如华中当年。然而，在作这次访谈

时，他全程使用华语，甚为流利，由此可

见当年双语教育之功底。

到了中三中四时，亦涵与班上三位同

学一起组队，参加班际辩论会。他记得当

时打进了决赛，辩论课题与EQ（情商）有

关。虽然团队没有夺冠，但亦涵自己却获

得了最佳辩手奖。

到了大学念法学的时候，“一法通则

万法通”，中学年代在语言思维和辩论能

力方面的启蒙和培训此时发挥了作用，亦

涵如鱼得水。

在亦涵的年代，校长是杜辉生，当时

1985年华中毕业， 

1987年华初毕业。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曾任职于政府、企业、

商会、大学。2011年 

创办“新加坡眼”。 

作者
简介

的学习氛围鼓励学生勇敢进行尝试。亦

涵印象最深刻的是，“如果你做得不好，

就鼓励你放胆去做；如果你做得好，更是

鼓励你好好继续。”

“我中一时成绩不好，但是，老师们

没有放弃，反而一直很鼓励我。我中二才

开始用功。到了O水准预考时，全部都考

得A1，此时总算是摸到窍门了。”

如果没有华中当时的鼓励和鞭策，让

他勇敢克服局限，突破自我，那么就不会

有后来的开窍。

也就不会有今天的亦涵。

“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选华中。”

他说。

这，也许是对母校最高的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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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华中寄宿生膳食委员会    

⊙陈新嵘

二战结束以后，我和一批在养正小

学念六年级上学期的同班同学一起到华

中报名，要念初中一。我才刚满12岁却被

拒绝接受，一帮同学里我是唯一被拒的，

因为那时华中接收新生的原则是优先录

取超龄生。于是我到位于金炎路的中正

中学报名入学。

1948年秋我从中正中学转入华侨中

学，念初中三年级下学期。当时，华中每

年级的上学期是从春季开始的。

我在新加坡出生，住在大坡牛车水

区。为了节省往返学校时间，尤其考虑到

华中校风优良，加上有图书馆、实验室、学

生宿舍等，设备全；我父亲同意我转校，并

亲自带我到华中申请让我住校（那时候，

我父亲是中华总商会广东帮董事）。

学生宿舍的伙食由寄宿生自治会下

辖的膳食委员会处理，当年的华中寄宿

生伙食费每月5元，逐月或每三个月缴交

一次都可以。贫困同学的伙食费由各班

级自愿的赞助人小组代为缴交。我曾经是

寄宿生家长接待室的轮值服务员，也曾经

当上任期一年的伙食设计组成员。

膳食委员会设有采购组、财务组、伙

食设计组、水果饮料销售处。早餐有白

粥、油条或番薯、木薯、豆浆之类。晚餐

每桌三菜一汤，每顿都有蔬菜、瓜类、豆

类，加上或鱼或肉。那时的舍监名叫郭有

涛（同学替他取的绰号叫“郭有毛”）。 

大钟 楼附近有一间由校 外酒楼承包经

营的“小南天”，它不属于学生自治会管

理。学生自治会有设立一家由同学自愿

入股的消费合作社，除了销售课本、文

具，还着重推荐课外读物，如人物传记、

新中国百科小丛书、政治经济学简易教

程等。

当年的华中寄宿生，大多是来自外

地的超龄生。有的来自柔佛州，有的来自

吉兰丹州。至于来自暹罗和印尼的，一般

上家庭比较富裕。寄宿生多在课余时间

从事各人喜爱的活动，如练习手风琴、小

提琴、打篮球、羽毛球。傍晚饭后，寄宿

生三三两两结伴，在校园一面散步一面

交换课外书的阅读心得；有的应住校老

师的邀请，到老师住所谈心。

当年的华中学生尤其是寄宿生，就是

在这种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积极向上的

环境中成长。

课堂时间我记得是每堂课45分钟，

上午三节，下午两节。体育课一般在下

午，除了健身操，体育考试项目自选（有

单杆、双杠、铁饼、铅球、三级跳、撑杆

跳等）。课外运动有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此外，老师还鼓励同学们到校外学

游泳。

1949年10月，华中学生自治会上议

院一致通过致电祝贺新中国成立，之后

便宣布解散。不少学生纷纷“回国”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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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有些考入位于广州的培养国家建设干

部的“南方大学”，有的进入北京、哈尔

滨等地的中学。我最近到广州，热心当“导

游”的一位华中校友，现年70多岁，他是

1966年离开新加坡的。

195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侨

务委员会何香凝主任发表元旦广播，呼

吁海外华族青年应该“和所在地人民同

呼吸共命运”。这份元旦广播词促使我和

那些“回国”同学分道扬镳。稍后由于我

涉嫌参加“抗英同盟”的地下活动被列入 

“黑名单”，开除学籍，在家里被“暗牌”

押送去CID接受盘问了两个星期，然后被

送进四排坡监狱的政治拘留所三个月。

那 时 候 我 才17岁，免于 被 遣 送 出

境。同年10月，我被通知可以走出监狱大

门回家。条件包括限制我的居留地，下午

6时到第二天早上6时必需留在家里，每月

定时向设于思士街（编注：即丝丝街）末

端罪犯调查局的Special Branch签到，

为期一年。我申请恢复华中的学籍，但得

到的答复是：不批准！                        

顺便说说，2018年6月我在广州期

间，应邀出席了广东“华中校友会”的常

月聚餐。见到多位和我相熟的老学长和

他们的老伴。其中有前广东省副省长黄

清渠夫人杨宜珍大姐、蓝展勇、麦华南、

何君成、云大峰、卢嘉等。此外，我去探

望了年迈少出门的几位老学长：前中旅社

广东省总经理曹裕恒、前华侨新村建设

委员黄文炯、前工作岗位“保密”的蔡桂

荣等。老学长们有的视觉欠佳，有的离不

开戴助听器，有的十分健忘。但他们都积

极乐观，争取多多见证中国的日益富强。

1948年在华中念初 

中三。念高中二那年

因五卅一事件离开华

中。现定居于泰国。

1949年秋季，华中第六届寄宿生膳委会职员。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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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取华中阳刚之气	 	

⊙柳舜

1948年10月，母亲带我踏上安徽轮

甲板，从厦门远渡新加坡。翌年1月，学

长郑景耀（多届校际运动会铁饼冠军）带

着我，走进宏伟青翠的华中校园。

山岗顶端的礼堂钟楼，远望像个高

耸的碉堡。沿校门口弧形的路直上，迎面

扑来阵阵热带草木的清芬。多年以后追

寻，发现这四季流荡着的，竟是揉织了友

情、豪情和睿智的阳刚之气。

三年，仅仅三年，我愉快地吸取华

中这 款特 备的、既 温暖 又奋 进的阳刚

之气。

三年，仅仅三年时光，我4尺半的身

躯长高到5尺7，自觉摆脱了懵懂、似懂非

懂，朝向顿悟的半径。

如果无缘进入华中

数十年过去了，回想初临本地平庸的

岁月，回想一段段艰辛与坎坷，回想一个

个良师益友与芳邻，不时地问自己：如果

你没有走出厦门，如果选择的中学不是

华中，如果在华中的三年不是大时代激流

汹涌的大变动前夕，而是和风细雨催人慵

懒，那么，你的一生是否要改写？！

我没有能力给出答案。只能说：如果

无缘进入华中，我对社会与对人的了解

将停留在浅显的水面，说不准我会误入

歧途，无法自拔。

作家杏影先生（杨守默）1949年任教

华中，在一篇纪念华中30周年的献词中他

说：华中的校舍、山岗、绿茵可能是30年

不变，但人是不相同了。杏影叫得出30多

位同学的名字，通过这群同学，觉得和其

余的同学都接近了。他说：“四个月来，

我们每天见面，每天说话，我看到他们开

会，他们选举，他们辩论，他们写文章；我

看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纯朴，他们的善

良。自然也看到了他们的骄慢，他们的叛

逆……”他感慨说：这时代真是个可怕的

伟大时代，因为时代伟大，青年就非跟着

时代伟大不可。时代要他们比上一代的中

学生更能担待，更为有力。

华中，这个融汇了创办人的苦心、师

生的教学并进、社会人士的殷切期盼的

大家庭，使一个13岁像一株小草的我得

以沐雨熏风，快 速长大。没有华中，在 

“可怕的伟大时代”我将何去何从！

1949年虎豹楼住着外来求学的学

生。1950年5月31日殖民地政府策动封

校风波，迫使校方停办寄宿。学校监督

下培养学生自理能力的学生自治会、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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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级会相继消亡。大礼堂三面大墙壁各

班级竞赛的壁报息影了，生龙活虎的许多

项课外活动也遭斧斩。

我有幸目睹了壁报群，见证了别开一

面的自治会选举，同徜徉虎豹楼周围的寄

宿生谈过话。

寄宿生的知识多么丰富

通常是下午，我们在操场上体育课，

寄宿生（多数来自马来亚各州和印尼诸

岛）饭后三两成群漫步蹓跶，展露和蔼的

笑容。他们走近我。

“哦，你从中国来这里才几个月。中

国好不好？这里过得习惯吗？”

“中国好！当然好！厦门有八景，假

日老师带我们一处处远足。那里有疼爱

我的祖父祖母、姨妈舅妈、有我熟悉的街

道……”

“报上说，蒋介石不得民心，中国金

融界一塌糊涂，每到冬天上海冻死数千

数万人……”

他们问的，想从我口中证实的，我都

不知道。对一个小地方来的大孩子，眼下

的时事、金融、政治，的确太深了！我头

脑空空，无以应对。

“对呀！北方以至长江一带的动荡，

还没冲击到厦门。你年纪又这么小。”

像这样的问答，不只一两次。奇哉！

这班大我不过三四岁的高年级学生，懂

得的事情那么多！他们的知识哪儿来的？

我乘的校车是3号车，司机是个壮硕

的粗汉子，驾起车风驰电掣，猛一煞车

成排同学并贴在一起。同学们倒很喜欢

他。车厢里安静得很。同学捉紧乘车的

闲空，不是捧着书报，就是翻阅笔记。读

的报几乎清一色是《南侨日报》。

那阵子，解放军节 节进攻，蒋“匪

军”兵败如山倒，报纸大标题如：大军渡

过长江；南京解放；……我家没订报，校

车上分享标题，大概知道中国正在翻天

覆地。

书报杂志，都是华中同学酷嗜的精

神食粮。报贩“无我”天天站在礼堂附

近，旁边几叠报纸和新书。姚紫的《秀子

姑娘》刚出版，同学络绎不绝去购买。

我在图书馆当助理

1950年下半年（初二下）我领取学

校助学金，第三节下课后半小时的休息，

我必须到图书馆协助工作，主要是收书/

借书。图书馆内的书架子都摸熟了。

华中图书馆的一部分书籍，是历届

毕业班同学捐赠的，尤其是占有几大书

架的大量文艺书。二战后中国文化人戮

力创作，成果辉煌，译本也颇丰盛。大致

上有几类：第一类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

来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郭沫若、

茅盾、老舍、萧红、曹禺、冰心、闻一多、

1949年，同学们参观加冷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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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夏衍、艾芜……第二类是北方 

（包括解放区）新锐作家的力作，如丁

玲、萧军、孙犁、贺敬之、艾青、姚雪垠、

臧克家、闻捷……翻译遍及世界古今名

著：莎士比亚、易卜生、莫里哀、大仲马、

巴尔扎克、莫泊桑、伏尔泰、萧伯纳、

惠特曼、杰克伦敦、泰戈尔、但丁……其

间俄国作品质量均佳，同学们熟知的作

家有：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普希金、莱

蒙托夫、果戈理、托斯妥耶夫斯基、契诃

夫、高尔基、奥斯托洛夫斯基……荣膺卫

国战争创作奖与斯大林文学奖的许多后

进作家，如西蒙诺夫、萧洛霍夫、法捷耶

夫……都在书架上肩并肩靠紧。

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大批新作

家以新风格抒写作品，编了一整套《北方

文丛》。只记得有孙犁的《荷花淀》、赵

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

家房东》、贺敬之的《白毛女》。对了，胡

风编的《七月诗丛》在架子上也很显目。

图书馆内辟一个小房间，只容许庄亨

宗主任独自缩身办公。近门一张比麻将台

略小的桌子上，放一个精美书柜，一面是

玻璃。一眼扫去，里头有列宁的译本，有

左翼的理论书，上了锁。有人问庄主任那

些书可以借出吗？庄笑而不言。

二 战 后出版 业 兴 盛，纸 张 供 不应

求，书的内页纸质粗陋，许多用的是单面

有光纸，一面粗一面滑。封面太薄，稍碰

就裂。赠书的毕业班同学好不容易找来

白纸板，将封面封底牢牢包实钉紧，书名

作家名以美术笔、木刻似的刻画在封面

卡纸上，薄书变厚了，且过手千百次也不

会破损。毕业同学用心良苦，他们为后学

者保留了珍贵的藏书，他们是百分百的爱

书人！

值得怀念的师长们

华中读书求知风气的传衍，首先归

功于历任的各科目教师。他们之中，颇多

学贯中西，是学者，是专家；是音乐家、

画家、作家；在中国科学、文史方面造诣

非凡。殖民地当局认为他们思想进步，

思想进步多属左派，因此逼走或驱逐他

们出境。回到中国的华中老师，有成为

科学院院士的，如方宗熙；成为音乐学

院院长的，如赵沨；继续写作出书的，如

马宁、汪金丁、杜运燮；改换工作仍不忘

自己的专业的，如画家卢衡、翻译家郑伯

华、论理学家卢心远等等。上述名字，不

包括居留在新马的多位优秀老师。

我在华中的首一年半（三学期），幸

运地得到好几位老师的教诲。当中如郑伯

华、杜运燮、陈仰成、卢衡、刘豫吉、吴体

仁，都是人格学问俱佳的好老师。

求学期间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至

今难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英国率先承

1949年在礼堂参加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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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报上大标题一亮，新、马和海外华人

无不兴高采烈。新加坡华社通过各种方

式，宣示对新中国的欢迎、支持与期望。

郑安仑校长描述1949年10月1日国

庆当天，整个华中沸腾起来，宿舍和礼堂

张灯结采，五星旗随处可见，室内室外挂

上孙中山毛泽东的巨照……。新加坡人

是殖民地的居民，没有合法的公民权，

许多华裔自然而然视中国为祖国。故土

变色，从腐败政权下解放出来，谁不深感

欣慰？许多逃避“抽壮丁”离家出走的华

人，更是欢快雀跃。

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当年华校中小学例常的周会或纪念

会，都有唱国歌的先例，既然国号改了，

国歌也就从“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改唱《义勇军进行曲》了。但不是每一所

华校都敢冲出头。福建会馆属下五校，据

说是领头唱起“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的。

有个下午，周会时，训育主任瞿良走

上礼堂讲台，主持当天的程序。轮到“唱

国歌”仪式，他面向台下满堂同学，呼喊

一个名字。“蔡XX！蔡XX！”几十双眼睛

望向坐在我这边前三排一位学生。一个

个头颅转过来，望过来……“蔡同学请上

台来！”瞿良又一次催促，不知为什么，

那位同学静坐不动，似乎什么声音也没

听到。好个瞿良！只见他脸色严峻，一侧

身走向讲台早已安置的钢琴，坐下，双手

贴上琴键—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

们！……”呵呵！全场热烈鼓掌。那天的

歌声唱得特别雄浑有力！我们从来不知

道瞿良这位老师，竟是潜伏的钢琴手。

学生自治会的竞选

上午班长传达：新一届学生自治会改

选，午餐后希望大家出席“竞选大会”。

仿照西方民主制度组成的学生自治

会，由各班级推派代表组成议会（国会），

议会选出执委会（内阁），执委会主席即会

长，相当于总统或总理。

当年的特刊明白指出：自治会纯粹

以自治并举办学术研究为目的，绝不牵

涉政治纠纷，一切会议及筹委选举完全

透明。各层干部任劳任怨，少说话，多做

事，不倨傲，不居功。不能胜任工作或失

职的委员，有条例可予罢免。

我们到了礼堂，亲聆一个个竞选会

长的同学上台演说。他们真能干，态度恳

切、从容，口若悬河，句句落到实处。

他们了解华中，爱护华中；华中的主

要优点，华中的其他方面不足，华中同学

应当怎样充实自己，怎样自我锻炼以配合

时代需求，他们如数家珍，而首先是鼓励

同学踊跃参加课外活动，多方学习，增广

见闻……竞选者最后说，如果选我当会

长，我会老老实实为你们服务，从几个方

位去搞好工作，团结全校师生，务使华中

成为名副其实的华教模范，华社堡垒。那

一届中选会长的是冯以东同学。

运动会打破死气沉沉

体育是 八 所 华文中学非常重 视的 

“大事”。校际运动会举办前几个月，各

校健儿加紧训练，上届亚军本届觊觎冠

军宝座。华中也不例外，甚至要争取刷新

纪录。

那时候，紧急法令规定五人聚集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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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违法。冷空气频吹，整个社会死气沉

沉，唯有运动会，各校可以集体操练，

可以组织啦啦队，可以在运动场上大声

叫、高声唱！

华中在校际运动会之前，已经展开

校内竞赛，选拔健儿。各级同学进行乒

乓、羽毛球、赛跑、单双杠、铅球、铁饼种

种比赛，校内热气冲天。

同学自发自动参加校际运动会“啦

啦队”。这是我能挑起的唯一工作。其他

运动项目我只求60分。

到了礼堂，啦啦队员手上各执一份

油印的“口号资料”，听取领头的同学指

导：赛前、赛后要怎样呼喊。我们跟着领

头羊演习了：

谁的脚快？伯琴的快！（重复喊）

快快快快！呜啦！

洪亮的声音今日仍萦绕耳旁。

《狂欢之夜》激活戏剧细胞

华中戏剧会的名气，仅次于中正戏

剧会。我进华中那年，《狂欢之夜》（果

戈里《巡按使》）在年底演出，地点华中

礼堂，由范经导演，其中一位主角是郑有

国。有国不久赴华，进入戏剧学院，成为

优秀的剧艺人才。后来到香港发展，辗转

回到新加坡，一生拥抱艺术，培养后进，

不遗余力。我一向喜欢戏剧，经常出席华

社的文娱表演会。《狂欢之夜》又一次满

足了我的强烈戏剧欲。

华中大家庭：知识的摇篮

华中——是的，华中还有些什么？

华中的人！华中这融洽的大家庭！

叔伯姨婶——华中的家长们/

老师们。

胞亲堂表兄弟——不同年级

的同学们。

在我们求学那样的年龄，生命的白

纸洁净无瑕。爱读书，爱活动；求真理，

长义气；敢奋斗，不低头。这些品质，在华

中大家庭获得保护，迅速发扬开去。多少

届华中毕业生走进社会，加盟职场，无论

待人接物，服务社群，从事专业，变换环

境，都能凭着勇气、毅力、机智、群策，创

造“从无到有”的奇迹。

华中是我思想的依靠，知识的摇篮，

智慧的根蕾！

原名孙泽宇，华中肄业，

早年任银行职员、采访

记者、报社编辑，后来

从商至退休。1954年至

1956年同爱好文艺学

友合办“人间出版社”，

是《人间半月刊》主要

编辑。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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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头大哥和颐年俱乐部
⊙ 陈质彬

论说龙头大哥陈龙得，就不能不说

华中颐年俱乐部，两者不可分离，几成一

体。他任20多年华中校友会会长之后，

就着手筹建和带领“颐年”20年，这是他

精神和力量最注入的20年，是他人生中

最后的20年。

1988年，“颐年”在筹建的同时，就

为在母校竖立陈嘉庚铜像而发动捐款，

并派王声泽学长来广东校友会，联系协

助进行。这铜像，对母校是具有历史性意

义的，也是“颐年”成立的第一响炮！

1989年初，新加坡校友会邀广东校

友会派数名代表，前来参加母校70周年

大庆。当时申领入新签证的条件极其严

苛：要在新加坡有直系亲人或社会名望

人士担保，要担保人下大笔按金，上法庭

宣誓……这些，被选出的代表都不具备，

眼看大好美事即成泡影，又是王学长两地

多次奔波，终于在“颐年”中找到具名望

的学长，乐当担保人。这一善举，使两地

校友来往的人增多了。广东校友无不感

动万分！

代表中的我，原是英统治时期被强

驱出境的“政治犯”，独立后的新加坡政

府对这些人还是戒心重，不欢迎。我在新

加坡原有一姑母，书信来往颇密，表兄弟

在商界也有一定地位。此前曾与他们试

探，感到此事很难办。如今，“颐年”的学

长，愿担风险，助我越过这第一次难关，

今后就不难再申请入境了。这位学长，我

从未谋面，只因曾同是“华中人”，就愿为

我作保，我怎不对他感恩万分？我要深深

面谢的！

手续难办，拖了时间，我们抵新时庆

典已过，校友会仍热情周到接待。随后自

由探亲访友。一天，同班的杨贵诚带我去

参加“颐年”聚会。会上人数近百，我一下

见到好多久别的同班、同级、同寄宿的老

友，他们相继前来招呼，互问别后情况，

太高兴了！蔡妈德、许登科等学长，得知

我有意再赴印尼，探访久别的爸妈，便热

心为我分析中印断交后印尼的情况，劝我

暂勿冒险前去，令我感到校友们的关怀。

分手时妈德说，今后如再来新加坡，一定

要来找我们！真亲切！这是我此次访新

中最难忘的一天。这次龙头大哥是否在

场，我不知道。

声泽学长带我们去见林东鲁等前辈

学长，去尝肉骨茶。有一晚，吩咐我们穿

着要好些，带去参加扶轮社的晚宴盛会。

他说这一围是龙头大哥认捐的，他有事未

能来相陪。

临离新回广州前夕，龙头大哥特设宴

为我们饯行。他来了，问了一些广东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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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龙得（左）获得颐年俱乐部第一号

会员卡。右为颐年老秘书曾庆元学长。

珊顿道老巴刹茶叙是由陈龙得在1994年发起的。

会的情况。分手后，声泽才私下拉我到一

旁，细声告诉：“你的签证是龙得会长担

保的！”哦！原来是他，我早等着面谢，但

来不及了。看来他是有所吩咐，不张扬，

不让告知。我一回到广州，立即写一长

信，深深致谢！

广东访新的校友渐增，返穗后，总要

被邀在校友聚会上介绍见闻和感想，让

大家共享，话题大多集中于“颐年”。

“颐年”有会所了，地点选得好，交

通方便；每天定时开放，有人接待，随时

可去。那里设施不错，可聊天、喝茶，查

看母校资料，打麻将消磨时间，天天有不

少人来，张根发老师、谢永璋老师是常来

之客。

“到新加坡一定要去颐年走一走，

在那或许可以见到意想不到的老朋友，

也可约老友来此相会，遇到问题，可到那

里请教……”

“如碰上星期天，还可以到老巴刹，

有免费的咖啡招待，可以见到更多的校

友，‘颐年’会长也常来。”

我自己就曾经在会所无意中见到一

同学，他很有兴趣地谈起王清泗，赞扬

他当年搞地下活动的精彩技巧。在此约了

叶迎章、刘广生、宋南星、吴志明、姚义

夷、翁志集等来相会，然后回逛新加坡。

我在此详阅当年各班的纪念册、历届校友

会特刊。湖北来的汪志祥还专带相机，将

册中一些照片一一翻拍下来……

“颐年”的活动有其特色，丰富多

样：组织回校日、敬师日，热情请简师班

女同学入会后，庆祝母亲节，还奖励在学

的优秀学生。 

我赴印尼，路过新加坡，因不想打扰

人，未去“颐年”。也不知“颐年”怎么得

悉了，友善地来电批评我，“下次一定要

来！”

王崇春返新与兄共度春节，也是出于

不想烦扰人，未去“颐年”。又被得悉了，

来电催他一定要去，要立即去。龙头大哥

一见面就说：“你应该来，不能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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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到广州、北京两地探望老同学。

黄小瑞访新，碰上星期天，想去喝咖

啡，见识热闹情况，但不识路，电话告“颐

年”，“颐年”即派人来带。

龙头大哥等颐年人，对远方的我们，

就是这么真情亲切。

记不清从哪年起，每逢新年、春节，

广东校友会和每一理事，都会收到“颐

年”的一张贺岁卡。其中有几年，每张贺

岁卡上，还签满龙头大哥等一大批“颐

年”骨干的亲笔。贺卡承载着多厚重的校

友情！

“颐年”组团游山玩水之外，还组团

专访广东、北京、厦门等海外老校友。更

感人的是不顾风险，访问被阻于泰南的

风云人物——方、陈、贺等，说明其校友

情之深。

19 9 5 年那一次，龙头大哥 亲自带

领“颐年”数十人来广州。我们组织大批

校友，到机场拉着大红布条迎接，陪送

到华厦大酒店下榻。当晚，“颐年”在华

厦设宴，与我们大联欢，还请南中校友参

加。这一次，为一大批分别多年尚未相见

的校友，创造了难得机会。各人各找自己

的同班同级老朋友，争相细问别后情况，

继又各班各级，一起合照。那热烈高兴之

情景，令人难忘。这又是龙头大哥与“颐

年”办的一大好事。离开时，龙头大哥得

悉广东校友会活动费甚缺，临时留下数

百元，表其心意，数目虽不大，但心意深！

1996年，董事会出双胞胎事件，争议

不止，还要上法庭。广东校友也关心、焦

虑。终于见到“颐年”的声明，吁双方为

母校未来着想，私下和平解决，改选。这

是龙头大哥和颐年处事风格，不争高低，

应共求解决问题之方，合我们心意，否则

华中主权旁落，社会声誉受损。

1999年，母校80周年大庆，广州组

团30多人，晚上11点飞机才着陆樟宜机

场，办手续取行李，到大厅时，已近12

点。只见华中和“颐年”的会长、秘书、理

事等一大批人，横拉一幅欢迎红布条，令

人惊喜、感动。见面握手后，“颐年”即把

几天的活动表分发，人手一张。第一项，

便是第二天“颐年”的欢迎盛宴。最后，

又有龙头大哥个人设宴会饯行。

20 0 2年，华中广东 校友会在广州

主办首届全球校友嘉年华会，筹办中就

得到“颐年”的鼓励、指点和相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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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再次和同学在广州相见欢。

时，龙头大哥亲领数十人的大团来了，团

中有坐着轮椅、请专人陪护的王吉德学

长，还有也坐着轮椅、带着一家三代共七

人的陈永远学长，表明了校友们为了相叙

而不畏奔波、艰难之心。如此真情，怎不

令人感动。大会结束，即将分别时，我们

几个工作人员又和龙头大哥倾谈，他除

了勉励我们，又重述他在大会上说的：一

是他已长时间在物色理想的接班人，把 

“颐年”长久办下去，办得越来越好；二

是2003年“颐年”15周年庆，广东校友

会一定要组织多些人参加。

2003年3月，我们组织了30多人的

大团，依期赴新参加“颐年”15周年庆

（同时也是华中校友会 8 0周年庆等，

称五庆）。飞机又是深夜抵达，走向飞机

场大厅，见到年过80的龙头大哥，领着 

“颐年”的副会长、秘书长，还有校友会会

长、理事一大批人，早已久候在那。我们

十分高兴，但更过意不去。仍然是第二天 

“颐年”设宴。随后几天的行程，都是 

“颐年”租专车陪带活动：看看母校、

参加音乐会、包票请全团人参加千人宴、

参观广惠肇碧山亭、孙中山晚晴园等等。

几天中，龙头大哥不顾劳累，一直亲自相

陪。活动间隙的休息时间，龙头大哥约我

们工作人员一起，探问中国有什么特色的

小物品，适做义卖筹款之用，要我们去找

一找。看，他又为下一善事操心了。如同以

往，临别新加坡时，他又私宴我们几个工

作人员，交流工作。

“颐年”不但是新加坡华中乐龄校

友的联络站，也是中国华中校友抵新期

间的“家”，中国校友组团赴新参加盛

会，住宿多是投亲靠友，个别无亲友可投

靠的，“颐年”就代找廉价旅店，新加坡

旅店费偏高，那时中国人收入尚低，“颐

年”有时还补贴或代付。其他大小诸事，

几乎全包了。

数 届 校 友 嘉 年 华 会的 举 办，从 筹

备、发动到举行时间，“颐年”都是全力

以赴，有些工作，它是难以缺少难以代替

的一方。它也是联系境外广大老校友最

好的联络站。

2004年3月，我们又组团去参加母

校85周年庆。隔日，又是“颐年”设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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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校友们在丧礼上向陈龙得行告别礼。

风。宴后，见龙头大哥满脸忧愁，心事重

重。原来他原选定的接班人麦兆衡，忽

得奇病，已入一特殊疗养院治疗。他吩咐

我们快去疗养院探望他、安慰他。我们

去了。回来后，他又连问我们怎么样？能

够康复吗？表现了他对颐年人员的深切关

怀。又问，如他身体不行，那么，怎么办？

谁当接班人？要我们参与意见，其中试提

几个人名。龙头大哥是一个处事公开，爱

与人商量的人，他也把我们当作自己人！

2004年7月，第三届嘉年华会，议定

由福建校友会主办。时间已近，能否如期

举办，福建、厦门、香港、广东、“颐年”、 

校友会，借3月份各方聚新之便，频频交

流。其中，龙头大哥也提了不少具体意

见、方法。

大会举办之时，龙头大哥却因年事

已高、路远和身体的原因，不便出席。其

他“颐年”校友也未来。只派代表两人，

代表“颐年”大会致词，互赠纪念品等。

我们感到可惜，更是怀念龙头大哥。

2006年7月，第三届嘉年华会在马六

甲举行。龙头大哥在他人陪护搀扶下来参

加了，大家十分高兴！

晚宴前，到会者在茶厅中休息，饮用

茶点。只见大哥安详地坐在一旁，高兴地

欣赏这群学弟学妹们相会的快活情景。

晚宴开始，第一道菜上的却是龙头

大哥请大家先吃吉祥如意的红龟粿，这

又是龙头大哥用心的一大创意！

隔天大会上，代表“颐年”上台致词

的是洪源泉副会长。大哥静坐下面认真

聆听各方的发言，继又跟随大家一起去

照集体相。他此时身体一定很疲乏，可他

不愿离开大家！

会间闲时，我们又和他闲聊了。

崇春问他为什么爱找我们聊天，他

答：“你们听话、合作，能够帮做事。” 

“我是做事的，不善说话。”

祝泽清是原“颐年”祝启宇的五姑

母，大哥也随和，一向跟着称她“五姑”，

相互谈话，无拘束，亲近、直白，无所不

谈。他连答泽清几个问题：

“华中就是我的家，我到学校，种种

花草，只是尽了我对华中的心。”

“你们就是我的亲兄弟姐妹，我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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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第二届（1949

年）简师班毕业生，

华中广东校友会前

会长，2015年10月

17日逝世。

作者
简介

这里，去哪里呢？”

“红龟粿不给你们吃，给谁吃？”

“只要每个华中学生都能‘自强不

息’，华中就能了不起！人要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我为了再次感激他，又提起他担保我

首次入境新加坡之事。

“你给我写的信，我还记得，写得不

短。”他是做大事的人物，但并非“贵人

易忘事”。

2009年3月，我们期盼的第四届嘉年

华会如期举行。我们也期盼的再见龙头

大哥的愿望却落空了。“颐年”20周年大

会上，广东代表王崇春登台的第一句话就

是：“龙头大哥，你为何走得这么快……”

表达了我们怀念和惆怅交织之心。

2010年“陈龙得追悼会”在华中校

友会“庄丕唐堂”举行。我们用心写了一

篇尽力表达我们心意的悼词。但还是觉

得词仍未尽意……

龙头大哥走了，但他的精神长存我们

心中。他堪称华中校友的标杆，是我们的

榜样。

龙头大哥抱崇高的人生理想

他一生做公益善事。由于“饮水思

源”，最集中于为母校为校友。

他的善事是广泛的，除了为母校、校

友外，还广及社会、公园、医院、宗亲会，

以至境外的海啸、地震灾民。

他为善，不但出钱出力，而且是十

分费心尽心的。点子多，方式多，层出不

穷，多有创意。

他为善，是有带动性的。自己做 好

事，也想更多人一起来做好事。人人敬服

他，乐于跟随他，响应他。

他为善，从他在华中班上就乐于服

务、义捐起，后来是长年累月的，连续不

断，无止境的，直到他一生的最后！

龙头大哥具真诚朴实、谦和厚道

的做人美德

他在台上讲话，简洁精 短，无客套

话。台下交谈，则轻松随和，可细慢长聊，

无所不谈。他贡献大，成就大，人人敬仰

爱戴，堪称伟大，但毫无架子，平易近

人，人人喜欢。我们访新期间，在会场，

在会所，在星期日咖啡会，在外出参观的

队伍中，随时可见其身影，相伴着我们。

他是头领，但始终都在我们大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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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感谢华中校友会

在1970年代初，华侨中学董事部响

应教育部的呼吁，建立初级学院办高中课

程。学院在1974年开始，命名为华中初级

学院（简称华初）。华中从此停办高中，但

华中学生并不能直接进入华初，要和其他

中学学生一样用中四会考成绩，达到入学

分数要求才可进入。

我在1974年初被教育部派到华初担

任中文部主任。当时学院分为华、英两种

源流，各有文理工商四个科系，华文源

流的教学媒介语是华文，与英文源流不

同。作为中文部主任，我知道华初是由华

中董事部开办，应是华中的延伸。但当时

两校的领导不同，办学理念有异。虽近在

咫尺，但不相往来。我深知华中的创建历

史，感佩前辈如陈嘉庚先生、李光前先生

等先贤们艰辛办学的努力与奉献精神，

便一直以延续华中精神和发扬华族的优

良传统为己任。

有鉴于此，在1975年开始，中文部吕

振端老师建议出版文艺刊物时，我非常

赞成。但校方说明没有出版经费，怎办？

我和吕老师拜访华中校友会会长陈龙得

先生和王声泽先生，两位长者二话不说，

答应协助。一下子，就为我们找到四年的

出版费用。我一向认为华中校友如大哥

般，对华初弟弟爱护有加。

学院有文学戏剧辩论学会这项课外

活动。1976年，我们计划搞演出。谢一

华老师建议以戏剧比赛方式，让文理工

商学生各派一组参赛，在礼堂举行。当年

2月我随家人到澳洲驻留一年，把第一届

的戏剧比赛工作交给谢老师和其他老师

负责。但记得比赛当晚，我身在南半球，

心里则牵挂比赛事宜。在资讯不发达的

年代，我苦等了整个星期，才收到谢老师

来函说活动进行顺利，我才如释重负。

1978年，学生希望对外演出。但校

方坚持要华英语戏剧会合演，才能拨点

经费。结果，华英两戏剧会各演一出戏，

到维多利亚剧院举行《戏剧之夜》，但反

应不佳。翌年，我们又回到礼堂举行华语

戏剧之夜。

1979年教育部开始实行教育统一政

策，南大关闭，全国的教学媒介语改了。

在学院，除了华文一科让文科商科学生选

修外，全部科目都改用英文，大多数华校

生都没有机会学习华文。我想，这样恶劣

的大环境，保留和传承华族文化，华文部

是责无旁贷。我们唯有通过课外活动，

才能让来自特选中学的学生继续接触华

文。逆境中，我们坚持出版文艺刊物、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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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演出和华语辩论比赛；又改“文学戏

剧辩论学会”的名称为中文学会。

1 9 8 1 年 ，柯 思 仁 同 学（现 南 洋

理 工 大 学 中 文 系 副 教 授）担 任 中 文

学 会 主 席。在 他 的 积 极 领 导下，学 会

充 满 朝 气 活 力，他 们 决 定 把 年 度 演

出，定名为“ 黄 城 夜 韵 ”。19 8 2 年 在

学 院 礼 堂 推 出 第 一 届 公 开 售 票 的 

“黄城夜韵”，反应热烈，2000张票都供

不应求，加强我们准备在1983年到维多利

亚剧院公演的信心。

从1974年到1996年在华初服务的

23年，我见证“黄城夜韵”(以下简称黄

城)的孕育和成长。它就像个婴孩在集思

广益下诞生，但抚养这个婴孩，还有一段

漫长艰辛的道路。首先，演出要经费，钱

从哪里来？每年演出，承蒙华中校友如庄

昇俦先生、蔡世家先生、杨有瑞先生、黄

志华先生、胡名正先生、自强投资公司以

及其他校友会执委解囊相助，确实令我

没齿难忘，永铭五中。没有他们，也就没

有“黄城”。

二、里程碑和生力军

开始时，“黄城”的节目是综合性的

诗歌朗诵、相声、哑剧、古装短剧和现代

短剧，没有原创，都是把现有的脚本搬

上舞台。我是戏剧门外汉，老师中也没有

科班出身的。但我们众志成城，全力以

赴。去看演出，观摩别人，找戏剧界朋友

指点，和学生们一起学习，一起成长。每

年年中，我们就开始为来年的演出找剧

本，遴选演员、排练、借道具、拍剧照、写

1993年12月3日，华初重建校园开幕。

在外四年七个月，华初重回武吉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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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稿。当时的报馆非常慷慨，用整版篇

幅刊登我们的剧照和宣传稿。年复年， 

“黄城”的名字在学生界铛铛响起。

我们的演出从两晚变成三晚，每晚

满座。演出消息一登出，许多中学生就开

始集体订票。也有不少中四生坦言是为

了“黄城”选择到华初。后来，新山宽柔

中学还用巴士载学生过长堤来看戏。演

出前，毕业校友都回来帮忙和支持。我们

当然也越演越起劲。

初 创期 间，台前 幕后只有 3 0 余 会

员。1990年代开始，每次谢幕，有整200人

在台上欢叫喧笑，相互拥抱。接着，《唱一

首黄城的歌》又把激昂奔放的热情溶化为

依依不舍的难忘之情，烙印在每个参与者

的心中，成为青春的永恒。目睹这样的情

景，我们怎能不坚持下去，继续前行呢？

1990年，柯思仁同学留学归来，回

到学院执教，也被委任为中文学会导师。

年轻有为，勤奋博学的他，给“黄城”注

入新元素，带来无限创意和新气象。他使 

“黄城”成为学生原创的戏剧演出，请来

专业戏剧老师黄美兰女士指导；让舞台总

监、导演以及负责音响、道具、灯光等各

部门的同学接受培训，给他们空间去思

考、摸索和创造。“黄城”趋向专业化，

组织更加严密有序。从此，“黄城”的发

展进入新的里程碑，成为学生戏剧界的

生力军，更为我国剧场培养不少接班人。

三、不可低估的收获

戏剧演出是一项复杂、费时费劲的集

体工程，需要有总监、导演、演员、布景道

具、服装化妆、音响灯光、摄影宣传、票

务催场等职务，需要群体配合和努力。记

前华中初级学院 

中文部主任（1974年- 

1987年）、前华中 

初级学院副院长

（1987年-1996年）。  

作者
简介

得，有无数个傍晚下班前，我会走到第一

讲堂底下的空地，看会员们埋头做道具；

看导演和演员在课室排戏，我好心疼。心

疼他们要工作至夜里，心疼他们要拖着

疲惫身心回家赶作业，要应付接二连三的

测验……我也好担心，担心他们被父母责

备；被科任老师责骂；担心他们考不到好

成绩，不能上大学。记得，一位家长凶巴

巴来训斥我们害得学生荒废学业时，我

也很矛盾。到底我们还要“黄城”吗？

回头看，我的顾虑是多余的。如今，

许多从“黄城”走出来的“黄城人”，都

已经成为社会栋梁和国家人才，他们在

传媒、剧场、音乐、教育、医学、法律、资

讯等方方面面都能作出贡献。最重要的

是，这样的活动使他们培养热爱文化、勤

奋刻苦、坚毅、守纪律、协作、团结等优良

价值观；也训练他们的领导、组织和策划

能力。这些锻炼对他们后来在社会立足

起着很大的作用，对他们来说，这是不可

低估的收获。我一贯相信指导学生做事做

人比指导课业更为重要。

我个人的“黄城”故事在1996年画

下了一个美丽的句号。但黄城里的“黄

城”故事依然在上演，而且越演越炽热，

越演越成功，如松柏长青，日月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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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华中人
⊙广东华中校友会

100岁的华中，培育了无数学子，如

今遍布世界各地。一群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抱着一颗赤子之心陆续回中国的华

中人，1982年4月8日在广州率先成立了新

加坡华侨中学广东校友会。它隶属于广东

省侨联，成为该团体的一员。

成立校友会并不一帆风顺。缺钱、没

活动场所、如何联系校友们都是问题。但

在热心的校友蓝展勇、王先煜、丘采田、

陈冠华与何镜澄的努力之下，获得校友们

的支持和捐助。香港的许宜扬、许宜耀、

巫丰杰是资助的得力者。初期的活动场地

也多在校友的住家或借用有关单位。校

友们都非常积极参加活动。人数由开始

的40多人发展到近70人，还和以后成立

的北京、福建、香港校友会建立联系，对

散居在中国各地的校友也加以关怀，与新

加坡母校校友会和颐年俱乐部也通过书

信、电话保持密切的联系，为回新加坡或

来华的校友们探亲、旅游提供帮助。

这些校友在离开母校回国时来自不

同班级，有初中的、高中的、也有简师班

的。除了一位在1930年代即奔赴抗日第

一线的吴田夫和两位参加解放战争的谭

力浠和司徒凡音外，其余都是1950年代

或1960年代回国的华中校友。几十年来

他们不忘爱国初心，不忘“自强不息”的

母校校训。他们努力学习、勤恳工作，在

不同的岗位上为新中的建设作出应有贡

献。他们当中有行政干部（广东省副省长

和侨委干部）。有高校的教授和讲师、

中学教师和小学校长、工程师、医学界的

专业人士和专家，还有在国营企业当第一

把手的等等。可以骄傲地说，这些华中学

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在 广 东 校 友会里 还有四位 老师：

杨樾、林枫、蔡自新和刘尧咨。他们大力

支持校友会的工作，受到校友们的尊重

和爱戴。另外还有为数不少的家属，他 

们是老师的夫人、子女。或校友们的夫人

和遗孀、子女。他们热情地支持和积极地

参与校友会的工作，和校友们建立了融洽

的感情，这是一支强有力的后援队伍。

校友会自成立以来做了如下的工作：

一、招商引资：把原广州华侨大厦扩

建成一座39层的华厦大酒店。牵引的校

友有黄清渠、蒋成发、蓝展勇和曹裕恒

（曹裕恒是当时广东中旅社的总经理）。

他们联系了梁庆经、王声泽等校友，经过

洽谈、协商，很快就把酒店扩建起来。它

是当时广州市不多的四星级酒店之一。

我们就是在这家酒店举办第一届嘉年华

会。它的建成惠及许多校友。

二、为母校出了点绵力：当广东校友

蓝展勇、黄清渠、蒋成发等得知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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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年俱乐部要在钟楼前为先贤陈嘉庚立

塑像后，他们积极奔走联系雕塑家。并

且关心整个铜像雕塑过程，及时提出修

改意见。这座伟人的铜像如期运到新加

坡。屹立在校园大钟楼前草坡上，让凡

曾在华岗这块润土上受过教育的学子常

能瞻仰先贤，做到“饮水不忘挖井人”的

古训。

三、举办黄清渠校友归国45周年（逝

世五周年）纪念活动。这个活动在1994

年11月在华厦大酒店举行，一起主办的有

广东省侨联、广东省致公党、广东省海外

交流协会、广东省信托投资公司和广东省

中国旅行社；由新加坡校友梁庆经学长出

资赞助并编印纪念文集，留传后世，启迪

后人，供大家缅怀清渠。

四、举办第一届全球校友嘉年华会。

这是一次盛大的聚会，前来参加的有新

加坡校友团、香港校友团和来自美国、

澳大利亚、泰国以及国内各省市校友共

183人。住宿、开会、用餐都在华厦大酒

店。准备工作完善，接待工作热情而有

序。嘉年华会活动内容有：开幕、闭幕招

待会，小组座谈会，广州一日游和珠江夜

游，最后还出版一本纪念特刊。这是一

次华中人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我们

开了先河，此后每两至三年在厦门、马六

甲、新加坡、博鳌、槟城等地也举行类似

的嘉年华会。我们广东都有组团参与。

五、接待过来自国内和世界各地的老

师和无数校友，计有沈文炳老师、李宏贲

老师、林我铃老师、杜运燮老师、马宁老

师等。

六、组团参加母校70、80、85、90周

年校庆。组团新马泰游和国内游。

七、校友会成立后，经常组织成员去

关心和慰问有病的校友。有个别校友年老

不方便出门，当他生日那天还组织校友到

他家祝贺，送上生日蛋糕。

广东华中校友会和母校校友会、颐年

俱乐部渊源流长，联系繁频，丰富情感。

我们虽各处一方，但源自同处，情真意

切，思念相连。凡到新加坡探亲的校友都

会到老巴刹与校友喝咖啡，到俱乐部或校

友会探望老朋友。母校校友会的期刊《华

岭》也如期寄来，使我们及时了解母校以

及校友会的动态。

我们回国时多是十几二十岁的热血

青年，如今都已是耄耋之年。四位老师也

都已仙逝。校友中有些也已作古。现存者

有的也行动不便或健康不佳。每次聚会

总觉得人来少了，但不论来几个人，能来

就好。我们坚持每个月最后一天聚会，给

下个月生日的校友贺生日，齐唱生日歌。

聚会见面时大家无所不谈，嘘寒问暖，友

情浓浓，其乐也融融。大家珍惜每一次的

聚会，并期待下个月末的再见面！

2018年8月9日，五位80岁以上的老校友在广州欢聚。

左起：杨宜珍、黄文炯、王先煜、丘彩田和曹裕恒。

他们是华中广东校友会的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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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里的棕榈树 
⊙莫河

每次打从荷兰村出行，沿着武吉知

马路不远的四里半路程，那排排绵延的

建筑物，横字摆的显现在眼簾里，那不

是我熟悉的母校——华侨中学么？

在1950年代时起，我就在她的怀抱

里，跟随着漫漫岁月而成长。如今，我已

是位80出岁的沧桑老人，有些事，已淡

忘得无从诉说，但在华中生活的诸多生

活点滴片段，想忘掉，却又牢牢的粘贴在

记忆里，骤然之间，已有80多个远逝的

寒暑了。

1952年时，我在荷兰村克明学校小

六毕业，报考华中，幸运的榜上有名，成

为华中的孩子，在母亲的胸怀里，露现骄

傲的微笑，这也是小时的梦想，能够实现

梦想，当然是雀跃万分啦！

那个年代，家境贫寒，连一日三餐都

成问题，能够穿上白衣黄裤的校服，踏进

华中的门槛，脚步是轻松的，内心的欢腾

是不言而喻的，感觉晨曦为我铺路。

回想起上学放学时，从荷兰村乘搭

郑古悦公共汽车，穿过花拉律，到达四条

半哩下车，10间楼房在眼前摇晃，是我

青少年常访的地方之一。那当时的花拉

路，在拐转时，可以望见建立于山坡上的

民主学校，雄视日夜从校前马路上呼啸而

过的车辆。原先是树木野草丛生，处处可

见的亚答厝，鸡鸣犬吠的村落；花拉路并

不嚣闹，寂寂的负起它的神圣任务。几

十年前，是荒凉的，时至今日，它却是组

屋、公寓、矗立云霄的高楼大厦林立，灯

火灿亮，没有村庄，民主学校被其他的建

筑物所代替，一切只能从记忆里寻觅，地

铁从隧道驰骋而过，花拉路已不是从前

的原貌了，我们也苍老了。

记起50年代时，每逢雨季，花拉路、

武吉知马大路一带，霪雨泛滥，这里那

里，汪洋一片，汽车抛锚，我时常脱掉鞋

子，涉水而走到学校。华中屹立在山岗

上，俯视着泥黄的雨水，打从眼前奔流

而走。

后来，家人买了一辆铁马，我出门方

便得多了。我拥有了自行车后，却少从花

拉路经过，我喜爱从荷兰村子的对面，跨

过大路，穿过许多洋楼小径，转入华中校

园后面的“巴桑家”甘榜，望着无数的田

舍小屋，郁树处处，火红的红毛丹，在园

子里向我闪烁着诱惑的眼眸。午后放学

路过洋楼的园子里，是没有围设篱笆的，

红毛丹树并不高，随手可采撷。我走近树

旁，采了几串红毛丹，吊挂在车柄前，一面

踩着脚车，一面吃着红毛丹，是青少年时

最逍遥、最欢悦的一段时光，但这些事，

一瞬转间，就过去了，不再回头了。是的，

往事只能回味。

云树苍茏，海阔天空里看我校。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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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大门，两旁的树木，像士兵排立着，忠

心耿耿，永远呵护着她的学子。我喜欢路

旁的几株松杉，默默在风夜里生长，顶天

立地，在风雨中煎熬，不计较名分，不与

繁华争春。我已有一段颇久的岁月，没有

回到它的身旁，也许老迈了枯萎了？倘若

还在的话，它和我一样的苍老了。

走上斜坡，虎豹楼、国专图书馆、

大钟楼、红瓦白墙的教室，显现在眼底，

最后一排教室，靠近后门的门碑，是我初

中一上课的课室。不管是风吹雨淋的时

分，只要我路经武吉知马路，我总是转回

头，目不转睛的痴望着70年前，我读书学

习的场所。

大钟楼前的一排棕榈树，是给我印

刻最隽永的景象。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晓

得谁是耕耘者？更不要谈起树的年龄了。

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我略晓得是在1941

年间，就站立在大钟楼前，见证了历史的

变更。现在再回到山岗，几乎见不到它在

风雨里摇摆的风姿，再见棕榈，梦里的棕

榈树。直到往后，在我工作任教的办公室

前面，生长着两株棕榈树，日夜陪伴着我

度过许多欢乐的岁月。我不再为棕榈树

而苦苦的纠缠，真想在睡梦里，能再见棕

榈。

运动场上的树木，也是我打从它的阴

影下，走向课堂。课室外的台湾相思树，

被砍伐了，丧失去了遮荫送凉的功效。

生活在山岗上的记忆，是鲜明而难

忘的。回想起上午9点钟左右，郑安仑校

长每天风雨不改的站立在课室外巡视，

五分钟后又到另外的课室，一间紧接着

一间走去，这是华中跟别的学校不同的

地方。

我上过赵满源老师的历史课，他戴

着深厚的眼镜，带领

我 们 走 进 魏 晋南北

朝、唐、宋、汉、元、

明、清的历史里，顿

时 也 变 为 古代 的 子

民。跟随者陈维生老

师的生物课，到“奎

笼”捕捉鱼类作为标

本，认识了许多鱼类

名称。在郑金发老师

的地理课，遨游中国

的大江南北。上高中

的历史课，丘絮絮老

师写黑板时，耸一耸两旁肩膀，犹似苍鹰

展翅，他的动作，是我们难以忘怀的。丘

老师是当时马华著名的小说家和诗人，

出版了诗集与小说集，在《星期六周刊》

和《蕉风》常见他的小说。卢绍权老师 

（苗秀）是位英文老师，却以华文写作，

是马华文坛的名家。叶文祺、胡鸿烈老

师，给我留下深刻的记忆。上中三卢涛

的 华文，因 老 师 讲 书 时，带 着 浓 厚 的 

“海南腔”，不易听得懂，因此卢老师总

是在黑板上，密密麻麻的板书，让学生们

一目了然的会意书中的课文。卢涛老师国

学根底深厚，常替《星洲日报》写社评，

作品在《星洲周刊》发表，出版了几本著

作。中一、中二的华文老师李家斌，一口

纯正的华语发音令人陶醉。1962年她在

师训学院当讲师，常在我的惦念中。

我也上过陈文希老师的绘画课。他

对同学的画作，激励有加，态度和蔼。我

很早就上学，当时陈老师居住在日本兵

遗弃的货仓里，一个时期也是联华小学

的办公室。当时他饲养了一只长臂猴，每

天早上风雨不改的站在屋前，观察猿猴

卢涛老师国学根底深厚，

常替《星洲日报》写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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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神态动作，因此他的长臂猴画得

栩栩如生，出了名。

我上过画家陈宗瑞老师的绘画课，

印象也是深刻的。记得有一回，我与陈

川强（烈浦）同学，一起走向虎豹楼上课

时，在篱笆旁的红毛丹，硕果累累，我和

烈浦从草地上拾起石块，抛向树丛，结果

被陈老师发现了，被罚站在课室前面。这

件事，怎能忘得了？还有体育老师张修宪

的“满江红”体操，那壮观的场面永留在

记忆里，后来在师资学院时，又上他的体

育课，说来有缘吧！

华中是个温馨的大家庭，同学们自

动自律，互相关怀，把温暖，像热带的阳

光似的，不分彼此的照耀着，这种精神，

是不易遇到的，如今还感觉到丝丝的温

热，在雨淋的寒夜里，瞧见黎明的晨曦，

照满了门窗。

回想起1950年代，我在初中修业那

年，参与了该届的初高中叙别晚会的歌

咏合唱团，是由我国前总统王鼎昌同学领

导指挥。那个时候，鼎昌同学高中时，瘦

长的身材，戴着一副眼镜，文绉绉的一介

书生。放学后，大家集合在大钟楼的课室

里，由他指导《小路》《掀起你的盖头来》

《长城谣》《朱大嫂送鸡蛋》等歌谣，当

时烈浦与我都是团员之一。事过几十年

了，当时的情景，是清澈的，难忘的。

王鼎昌当选我国总统，顶天立地，受

到各阶层的拥护尊爱，是华中的光荣与骄

傲。在山岗上成长的孩子，煎熬一生，傲

骨风吹雨打都笑傲世间横眼望观世界。

在华中念书时，是不容易的。我家境

清寒，每一次在餐厅吃饭，魏和平同学都

替我付钱，免得我吞口水挨饿。

魏同学当时家境不错，居住在马里士

他路一带，为人热心慷慨。当时他拥有一

辆簇新的自行脚踏跑车，自知我喜欢，并

与我的旧脚踏车交换，无条件的让我贪

馋的心，获得满足。踏了将近月余，又把 

“跑车”交还原主。我时常踏着脚车，穿

过咖啡山、警察学院来和平家，他请我去

他家附近的罗惹摊位吃罗惹。这摊罗惹

是这里最著名的小食，令人回味无穷，口

齿留香。他的家不远，就是电影院，他也

常买戏票，请我观赏好戏的演出，数不清

有多少次在他家用餐。离开华中后，我们

还保持联系，现在彼此都老了，但许多美

丽的糗事，还遗留在心潭里发酵。

想起魏和平，我也不能把陈天炎同

学忘记。陈天炎同学是位半工半读的学

子，骑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上学。写得一

棕榈树长伴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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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好文章，作文比赛，往往榜上有名。

他对我也不薄。每当我的拙作，在

《蕉风》《时代报》《东方报》等文艺报

刊见刊时，他都购买赠送我阅读，情义如

山。1980年代，我们见过几次面，后来音

讯杳然。

很早离开文坛的泡蒂（黄如石），是

我怀惦的老友。高中时与我同窗，烈浦、

魏和平、张福联、青枫等同学，是亲密的

同学。我记起在国专图书馆，泡蒂悄悄地

向我透露：“今日《南洋商报》文风版的

《海上的友谊》的创作，署名‘泡蒂’，是

我的创作。”从此“文风”常见他的作品

见报。

我常去美芝路的住家找他，在他家

用餐。厨房后面是酱肉厂，无时随风飘送

来阵阵酱香，印象牢固不褪。

他南大毕业后，回到母校执教，我有

好几回去找他，在餐厅喝咖啡。他读大学

时，我却在山芭，担任教师。几年后，他因

鼻癌弃世。

我念初中三时，被选为学校壁报编

委之一。其他的成员计有戴渊主编、黎航 

（叶华荣）、戴文光（他后来在柔佛转英

文学校读书）。黎航两年前已病逝，曾在

柔佛小镇当华文小学教师，是《萌芽》纯

文艺月刊及丛刊编委之一，常来锦茂与

我饮茶闲谈。戴渊也曾给我写信，指导我

走上文学的道路，听说在香港生活，近况 

不详。

在华中，我认识了罗林（林水）、白

梵、李艺（李香孝）、徐帆（林天顺）、光辉

（曾真广）等同学，都在文坛上驰骋，发出

光芒。

1950年代，在华中念书，殖民地政

府为了抽“壮丁”及“消灭华文”等措施，

引惹起中学生大集中，我是当时的守夜

哨兵，守护着山岗的安眠。可是不久的一

天清晨，警察、红车闯进华中，以催泪弹

驱散集中的同学，人群掩着脸孔，四处奔

跑。此时在骚乱的人群中，无意间发现一

位华籍警探，我即刻从地上拾起木棍，

向他袭击，但刹那间被同学阻止。这件

事，已过了近一个世纪。在1980年代，海

南会馆选举新理事时，刘之扬同学见到

我，还津津乐道的提起往事，难免使我心

惊胆跳，真是“小犊不畏虎”，如今人老

了，哪会有过去的胆量与勇气呢？

告别棕榈、山岗、苍茏云海、校门外

的老树、清澈游鱼无数的小溪流、黑压

压的水牛、沐浴在武吉知马泥沼中、对面

一片苍郁的山竹园、园后的乡村、犬吠鸡

鸣、飞鸟鹰隼蓝天翱翔，再没有机遇攀登

大钟楼了望远近朦胧的景致，一切都远去

了，梦也残了，可是那钟楼前的棕榈，还清

晰的在梦魂里重现。别了风雨中的棕榈，

一觉苏醒，斗转星移，一切都不会再回头

了。但脉搏还在跃动，它不会枯死。

棕榈再见，再见棕榈。

原名黄昌虎，1938年

生，祖籍海南文昌。 

1950年华中高中毕业；

新加坡师资训练学院

毕业，曾任作家协会理

事多年及锡山文艺中心 

副主席。现为武吉知马

海南联谊会海南作家

作品研究室出版主任。

著作有《在马来亚的

土地上》近30种，被誉

为《乡土作家》；编著

40余种。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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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匆匆记忆深
⊙高秀（马来西亚）

那年，1955；残存的记忆很模糊，往

事依稀。

其实那不是一整年的事，不是的；就

仅仅是五个月的缘分，因为青春有梦，我

曾在华中的怀抱里散发求知的激情。真

的，当年我从纯朴的柔南村镇来到繁华

的新加坡，向往的不是什么花花世界，而

是憧憬着所见所闻及所读所学可以启迪

我的人生。

话 说我 之所以 成为华中的短暂 过

客，开头有个小故事。是这样的：我在

1952年就已经小学毕业了，在父亲的安

排下，1953和1954两年都在新加坡肃

街（Short Street，我应该没记错）的一

所提供类似英文补习课程的私立学校就

读。我不清楚父亲依从了哪一位亲戚的

主意，让我读“红毛书”；结果在第二年

我就“醒觉”了，有一股叛逆似的思维萦

绕脑际，并自我决定要转去华文中学。

有 两个原因 促使我 产生转 校的念

头。一是小学毕业的我，理应升上中学，

怎么会选择继续念小学英文？好像留级

似的，感觉亏大了；另一是我偏爱方块

字，甚至自诩小学中文程度高于一般水

平，并把接触和学习中华文化视作最梦

寐以求的事。

我在高小时期就开始写作投稿了，当

时的《世界儿童》《世界少年》《马来亚

少年报》和《南方晚报》等都是我发表习

作的园地；从这一点想开去，说什么我都

是拥抱中文的。在私立英校的两年里，我

还做过一件这样的事：我以主编自居，并

用手写的方式编了一期文刊，薄薄的几页

纸，里头也收集了几篇同班好友的作文；

受到当时少林武侠小说的影响，我取笔名

追云风，好友们就叫追云燕及追云鹤什么

的，真是“绝”了。

再说我住在实龙岗路，乘搭18号巴

士，下车后行行走走，就可到桥北路和桥

南路一带的书局逛逛；其中上海书局更是

有如至友一般熟悉（这是我唯一可以买到

象标稿纸的地方），选购的都是文学类的

中文书，并开始对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作

家感兴趣了。

我如此这般的热爱中文，说穿了就是

想当个“文艺青年”；父亲看在眼里，又或

许明白了一个人的心愿不能被忽视，对我

提出的转校要求也就默许了。我只是自己

纳闷：为什么两年前不“据理力争”呢？

后来还竟然鲁莽的反问父亲读英文有什

么好？语气中不无“反殖”的意味。

比我小两岁的二弟也小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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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和我同校。对我来说，当时最耳熟

的中学有四所，分别是华侨、中正、育英

和公教。其中公教中学是教会办的，比较

重视英文，入学或有一定的条件；其他三

所都吸引了不少马来亚联合邦的学生，可

说“盛极一时”。

我选择了华侨中学，几乎没有什么考

虑。已经两年了，每当乘搭星柔快车或绿

色巴士时，途经武吉知马路，我一定侧头

望一望耸立山坡上的华中校舍，那巍巍

然的气势十分抢眼；尤其是中间突起的钟

楼，印象最深。它其实坐落不远处，但由

于是我向往的学府，总是感觉遥不可及。

我甚至不时通过报章而知道华中的

一些动态或是什么的。例如从新年特刊

的某篇文章中发现南洋学者郑子瑜在华

中执教；又从南洋商报丛书《学府风光》

得知作家丘絮絮也是华中老师，很想上

他的课；更知道创作《骆驼祥子》的老舍

（舒庆春）曾在二三十年代交替之间在华

中任职。总之，他们的名字响当当，都是

我心仪的人物。

1955年初我和弟弟就到华中报名

了，过程顺利，就只差校医这一关；原来

当年华中设有新生身体检查制度，我第

一次听闻，觉得“非同小可”，心里还毛毛

的。校医并不驻校，而是附属在大坡的南

洋医院；想不起路名了，只记得它附近有

1955年校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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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鸣鞋帽店和世界书局。这次体检让我

从此戴上了近视眼镜，走在马路上时，两

旁商店的招牌都看得清楚，真是“一片光

明”。

我们被编在下午班，兄弟分开。我的

课室在主楼底层右角头，记不清全班有

多少位同学，也记不起任何一位同学的

名字— —那只是五个月的时间啊，大家

都不熟稔，所有的交流记忆都被岁月冲

刷得干干净净了。不过，我倒记得教中文

（也是班主任）的李绍渊师和教数学的黄

念贤师；另一位英文老师也还有印象，就

是忘了他姓甚名谁。

李绍渊师温文儒雅，说话不缓不急，

但声音清亮；因为我喜欢中文，对他的讲

课很专注。黄念贤的个子壮壮的，嗓门

也大，说话略带客家口音；我虽然不是班

长，他却曾吩咐我将全班的数学作业簿

送到教师宿舍（虎豹楼）。英文老师的体

型和李绍渊师相似，声音也很饱满；记得

有一回教“walk”和“work”的读音，他

作了很清楚的示范，让我牢牢记住了其中

的差别。

不清楚华中校园有多大，也未曾在课

余去走透透。当年，最让我“惊艳”的，就

是它拥有13个篮球场——当然都是室外

的，而且同在一处，排成一行，整齐而又

壮观。曾经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我

和弟弟不知怎的竟然心血来潮，与另一位

朋友从实龙岗路徒步到学校打篮球，途

经丽士戏院和竹脚医院等，来回有十几哩

路，但年少真好，一点也不觉得累。

还记得离课室不远处有一幢不算大

的单层建筑，间隔成两半，右边是助学会

的活动室，左边是音乐室。我也喜欢音

乐，有一次在休课时间听到合唱团的歌

声，于是走前去看，发现著名的音乐教育

家李豪女士正在那儿指挥——她不是用

指挥棒，而是用拇指和中指碰挤出来的

噼噼声打拍子，有时又顿顿脚，肢体动作

豪放，相当有趣。

可另一件事却让我有所思索。有一

天，上英文课时，突然进来了五六位陌生

的高班同学，和英文老师嘀咕了几句；英文

老师似乎了解到什么，于是走出课室，把时

间让给他们——原来他们是要向学弟们

鼓吹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学生运动。想

想看，这是何等的胆识和行动力啊！

1955年2月至4月间，学生组织声援

福利巴士和汽水工厂等的工潮，不仅提供

物质协助，还派出文娱团到场表演，情况

一片沸腾。直至5月12日的一场暴乱平息

后，学生受到冲击，华中和中正总分校更

面临关闭，数千学生于是在校园静坐和留

宿抗议，社会大众的支援声浪不绝于耳。

形容那个时代的学生运动，关键词

就是“风起云涌”了；偌大的事件，自是

占据了各大报章的头版和内页。几天过

李绍渊老师。 李豪老师指挥的动作豪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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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戴文光，祖籍 

广东海丰，1950年代

华中肄业。服务教育

界40余年，退休前 

为新山南方学院 

总务兼行政主任。 

已出版多本散文集 

及儿童小说。 

作者
简介

后，父亲或许听到一些不利的消息，担心

我的安全，于是安排一位修车店老板把

我从校园载回联邦小镇— —这过程是 

“干净俐落”的，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自此，我再也不是华中的学生了。

就那么短短而又匆匆的五个月，而

且还是60多年前的一段经历，每当想起

时，一种“未完，不待续”的失落感不由

自主的袭来，还真不免怅然。后来知道

华中是陈嘉庚先生创办的——他的“毁

家兴学”是一种具有深层意义的精神感

召——曾是华中学生的我，钦敬之余，还

很自然的觉得幸福和光荣。

写到这里，我顺带补充：当年修车店

老板误以为只载我一人，弟弟因此留下，

不久他就转去育英中学了。而我，1956年

报读新文龙中华中学，又从初中一念起，

之前的三年就算“虚度”了。

南马部分作家。右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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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在华中成长
⊙李龙

上世纪50年代末，战后不久，新加

坡人民的生活还在水深火热中，学校开

始渐渐复甦。我在甘榜醒侨小学毕业，

老师都以一种献身精神教导学生。我六

年级毕业班才八个人，将毕业时，老师介

绍我们男生报考华侨中学或中正中学；女

生则投考中华女子中学。毕业时，老师亲

自带我们男生去华侨中学和中正中学报

名。我们都参加两间学校的入学考试，

结果，在报上公布录取名单，五个男生都

被两间学校录取，经过老师的建议，全部

选读华侨中学，从此，我就与华侨中学结

下不解之缘。

开学那一天，我穿上扣有华中特有的

铜纽扣和校徽的校服，有些雄赳赳，姐姐

们都说我穿上了武装，很威武，要我好好

念书，我好兴奋。

那天，来到学 校，第一节课是华文

课，老师是来自中国，也是我们的班主

任，她告 诫我们说：“同学 们，你们很

幸运可以进入南洋华侨中学，这是陈嘉

庚先生创办的，目前是东南亚最高华文 

学府。”

我们用的是《中华文选》，课文里除

了文本外，就有一小段作者生平，内里有

冰心的《寄小读者通讯十》、鲁迅的《秋

夜》、朱自清的《背影》、巴金的《繁星》

和许地山的《落花生》等等，这些五四时

期作家和作品，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

陌生，但在高老师的精心教导下，深刻地

深入脑里，对于我后来进入文学殿堂，

有很大的影响，开始写作时，也有模仿的

迹象。

初中二时的华文老师是陈辅老师，也

是我们的班主任，陈老师讲起课来，有时

加上一些动作，有趣又难忘。

我 最 欣 赏 教 地 理 的 林 达 老 师 ，

他教中国地 理，从 来 就 没有拿 课 本，

而是在黑板上写写画画，“祁连山下出

美女”是他讲的“经典”语录，使同学们

到现在还不会忘记。祁连山，位于青藏

高原北缘、河西走廊南侧，又名南山，

地跨甘肃和青海，西接阿尔金山山脉，

东 至 兰州兴隆山，南与柴 达 木 盆 地 和

青 海 湖 相 连；他 讲 的中国 两条主要 铁

路：京广线和陇海线，也深深印在脑海

里。中国改革开放后，我到中国出差和

旅 游，途 经 这 些 地 方，感 觉 得 好 亲 切

和熟 悉 。林达 老师测 验 时出题常常只

有一题，如《叙述中国的天气状况》， 

让你尽量发挥。他还说，不管对的或错

的，你们要尽量写，我才能给你们分数。

当时，华中的老师，大都是从中国来

的，也有些是知名的作家，在我们之前有

老舍、汪金丁等等，在我们的时期，有教

我们文学史的丘絮絮老师、卢涛老师、苗

Chapter_3_��_V5 KHL.indd   348 24/2/19   12:06 PM



349

芒老师等。还有教数学的叶文祺老师，

他是一位让同学们很敬仰的老师，除了

教学认真外，还协助同学们排演话剧；音

乐则有刘恭煦老师和李豪老师；美术方

面有名画家陈文希老师和陈宗瑞老师。

这些老师们，对于华中学生们的影响，都

难以笔墨形容。

当年，华文中学的戏剧组织和文娱

活动很活跃，尤以华侨中学与中正中学

为最。华中戏剧研究会演出了《阿Q正

传》《心防》《水产专员》《正气歌》和《婴

儿杀戮》等等名剧；文娱方面则以毕业班

叙别会之名进行一整年排练，然后在年底

演出。我也在高年班同学影响下参加了工

作，中四班时，还被推举为1961年叙别会

筹委会主席团成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可说是

一个动荡的年代，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罢

考，政治也不安定。我进华中时，中学联

已经被关闭，但是，学习小组还是潜入地

下活动，每班都有细胞组织，每年级都

有级联组织，然后就是校的核心小组组

织，再与其他友校的组织取得联系。那几

年，我变成一名很忙的中学生。

1961年中学进行改制，将三三制改

为四二制，这年本是高中一班的学生变

成了中四毕业班，与原本的高二及高三班

一起毕业。中学生掀起了一场罢考。我正

好也是中四的学生，当年也参加了罢考及

组织罢考。

接着，新学年后的两年，继续在华中

读完高中，终于在华中毕业最后一声钟声

响起，续往南洋大学念经济系。

在华中的六年里，我由一个甘榜小

孩，在华中成长了起来，变成一位成熟的

青年。

接着，孩子也在华中毕业，现在孙子

和外孙分别在华中念三年级和一年级，可

以说，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华中人。

原名李朝来，1963年

华中新制高二毕业。
作者
简介

林达老师给1963年毕业班同学的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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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山岗的青春季	
⊙林清如

我家七兄弟均为华中子弟，在不同年

代踏进校门，不同情况下离开。大哥1949

年初中毕业，家境拮据而前往当时的马

来亚联合邦执教鞭。二哥1951年抵制中

三会考遭警逮捕，从此被拒校门外。我

参与了学生运动，1956年底教育部下令

开除。还好四弟循规蹈矩，1964年高中

毕业后进入南大深造。五弟从小贪玩懒

散，中三留班后自动辍学。六弟与七弟同

时念完中三，也因学潮而双双离开。

百年华中，英才辈出，无不为校争

光。我家兄弟这般德性，说我们有负期望

并不为过；说我们不长进，也还是厚道有

余。尽管如此，兄弟们一生勤勉任事，坦

荡做人，都以华中子弟自居，皆以身为华

中子弟为荣。

启蒙的季节

1953年我在小笨珍培群初中毕业，

胸无大志，本想到就近的新文龙师范学

校念师范，两年后像大哥那样去当个教

员。谁知开学整两个星期后，才被通知学

额已满，无法收容。华中校长郑安仑是父

亲战前在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同学，大

哥劳动了父亲去说情，1954年初我顺利

地进入华中攻读高中课程。

记得是那时早已离开华中的二哥带

我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然后通过虎豹

楼旁边篱笆的一扇小门，绕道走下学校

后面的山坡，进入介于公爵夫人道与加

冕路之间的木屋区。二哥把我介绍给几

位来自柔佛州的同学，他们都是在这木

屋区租房寄宿的华中同学。我与一位来

自昔加末的同学同房，月租每人10元，伙

食与洗衣服另由一间木屋屋主承包，也

是每人每月10元。从此我天天与这一群

小伙伴从木屋区出发，背着书包，从华中

后边的山坡进入校园，开始每天的学习。

我就读高中一己班，在新教学楼二

楼的教室上课。我环顾四周，宏伟的建筑

物，一望无际的大操场，予人以一种格局

宏大、气势磅礴的印象。我很快就发现，

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一种截然不

同的学习生活。

我带着新奇、兴奋的心情融入新环

境，开始沉醉于一个充满期待的季节。助

学会的书摊令我难忘，我畅游于浩瀚的

书海。历史老师陈仰成的历史课，把历史

和时事结合，谈古论今，引导我们通过认

识历史，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方向。

师长们循循善诱，激发起我们求知的欲

望，开拓了我们人生的视野。我自觉犹如

一张白纸，比起还在小笨珍的时候，很快

就对很多事物有了新的认知。

我第一次听到有“黄色文化”荼毒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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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这回事。1953年10月12日的中午，一

位年仅16岁的女学生庄玉珍光天化日下

在珍珠山下被奸杀，引起公愤。各界人士

把矛头指向殖民地政府，因为他们纵容

色情书刊、色情电影及类似演出四处泛

滥。华校中学生从1953年底开始，发动

了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在华中，同学们举行各班级聚会、编

印反黄歌曲、举办游艺晚会、燃烧黄色书

刊大会，得到校方与师长的支持。1954年

3月间，华校中学生在快乐世界举行了为

南洋大学筹募建校基金的联合大演出，

吸引了5万多人观看。除了号召各界人士

支持民族教育，演出的主题就是讨伐黄

色文化。 

反黄运动如火燎原，对于像我这样

初出茅庐的年轻学生起了启蒙的作用，

更为紧跟而来的五一三正义行动吹响了

前奏。

沸腾的季节

1954年初，殖民地政府颁布法令，

要征召18岁以上的青年参加国民服役，

导致了轰轰烈烈的五一三事件。警察在总

督府前对手无寸铁的请愿同学动武，各方

感到震惊与愤怒。毕竟事关自己的切身利

益，越来越多的同学感到不安。不管适龄

与否，我们开始天天集会，读报纸，追踪

事情的进展。

接近期考时，教育部突然宣布各中

学提前放假，显然是担心学生们进一步

的行动。6月2日开始，全岛华文中学3000

多名学生在华中集中，抗议殖民地政府警

察的暴行，同时要求在籍学生豁免服役。

从6月2日开始的集中持续了22天，

在董事部的斡旋下，殖民地政府终于接

受要求，允许在籍同学缓役。五一三事件

深具历史意义，那时正是世界许多被殖

民的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时期，同学们

成功反抗殖民地政府的服兵役，是对殖

民统治的合法性的公开质疑，是接踵而

来的要求结束殖民地统治的反殖和独立

运动的先声。

1955年我升上高中二年级。4月底，

新加坡举行林德宪制下的立法院选举，

二哥是人民行动党候选人之一。我居然

也像许多同学一样，走遍穷乡僻壤为人

民行动党的候选人拉票。大选结果是标

榜亲劳工的劳工阵线联合政府上台，不久

后，工友相继提出改善待遇或争取组织

工会的权利，工潮此起彼伏，爆发了至今

人们仍议论不休的福利工潮。

五一三事件期间，工友鼎力支持华校

中学生，双方有了患难与共的情结。从此

全岛各地若有罢工场面，总会有华校中

学生前往慰劳、支援。福利工潮一开始，

每天下午就有同学乘坐罗厘，浩浩荡荡结

队前去慰问。5月12日镇压暴动队到场武

力驱散罢工工友及围观的学生和民众，

一时强力水龙头、警棍、石子、玻璃瓶满

天飞。骚乱范围迅速扩大，还造成了人命

伤亡。

骚乱隔天，教育部召见各中学校长和

校监，下令华中及中正总校、分校停课一

周，复课日期视局势发展而定。岂料局势

急转直下，工潮迅速解決，老板收回解雇

令，工友也被允许参加自己的工会。三校

董教旋即要求政府立即解除禁令，让三校

隔日开课。没有想到，5月17日教育部居然

宣布，给予三校有条件的复课：第一，董事

部得开除若干学生，名单由政府提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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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董事部需于14日内提呈解释，为何其

学校不应被取消注册的理由。

消息传来，三校学生群情激愤，分别

在华中与中正总校集中抗议。在家长、董

教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首席部长马绍尔

宣布成立一个由各党派议员组成的调查

委员会，对学潮进行调查。教育部明显

无理取闹，调查委员会根本不需再大费

周章，立即建议教育部撤销开除学生的

成命，让三校无条件复课，教育部只好听

从。三校同学雀跃欢欣，决定结束将近一

周的集中抗议行动。解散当天，大家喜气

洋洋，在华中大礼堂举行大会庆祝胜利。

三校同学与家长过后齐聚华中大操场，列

队举行胜利大遊行。

殖民地政府秋后算账，事后动用内

安法令，逮捕工运人士方水双与陈仰成

老师，陈老师同时也是南洋女中的历史

老师。两校同学群起抗议，列队前往首席

部长办公室请愿。几个月后，陈老师终于

重获自由，但却永远被剥夺了重执教鞭的

权利。

执着的季节

在1954年6月2日的华中集中期间，

华校中学生孕育了“星洲华文中学生联

合会”（中学联），它是新马历史上规模最

大、影响最深远的华校学生组织。中学联

在1955年10月7日正式获得注册，在短短

的两三个星期里，筹委会完成了9000多

名会员的入会登记手续与推选校代表的

工作。10月30日，中学联在快乐世界举行

隆重成立大会，除了上万名会员外，出席

者还有师长、家长、社会人士及其他友族

学生代表。中正中学校长庄竹林与华中教

务主任黄芳奎，双双出席见证中学联职员

的就职典礼。

来自华中的孙罗文出任中学联主席

团主席，其他各股主任也多为华中学生

出任，我被选为学术部主任。孙罗文在致

辞时说，为了让同学们能搞好学习，中学

联有责任为同学们争取一个和平与安定

的学习环境。中学联一心要贯彻的，是培

养一种正确的学习态度，要课内与课外学

习结合，特别是要同学关心时事，并促进

各族学生的团结。

黄芳奎教务主任以精辟言辞寄语大

会：第一，希望中学联能保有独立之精

神，中学联有无比之力量，进步力量将会

帮忙，但恶劣势力却也想加以利用，因此

中学联应该提高警惕性；第二，希望各政

党能维护学生利益，中学联会员均为学

生，应给予良好环境，使能学习，希望各

政党均能注意这点；第三，希望现政府

实践诺言，各族教育平等发展。

中学联执行委员会制定了第一年的

会务方针，主 题是：搞好学习，加强团

结。在中学联各部门的推动与协调下，各

校同学展开一系列深具意义的活动，各

中学基本上很快树立了良好的读书与学

习风气。各校学生响应中学联的呼吁，结

果年中期考的成绩普遍提高。为了进一

步提高同学们的学业程度，中学联甚至

鼓励各校分部于假期举办各科补习班，

由高年级或成绩优良的同学负责教导，

报名者踊跃。

1 9 5 4 年 有 皇 家山 反 对兵 役 的 请

愿，1955年有福利工潮引发的学潮，那

都是相对动乱的年头。自中学联于1955

年底成立以来，各校情况安定，华文中

学生的读书和学习热忱，从来没有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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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5月12日福利工潮演变至暴动后，华中被令停课，同学们

不得其门而入。（取自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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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昂。在它短暂的生命里，中学联与各

校师长配合，致力于发挥中华文化优良

传统，鼓起年轻人学习的热潮，通过课

内与课外学习的结合，希望把学生培养

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与正确价值观的时

代青年。社会各界集资创办、被赋予崇

高使命的南洋大学也在同年开课，华社

董教学三方对于自力更生、全面发展华

文教 育的远 景充满乐观、深具信心 与

执着。

1956年也正是我即将高中毕业的一

年，虽然中学联的活动多，我还是能抓紧

时间准备应付年底的会考。那年即将毕

业的高中同学计有180余人，我与另外四

位同学受委，在年初就开始筹备毕业特

刊，6月间特刊就出版了。教务主任黄芳

奎为特刊献词，给同学三点教诲：“一曰

保持求真态度，二曰保持规律生活，三曰

保持独立精神。”他希望同学们都能各

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旨，朝向人生

大道迈进”。

迷惘的季节

同学们意料不到的是，殖民地政府

早已对日益壮大的反殖民地运动感到不

安与恐惧。4月间首席部长马绍尔率领代

表团前往伦敦进行宪制谈判，英方显然

对马绍尔毫无信心，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

职，林有福取而代之。有了首席部长林有

福的配合，殖民地政府决定在第二回合

的谈判前对全岛文化团体、华校教师、农

民与工会等群众组织采取镇压行动，以

确保未来政权不会落在不为其所能接受

的势力集团手中。

9月24日，殖民地政府宣布解散中学

联。政府文告指责中学联违反“不得参加

政治的规定，再三与其他共党阵线机构组

织及参加与政治有关的示威”。这样的指

责，荒谬透顶。虽然长篇大论，却始终拿

不出具体证据来证明。

警方紧接着四处抓人，孙罗文与多位

中学联执委、分部干部先后在内安法令下

教育部无条件允许华中复课，同学在黄仲涵礼堂集合，宣布解散集中， 

庆祝胜利。（取自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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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拘留。另一方面，教育部向各华文中学

列出了名单，要他们开除约140名在籍学

生与多名老师。同学们走投无路，决定从

10月11日起，分别在华中和中正两校集中

抗议。到华中集中的包括华中、南中、南

华、南侨和端蒙等校同学；到中正总校集

中的除了中正总校、分校，还有中华和育

英同学。两校集中近8000人，代表团团

员多集中于华中。

教育部长周瑞麒召见两校董教，口头

通知他们自动关闭学校，并把教师借出，

教育部准备在两所英校为华中与中正两

校的学生另行开课。两校董事部一致议

决，“董事部没有理由自行关闭学校，

如政府命令两校停课或宣布两校非法，

乃政府之事，其后果由政府承担”。10月

12日，总督只好通过宪报宣布，华中、中

正两校“迁址”，学生分别到12所指定的

英校上课。然而，这个“迁址”计划遭受

重挫，只有区区300多名学生听从政府号

召，前往登记。

更多人被逮捕，更多社团被封闭。局

势已经明朗，这是殖民地政府预谋的一

系列镇压行动的开始。

首席部长林有福与教育部长周瑞麒

10月24日分别上电台广播，宣布25日晚

上8点将以武力驱散集中在两校的学生，

呼吁家长带孩子回家。25日一早形势紧

张，数千名家长齐聚华中，到了晚上，华

中校门外满是人群，他们都是前来声援、

保护学生的群众。

25日晚上，警方进不了华中校门，本

以为他们会收兵回巢，没想到隔日凌晨时

分，大批荷枪实弹的镇暴人员或剪破学校

周围铁丝网，或索性爬越围墙闯了进来。

他们团团围住图书馆、食堂、大礼堂和大

钟楼等中心地带，把3000多名同学紧紧

封锁住。催泪弹像雨点一般掷下，加

上到处摇晃的警棍，同学们一堆堆闯

来闯去，结果全部人撤往大操场。镇暴人员步步逼

近，最后只好冲出校门，几千人往市

中心方向游行。

集中解散后，同学与家长在运动场上举行胜利游行。 

（取自林清如《我的黑白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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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来到纽顿交通圈前，镇压暴动

队已在那里摩拳擦掌，面向我们高高举

起机关枪。在这形势紧张的时刻，队伍

中的家长以及路旁的围观者突然冲到队

伍前面，阻止队伍再前进，同时与镇暴人

员交谈。僵持了好久，最后大家同意解散

队伍，在家长与路人的陪伴下分别离开，

但暗地里相约到直落亚逸街的福建会馆

重聚。我在一位家长陪伴下赶到福建会

馆，由于警方在午后宣布全岛戒严，一切

公共交通宣告停止，最后能赶到福建会

馆的不过区区几百名同学。当晚电台宣

布，几乎新加坡所有的工会与文化团体领

袖都遭逮捕，所属团体也一一被解散。隔

天全岛继续戒严，我们在福建会馆的几百

人眼见大势已去，趁中午短暂的解禁时

刻相互告别，然后分头散了。

百年华中，永远的华岗

就在这样一个刀光剑影的场面里，

我告别了华中，也告别了我的学生生涯。

之后的很多年，我的人生有如风雨中的

风筝，飘摇无定，非我所愿，亦不为我所

掌控。

30年后，当庄昇俦学长在1986年邀

请我出任华中校友会法律顾问时，我终

于拾回重返华中怀抱的那份喜悦。时光

荏苒，星移物换，当年山岗上一景一物，

历历在目，而华中“自强不息”的校魂，仍

然在我的血液里流淌。

        

祖籍福建晋江。

1937年出生于柔佛 

小笨珍，1954年至

1956年肄业于华中

高中班。1965年考

获伦敦大学（校外）

法律学士，1966年

至1973年任职于

新加坡政府民事服

务，1973年至今为

执业律师。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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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朱奇卓先生 
⊙许福佐

华侨中学走过百年岁月，经历过无

数大风大浪。其中之一是1949年新中国

成立前后，不少师生或自愿或被迫回返

中国。由于政治及社会环境的不同，几乎

每一个归国华侨的经历都能写成一本颠

簸曲折高潮迭起的书。本文要谈的是一

本百年家族历史《追虹》中的主角，曾担

任过华中副训育主任的朱奇卓先生。

朱奇卓，中国广东省潮州城人，年

轻时担任过潮州城南小学训育主任。早

熟的他，反军阀割据、不满国民党腐败、

痛恨日本侵略。就是怀着这样一颗爱国

心，他以一支笔杆子和滔滔不绝的雄辩

宣扬抗日救国。1939年，本来在香港《申

报》任职记者享有高薪的他，却义无反顾

几乎无偿的参加金山和王莹的《中国救亡

剧团》出任宣传部长。剧团到东南亚演出

宣传，跑遍马来半岛主要州市和新加坡，

为抗战筹款。朱奇卓这期间也写了大量

的介绍剧团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

这总共65篇特写的缩微胶片如今还存在

新加坡国大图书馆资料库。

在日本占领新加坡前几个月，由当时

华中训育主任黄学良的推荐，朱奇卓来

华中任职副训育主任并教课，当时校长

是薛永黍先生，而方壮璧还是学生。

在新加坡的日子里，朱奇卓很自然

地参加并融入陈嘉庚和胡愈之的组织活

动里。1941年12月底新加坡沦陷之前，

在英国人要求之下，陈嘉庚成立了“新加

坡华侨抗敌后援会”。这个“后援会”属

下其中一个宣传部由胡愈之领导。之前

胡愈之也成立了一个"星洲文化界战时工

作团"，朱奇卓和很多星洲文化人都在这

个“文工团”里。可是当日本人逼近时，

英国人背信弃义，之前承诺保证为“后援

会”“文工团”的成员安排安全撤退成为

朱奇卓夫妇与儿子朱华华、

女儿朱亮亮在北京（摄于195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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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话。陈嘉庚和胡愈之商量后，心里透彻

明了如果不离开星洲避难，他们这些人

肯定是会成为日军入侵后第一批要对付

的人物。于是他们就分批乘船去爪哇和

苏门答腊避难，直到日本投降后才陆续

回来新加坡。

朱奇卓回返新加坡不久，在友人的

介 绍之下认识了同是 潮州人的第三代

移民 刘丽娴。刘丽娴的老家在 柔佛边

佳兰二湾，离新加坡只隔一条窄窄的海

峡。刘丽娴的两个弟弟刘熙成和刘熙茂 

（刘逸林）都曾在华中读书。战后刘熙成

的婚礼是由华中校长薛永黍主持。刘熙茂

在1948年华中高中毕业的集体照，站在

他左手边的高个子就是曾经担任新加坡

广播局局长以及后来成为新加坡第一任

驻中国全权大使的郑东发（Cheng Tong 

Fatt）。朱奇卓和刘丽娴于1945年11月份

在新加坡结婚，婚礼由胡愈之沈兹九夫

妇充当主婚人。婚后住在密驼路（Middle 

Road）24号店屋三楼，当时二楼整层是华

中校友会会所。

战后朱奇卓在陈嘉庚老先生创办的

《南侨日报》工作，随后方壮璧先生也加

入当记者。《南侨日报》从1946年11月创

办到1950年9月被查封闭短短不到四年

里，正值战后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大地国

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国

际两大阵营冷战不断，东南亚星马反殖

斗争风起云涌，争取独立呼声一浪高过

一浪。英殖民地政府也在1948年6月20

日颁布了“紧急法令”覆盖整个马来亚 

（包括星加坡）。《南侨日报》在当时一

直是英殖民地政府的眼中钉，当局视《南

侨》为中共喉舌，一直派人紧密监视。“紧

急法令”颁布后就开始抓人，朱奇卓先生

是在1950年3月被逮捕，《南侨日报》在

当年9月被查封，多位主要报人被逮捕，

方壮璧当晚却机警地通过层层把关，从

容地离开报馆。

朱奇卓夫妇和两个稚龄的孩子是在 

1950年12月被遣送回中国。回国后终于

在北京安定下来，夫妻俩在华侨事务委

员会属下的中国新闻社（中新社）工作，

两个孩子也上学了。

好景不常，1957年中共开始反右运

动，朱奇卓和中新社里很多华侨被划上

右派被批斗。1958年4月，这批“右派”

华侨被送去北大荒劳动改造。他们是从

北京乘火车去哈尔滨再折往东南到牡丹

江再转东北向经过鸡西，密山最后到达

虎林。

这批文人书生组成的“右派分子”

队伍就在这辽阔荒凉寒冷的大地上建水

库、伐木林、种粮食。当时朱奇卓在劳改

队伍里年龄算是偏高，身体比较虚弱，

艰苦的工作环境终于拖垮了他，1959年

2月他倒下了。他的队友做了一副棺木，
1949年4月《南侨日报》同仁欢送陈嘉庚（前排中）归国。

后排右二为朱奇卓，第二排左一为刘丽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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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奇卓的五个内外孙。左起：沈颖、

朱聪、沈敏、朱谦和沈凯。

立了一个牌子把他埋在宿舍附近的小土

丘边。

1995年，也就是36年后，朱奇卓的

女儿朱亮亮女士通 过中央地方各层关

系，会同亲手帮忙埋葬她父亲的战友再

上北大荒，几经转折认证，终于找到朱奇

卓先生的葬点。考虑到不再惊动往生者，

就地圈围墓地并立了墓碑。

朱奇卓先生是在1959年11月被摘掉

右派帽子，1979年2月得到完全平反。

朱亮亮母亲刘丽娴回忆说：“你父亲

去东北之前，好多次对我说，即使把我

烧成灰，我的骨灰里也找不到一点反党

反革命的东西。”（详情 请看朱亮亮著 

《追虹》）

刘丽娴是个坚强、干练、有主见、考

虑周全、锲而不舍、人缘好、有学问的妇

女。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性格和素养，在

自己丈夫去世后，凭着在生活中一点一滴

累积起来的正能量，周遭（在中国、香港

和远至星马）有着一群随时随地都会帮

助她的亲朋好友，以及看似偶然却是必

然地在关键时刻会遇到贵人伸出援手，

祖籍福建同安，华中

1968年高二B（理科） 

毕业。后就读于新加坡 

工艺学院海事工程专业。

长期在本地数个大型 

船厂任职海事工程师。

作者
简介

使到她和家人孩子能在当时离开中国去

香港，并最后全家在星马团聚。

刘丽娴女士晚年过得轻松自在，儿

孙们的成就常常让她感到自豪。不仅儿

子朱华华和女儿朱亮亮都大学荣誉学位

毕业，五个内外孙：朱聪、朱谦、沈颖、沈

敏和沈凯，都是新加坡政府或政联公司

的奖学金得主，其中沈颖和沈凯还获得

最高荣誉的总统奖学金。如今沈颖是通

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

务部长，沈凯是一家科技起步公司的创

办人。他们都是华初华中校友，是名副其

实的华中之光！

如 今的 北大 荒早已 成为北大仓。

经过40年改革开放，中国愈来愈繁荣富

强，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走向复兴，要圆

一个中华民族的中国梦。朱奇卓先生在

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

后记

2019年适逢华中百年校庆，也是朱

奇卓先生逝世60周年，其夫人刘丽娴女

士亦已逝世10周年。谨以此文纪念两位

逝者。文中资料皆取自朱亮亮女士著作 

《追虹》。《追虹》的封面也是华中人陈

瑞献先生的作品。

本文照片由朱亮亮女士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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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自强在华中
⊙王永炳

2017年10月31日中午，我们1957年

高中毕业的同学约50多人，齐集在华中钟

楼下的石阶上拍照，然后到餐厅共享离校

一甲子的丰富自助午餐。一时思潮起伏，

不能自己。

在百年树人的日子里，华中钟楼几经

狂风暴雨摧打，至今依然巍然傲立于山

岗，坚固而明亮的石阶依旧在，只是同学

们体力不济。当年的我们，健步如飞地走

上斜坡而登上钟楼石阶，从容地走进礼

堂、课室，如今我们都从古稀而走入耄耋

之年的人，举步维艰，小心翼翼，丝毫不

敢行差踏错。有的同学手持拐杖平衡，步

步为营。对于此，同学们并不黯然神伤，

个个仍旧喜形于色，谈笑风生，或者勾肩

搭背，互祝安康。

站在石阶上，我们的目光随着创校

者陈嘉庚先贤铜像背影，一道儿俯视着

雄伟的运动场。这里曾培就了不少出类拔

萃的运动员。他们为校争光时，博得观赛

同学叫好和如雷掌声，响彻山岗。身为华

中学生都感到荣幸和自豪。如今，几十年

过去了，眼望着运动场，耳边依稀传来欢

呼声和掌声，华中子弟所拥有的荣傲感已

不禁悄然地展现在脸上。

我有幸成为华中学生，经历虽然艰苦

险阻，却也是我学习

成长的过程。

19 5 4 年，我在

育 英中学就 读 初中

三（当年是中学三三

制：三年初中，三年

高中）。母亲却不幸

在年中病逝，年仅40

岁。当时我15岁，是

家中的老大，底下有

五个弟妹，最小的妹

妹才3岁。母亲逝世，我们顿失依靠，父

亲工作在外，在那段哀伤慌乱的日子里，

我还是读到初中毕业。至于升学或工作，

一时没主意。同学们都到附近的中正中学

报名，而我却犹疑不决。眼看一年就要过

去，我只好征求父亲同意让我继续读书。

次日，我到中正中学报名，但收生名额已

满，不再收新生。

正在彷徨之际，父亲突然想到有个

宗伯父王震南先生在华中教书，便带我

去华中教师宿舍拜访震南先生。那时正

值学校假期，王震南先生在家。道明来意

之后，王震南先生非常热心，二话不说地

即刻带我们走到学校行政处见教务主任

孙焕新先生。孙先生了解情况之后，便说

住华中教师宿舍的王震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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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下周有一批马来亚的中学生来华中

参加入学试，我可以加入，考的是三主要

科：华文、英文和数学。考试后，我的成

绩：华文优，其他二科差强人意，校方结

果给我一个“试读生”名额，入学华中。

条件是第一年必须及格，否则退学。

1955年，我正式成为华中高一丙班

学生。上课之后，方知华中园地广阔、景

观雄伟。每当同学们高唱校歌“海天寥

廓，云树苍茏，中有我华中”时，歌声雄

壮悠远，我都会感到无比的自豪。

如今，回顾在华中那些年，所受的何

止是课业上的知识，更多的是学习与实

践为人处世的方式与过程。当时，我并不

自知，但随着时日进展，终于明白在华中

的学习、挑战与应对方面，犹如“润物细

无声”地练就了人生前进的积极力量。有

几点，值得与校友们分享。

一、升留级条例的挑战：华中升留级

条例严格规定，华文必须及格，英文数学

不可同时不及格，英文或数学不可连续

两年不及格。我的华文还不错，只是英数

两科程度差。那年，教英文的是林炳刚

老师，教学非常认真与严格。他教得快，

我们跟得慢，每次测验，大部分同学不及

格。我衡量今年是救不了英文了，于是把

矛头对准数学。数学也是难关重重，教

科书是英文版，密密麻麻的英文字令我

昏头转向，还好叶文祺老师用华语仔细

讲解，逐渐弄通其意。再得数学高手石

1957年高三分七班，在钟楼课室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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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龄同学的帮助，课余指导我，甚至假日

到他家温习数学。这样，我的数学有了进

步，年终考试及格，得以升上高二。

高二那年，我的英文必须及格。这

年，负责英文课的是林宝安老师。他温文

尔雅，脸带笑容，不徐不速地讲课，气氛

较为轻松。我的紧张心情随之大减，但丝

毫不敢松懈。年中时，我每周三个晚上特

地从樟宜骑脚踏车到小坡实利基夜校补

习英文。经过一番奋战，年底，英文考试

及格，我顺利升上高三。

二、交通的挑战：我家在樟宜十条

石，华中在武吉知马路，两处相距甚远。

赵满源老师给毕业同学的赠言，现今校训 

“自强不息”为赵老师所题。

一早得搭乘2号巴士到奎因街转搭绿色巴

士到校门。高二那年，经常发生巴士工潮

与罢工，甚至引发暴动，全市动荡不安。

父亲特地用20元从英军那儿买下一辆老

旧的赛跑脚踏车。我喜不自胜，每天清晨

5时从住家出发，沿着勿洛路经加东路、

蒙巴登路、基里玛路、实笼岗路、武吉知

马路到华中。风雨不改，衣服淋湿了依然

前进，踏到学校时，所穿校服已干，而从

未迟到。

三、学杂费的挑战：当时学校每月的

学杂费大概十几元左右，但对当时的贫

困家庭来说，还是一个负担。于是，我向

学校同学组织成立的“助学会”申请资

助。“助学金”委员会三位同学和我一起

踏脚踏车到我家视察，了解情况。回校

后，委员会开会讨论，议决资助我半费。

对我家而言是件大喜事。

后来省思细想，我在华中受教育，

深感庆幸。华中的校训只有四个字：“自

强不息”，语出自《周易》：“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宇宙不停运转，

人应效法天地，永远不断的前进。这四

个字，当时并不知道语出何处，但这四字

言简意赅，含义不难理解。总而言之，在

华中受教和校园环境的潜移默化中而终

身受益。

华中升留级条例的挑战让我了解到

克服困难的先后难易程序，当时若英文

和数学一起抓，可能两科都不及格，下场

可能是留级甚至退学。幸亏当时能专攻

其一，进而解决难题。这个经验，对我以

后求学与处事都有很大的启发。

高中毕业后，带了王震南先生的介绍

信到樟宜监狱对面的平民学校教书。不

到半年，同村好友来约投考南洋大学。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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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华中高中毕

业。现为南洋学会 

副会长，大士文艺

促进会理事及作家

协会受邀理事等。

著作约16种。

作者
简介

时家庭经济困难，根本没有读大学这个念

头。但友好再三邀约，不禁兴起跃跃欲试

的心理，就答应一起报考南大。当时南大

有三个院，即商学院、理学院和文学院。

好友理科成绩特优，当然选考理学院，而

且当时理科生也较吃香；我经过思虑，觉

得我的华文还行，文科的参考书和用书也

相对便宜，于是决定选考中文系。结果，

我被录取，但好友却失落了。我想我在华

中升留级的挑战上发生了作用。

我在南大遇见华中时期的梁、骆两

位同班同学，他们比我早一年进学，同住

一个宿舍。我和他们商量住宿舍事，他

们竟允许我在他们宿舍内打地铺，我大

喜过望，此举不但可以与华中同学朝夕

相处，随时向他们请教，又可省下经费，

一举数得。与此同时，震南先生又把我引

荐给南大餐厅老板王兆璇先生，希望能

给我半工半读的工作。原来王老板也是

华中餐厅老板，与王震南先生是同宗乡

亲。王老板给我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就是每周点算周末没在校用餐的同学，

餐厅好做安排，以免造成损失。这工作

月薪60元，免费早餐一顿。直至大四，

我才正式申请住宿舍，过一个心安理得

的大学生活。

从而可见，我在南大能顺利毕业，最

大助力还是来自华中老师和同学们。

一路走来，我心中无限地感恩于华

中。在多灾多难的客观环境中，华中始

终严守岗位，护卫我们有个优越的学习

场所，专心接受老师们的辛勤教诲和指

导。感恩于华中同学们的互助精神，及时

地真诚协助，让我安然渡过险滩。感恩

于华中校园和校训的熏陶与激励，推动

我迈步向前。感恩了，我的华中。

36周年校庆纪念特刊上关于助学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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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创校百年感想  

⊙连亮思

华中创校已100年了。当年新加坡

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政府办的是英文学

校。华文教育主要由民间创办，华中也不

例外。

母校是由本地华社领袖陈嘉庚及当

时一些先贤群策群力，创办了“新加坡南

洋华侨中学”，为华人子弟授以良好的中

文教育。随着时代的变迁，华中经历了无

数的变更，但百年来母校灌输给学生的

价值观与传统文化意识，却没有多大的

改变。莘莘学子们都能秉着“饮水思源”

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各个领域发挥

各自的才华，展现了母校的教育成果。在

进入校园，远远地就可以看到校训“自强

不息”四个大字镶嵌在草场斜坡上，提醒

我们努力上进，永不懈怠。

华中注 重的

是全面性的教育，

早年教学媒介全

是中文。我记得学

习的科目有九科之

多，包括中、英、

数、理、地理、历

史、美术与音乐，

还有体育科。当

时我们的校长是

郑安仑，他是清华

校友。老师也不少是中国南来的杰出学

者，如丘絮絮、陈金凤、叶文祺、陈仰成

老师；艺术家如刘抗、陈文希、钟泗滨；

声乐家李豪等。

由于华中向来十分注重学生在各方

面的平衡发展，回首过去100年，华中不

仅在语文上栽培了华文根底深厚的年轻

一代，更在音乐、美术、文学、戏剧、运

动及商业各领域中，培养出无数的成功校

友。华中崇尚自由发展的教育，造就了许

多各方面的人才，使得他们个个可以在国

际舞台上与顶尖人物媲美。譬如享誉国际

乐坛的指挥家朱晖、钢琴家郁君贻、芭蕾

舞家吴诸杰。其他在演艺界的李伍华、李

才茂、冯俊水等人；多元艺术家陈瑞献、

新谣界代表人物梁文福、古筝演奏家林

珠莉、电视监制蔡萱等；作家如莫河、寒

川、戴渊、白梵、衡帆等，都是不同领域

的佼佼者。

我很幸运能在1953年至1958年在华

中读书。当时学校是三三制，就是三年初

中，三年高中，人生最重要的学习过程，

就顺利地在同一所学校完成。我进华中

时还不到12岁，当时因为受到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影响，许多同学都比较年长及

成熟。

在武吉知马区，除了几所华校，还有丘絮絮是从中国南来的老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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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著名的英校。在公交车上，总会遇到

来自不同教育背景的英校生。他们的言

语举止，跟我们这些华校生大不相同。

他们明显的呱噪，不守纪律，言语行为轻

浮，不看校服也能分辨出个别学生来自哪

所学校。

五六十年代可以说是风起云涌，群众

运动蓬勃的大时代。时势造英雄，在那样

的大环境中，华中也出现了许多那个时代

家喻户晓的政治人物，如谢太宝、林清

祥、林清如、邓亮洪等人。殖民地时代的

华校，许多学生们的思想都很激进，在那

样的环境，我也很自然地受到影响，也积

极地参与了许多学生运动的活动。

我那个年代，出身华中的西医并不

多。有几个在医学院算是来自华校的同

学，也多是半途从华校转读英校的。

百年前的医学相当落后。那时候还

没有发明抗生素，疫苗及能用的药物也相

当有限。医学也多属于预防性医学及公众

医学的领域。所以把医生当为职业，是少

数人的选择。

而在百年前动荡不安的中国，西医也

只是刚刚开始萌芽。只有极少数有英文

背景及较为富裕家庭的后代，才有能力

负笈英美学医。譬如当时领导中国医学会

的马来亚的伍连德医生，他是剑桥的医学

博士，还有颜福庆是耶鲁的医学博士。当

时除了到英美学医，也有到日本学西医。

可见华文背景的学生，给予机会，很快就

能适应和学习新的语言和文字。

早期的新加坡华人，小病大多数靠

家传秘方，或到药房买些成药吃吃，再不

然就看中医号脉吃草药。只有久病不治，

或病入膏肓时才到政府的中央医院让西

医治疗。由于入院看病的都是病情非常

严重的患者，导致死亡率非常高。如此恶

性循环，医院更让一般人却步。

早在110多年前（1905年），新加坡

在英国殖民地统治下，已经有华社领袖连

同欧亚籍领袖共同争取设立西医学院。

新加坡的西医以讲堂授课式作为医学教

育的基本方法，与传统中医师带徒的教

育方式，大不相同。

新加坡医学院的招生入学资格，是

要剑桥特优高级文凭的程度。考试科目

包括英文、动植物学、数理科目。来自华

校的学生，只有极少数考获剑桥文凭，那

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由于当时华校教

育的目标并不是为了预备剑桥文凭的考

试，除了英文一科，其他科目都是以华语

教学。当初医学院刚开始时，所录取的学

生仅二三十人。到了1960年代，一班的医

科学生已有整百人，其中来自新加坡的学

生最多只有三四十人，其他的多是来自

马来亚。

整体而言，医学院里来自华校的学

生，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华校中，公教中

学因为传统上注重双语及重视剑桥文凭

的考试，所以被医学院录取的学生在华

校中比重偏高。

我念中学时，无论是在新加坡或是

处于动荡年代的中国，西医都还未盛行。

一方面一般民众对西医的认知度不高，另

一方面，学校所授的科目和医学院录取新

生所要求的资格有所差距，令医学系不受

追捧。

我在华中毕业后，父亲希望我能提升

英文程度，方便到外国大学读书。因此就

到了英校读大学先修班。由于我的兴趣

是数理，就进了理科班。

我进入新加坡大学的医学院也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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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缘。当时马来亚大学在新加坡校区（当

年新马还没分家，新加坡大学是马来亚

大学在新加坡的分校）为华文中学的学生

开办先修班。每年录取40人，前后只开了 

几届。

我们那班是第二届先修班，大部分

同学选修的是文学院的中文系或是理学

院的科目。班上选读医科的只有四位。两

位来自公教中学，另一位来自南洋女中， 

只有我是来自华中。第一届好像也只有一

位华中校友。

在一个纯粹以英文教学的医学院，

我们这些从华校来的学生在学习上感到

相当吃力。再加上那些科学名词、拉丁文

名词，确是一大考验。认识到文字功底的

不足，我们几个华校生，往往互相帮助，

整理讲义，常常在一起讨论功课。

医学院的课程非常繁重，所要学习

的科目五花八门，从解剖学、生理学、生

物化学，到药剂学、传染病学、公众卫生

学；从内科到外科、妇产科、各种专科课

程，一本本厚重的课本，都要细心研读。

在医学院学习的六年间，大部分的时间都

在图书馆埋头苦读中度过。大学的生活除

了读书，到医院实习，剩余的时间也就不

多了。我除了拨出一些时间打打乒乓球、

台球，主要的消遣还是阅读中文书报。中

文毕竟是我的母语，一切都显得亲切。

今天的华中，虽然保持了比较浓厚的

华文背景，但主要教学以英语为主。最近

在一个医学会议上遇见了一位同行，多年

来我以为他是个英校生，结果聊天后才发

现，他原来还是华中校友。通常华校生在

一起，自然而然都会以华语交谈，可是他

的华语不大流利，可能生活中近九成使用

英语，华语差不多忘得一干二净。

有人说：人生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

自己的劳动得到了成果。农民劳动得到了

收获，工人劳动造出了产品，教师劳动教

好了学生，医生劳动治好了病人，其他工

作也都一样。

身为医生，看到病人在我们的照顾下

渐渐复原，的确有很大的满足感。然而，

由于经常可能面对病人的诉讼，工作时间

又特别长，医生患抑郁症比其他的行业来

得高。特别是最近常用的名词：职业倦怠

（burnout）更是这个行业的写照。不过

据我观察，华校出身的医生，更能刻苦耐

劳，也许华校生向来都是弱势的群体，所

以更坚韧不拔。

多年来行医，特别是作为一个华校

出身的华中毕业生，让我感到自豪。

1958年毕业于华中。 

1968年毕业于新加坡

大学医学院。英国 

皇家医学院妇产科 

高级院士。现在仍从

事妇产科工作。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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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与我
——回顾66年的美好时光

⊙戴文锦

饮水思源，回来母校服务

1950年代末在华侨中学毕业后，我

考进南洋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并在1962

年获颁理学士学位。没几天，突然接到郑

安仑校长一通电话：“文锦啊！你得饮水

思源，回来母校服务吧。”就这样，我与

华中再次结缘，于1963年回到母校教书。

五年后，我获擢升为髙级教师，职衔

为事务主任。我秉承校长的意旨，处理校

内一般庶务及会计，如经费出纳、账目单

据的登记保管、学校财务、校园管理工

作、学校建设与筹款等大小事务，其中包

括保管銀行支票簿和董事财政签署支票

等工作。

与此同时，也遵循董事会吩咐，负责

校舍、校园的装修管理、校车的经营和监

督工作。其后，由于公共交通发达，乘坐

校车的学生减少，乃于1968年结束校车

服务。我也兼管餐厅食物摊位及学校书

店。当时，由光明书局负责课本和作业簿

贩卖工作；其后，学校贩卖部也交由校外

书店处理。

当时，年轻力壮，做起事来从不觉得

累。另一方面，为母校尽责，也做得很开

心，一晃就是15年。这期间，其他职务

如下：

一、1970年，受母校董事会委任，负

责华中初级学院建 校筹款 及收集捐款

事宜。

二、1978年，奉命调往大巴窑东政

府大仁中学担任副校长。

三、1979年至1983年，担任华侨中

学董事会顾问。

三位校长为华中作出积极的贡献

郑安 仑校长 是任 期 最 久的华中校

长，从1948年12月至1968年5月，19年半

为华中作出积极的贡献。郑校长在任期

间，在校门左侧和礼堂右侧増添了18间

课室；也增添两间讲堂、装修并增添冷气

设备的图书馆。这项工程由李氏基金主席

李成义赞助，由我与有关负责人陈甲栈老

先生负责处理。 

郑老校长任劳任怨，掌校19年半期

间，历经学潮、三三制至四二制改制风

波，以及学校停办和复办等大风大浪的

动荡时代。所幸在英明的李光前董事长

的坚强支持下，让母校克服种种难关，华

岗依旧翠绿一片。每念至此，我不禁要再

次感恩李光前董事长的献身教育精神。

郑老校长退休之后，郑金发老师于

1968年6月接任，至1972年2月离职。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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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治校认真，响应政府发展工艺教育

的政策，在工艺馆増设木工、金工及电

工操作室。该年适逢母校50金禧纪念，

也是新科学馆落成典礼，并于3月21日

敦请时任教育部长王邦文主持双庆典礼

活动。

在郑校长推动下，母校也响应政府

建 设花园城 市的号召。郑 校长 亲力亲

为，协助学校园艺组砌砖在大运动场斜

坡上的“自强不息”和“学以致用”的方

块字。身为事务主任，我也参与了这些活

动，绿化并美化华中校园。

郑校长之后为潘明智校长，校方推

行全日制，需要多方面的调整和改变学校

课外活动时间等细节。我陪同潘校长走

访多所政府工艺中学，了解有关各方面的

活动与体制。我们也与一些工艺学校，例

如同实能和实勤工艺中学的老师会晤，进

行讨论和交流学习。

这段期间，我联络和物色在课外活

动拥有资深经验的专业校友回校任教，

包括王坤发（篮球）、林国庆（排球）；南

山小学机械操符永光等校友也来助阵。

其时，原本是体育主任的林东鲁老师，

经已离开华中，经营“西湖小吃”餐馆生

意。另一老师冯耀泰分身乏术，无法兼顾

多样化体育活动，这才有劳华中校友回

校任教。

潘校长重视学生的制服纪律活动，

成立了课外活动委员会，组员包括学生警

察队官钟前钰、童子军戴德方老师、体育

冯耀泰老师等，我继续担任事务主任。

与此同时，学校也大事装修课外活

动中心和扩建篮球场，把以前单身老师

居住的“虎豹楼”改为课外活动中心，设

有健身房、乒乓球室、童子军室、学生军

团和军库室等等设备。马来老校工阿拉

曼继续负责借球工作，他的儿子偶尔也

来帮忙。

华初创办经过与校名由来

1970年2月13日，时任教育部长王邦

文召见了中华总商会代表黄祖耀、吴水

阁、陈共存等人士，讨论有关改进国家教

育制度、创办几所初级学院事宜，估计需

配合工艺课程成立的工艺学会。 1970年代园艺组同学在美化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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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2200万元，政府愿以一元对一元的方

式资助这项计划。总商会则尽其所能，筹

建一至二间初级学院，此即后来成立的

华中初级学院（华初）与南洋初级学院 

（南初）。

两个多月后，筹委会召开首次会议，

发动筹建上述两所初级学院。华侨中学

董事部响应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拨出

部分校园，即13英亩园地及虎豹楼，作

为建立华初的校址。

华初开办后，华中不再设立高中部

（当时是四二制，即初中四年，高中两

年）；学生在中四毕业后，依会考成绩得

以进入华初。董事部成立了建院委员会，

委任陈共存和陈笃山两位先生负责建校

任务。建校小组委员，除了当时担任母校

事务主任的我，还有华中校友会陈龙得会

长、庄昇俦副会长等。建校小组的主要工

作，是负责处理该地段受影响的住户搬

迁事宜。

我还记得，陈龙得学长报效铲泥机

清除杂草和填土工程，庄昇俦学长和我

负责善后赔偿事项。母校荣幸获得当年

的国家发展部长巴克律师鼎力支持，协

助校方分配丹绒巴葛和武吉宝美政府组

屋予受影响的居民。

经过两年的努力，华初终于在1972

年5月12日，由当时的教育部长林金山主

持奠基典礼。

我于1972年获得教育部推荐奖学

金，保送到槟大（RECSAM）参加三个月

亚细安国家培训课程。为了奠基庆典活

动，我特地申请一天假期飞回新加坡，协

助安排出席典礼嘉宾、校友董事们、教育

部官员的座位，以及程序表等工作。

1974年1月华初开课，惟当时发生一

祖籍福建同安， 

1958年华中高中毕业。

南大毕业后即在华中

执教15年，曾任德兰

中学校长，教育学

院兼职讲师，著作

《华中与我》等五种。

作者
简介

点小事故，学院暂时未能使用，临时借用

新大校舍一段时期，数个月后才在新校舍

正式上课。

至于校名，有建议“华侨初级学院”，

因为是在华侨中学的基础上建立的。也

有人根据“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全名，

提出取名为“新加坡初级学院”。也有董

事表示“狮岛初级学院”也不错。总之，

意见纷纷，莫衷一是！

一 位 资 深 董 事说：华 侨 中学 简 称 

“华中”，南洋女子中学简称“南中”，那

么就命名为“华中初级学院”，英文Hwa 

Chong（JC），也就是后来正式启用的学

院名称。2005年，“华初”这个名词也走

入历史，直接以华侨中学高中部取代。

虽然，英文名字后来改为 Hwa Chong 

Institution，但华文还是老字号老招牌； 

“南洋华侨中学校”，至今依然清楚地高

挂在武吉知马大路母校前后校门上端，细

说经已走过的百年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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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是块风水宝地，地灵人杰，百年

来从华岗走到各界的人杰，不计其数。我

虽不是什么人杰，但我的成长进步的的确

确离不开华岗，毫不夸张！我始终以华岗

人自居，以华岗人为荣，就不知今日华岗

是否也以我为傲，或多或少？

不晓得当时上岗有无测试一关，我

仅凭着一纸小学成绩单，在开学数周后

侥幸上岗插班。《红楼梦》“刘姥姥进大

观园”是流传至今的佳话，而我这个来自

橡胶园的小“山龟”，傻头傻脑的，初期

在华岗闹过的种种笑话，恐怕不比刘姥

姥少些吧？

在 我 双 眼 里，华岗是 那 么 巍 峨 壮

观，那么视野广阔，那么秀丽新奇，是世

界上最好的学习场所——至少在狮城找

不到可以媲美的！我对她“一见钟情”，

深深地爱上了她，而且始终不渝。然而，

在学习道路上，初期我确实举步维艰，只

能蹒跚而行，自信几乎丧失殆尽。尽管我

在西山小学，凭着一点小聪明，各科成绩

都顶呱呱，那是因为那小学水平太低，

山中无虎猴称王嘛；到了华岗，才知道自

己的小聪明，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老师

讲解英文文法，我简直像鸭子听雷；老师

讲解数学，我经常像丈二金刚摸不着头

脑。班上同学似乎都比我厉害，你想这是

多么难堪、痛苦的呀！自卑、沮丧怎能从

脑海中消除？

在华岗的日子里 
⊙符懋濂

我的面前，只有两条路可走:要嘛自

暴自弃，最终遭到淘汰下岗，去工厂当

学徒；要嘛不怕困难，加倍努力，迎头赶

上，继续在华岗驰骋！这是因为华岗的水

平太高，要求太严，留级机会太多：包括

华文不及格，得留级；英文、数学同年不

及格，英文或数学连续两年不及格，也得

留级；体育不及格，任何一科成绩低于50

分，都必须留级。留级生的成绩如果还是

不能达标，就会被令退学，很多同学因

此告别了华岗，转到其他中学去。依稀记

得，我念初一时共有21班，到了高中毕业

那年，仅仅剩下八班了（其中也有不少大

龄生自动退学）。拿到华岗毕业证书的我

们，即使不是什么“英雄”，也应该算是 

“好汉”吧？

作为华岗的一分子，我感到无比幸

运、无比自豪，因为她哺育我健康成长，

给予我最好的全方位教育（all-rounded 

或well-rounded education）。当时，

华岗采用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的“三三

制”，间中没有会考，相当今天所 谓的 

“直通车”。不过，全方位教育主要还是

体现于课程编制、教学内容上。为了栽培

真正意义的知识分子，华岗确确实实推

行“五育并重”，不仅重视德育、智育，同

时重视体育、美育乃至于群育。

在德育领域，尽管没有“道德教育”

一科— —其实也不需要这类科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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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读《中华文选》的许多精辟课文，就饱

含着丰富的德育内涵，发挥了潜移默化

的作用。例如林觉民《与妻诀别书》、都

德《最后一课》、岳飞《满江红》、文天祥

《正气歌》、史可法《复多尔衮书》，以及 

《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的篇

章，都释放了包含人生观、世界观在内的

正确价值观。它们让我懂得许多为人处

世之道，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富

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浩然正气，至大至刚”“人生自古谁无

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发愤忘食，乐于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也”！这一些，难道不应

该成为我们当今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在智育领域，当年华岗没有进行文理

分科，而且是文理并重，所以不会出现重

理轻文的诸多弊端。从初中一到高中三，

除了必修华文、英文、数学，每一班都必

须修读生理卫生、历史、地理、文学史、

生物学、化学、物理学。作为资深教育工

作者，我敢断定这是最佳的中学课程编

制或科目组合（subject combinations），

它能够把高中毕业生栽培成为文化人，

而不是跛脚的经济动物。我们当中不会

出现“历史盲”“文学盲”，或者“地 理

盲”“科 学盲”。我个人 虽然倾向于文

科，但对科技也很感兴趣，甚至自己动手

装配扩音机呢！我们华岗人相信“知识就

是力量”，阅读课外书的风气盛极一时，

国专图书馆的丰富藏书，固然为华岗营造

了阅读氛围，而这一合理的科目组合更发

挥了积极作用！

在体育领域，华岗的体育设施，当时

不仅全马独一无二，甚至足以傲视整个东

南亚的中学校。单是篮球场就有13个，还

有乒乓室、体操室呢！而标准化运动场加

上可容纳数千观众的看台，您在其他中学

里哪儿可见到？每年，华岗都举办全校班

级篮球赛，以及包括游泳项目在内的华

中南中联合运动会，更是热闹非常的体

育盛事（南中女生也趁机“打了钟就去找

华中”呢）。由于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

们华人的体质都差劲，享有“东亚病夫”

的污名，所以华岗特别重视体育。依稀记

得，体育考试共有三项：百米短跑、跳远

和跳高，这对于体弱的我是极大挑战！我

在华岗养成了爱好运动的好习惯，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游泳、远足都是我的爱

好，至今还可以经常看到我在自然公园的

身影呢！

在美育领域，由美术与音乐两科组

成的美育，是陶冶人生不可或缺的，所以

也受到了华岗的高度重视。校方规定，从

初三开始，每位学生都必须到美术室上

美术课，直到高三毕业为止。大家的美术 

（绘画）根底并不一致，但在陈文希、刘

抗等多位名师指导下，进步神速，绝大多

1959年校庆科学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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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高中会考成绩不是特优就是优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名师出高徒，在我所认

识的同学中，就有好多位成为优秀的美

术家或美术老师！在音乐方面，记得我在

高一、高二两年上音乐课，除了学习“豆

芽爬楼梯”（五线谱）的初级乐理，我们

最爱唱的是名歌民谣——尤其是新疆情

歌《美丽的姑娘》《都达尔与玛丽亚》。美

育美化了我的人生，赋予我懂得鉴赏书

法、绘画、雕塑的眼睛，还有爱听古典音

乐、名歌民谣的耳朵呢！

在群育领域，当时的课外活动都是我

们学生自动自发搞起来的，身旁并没有老

师督导。除了学生 助学会、戏 剧会、歌

咏队、叙别会，每班都有班会（读书会）。

班会由班长和几名干事领导，主要任务

是搞野餐、郊游、救灾等集体活动，以及

搞小组学习。学习内容包括课内与课外

两类，并且以后者为主。在那个充满激情

的岁月，我们最关心的是如何争取新马独

立建国！因此，自然而然的，学习小组除

了大家交流课外书阅读心得，最主要还

是议论、争辩时事问题。所谓“风声雨声

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

事关心”，可以说是我们华岗人的写照！

1959年高中毕业，拥

有南大历史硕士、 

复旦文学博士学位。

曾任初级学院华文部

主任与大学兼职讲师。

著有《唐代明道文学

观与正统历史观的比

较研究》等数部作品。

作者
简介

通过丰富多采群体活动，“团结、互助、

友爱”在我们心田里滋长，“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成为我们的座右铭！自私自利

的个人主义在那火红年代里，几乎没有存

在的空间。此外，华岗人的组织、领导能

力，非同一般，显然也和我们所接受的群

育分不开。

我在华岗的成长，当然也得归功于师

长们的谆谆善诱。师恩永世难忘，他们的

芳名不时在我脑海中出现：除了郑安仑校

长、李绍渊主任，还有王震南、王卓如、

卢涛、陈仰成、叶文祺、林总、陈文希、刘

抗、盛鹏远、郑金发、张修宪等等恩师。

华中诞生于1919年3月21日，在她百

岁诞辰之际，祝愿我亲爱的她勿忘初心，

秉承百年传统，在弘扬华族文化的道路上

独领风骚！

1959年高中毕业班同学与级任王卓如恩师合影。第三排右四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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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代代华中情
⊙杨有瑞

我的 祖 父杨 缵 文 是华中创 办人 之

一，我有三位叔父即杨克绅、杨克综与杨

克绶，都是华中毕业生。有三位堂兄即杨

秀烁、杨秀烔及杨秀锐于华中高中毕业。

我的大哥杨秀海、二哥杨有光及本人，都

于华中高中毕业。大姐夫林立基也是华中

高中毕业生。侄儿杨毅诚则是华中中四毕

业。尚有孙外甥女陈易祯，是Hwa Chong 

Institution的毕业生。如此算来，五代华

中情了。

第一代华中情

先 祖 父 杨 缵 文 是 华 中 创 办 人 之

一。1920年出任华中董事会董事。当李

光前先生于1937年至1954年担任华中董

事会主席时，祖父一直跟随李光前先生，

担任董事会副主席。1955年李先生退任

董事会主席，祖父接任为董事会主席，至

1960年因健康问题卸任。说来凑巧，我

于1955年进入华中，1960年高中毕业，

正是祖父当董事长的时期。

1961年祖父年迈中风，躺在床上，由

子孙们轮流守夜，扶他清理便溺。有一回

轮到我值班时，祖父告诉我一个鲜为人

知的故事。他说：说财力，他绝对无法与

李光前先生相比，难以接任李先生的位

置。但李先生坚持要他接任，钱财的事，

请祖父放心。他与李先生是多年老友，

无法推辞。实际上，他一直替李先生处理

华中的事，只不过李光前先生退任后要

他站在前台，而李先生退到幕后罢了。例

如，华中图书馆是在他任期内建的，但全

部建筑资金，都是李光前先生捐赠的。

祖父语气沉重地说道，他自知自己时

日不多，嘱咐我他日事业有成，在能力所

及内应为华中、南大及潮州八邑会馆办一

些事，多少捐献一些钱，作出一些贡献。 

（注：祖父也是南洋大学及潮州八邑会馆

创办人之一。那时我正开始在南大深造）。

祖父与李光前先生那一代的人，都把

华中当成是一个大家庭。在他们看来，董

事长是家长，校长是管家，而学生是他们

致力培养成才的孩子。因此，在1954年

五一三事件及1956年中学联被封时，当

学生群聚华中校园内集中抗议；政府当局

威胁封闭华中，他们的职守便是保护这个

家庭不被政府封闭，能延续下去。因此，

他们苦口婆心规劝学生依法解散，而他们

尽力另求方案与政府解决争端。

林清如学长在其著作《我的黑白青

春》里，有叙述在1956年学生集中华中

校园时，他作为学生代表参与董事、家长

会议，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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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缵文霸气十足，责怪学生不好好

读书，整天搞无谓活动。他命令学生要马

上解散，否则要负一切后果，惹来吴采唐 

（注：家长代表）理直气壮与他争辩。

第二代华中情

叔父杨克绅、杨克综及杨克绶，分

别介于1943年至1951年就读华中。基本

上，他们是属于薛永黍校长的学生。

在他们心目中，薛校长是位认真办

教育的开明校长。薛校长允许不同思想

的同学在校内壁报上公开论战，但严格

遵循不准学生从事政治宣传。

那一代的学生，年龄偏高，多数于华

中毕业后便就业，很少继续深造。而继

续深造的学生，多数往澳洲修读建筑学

（Architecture）。杨克综叔父便是跟随潮

流，前往澳洲悉尼修读建筑学，后来改修

会计学。由于历届在澳洲雪梨及墨尔本求

学的华中生，都表现卓越，为华中争光。很

多澳洲大学都特别优惠接受华中生。

第三代华中情

堂兄杨秀烁、杨秀烔、杨秀锐及大

哥杨秀海，还有姐夫林立基，于1946年

至1952年间就读华中，他们既是薛永黍

校长，也是郑安仑校长的学生。但言谈之

间，他们似乎更怀念薛校长，对薛校长有

更深的情感。

令他们念念不忘的是华中五卅一事

件。1950年5月31日上午，突然有大批

警察及政治部便服人员，分乘20多辆警

车，抵达华中校园，四处搜查。一个个学

生被令不准走动，不准离开原位。闹了整

个上午，有好多同学被带上警车。据说原

来政治部获得情报，华中校园内藏有马

共传单、书刊、文件，有共产党。

大姐夫最敬佩的是教导数学的汪佳

平老师。大姐夫回忆道，汪老师是位数学

奇才，要在他手下轻易过关，需下很大的

功夫。

大哥最怀念赵沨老师。我念华中初

中二时，曾参加赤道艺术研究会（简称“赤

艺”）的文学股。我出生于1941年，正是

日本占领新加坡的时期。先父于日治时

期不幸因故去世，大哥不时会过问我的

求学生活。有一回，他偶然见到一张赤艺

的会费收据，问起赤艺是哪些人在搞的

团体。我告诉他赤艺文学股负责人是林

振忠。他笑道，他认识林振忠，是中正的

学生，振忠应该搞音乐才对。他与林振忠

是赵沨老师的入室弟子，赵老师个别教导

他们声乐。

赵沨老师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回国

后，担任中国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庄昇俦

会长曾邀请赵沨老师夫妇重游新加坡相

叙。我把消息告诉大哥，大哥万分高兴，

便加入校友会理事深夜到樟宜机场迎接

赵老师伉俪的队伍。赵老师一眼便认出

大哥，两人紧紧握手好久，且十分激动，

令我们也深受感动。

二哥与我是郑安仑校长的学生。我

们乘1号校车来回上学。1号校车司机，我

们称呼他“水泉”兄。那时，祖父是华中

董事长。郑校长往往将需要祖父签署的

文件、支票等，交予水泉兄转交给我以让

祖父签署。祖父一贯让我站在一旁等候，

过目签署完毕，将之交给我，并吩咐要亲

手交给水泉兄，不能直接交给郑校长。祖

父说：这叫作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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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学业成绩名列前茅，却又不太

循规蹈矩的学生。念高中二乙班时，似乎

不太满意一名老师对诗词的讲解，经常

与他争论。也许有一回，争论太过分，失

去分寸，激怒了这名老师。老师在一篇作

文《野餐》，给了“丁”分，尚下评语“忽

略主题‘餐’”。丁者，不及格也。我当然

不太服气，将作文提呈予训育主任李绍

渊老师，要李老师评理。李主任将作文转

予郑校长处理。结果，那篇作文不算数，

即不计入平均分数。

这一来，这名老师自尊受到打击，在课

堂上，讽刺我仗势欺人。这也自然激怒了

我。我知晓班上好多同学都不太满意这名

老师上课的态度，便找几位同学，一起罗

列老师讲课出差错之处，由我执笔，发动

班上同学签名，要求更换华文老师。郑校

长为平息风波，让我们如愿以偿，于下学

期更换由姚复生老师教导我们华文。现在

回想，似乎有些过意不去，不太尊师了吧。

第四代华中情

侄儿杨毅 诚于1977年华中中四毕

业。当我问他，那时谁是校长？他竟回

答：好像是一位姓潘的。令我吃惊。我再

问道，是不是潘明智校长？他犹豫一下，

才确认，是的，是潘明智校长。显然，侄

儿的华中情并不太深。我不怪他，他们毕

竟是改制后，只念四年，校风又处于低

潮时期的子弟。但无可否认，华中为他们

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培养了自强不息的精

神。不然，他就不可能单枪匹马，年纪轻

轻，便到遥远的加拿大完成电脑课程，取

得硕士学位，并立足于HP电脑公司，担任

高职。

第五代华中情

孙 外 甥 女 陈 易 祯，洋 名 J o l y n，

目前尚在 英国深 造 。她在手 机 这 样写

道：“I graduated in 2014, was in class 

13S7G，school was called Hwa Chong 

Institution, principal Dr. Hon.”

我在19 9 8年加入华中校友会理事

会，那时，校长是杜辉生，与我同年，即

1960年华中毕业。念书时，未曾同班。那

阵子，据说杜辉生校长属于右派，而我一

向倾左，左右自然不易往来。与这位中学

同学交往，从那年才开始。

我不时到华中教师休息室开会，或喝

咖啡聊华中事，认识了潘兆荣校长。那时，

他在华中教书，大家叫他Hon，我也没大没

小，见面时也一声Hon，他便笑着点点头。

欣闻陈易祯孙外甥女也会唱“海天

寥廓……”的校歌。她说，虽然唱了两

年，但歌词都not very sure了。还好，不

是忘得一干二净。

1941年生于新加坡。 

祖籍广东省潮安县文里

乡新庄。1960年华中高中

毕业。南洋大学会计一等

荣誉学位，皇家墨尔本 

工艺大学财务硕士，英国、

新加坡特许会计师。曾

担任国家生产力局财务

主管、恩得生国际会计 

公司高级审计员，之后自

立门户经营“杨有瑞会计

公司”。2015年1月1日退

休。著有《敲开会计门》 

《所得税、公司法、会计》

《漫谈消费税》等。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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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学说的要旨是什么？荀子教育

的目的何在？如何评价墨子的思想？”

要不是陈文希老师当年送我一张他

在考卷下半页亲笔为我画的素描，我怎

样也想不起半个多世纪前我们的华文考

试曾有上述的试题。

仔细看这张我已保存了五十六、七年

之久的考卷，可以断定这是丘絮絮老师

为我们“高三甲”和“高三辛”两班出的

共同考题。这问卷的满分是50分，另50

分的问卷是填充、选择题还是对文言文

的解读？由于年代已久，无从考究，不得

而知— —虽有点遗憾，却可让爱争议的

老同学茶叙时添加了一个可凭各自的记

忆与想象自由发挥的话题。

陈文希老师的素描

谈起陈文希老师（1906-1992），

今天大家都知道他是新加坡国宝级画

家。1975年，新加坡大学为了表扬他对

美术的贡献，特别颁以“名誉博士”荣

衔，陈老师为首位获得此荣誉的本地画

家。19 8 0年得台湾历史博物 馆颁发金

章，1987年则得亚细安文化及传播奖。

不过，对于我们当年蹦蹦跳跳、爱起

素描与考卷
⊙卓南生

哄的华中少年来说，上文希老师的课，最

大的乐趣有二，一是不必规规矩矩、一本

正经地在课堂上课，而是迁至美术室，手

持铅笔和面包皮对着石膏像（有时是苹

果或者香蕉等实物）模拟、写生、涂改和

自由走动；二是文希老师上课一定点名，

但其点名方式颇有艺术家的独特风格，

目的似乎不在乎学生是否出席，而是走

程序。只见他一进课堂，就以浓厚的潮

州腔快速喊道：一号、二号、三号、四号、

五号……而同学们则积极配合，群起大

声回应：“到！”“到！”“到！”……每周

一堂的美术课便是在这样快乐的哄笑声

中开始的。

当时，大家当然都知道文希老师是

著名画家，但其画作的特点何在，他为何

受到各界的高度评价，老实说，除了少数

有志于从事美术事业的同学之外，我们都

知之不详。往后从新闻的报道中及文希

老师离开教育界后的诸多画展及各界评

价，不少同学才意识到当年从早到晚忙

着为我们讲美术入门的陈老师是享誉东

南亚和中国画坛的巨擘。随手打开网页，

即可看到如下的相关介绍：

“陈文希，1906年生于中国广东省

揭阳县一户大家庭。19 4 8年 移居新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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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1992年逝于新加坡。文希天生喜爱美

术。中学毕业后，他便不顾叔父的反对，

决定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专攻美术，后

因故转到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受教于潘

天寿等名师。”

“文希年 轻时期 便 展现其艺术天

分，先后在汕头、广州、香港、上海等城

市举行个展；1937年南京举行的中国第

二次全国美展，更受到徐悲鸿的赏识和

赞扬，同年，英画室杂志所刊选的当代中

国十大画家作品，他也被列为之一。”

“1948年，见有人到南洋办画展成

功，遂心动而远道下南洋，本打算逗留三

个月，未料就此定居下来，先后任教于华

侨中学、南洋美专，逢假期闲暇便往东南

亚各地旅行，收集画材，其中又以峇厘岛

和爪哇的民土风情，让他灵感充沛。”

“1968年从新加坡教育界退休后，

他便全心全力的从事创作……”

“文希 老师以 独 特中西结 合 的画

风，奠定了他画坛上的地位。新加坡现流

通的坡币迄今依然有老师的画作。”

这之中，与我们华中关系至深且巨

的是文希老师于1948年下南洋“本打算

逗留三个月，未料就此定居下来，先后任

教于华侨中学……”

试想想，要不是这阴差阳错，我们华

中岂不失去了聘请一代画家为我们全校

各班级担任专职美术老师的大好良机。

文希老师专心发掘和培育新一代艺

术家的敬业精神是有目共睹的，华中画

家校友辈出就是明证。

当然，这 敬 业精 神 同 时 也 意 味 着

文希 老师 在教 育界服务期 间（19 4 8 -

1968），牺牲了自己创作的宝贵时间与精

力。“1968年从教育界退休后，他便全心

全力的从事创作……”这寥寥数语，其实

是概括了他为我们华中学子付出了无限

的心血和时间。

何况作为全职的美术教员，文希老

师不仅得承担各班级美术课的讲 授和

指导，还得分担其他繁杂的教务工作。

本文开头语提到文希老师送我的肖像素

描，正是他在履行监考任务时，闲来无事 

随手在考卷的下半页留下的作品。记得文

希老师在我交卷时送给我这张他签好名

字“C.W.H”（Chen Wen Hi）的肖像，并

微笑地叮嘱我回去后好好放在镜框里。

我虽未遵照老师的吩咐，但多年来却一

直珍藏着。感谢文希老师的厚爱。

丘絮絮老师的考卷

这张1961年的考卷，既让我脑中浮

现了和蔼可亲且朴实的文希老师慈祥的

面孔，也不禁勾起了我对从高中一到高

中三教导我们华文课的班主任丘絮絮老

师的一段回忆。

丘絮絮（1909-1967），笔名絮絮，

福建龙岩人，新加坡著名小说家、诗人。

曾在中国出版过诗集，1930年代移民新

加坡，先后在南洋华侨中学和南侨女中

任教。主要著作有《昨夜》《骆驼》《生

之歌》《播种者》《教师的节日》《学府风

光》和《丘絮絮小说选》等。记得他曾送

我们全班同学每人一册《骆驼》的诗集，

想必是在战后新加坡重印的新版。

由于我们高中时期的华文课基本上

是由丘老师教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

们的文言文基础、中国文史哲知识和华

文的写作，无一不受教于丘老师并受其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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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希老师在考卷上画下的本文作者素描。

记忆里，絮絮老师在讲课前总先站

好马步，然后慢条斯理进入正文，并将

重点一一指出；遇到关键词时，他会在黑

板上轻轻写上几个字，给我们留下深刻的

印象。

面对着无时无刻不在伺机起哄的高

三甲同学，丘老师从不发脾气。每每在讲

完课文，尚留下十分钟左右时，丘老师会

主动问大家要不要听他讲个故事，不消

说，全班都会大声回应：“要！”故事内容

大多与文史哲有关，十分风趣，同学们都

听得津津有味，下课后还常有同学模仿老

师站好马步讲笑话，但自己丝毫不露笑容

的神情与姿态……

三年里，絮絮老师为我们讲了多少文

1950年代末的美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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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哲的故事，已经无法准确统计，但仍有

几则故事迄今还记忆犹新。

“话 说有位孕妇望 着其秀才的夫

君踱来踱去，苦思发愁的样子不禁感叹

道：看来你们写文章，犹如我们女人的产

前那么痛苦。

秀才回答道：差矣！你们女人生孩

子，是肚子里有的。而我的肚子里可是空

的啊！”

此类寓意深长的故事当然不是丘老

师的杜撰，但经过他在课堂的传播和介

绍，“肚子里空空如也”的秀才的窘境和

丑态却很传神地起了传承教育的作用。

我曾将这张珍贵的华文试卷给两名

中国大学的年轻老师看。其中一名的反应

是：“卓老师，你们高中的考题好深啊！”

另一名的反应是：“这哪里是华文的问

卷，这是中国思想史的考题！”

絮絮老师的考题的确不易回答，孟

子、荀子和墨子的理念确属思想史的范

畴，但仔细一想，我们从小学、初中到高

中的华文课无一不是融合着文史哲的内

容与精神。语文的学习显然不仅仅是单

词的背诵和语法的练习。它还蕴藏着中

华文化的熏陶 和 感 染 。从小 学生时代 

“德、智、体、群、美”精神的提倡，到

对“孔融让梨”、文天祥的《正气歌》，乃

至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等文史哲的学习，我深深地感受

到我们那年代的华校生满满地吸收着中

华文化的正能量精神。

至于从初中到高中，课文里精选的中

国各朝代名家的诗文乃至五四新文学运

动以后的诸多佳作，更让在赤道土地上

成长的我们了解什么是母语教育与中华

1961年高三甲毕业后负

笈早稻田大学新闻系，

亦获立教大学新闻学

博士学位。曾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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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在东京大学和京

都龙谷大学任教。现任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北

大新闻学研究会副会

长兼导师、厦门大学 

新闻研究所所长、日本

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作者
简介

文化的丰富资源。仔细一想，我们受益于

当年的“南来文化人”甚多。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折

射的最大获益者。我们的师辈为传承文

化、为传播新知识、为培育下一代而作出

的努力和付出，是我们终生不能遗忘的。

当然，我们师辈为传承文化、关心同

学的生活所做出的努力，并不仅仅止于

课文的学习，也充分体现在校方或在高

年级同学带动下举办的各种辩论会和作

文比赛等校园生活的细节中。“中学生是

否可以谈恋爱？”“中学生是否适合看武

侠小说？”……等议题就曾在同学中引发

了大争议。

东拉西扯，还得感谢一代艺术家文

希老师为我们留下半世 纪前的半张考

卷与素描，并引发了一连串的遐思和回

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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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华中文艺写作者
⊙李艺

记得1999年，是华中创校80周年纪

念，我曾为《华岗依旧》纪念文集写了篇

文章。转眼间，2019年又将到来，这次是

纪念华中建校100周年，我不期然地忆起

过去在华中求学的一些同学，及我所认识

的华中文艺写作者，他们目前都已成为著

名作家。现在把比较熟悉的记下，作为永

恒的纪念。

烈浦笔名的由来

烈浦原名陈川强。1950年代，当我

在华中求学时，已认识烈浦，只是不同班

级，未有较深交往。出来社会工作后，我

在小学执教，烈浦在商场打拼。在许多文

艺聚会的场合，彼此常常碰面，接触的机

会也越来越多了。

有一次谈起笔名问题，我问他怎么

会想到用“烈浦”，他回答得倒很有趣。

他说有两位很受他敬爱的华中老师，一

位是“胡鸿烈”，另一位是“陈浦”，他把

两个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便成

了“烈浦”，以便永远记住他们的教诲。

听了我觉得颇有道理，也报以会心一笑 

（编者按：陈浦实为陈辅之误）。

从交往中，我发觉烈浦的生活是很

忙碌的。他不但参与社团、公会、联络所

等的义务工作，更少不了参与如作家协

会，文艺协会的活动。他过去曾经担任锡

山文艺中心主席，任务繁重。几年前他又

当了《大士文艺》特刊主编，已出版了九

期、工作是艰巨的，但生活是有意义的。

寒川是个肯助人的好文友          

寒川在华中求学时，我已离开华中，

我们从未碰过面。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

常常在文艺场合见面，因而逐渐由生疏到

熟悉而成了文友。

 更巧的是在1980年代，由于李汝琳

老师常到永康花园喝茶聊天，引起许多

文友的兴趣，大家每逢黄昏时分都会集

中在咖啡店雅聚，也形成了一股新风气。

由于我与寒川也经常到永康咖啡店去，友

情的增长更加升温了。

寒川办事充满干劲，是锡山文艺中

心第三任主席。每逢《锡山文艺》出版，

他会召开新书发布会，邀请作者来个大

集会，还安排作者上台领取新刊物，让作

者个个均感到获得重视，这是值得赞赏

的。发布会过后，还以丰盛的自由餐招待

文友，让作者们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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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与陈彦出席“文艺协会”

所主 办的新书发 布会，过 后立 刻 赶回

头参加锡山文艺中心所主办的《锡山脚

下——武吉知马的故事》新书发布会，书

里也有我与陈彦的作品。由于我们来迟

了一步，发布会已过了，询问有关负责人

都不得要领。正在纳闷的时候，刚好碰

到寒川从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楼上走下

来，他问明来意后，立刻跑回楼上去为我

们各拿来了两本新书，我高兴万分，告诉

他：我们真是遇见了贵人。由这件小事，

可窥见寒川是个乐于助人的好文友。

莫河爱恨分明，具有侠义精神

我在念小学五年级时，随姐姐搬到

荷兰村居住，莫河当时也居住在此村子

里，由于经常见面，我很快便认识了他。

莫河当时在克明小学就读，他的华文

老师苏文慕毕业于华中简师，是个著名的

文人，曾经以笔名丁冰出版过《芭野上的

春天》一书，这也是他参赛获得首奖的作

品。莫河从小受过老师的熏陶，因而小学

开始便已喜爱上写作了。 

后来，彼此都升上华中，见面的机会

更多了。由于他喜爱写作，当时也把散文

作品发表在华中的壁报上。其后，他还出

版了处女作《在马来亚土地上》。每逢出

版新书，他都会送我一本，我有时也会帮

他卖书，聊表报答的心意。

问他已出版了多少作品，他会立刻答

复说已有28册了，这的确是他可观的成就

吧？莫河独爱散文，因而也获得散文家的

称号，从他最新的一本《莫河随笔》可见

一斑。

莫河是海南人，推动海南文艺不遗

余力，在武吉知马海南联谊会成立了海

南作家作品研究室，迄今已出版了20部

有关海南社群各种生活面貌的巨著，对

海南社群的贡献可不小啊！

莫河爱恨分明，具有侠义的精神，看

见不平的事情，他会勇敢地提出看法，

说出正义的话来，这也许是他的性格使

然吧？

描绘田园生活的徐帆

我在1956年就读华中，徐帆也在那

一年进入华中。从那时开始，我和他一直

同班整整六年时光，直到1961年毕业。

徐帆是个用功的学生，成绩很好，每

年名列前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

是作文这一科，经常都得到80分以上的成

绩，我因而也时常向他借阅作文，从中学习

新印写作人一家亲。左起：印尼柔密欧·郑（已故）、

洪生、曾采（已故）、寒川、莫河。

其中，洪生、寒川、莫河均是华中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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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写作技巧，真是得益不浅，可见他当时

已显露写作的才华，并奠定写作的基础。

徐帆是农家子弟，懂得洁身自爱，生

活节俭，从来不浪费宝贵的金钱在无谓

的琐事上。

他毕业后开始写作，有好几本著作

都是描绘乡村的田园生活，如《狮城村童

生活》《狮城村童故事》及最新出版的

《念亲念童年》等。

徐帆的文笔流畅，用字简洁易懂，不

拖泥带水。《念亲念童年》描写许多乡村

生活的状况，包括他父母亲的勤奋打拼

及他本身的童年生活，令人对田园生活有

深一层的认识。由于徐帆都是以写实的

表达手法，这些生活故事于是成了新加

坡的史料，活生生显现在眼前，也成了史

学家的参考资料！

雨石写作，也练就一手好字

从中一进入华中后，我便认识了雨

石，当时年纪还小，也不懂什么是文艺。

毕业多年后，我才注意到雨石在《星洲日

报》服务，担任电讯翻译工作，又是国际

新闻版主任。我见他大学毕业后能找到

这么理想的工作，心里暗中佩服这又是

华中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彼此没有频

密来往而已！

 多年后，高三乙班何敦勉学长召集

了旧同学一起聚餐，能来的都来，约有

20多人，从此我与雨石见面的机会也较

多了，仿佛又回到了求学时代。有一回雨

石为小公子办喜宴，在豪华餐馆宴请许

多亲朋戚友，也把这一班的同学一起请

来，让大家同欢共乐，度过愉快的夜晚。

在人生的旅途上，雨石从事多种行

业，目前与小公子代理中国现代水墨画

艺术品。新店面比较宽敞，整洁美观，是

个理想的经商地点。除了写作，出版几本

著作之外，闲暇时，他练就一手好字，有

时还会传给大家共赏，不愧是另一种闲

暇生活方式。

目前，高三乙班同学继续每个月底在

克拉码头的食阁茶叙。雨石有空时，也会

过来与大家聊天，保持联络。他的性格温

和，谈起话来温文尔雅，话题广泛，很受

大家的欢迎。

结语

以上这些文艺写作者，大家应该也

熟悉吧？对他们多了解一些，也能理解华

中文艺活动的概况。华中在各行各业中培

育出不少人才，在文艺界也造就了许多作

家，这是华中对国家社会所作的贡献，值

得华中子弟一路传承下去，并发出永恒灿

烂的光芒。

原名李香孝，祖籍 

海南文昌，1961年毕

业于华侨中学，曾任

小学教师，现已退休。

著有《走马看花》等

数本散文集。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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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中出发，我踏入数学天地　

⊙许其明

常有朋友问我：你在求学时最感兴

趣的科目是什么？不假思索，是音乐与数

学。可惜在我那个时代，学校的音乐正课

少得可怜，还好有数学常年陪伴。回忆60

年前在华中求学时，印象中同学们对数学

的学习态度很不错。数学较弱的同学总能

得到帮助，较强的同学也能相互切磋，彼

此探讨与辩证。自幼就对数学情有独钟

的我，在如此氛围的潜移默化下，如鱼得

水，怡然自乐，对数学认知的提升，自不

待言。

当时，常听说华中有位很优秀的数学

老师——叶文祺老师，可惜无缘受教。但

有两位数学老师，却铭记在我心。陈敏训

老师在初中教我们代数，他文质彬彬，声

音柔和带感性，讲解清晰，很得同学们的

爱戴。还记得学习某些课题，像“因式分

解”、“解方程式”等，陈老师要同学们按

课室五列分五组，一个又一个接力到黑板

前独立解题，以计分将五组分高低，而同

学们就在这种相互竞赛的动态过程中，带

着强烈的求知欲，很自然地掌握到要学习

的知识与技巧。

不过，在华中，对我影响最深远的数

学老师是高亚思老师。在高中两年教导我

们解析几何与微积分的高老师，对我们来

说，像位慈母。高老师讲课有条不紊，准

备充分，耐心十足。我在中四与高二在校

内数学比赛中获得两个亚军，也因此常

得到她的鼓励，希望我将来好好发展我

的强项。

在我求学的那个年代，数学课本是

英文，但以中文授课。当时想要找些数学

参考书来阅读可不容易。有关的英文书

籍或者什么“Ten year series”，我懵然

无知；中文的书籍也不知到哪里去找。

有一天放学后，我往小坡书店逛，第一次

在某书店看见书摊上摆放着几本精致的

小册子。我好奇地往前细看封面，哎，

是中国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北京市数学

会编的一系列数学小丛书。这里头有数

学家华罗庚撰写的《从杨辉三角谈起》

《从祖冲之的圆周率谈起》、段学复的 

《对称》、姜伯驹的《一笔画和邮递路

线问题》、龚昇的《从刘徽割圆谈起》等

等。问一下，每本约三毛。哇，这可不得

了，价廉物美！无须考虑，赶紧买它几本

回家细读。小丛书中每一册探讨某个课

题。这课题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要

谈这课题？动机在哪里？它的沿革背景

如何？它有哪些用途？这些都是每本小

册子所要传达的讯息。这一系列由中国

著名数学家深入浅出介绍的课题，读后

让人眼界大开，心旷神怡，而它在不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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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中已提升你对学习数学的兴趣。自此之

后，如雨后春笋般，中国各省各县各市都

有这类数学参考书大量涌现。我收集的

少说也有500本，我视它们为珍物。

在华中念高年级时，常有注意华校

高等学府——南洋大学的发展讯息。由

于对数学的热爱，我特别关心南大数学

系的动态。当时我们可购买到南大理学

院学生团体所出版的《人人科学》刊物，

其中有数学文章的刊载，我特别偏爱。

阅读之后，常令我反思：我将来是否也能

写一写这类文章？有一回，在同学的陪伴

下，远赴云南园出席南大主办的大学周，

目的是参观南大理学院的学术展览会，

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会的活动。

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生动，许多展示

的项目让人们明了数学有它趣味与应用

的一面；但最令我感动的是参与活动的

同学们的团队精神，他们是那么献身、投

入、友爱与热情。自此之后，我已“私许

心愿”，若有机会深造的话，“非南大数

学系莫考虑”。

1964年，在好友的资助下，我报读

南大，并顺利考进南大数学系，心愿初

偿。华中同学王火田与我同班。就读数学

系同学不少是来自新马两地各校数学高

手。由于对数学有着共同的爱好，大家常

相互讨论，良性竞争，学习的兴致极高。

我念大四时，在系主任郑奋兴教授鼓励

下，担起南大数学会出版的《数学园地》

创刊号主编。出版这刊物是希望以浅白的

文字向中学生们介绍新数学知识、趣味数

学问题、著名数学家生平等等。我也藉此

机会初试啼声，写了三篇文章，二中一

英，算是初步圆了我在华中的梦。就在这

时候，我接到华中高亚思老师的邀请，很

兴奋地回到母校在国专图书馆为学弟们

做了一个有关微积分简史的讲演。二三

十年后，偶然遇见几位曾出席讲演的学

弟们，还听着他们欣然地向我提起这往

事，心里颇有感触。

1968年我从南大毕业后远赴加拿大

1978年，在南大数学系任教的许其明（右二）出席在马尼拉举行的亚洲数学家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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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造，1971年获博士学位后留系担任博

士后的研究与教学工作，1972年中终于

有机会返回我南大母系服务。就在那个

时候，新加坡中学数学课程开始引进一

些“新数学”课题。1974年，在李氏基金

的资助下，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与南

大李光前数学研究所为协助华校数学老

师掌握这些新课题，从4月到6月，联办

了一系列新数学课题讲演会。郑奋兴教

授、李秉彝教授、曾传仲教授与我等都责

无旁贷地担起义务主讲人。

正是这项研讨会，我认识了中学教

师会研究组代表宋和才老师。宋老师当

时在华中任教，南大数学系第四届（1963

年）毕业生，是我的学长。1980年新大与

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我继续在

数学系任教。1988年的某一天，我接到

华中办公室电话，说是时任杜辉生校长

和数学部老师想邀我到华中一起谈谈有

关学校的数学教学事宜。我即刻应诺，

按时赴会。

上世纪70年代华中的整体学业成绩

表现差强人意。1979年华中获选为特选

中学，而这一年正是杜先生担任华中校

长的开始。1988年华中进一步成为自主

学校，能自行发展自己的特色，设计自身

的教材。杜校长胸怀大志，希望重振华中

声威，于是逐步在学校各个领域进行改

革。我当天受邀与杜校长和数学老师们

讨论的正是如何在数学的领域中提高老

师们的教学效益，提升学生们的学习热

忱，积极栽培数学尖子等问题。于是华

中数学咨询委员会不久成立，成员包括李

秉彝教授、曾传仲教授、校友许泽鸿博士

等，我则被推举为委员会主席。在校内资

深数学老师宋和才先生、方克联先生、汪

美玲女士等配合下，委员会出谋献策并积

极展开工作。

1 9 9 0 年 华 中正 式 举 办“ 新 加 坡 

小 学 数 学 奥 林 匹 克 ”( S i n g a p o r e 

Mathematical Olympiad for Primary 

Schools)，为我国小学生提供一个竞赛

平台，让学生们从竞赛中提高对学习数

学的兴趣，并培养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第一届参赛学生约有340位，其

中12位来自邻国大马。由于这项常年竞

第一届（1990年）小学奥数的优胜队伍——乐赛小学。

奥数挑战杯

是自强投资

公司捐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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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渐受本区域国家学校的欢迎与重视，

自2002年起，名称改为“新加坡—亚太

小学数学奥林匹克”(Singapore-Asia 

Pacific Mathematical Olympiad for 

Primary Schools)。据讯，2018年参赛

学生约有6000多位，本地学生约3100，

其余分别来自东南亚各国、香港、澳门、

韩国、印度、澳洲、中国大陆、台湾等地。

这项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能一年一年成功

又壮大地举行，应归功于筹办竞赛小组

不懈的努力。筹办竞赛小组成员除了数

位数学老师和华中数学咨询委员会部分

委员外，还包括来自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数学科学学院的刘鸿坤教授。刘教授在

中国中小学数学竞赛界享誉多年，经验

丰富，从1993年起，每年都受邀来华中作

学术访问，不仅为老师和同学门讲课，也

为“新加坡—亚太小学数学奥林匹克”里

里外外的筹办工作作出贡献。

上世纪80年代，为发掘与培育数学

优秀生，宋和才、方克联等老师自组了华

中校内数学培训班。经老师们的辛勤教

导，涌现了不少具有数学潜能的学生。在

华中数学咨询委员会的推荐下，这批学

生受邀参与由新加坡数学会主办的奥林

匹克训练营，接受国大数学系教授们有

系统的严格培训。

有了坚实的基础，他们开始在国内

外的数学竞赛中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这批优秀学生包括：颜维德、颜维凉、

蔡哲明、林子伟、黄志伟、徐芳达、钟慧

敏、张毅伟等同学。国际上有不少为中

学生设立的科学竞赛，这其中，国际数学

奥林匹克（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Olympiad, IMO）是最具悠久历史的。

从19 5 9 年在罗马尼亚首办后，迄今将

近60年（1980年停办一年）。1988年， 

受 主 办国 澳 洲的邀 请，我国首次 组 队 

（六位参赛 代表）参与。接下来，德国

（1989年）、中国（1990年）、瑞典（1991

年）、俄罗斯（1992年），……，我国也不间

断地参与其盛。

我在1989年与1991年以领队身份率

队赴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1991年瑞典

赛事。当年在六名代表中，就有三名是来

自华中，他们是蔡哲明、林子伟、黄志伟

同学。IMO参赛者必须是不超过20岁的

中学生。哲明是华初高一，而子伟与志伟

则是中四生，年纪相对小；结果子伟赢得

银奖，哲明则获得荣誉奖（Honourable 

Mention Award）。宋和才老师为协助照

顾参赛同学，以观察员身份一同前往，

没想到竟在那儿结识了中国队副领队刘

鸿坤教授，于是就有后来邀请刘教授来

华中做客的后续。1992年俄罗斯赛事，

上述三位小将再度披甲上阵。有了竞赛

经验，他们的成绩都进步了：子伟再获 

“银”（排名更靠前的银牌奖），哲明与

志伟各获一“铜”，为国争 光。哲明在

国大修完数 学荣 誉 学士 课程 后，续 往

美国深 造获博士学 位，现 任南洋 理 工

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子伟在美国获博士

学位后，也回国效劳，在DSO national 

laboratories 做研究工作。志伟曾在1989

年念初中时参与澳洲数学竞赛以满分的

成绩荣获金牌，目前是上海古生代农业

集团有限公司的经理。

我要特别提起两位优秀华中兄弟校

友——颜维德与颜维谅。在宋和才老师

的影响与鼓励下，来自大马的颜家兄弟俩

在华中求学时就特别酷爱数学，并在各

种数学竞赛中收获丰硕。由于不是我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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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很可惜不能代表新加坡出征IMO。他

俩都在美国获数学博士。弟弟维凉目前在

美国加州大学数学系任副教授，哥哥维德

在美国著名大学服务多年后，现在是国大

的教务长讲席教授（Provost’s Chair）。

维德的数学研究工作非常杰出，2017年

获颁我国最具声誉的研究奖：总统科学

奖（President’s Science Award），难能

可贵，为华中争光！

“海天寥廓，云树苍茏，中有我华

中”，这是一片充满智慧，灵气弥漫的大

地。能在这大地中受熏陶，那可是一生的

福气。华中培育了我对数学的热爱，南大

拓展了我对数学的视野，加拿大留学的

日子让我体验数学天地的浩瀚无垠。我

从华中出发，踏进了这浩瀚无垠的数学

1963年华中高中毕

业，68年获南大学

士学位后赴加拿大

深造，71年获博士学

位。曾担任国大数学

系教授，新加坡数学

会会长。

作者
简介

1992年华中荣获新加坡数学会主办的数学竞赛高中组与中学组双料团体冠军。

前排：林子伟（左二）、蔡哲明（左三）、颜维谅（左四）、钟慧敏（右二）、张毅伟（右一）；

后排：曾传仲教授（左一）、黄志伟（左二）、李仰渠副校长（左五）、宋和才老师（左六）、

方克联老师（左七）、汪美玲老师（右三）、许其明教授（右一）。

天地，虽说在这天地里只是兜了一个小

小圈，蓦然回首，却也满怀喜悦；但更令

我踌躇满志的是：我能将我所能回馈与

报答我的母校——华中。但愿：雄立狮岛

我华中，万年万世其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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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我心中的图腾 
⊙黄世荣

一 步 一 脚印，我手 扶 迂 回 绕 转 的

栏 杆，小心翼 翼 地 攀 上狭窄高陡的螺

旋梯。

生铁铸造、中轴垂直的螺旋梯分三

段，底层43级、中层17级、上层20级。我

一步步踏着，心里数算着：总共80级。银

灰色的栏杆不仅围边雕花，连每一级梯

阶也都是镂空雕饰的。我身子穿越数层

天花板的洞口，头也不回一直向上，终于

来到高耸的钟楼顶层。

55年了，这段离校的漫长日子，其间

虽然不时也出入校园，四处走动，但仰望

钟楼，却一直觉得那么“高不可攀”。因

为从来没有机会登上钟楼，对它的那份

向往，加上诸多听闻而产生的神秘感，还

有高中最后两年在钟楼上课那段时光的

无限思念，数十年来一直深藏心底，挥之

不去，都加深我对钟楼的缅怀和眷恋。

那天下午，在陈鹏仲副校长安排下，

我终于得偿所愿，一口气攀上楼顶。在圆

拱罩顶下，环形廊柱边，迎着呼呼劲风，

居高俯瞰，整个武吉知马东西南北远近风

光尽收眼底。蓝天白云下，极目远眺间，

感觉华中真有一种放眼天下、胸怀壮阔的

磅礴气势！
通到穹顶的螺旋梯共有80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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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的身世

华中钟楼建于1923年至1925年间，

由思旺麦克拉伦绘测建筑公司承建。新

加坡的苏丹回教堂、丹戎巴葛火车站，还

有莱佛士酒店，也都出自这家老牌英国绘

测公司之手。

钟楼的设计灵感，据说源自英国的

剑桥大学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意在激发

和宣扬高等优质教育。

草创初期，先贤已为华中定位，矢

志将华中发展成新加坡最杰出的华文中

学。不分籍贯和方言帮派，全心全意为

华族下一代的教育与文化事业作出最大

贡献。

钟楼采用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中

央主楼两翼对称排列，正面三角前冲上标

志着红色火炬校徽，二楼有凸出的半圆形

阳台，庄严肃穆的离子柱，柱头缀以螺旋

花环浮雕，还有酒瓶式的典雅栏杆，古意

盎然的拱形门窗，以及线条精致、通达两

旁的廊檐，它们交相辉映地衬托出顶上钟

楼的壮美。

钟楼高36米，环形顶座由八根支柱

支撑，下层方体四边装置四个大钟，大钟

整体设计还包括护檐和注重细节的方形

阳台。这四面大钟在日侵战争期间遭摧

毁，上世纪70年代重新修复，90年代翻

新扩建时又再经过一轮美化提升，并增

添了新的中学部图书馆。

钟楼附属建筑还包括八间宽阔高大

的课室，多年来为中学部高才班专用，目

前则是特别课程的指定课室。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钟楼竟变

成一个军事地标。由于居高临下，四面八

方景物一览无遗，战略位置非比寻常，它

成为联军在新加坡战役的退守点，更成

为1942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

的坦克部队瞭望台和司令部。三年八个月

里，钟楼建筑还被用作临时拘留所，在惨

绝人寰的肃清大屠杀中，估计至少有五千

生灵葬丧华中。

钟楼还见证了华中校园后方的“竹

仔巷大屠杀”浩劫。就在1942年2月15日

英军向日军投降之后，大年初一，日军用

高射炮轰炸逃到竹仔巷避难的华人，接

着还冲进村子里大肆虐杀村民。暴行持

续好几天，没有人知道具体死亡人数，但

估计死于刀枪下的至少有二三千人。竹仔

巷就是今日的Jalan Haji Alias一带。 

1999年3月19日，华中创校80周年大

庆之际，钟楼被文物局列为国家古迹，见

证了华中作为东南亚第一所华文中学的

辉煌历史，更表扬了以陈嘉庚先贤为首

的华社筚路蓝缕兴学办校的伟大精神。

钟楼是百年华中见证人

在华中百年的历史长河中，钟楼始终

雄踞华岗中央，见证了眼下波澜壮阔、风

起云涌的种种人与事。

1920年代草创时期的风雨飘摇；30

年代被英殖民政府下令停办两年；40年

代遭日军强占并沦为杀人场；50年代学

生拒当炮灰、反抗殖民政府抽壮丁、校园

集中、军警开入发射催泪弹；60年代反对

中学改制、发动罢考罢课、罢考学生阻止

考生进入考场……

70年代，应教育部之邀，创立华中初

级学院；80年代，华中在10年内连换五位

校长之后，杜辉生接任掌校。他用了将近

20年的时间，把华中带回正轨，提升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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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并重的特选中学，并朝自主学校和世界

级中学目标迈进。

千禧年到来，华中改制，实施“直通

车”制度，华初和华中合并。校友举行公

投，采用中文“华侨中学”、英文“Hwa 

Chong Institution”为校名，华初走入历

史，接着，华中国际学校于2005年成立。

钟楼当然也见证了自1979年以来，

校友会每隔10年为母校举办的万人宴。

每一次热烈盛大的场面，都在她温暖的

怀抱和见证下，让华中人留下最温馨难忘

的记忆。

还有，19 9 6 年那 桩闹得沸沸 扬扬

的“双胞董事部”事件。教育部事后入主

华中，与董事部签署备忘录，设立17人的

管委会管理校政，其中，董事部只能委派

六人担任管委。

根据备忘录，教育部原意只是“过渡

性”的参与和介入，而且管委会主席原本

是由董事部推荐和主导的。一所学校设

有董事部和管委会这样两个领导单位，

在新加坡教育体系下，可谓史无前例，这

也为华中作为一所政府辅助的自主学校

蒙上一层阴影。

钟楼的灵异传闻

凡 是 有钟 楼的地方 都几乎 有鬼 故

事，世界各地都如此，华中钟楼自然也不

例外。由于日据时期被用作日军司令部

兼拘留所，这段经历加上校园附近乡村

的悲惨遭遇，致使钟楼多年来一直流传

一些灵异故事。

我并不鼓吹迷信，也无意渲染校园

的诡异氛围，但一些奇闻怪事作为茶余

饭后的趣味谈资，也许无伤大雅。

有说学生因课外活动迟归，深更半

夜瞥见钟楼下有黑衣女在陈嘉庚铜像前

烧香；又说另一学生黑夜里在同一处遇

见神秘白衣女人。互联网上还有一则关

于当年日军企图强暴一名孕妇，迫使孕妇

从钟楼跃下，酿成一尸二命的惨剧。

据说早期钟楼是开放的，后来校方

决定锁起来。其实世界各地的钟楼都是

大门深锁以策安全的，正因如此，钟楼

更增添了玄奇的神秘感和悬疑色彩。关

于华中钟楼，曾听说凡爬上去的都下不

来。可我那天下午登楼远眺，眼下风光无

限好，豁然开朗间又如寻幽探秘，揭开了

钟楼层层神秘面纱，更解除了积压心底多

年的谜团。

1958年的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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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钟楼的螺旋梯走下来时，发现底

层梯阶的墙壁上，留有水纹般铁锈溶化

的痕迹，红褐色锈迹看来已在那儿一段

时日。我想，这也许就是互联网上流传的

那些所谓“斑斑血迹”的由来吧？

和钟楼的两年渊源

1961年，我国的中学教育改成初中

四年、高级中学两年，并划分为文科和理

科，有一个短时期还开设医科班。

我选读文科，两年高中在甲班，课室

就在钟楼基座的二楼。这让我和钟楼有

近距离的接触，钟楼的形象因此占据我

内心深处一角。两年时间不算长，期间也

经历不少事，有令人缅怀的好事，也有刻

骨铭心的伤心事。

甲班课室空间宽阔，天花板又高，敞

开四边窗户和两道大门，使室内既明亮

又凉快，34位同学一起上课，丝毫不觉

拥挤，也从来不觉闷热。低而宽的窗户，

是一些调皮同学一显身手，跃身进出课

室的例常通道，尤其是那些迟到或早退

的，当近视超深的赵满源老师埋头朗读

课文时，他们更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自由

跳进跳出，从未被逮着。

近日无意间发现了1963年我负责编

的那本毕业刊，尘封超过半世纪，纸张早

已泛黄，应该是硕果仅存的一本了。回想

起来，当年不知是哪来的一股冲劲和勇

2018年的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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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敢敢包揽各种琐碎工作，从找陈子权

学长设计封面（他也是我在宏文小学时的

老师）、组稿、编撰、排版、插图、书法、

摄影到执笔写编后话，几乎包山包海，做

得不亦乐乎，完全忘了当年还得准备高中

会考。

在华中最后两年，又搞特刊又打球，

日子过得充实，还在课余赚外快，为陈维

忠律师与英国太太所生的“红毛仔”补习

华文。这里不妨一提：这位陈维忠，就是

当年与李光耀同时担任中学联法律顾问

的律师。

在高中两年修读的科目中，数学是我

最弱最排斥的一科，尽管教导数学的叶

文祺老师是我非常敬仰的级任老师。数

学的不理想分数拉低了我全年成绩的总

积分，把我的排名挤出了三甲。

我喜爱的中华文学和华文，即使老师

教得不怎么样，测验考试分数还是不赖。

教中华文学的是丘絮絮老师，背地里

我们戏称他“丘如如”（无边读上下）。他

在文艺界颇有名气，可说是个性情中人，

教书还认真，但往往无法让调皮捣蛋的

同学静下来听课。记得有一次，他提高声

调，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声吆喝以后，卷起

衣袖，头也不回的冲出课室。同学们都目

瞪口呆，霎那间空气凝住了，直到下课钟

声响起。

教华文的赵满源老师也是令人难忘

的。他说一口嘹亮动听的京片子，戴一副

像两粒圆珠球般的超深近视眼镜，一跨

进课室就整个身子趴伏在座位上，把头

深深埋在书堆里，不管同学们在下面扮

演什么猴戏，只要不发出太大声响，也不

要有太大动作，他都毫不理会。

赵老师颇有才气，讲课时偶尔转身

用粉笔在黑板上秀一秀那手飘逸而自成

一格的书法，他是我当年的书法启蒙老

师，对我的书法风格影响颇深。那天翻开

1963年的毕业刊，首页的书法题字“有

德必有勇，正直的人决不胆怯”，起初我

竟然错以为是赵老师所题，再想才记起

是当年自己提笔写的字。我实在不敢自称

有老师的水准，但的确临摹得太像了，以

致事隔多年，连自己也差点分辨不出。

美术我也偏爱，名画家陈文希老师

和蔼可亲，对我勉励有加，在那陈旧但绿

意环绕的虎豹楼作画，是段快乐时光。陈

老师的浓浓潮州腔，更使我这“半个潮州

人”倍感亲切。

那天从钟楼下来，信步走进当年的

课室，在里头遇见一群正讨论功课的学

生，眼看朝气蓬勃的他们，我仿佛见到年

少时在这儿读书的自己。我告诉他们，半

个多世纪前，我和他们同龄时，也用过这

课室，还说旁边那几道矮窗，就是当年调

皮同学跳进跳出的通道。他们觉得不可

思议，用奇异眼光看着眼前这个从钟楼下

巧遇在钟楼课室里的学弟们。

Chapter_3_��_V5 KHL.indd   392 20/2/19   1:08 PM



393

来的老人，又看看那几道从未打开的窗。

那窗户是永远紧闭的，因为如今这课室已

装上了冷气。

与华中母校及校友会的因缘，说起

来还承蒙沈瑞海学长苦口婆心游说我加

入校友会，这让我有机会进入华中大家

庭，开启和凝聚了超过20年与母校及校

友会这段浓得化不开的情结，让我能够

重返校园，为这个大家庭做点事。

钟楼是座图腾

钟楼是武吉知马的重要地标，是华

中子弟内心深处一座美丽的图腾。它是 

“自强不息”的化身，也是华中人的共同

精神象征。

1963年高中毕业， 

现任华中董事部董

事、新加坡建筑材料

商公会会长。曾任 

华中校友会会长、 

宏文校友会会长。

作者
简介

蓝天白云下极目远眺。

钟楼依然顶着蓝天，巍巍然矗立华

岗。华岗确实充满灵气的，她潜移默化，

孕育了无以计数的英才，成就了一代又一

代优秀的华中人。

钟楼，我心中的图腾，在她的呼唤和

感召下，在陈嘉庚校主和先贤的庇荫下，

华中永远是华中— —雄立狮岛，万世其

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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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说不完的精彩 
⊙周维介

1964年，我步上山岗，成了华中子

弟。那年，新加坡仍是马来西亚的一员，

我们唱着的，是国歌Negaraku。翌年，

国歌换成了Majulah Singapura，学校里

开始有了“我们是新加坡公民”的宣读誓

约仪式。那时，下午班的同学是在课室里

宣读誓约的。老师的桌面上立着一面小

国旗，倘若第一堂课是华文媒介的科目，

就以华语念誓约；碰上是英文课，改用英

语。这是我这代人的“跨国”经历。老华

中经历的，是“天佑女皇”和“中华民国    

吾党所宗”的政治年头，两首政治认同歌

曲都是从岛外“移植”而来。国歌四首，

就这样贯穿着华中百年的沧桑岁月。它

的历史，因而厚重；它的经历，因而与众

不同。

与众不同，因为它的出身，是华社

在“异地”力量的集体展示。当时殖民地

政府呵护的，是嫡系的英文学校；华中由

华社倡办，是庶支，得不到殖民地府衙的

细心关照，必须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

华中之所以独特，因为它的百年历程

涵盖了南洋华社的褴褛路。前人耕耘，种

树成荫，后人纳凉之际，应该明白它当初

适应水土之不易，感知它彩书的锦绣华

章，其实并非理所当然。后生小子也许不

曾留意，1955年南洋大学诞生以前，华中

曾顶着“东南亚最高华文学府”的光环，

它是华族文化传扬的圣火台，每一个走进

校门的学子，都带着一豆文化的火种离开

山岗，向南洋八方辐射。后生小子也许不

曾留意，华中曾经是本岛学府的“政治风

眼”，是学运的核心地带。它站在二战后

到独立前反殖民地统治的前哨，燃烧着

对社会建设的热情，唤醒着社会的政治

意识、拍打着时代的节拍。最高学府的形

象因融入时代的脉搏而生动，因各路英才

汇聚而多彩。百年来，“海天寥廓、云树苍

茏”之中，华中迎着时雨春风，站立成南

方之强、闪现中华之光。

华 中人 的 名 字，时 时 在 岛 国 上 空

飘扬。风中的波浪，一波过去又一波涌

起……左翼风云人物林清祥、北京大学副

校长罗豪才、共和国总统王鼎昌、多元艺

术家陈瑞献、国际交响乐指挥家朱晖、蹲

长牢不妥协的政治人物谢太宝、中学联主

席孙罗文、追随陈嘉庚的报人张楚琨……

众多辈出的重量级人才，在不同阶段不同

领域擦亮了华中江山的牌匾。华中是包容

的，72英亩的山岗有“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的豪情。

殖民地时代到独立之前的半个世纪

里，华中校园的政治色彩缤纷，那是时代

大潮，无可回避。华中的校长、老师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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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群里，有左右翼各方力量，尽管观点有

异，热爱华中的心思却颇一致，呼应时代

的激情彼此皆然。作为东南亚华社的文

教堡垒，上世纪30年代卢沟桥事件所激

发的抗日情感自然地凝聚校园，师生们

积极投入抗日筹款、公演街头剧，不少人

却因此被殖民地当局逮捕或驱逐出境。

薛永黍校长回应侨领陈嘉庚的呼吁，成

立华中筹赈委员会，卖花募款、宣传抗

日，最终也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容，黯然辞

别下岗。

在“抗日”与“反殖抗英”等同对待

的年头，殖民地宗主眼里，华中校园是个

暴风眼，必须从速消除。1950年5月底，

殖民地军警突然包围了华中校园，搜查

逮捕师生，并趁着暑假到来，宣布封闭华

中，强迫校方开除数十名师生之后，方让

华中复课。

1954年，华校生反抗殖民地政府要

落实的“国民服务法”，成立了行动委员

会，向政府提出免役诉求。殖民地当局

干脆派官员到华中与中正直接落实服役

登记，通过校长向学生施压，并恐吓不

登记者将被开除。官府的一系列行动，引

发了“五一三”学潮，并演变成“六·二华

中大集中”事件，最后促成“中学联”诞

生，华中学生领袖孙罗文成了中学联主

席。我第一次听闻孙罗文的大名，是中三

那年历史老师罗子超在班上告知的，他

生动描述了孙罗文的领袖素质与一流演

说家的才华，让一班同学与有荣焉。

名董创名校、名师出高徒。华中历史

上有陈嘉庚、李光前这些为教育事业奔

走四方的董事长；有“南洋蔡元培”雅号

的薛永黍校长；有充满社会正义备受学

生敬重的历史老师陈仰成；有名作家老

舍、杜运燮、杨樾、汪金丁、马宁、杏影

（杨守默）、林我铃、丘絮絮、李汝琳等

老师播下文学的种子；有名画家陈文希、

陈宗瑞、刘抗、钟泗滨培育画坛新血；有

音乐家刘恭煦、李豪滋养音乐新苗；有后

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方宗熙老师；

有1950年代鼓励同学自制火箭并发射成

功的方文谦……一批批人才投放社会之

后，纷纷绽放异彩，背后有一众孜孜不倦

耕夫的无怨无悔。

罗豪才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1950年代的谢太宝（戴眼镜面对镜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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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来一直是校际的体育大

咖，1950年代便成了华校联合运动会的

霸主。1960年代褪去政治的彩衣之后，

在各语文源流学校共同参与的全星中学

运动会上，华中依然亮眼四方，经常在

激烈的比拼中与英 校 体育盟主英华中

学互别苗头。

华中长期在校际体坛执牛耳，与持

续强大的教师团队与充沛的体育资源不

无关系。沈文炳（后来的人民协会理事

长）、林东鲁（退休后是西湖小吃创办

人）、李异南（后来的教育部体育视学

官）、张修宪都是为华中培苗育种的体育

老师。有了名师，必有高徒。历年来，山岗

上好手辈出，不绝于途。

华中，各界出翘楚。法界、医界、

学术界、商界、政界、文化界……五湖四

海，界界都飘扬着华中子弟的名字。一连

串多元耀目的名字，构建了华中结实华美

的肌理，八方英才云集，成就了华中独特

的形象美学— —它曾经沧海、它允文允

武、它生命的源头，是雄厚丰沛的母族文

化；在曾经的南洋荒野上，它以一箪食一

瓢饮起步，一步一脚印，终而雄立狮岛，

仰赖的是不息自强的精神。

新加坡历史浅短，经过数十年的城

市重建，它的容颜已经彻底改变。今日的

300余所正规中小学堂，能矗立原址逾

90年的，只剩华中校园了。这是华中的福

分。人间沧桑一世纪，它仍巍巍然耸立山

岗，为一代又一代华中学子凝聚认同意

识。不论哪一代人，乘车经过，都识得它

不老的容颜，缅怀着共有的风景。这样的

礼遇太珍贵，因为岛国上绝大多数的知

名学府，都绕不过一而再的拆迁命运。

它们的老校友必须面对陌生新校园，物

1964年读中一，67年

告别华岗。笔耕半世

纪，在众文体间蜻蜓

点水，粗糙放牧， 

深耕不足，终不成 

气候。出书10余册，

在三报间涂写专栏

30年，点滴感受， 

不过自娱为乐。

作者
简介

不是而人也非，短了共同的记忆酵素，情

感的链带无从连接，不免感觉失落，进而

意兴阑珊。校体的不动如山，稳住了众人

的认同感。华中历史积累的盛名与精神

遗产，以及毕业生在不同领域留下的出

彩篇章，成了激励华中后人青出于蓝的饱

满动力。华中得天独厚，百年自强，那栋

高耸的钟楼，记录着沧桑与骄傲，在不同

历史阶段的交替时刻，它是华中人的暮鼓

晨钟。

华中百年，后人应当惦着它的好，感

知它在教育长河中激荡出的波澜。预防

历史骨质疏松的顶好方式，是虔心解读它

起伏跌宕、缤纷多彩的来时路。毕竟，华

中是个生命体，不是文物，后人没有“忘

却初心”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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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1960年进入华中就读中一。

记得在1959年（华校小学会考实行前一

年）的年底，我和刘钰麟同学带着养正学

校的成绩册，从小坡奎因街乘搭绿色巴

士，到华中办理入学手续。当时身上没带

够钱，还得向刘同学借一元注册费。我是

凭着小六学校成绩优异（全班第四名），

获准豁免入学试，得以“保送”入学。这

情况有如今日的直接收生计划（Direct 

School Admission）。

我被编入下午中一甲班。由于当年

的公路交通不比今日方便，我家住在女皇

镇，每天早上11时左右，得乘搭三趟公共

巴士，依序是福利、郑古悦和绿色巴士，途

经大世界游乐场和纽顿交通圈，再转入武

吉知马路，到五英里处便到达华中校园。

车资共两角钱，路程要费上一个多小时。

由于华中实行两班制，高年级在上

午班，低年级在下午班。当年共有18班中

一，除了两班在上午，其他全部在下午上

课。早到校的同学多到体育部前的篮球

场、图书馆或钟楼前的石阶等候上午班

放学。我喜欢到篮球场去观看球赛。当

年盛行班际篮球赛，下午班级的比赛是

在上课前举行，几乎每班都组队参加，我

所属的中一甲班，取队名“风云”。我当时

刚学打篮球，也有件三号球衣，可是记忆

中从来没上过场。 

升级门槛相当高	
英文数学是关键

我中一读了两年，是留班生。两年都

在甲班。第一年的华文及导师是高玉芬老

师，英文是江崇彪老师，数学是林文藻老

师。当年华中的升级标准相当高，和今日

中学升级标准比较有天渊之别。1960年

我的学年总平均是57分，英文26分，数

学51分。这样的成绩，达不到总平均60

分，以及英文数学两科及格的升级要求。

在我的记忆中，中一每班大约都有

四分之一的学生是重修/留班生。可以说

在当时留级是相当普遍的，我有不少后

来很有成就的老同学，当年也曾经留过

级/班。追究造成中一留级的原因，一般

认为是中小学的课程差别很大。来自不

同小学的毕业生的学习能力有别，当年

补习没今日普遍，华校小学生一般英文程

度比较弱，再加上华中用的是英文数学课

本，造成好多中一学生数学不及格。我自

问英文和数学水平贫弱，这两科不及格是

意料之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中一英文老

师江崇彪。他是一位资深的老师，在1949

年到校。他教学认真，态度严肃不带笑

容，是同学们最敬畏的老师。江老师可是

总统王鼎昌校友心中的“很好”老师（见

求学与运动场上的日子
⊙ 陈健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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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明日报》1999年3月21日报道），

可是他给分数也未免太吝啬了。能在他

班上英文及格的人数不多，因此有事先知

道被编入江老师的班而找理由换班的故

事。1971年我和江老师共事一段日子，惊

人地发现有学生在他班上考的英文分数

有低于10分的。　

考试取巧想作弊	
胡里胡涂被判罪

1960年我除了学业成绩欠佳而得重

修外，还被校方记了大过一次。原因是我

在大考作弊。事情的始末是这样的：在

动植物科年终考试进行前，我效法一些

同学用铅笔抄些笔记在桌面。当天考试

进行顺利，题目也不难，我也没有窥视

桌面，在考试结束前交上试卷便回家。

谁知隔天来到学校，有同学从布告栏看

到我被记大过的消息。该布告由下午班

主任黄芳奎签署。原来当天考试结束

后，听说一位名叫林瑞发的同学去报告

校方。主任前来发现我桌上有铅笔书写

的痕迹。事后我的操行被列入丙等。还

好不是丁等，不然就得着令退学。虽然

考卷成绩作废，我的动植物科的学年总

平均还有69分。

传闻中的那位林同学，据说没有在

华中完成学业，后来进入了义安学院，还

当了辩论代表。回想这事，我的“作弊行

为”并不是被监考老师当场“人赃并获，

逮个正着”，只是有蓄意作弊之嫌。这样

的被判“重刑”，或许有点儿“冤枉”。事

隔60多年后的今天，这“伤痕”仍然烙印

在我的心中。这桩陈年“丑事”影响到我

的“诚信”，使我有一段很长时间不敢向

陈健存老师（前排右二）生前出席96周年校庆晚宴，

和同事、同学在嘉庚堂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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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起。

1961年我重修中一，华文和导师是陈

玉兰老师，英文是黄仲发老师。由于是重

修，好多门科目也都学过，加上我比往年

用功，学年总平均提升到73分，英文和数

学都及格。我顺利升上上午班的中二甲。

求学用心嫌不足	
放学流连运动场

两年中一都在下午班，放学时已过

傍晚6时。我通常没立刻回家，而是到体

育部或到大操场。体育部门口有张乒乓

桌，我常跟在等待私家车的陈新伟打乒

乓。陈同学是位数学天才，可惜我没趁机

向他讨教。我多是去大操场，当时华中的

标准400米跑道，是其他中学，甚至大专

学府所没有的。在大操场，最吸引我的是

学长们在田径场上的活动，尤其是赛短

跑和跳远，这对我日后立志要成为田径

校队代表有一定的影响。

华中一向注重体育，田径方面更是

人才辈出，在华校运动会中曾夺得团体

冠军。在大操场上，常会见到一些田径高

手为即将到来的区际运动会做准备。他

们包括当年全国100米跑得最快之一的

何森林、三跳健将陈业雄和中距离高手

李绍辉。能够一睹这几位“田径高手”的

风采，是我课后留校的最大收获。

音乐三年刘老师	
踏雪寻梅忘不了

中一和中二有音乐课。刘恭煦老师

是我首三年（1960年-1962年）的音乐

老师。刘老师当时年纪只有五十开外，对

我们学生来说，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上

音乐课的地点是在礼堂的左侧，台上有一

架钢琴，旁边放置着一块五线谱黑板。

记得音乐课是两班一起上课（中一甲和

中一乙）。上课时间多是接近傍晚，礼堂

的高屋顶使灯光显得不够明亮。

记得刘老师是腰夹一本五线谱册子

和一支小指挥棒来上课。印象最深刻是

教我们唱歌。他弹钢琴伴着我们学唱。唱

的多是中国民歌。考试时是两人一组，站

在钢琴旁高声歌唱。到今天我们还记得

那首考试曲《踏雪寻梅》。有同学记得曾

学唱过《阳关三叠》和《西风的话》等歌

曲。我三年的音乐分数分别是77分、85分

和68分。歌唱分数高但对五线谱的认识

则不怎样。或许是受到刘老师的熏陶，使

我日后喜欢唱各类中西歌曲，也自认唱得

不赖。我曾经参加大学歌唱比赛，也爱在

一些小场合献丑。

19 6 3年 9月16日，新加坡加入

马来西亚，升旗礼得唱马来西亚国歌

1987年，陈老师（后排左二）和人文部的同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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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garaku（我的国家）。记得刘老师每

天站在钟楼前的石阶上，指挥全校师生

学唱国歌，他还亲自吹起号角伴唱。可

惜当时的政治气候特殊，很少人开口高

唱。刘老师只好演独角戏，我们敬佩他

的敬业精神。

刘老师在1964年因车祸不幸辞世。

他当时住在虎豹楼宿舍。据说事发当晚他

单独驱车到七英里宵夜后，回程在今日华

登岭附近的杜尼安路（Dunearn Road）

上，因避水牛而撞树导致重伤身亡。他留

下的音乐书籍由图书馆代为收藏。

放学回家靠步行 
健身省钱识环境

重修中一那年（1961年），我对学校

的周围环境比较熟悉，傍晚放学后多选

择步行回家。先从虎豹楼（当时为单身男

教师宿舍）走出校门，由右方进入公爵夫

人路（Duchess Road），到靠近与加冕西

路（Coronation Road West）交叉处的小

杂货店停步片刻，买个冰球（ice ball），接

着继续走向公爵夫人路的后段。这段上

坡路的右边有美术老师陈文希先生的画

室，画室草坪置有铁丝笼，里面饲养着陈

老师作画用的长臂猿和麻雀等宠物。过了

上坡，走上源自柔南的大水管，再穿过一

处马来甘榜到达花拉路（Farrer Road）

交通圈。

路程的最后一段，是走上今日女皇

大道（Queensway）的上坡路（当时是条

黄泥路，车辆不能通行），下了斜坡后再

由左方进入玛格烈道（Margaret Drive），

才抵达家门。走完这段路程得花上一小

时。与我同行这段路的李华福同学，高

我一年，住在我家附近。由于我俩同在下

午班，常相约一同上学。有时他会用脚车

载我一程。当年交通执法不严，有不少非

法“载客”的现象。

体格矮小又瘦削 
田径场上得奖牌

华中一向重视体育，这反映在学生手

册上“体育不及格者留级”的规定。华中

有自己一套发掘体育人才，特别是田径人

才的方法。每年通过对中一和中二年级学

生在100米短跑、跳远、推铅球和投篮等

的表现，评估他们在速度、弹跳和推掷等

方面的潜能。学年体育分数的计算也是

依此作标准。我凭着身轻和动作敏捷，

在100米短跑和跳远两项测试中取得优

良成绩，在中二的体育分数高达95分。这

激发我日后在短跑和跳远这两个项目多

加努力。

每年3月21日是华中的校庆日。这是

运动员们最期待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也是

华中南中常年联合运动会的日子。只有在

每个项目取得前三名，才有机会上颁奖台

领取奖牌，这对两校的运动员来说是莫大

的荣幸。运动会当天上下午要举行数十项

的决赛。由于华中的田径水平高，要进入

运动会当天热门项目的决赛，得经过几轮

的预赛。我自问没有这样的本领，只好报

名参加一些不必预赛的中长距离赛跑项

目，以便在运动会当天亮相。

我在19 62年全校运动会参加丙组

800米赛跑，这是最有挑战速度和耐力

的项目。参加的共有20多人。我用尽全身

气力，最终得到第五名。本以为在运动会

的秩序册上注明“取六名”，就有奖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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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其实奖牌只颁给前三名。我等了老半

天，最后是失望而归。

渴望得到奖牌的我，终于在1963年

的全校运动会中如愿以偿。这一天我总

共赢得三面奖牌。在个人项目中，我夺得

跳远第一名和100米赛跑第三名。更加难

忘的是在当天最后一项4x100米接力比

赛。当时下着大雨，跑道湿漉漉，我连同

体形比我高大的三位同学：王书源、王声

模和杨禧年（后来当上华中董事长）组成

一队。当时我跑最后一棒，在多支参赛队

伍中，脱颖而出，夺得冠军。

短跑跳远表现佳	
主任推荐进校队

由于我在全校运动会的表现，得到体

育主任林东鲁老师的赏识，选我成为田径

校队的一员，代表学校参加这一年的武吉

知马区校际运动会的五个项目，即100米

和200米短跑、跳远、4x100米和4x400

米接力。我也同时当上了华中丙组校队的

队长。    

身为华中校队代表，校方分发印有红

色“华中”二字背心一件、枣红色运动短

裤一条、钉鞋一双。比赛期间，每日午餐

津贴一元，还有免费供应纽西兰进口的

绿叶牛奶。这样的“待遇”，虽然说不上

什么，但我们都很满意，因为能代表“华

中”是无上的光荣。

对我这位穷学生来说，能当上校队还

享有一些福利，我自然感到满足。训育部

资深职员林秀润先生待我不错。他打得

一手好乒乓，手持圆形无胶面球拍，打败

不少高手，工作之余当起校队教练。林先

生和林东鲁主任很熟络，于是叫我申请免

缴学费，我因此每月节省四大元。事后才

知道负责审查申请表格的就是他。

自从华校运动会在19 6 0年停办之

后，华中就和全国其他各源流中学一样，

参加区际运动会。每年武吉知马区运动会

在华中举行，一连举行三天。这一区的田

径实力以华中和英华中学最强。英华一向

重视体育，当年拥有数名国家队的田径高

手，和华中的实力不相伯仲。每年甲乙丙

三组的团体冠军，以及团体总冠军都是

由华中或英华轮流夺得。

代表学校露锋芒	
昙花一现欠后劲

19 6 3年我首次 成为校队代表。在

1962年，华中仅得到丙组团体冠军，其

他组别和总冠军由英华包办。为了加强

实力，田径校队假期中都得回校集训，

以求收复失地，重夺冠军。我记得林主任

还特别邀请郑安仑校长给我们训话，借

得到林东鲁老师的赏识加入田径校队，与他校一争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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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鼓励士气，一举击败英华。其实英华

的实力很强。我参加丙组的五项之中，只

得两项第一名（跳远和4x400米接力），

其他三项都是败给英华，仅得第二名。总

结甲乙丙三组的成绩，华中最终侥幸以微

差击败英华，重夺团体总冠军。华中选手

们高举校旗，绕运动场一周，同时燃放事

前由林主任出钱购买的爆竹，以示庆祝。

1963年新加坡开始有电视广播。电

视新闻有报导在花拉公园运动场举行的

全国中学运动会的赛事。我有幸出现在荧

光屏，代表武吉知马区上台从元首夫人手

中领取丙组团体冠军杯。

1964年我念中四，也升上了乙组。

这年的3月21日全校运动会是我在华中最

值得骄傲的日子。在当天的五个项目（个

人三项和接力两项）竞赛中，我囊括100

米和200米两项接力（4x100米和4x400

米）的冠军。我有极佳的机会赢得第三面

个人金牌，也就是我最擅长和被视为囊

中物的跳远金牌。谁知造化弄人，当天

下午，跳远和200米决赛同时在2时正举

行。我刚跑完了200米决赛，再转身到沙

池参加跳远，体力未能及时恢复，不能发

挥平日的弹跳力，结果仅得第三，要想得

到三面个人项目金牌的美梦破灭。

坦白地说，我在田径场上的表现并不

特出，代表华中也只有短短两年，丙组和

乙组各一年。能为校争光也局限在区际

运动会。到了全国赛面对更强的对手，表

现也就平平，最多只获得个第三名。然而

说也惭愧，时至今日，已过了半个世纪，

每当老同学提起我当年在田径场上的表

现，总是津津乐道，对我的印象依然深

刻。这或许是我参加的是径赛项目，一般

来说，径赛的吸引力比田赛强得多，特别

是短跑和接力賽。在比赛中最后阶段，每

当夺标者以最快的速度冲过终点，往往

能吸引台上观众的注意力。

我自小体格瘦削，从来就是班上个

子最瘦小的。小学六年级离校时的体重

只有23公斤，体高也只有1.3公尺。升上

中学，虽然长高些许，但身体仍然瘦小。

如此矮小又瘦削的身材，是难以想象能

在运动竞赛中有特出的表现。也许是受

体格瘦小的局限，我的运动成绩自中四之

后一直停滞不前，反观和我同时的黄敦瑞

与王书捷同学却越跑越快。这也是我升上

高中后就没有继续跑下去的原因。王同学

后来当起田径队长，继续为校争光多年。

在1960年代，学生拥有相机并不普

遍。我仅有的几张在田径场上的照片，都

多亏陈约翰同学，他捕捉我几次终点冲线

的镜头，让我留下这段难忘的美好回忆。

祖籍广东。24年

华中情缘。1966年 

自华中高中毕业。 

1970年重返华中 

任职地理老师，曾

经担任地理科主任。

在2018年逝世。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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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一木、一点一滴皆深情
⊙盛怀民

2018年7月间，《百年华中情》编委

会通过在国大任职的校友林浩教授向我

邀稿。

林 浩 教 授 是 我 在 华 中 的 同 班 同

学，1965年高中毕业后，我们都到国大

修读本科。他修的是物理，而我是机械

工程。之后，我们也负笈英国攻读博士学

位，学成后又同在国大任职。虽然如此，

我们在不同的学术领域里发展，平时也

就很少见面了。我于2003年离开国大到

南大任职，两周后时任南大校长徐冠林

教授指示我在南大校园内设立淡马锡实

验室。无巧不成书，林浩教授于2000年

在国大设立了淡马锡实验室。这两所实

验室同样是国防科技局与各大学的合作

项目，只是科研项目有所不同。我和林浩

教授既是华中同窗，后来又是同事，而又

各自设立与国防安全有关的实验室，我

们的无间合作让所有人感觉到这两所实

验室具有深厚兄弟情，一时传为佳话。

听文集编委说，林浩教授对华中老

师，例如英文老师陈华利和数学老师宋

和才的记忆特别深刻，觉得当时华中老

师们除了照顾学生的课业，也都非常用心

地引导大家向上向善，这对学生日后的学

术发展，奠下坚实的基础。 

我也感同身受。华中不只在我成长期

间培育了我，也间接地为我日后的事业铺

路，但要我条理性的阐述华中如何培养

我，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我觉得以我

所看到的华中草草木木，和所经历过的

华中点点滴滴作为我对华中的回忆与感

情，应该会比较恰当。

“一草一木、一点一滴皆深情”，这

是华中在栽培我时所默默付出的，也是

我对华中的情感。可是当时并没体会到

华中与我共具此情怀，只感觉过的是没

有什么特别的日常学生生活。一直到踏入

社会工作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看着

后辈们的成长，才恍然感到华中对我，

以及对所有学生的付出是发自内心的无

私，有如严父慈母挚友般的教诲，引导我

们走向正确道路。因此，在这个大环境里

浸濡了六年，“尊师重道”“饮水思源” 

“自强不息”等优良儒家思想就在不知不

觉中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也就自然

的形成了华中校风，并一代一代的传承下

来。这也更加令我自毕业后对华中的依

恋。我深信其他校友对华中都抱有同样

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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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一木”情

先谈谈“一草一木”情。

记 得 最 深 刻 的 是 华 中 的 建 筑 设

计——屹立在校园最高点的钟楼，以及

排列在两侧的校舍。看过去有如一只背

负青天的大鹏鸟远眺着天际，并展开两

翼拥抱着整个校园与世界。钟楼可视为

鹏鸟的身躯，也是行政楼所在处，内有校

长室、教务处、训育处、教师室、礼堂（即

黄仲涵堂）、高中部课室，还有布告处。

布告处除了贴上一般通告之外，也会贴

上“某某同学因犯了某某校规，被记小过

若干个（或是大过若干个）以警惕同学”

之类的布告。由校长主导的学生周会、音

乐课、演出等活动都在礼堂举行。钟楼的

左翼拥抱着初中部课室；中一学生首先在

翼端的课室上课，然后逐年晋升到钟楼

旁的课室上课。钟楼的右翼则拥抱了国

专科学馆（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国

专图书馆、体育部，和供单身老师提供住

宿的虎豹楼。大体上，师生们每天都要来

回两翼之间，这也可视为每天的运动吧！

原本悬挂在钟楼的大钟，后来迁到

钟楼旁的一颗高大相思树上。这棵树也

是华中的地标，我们常听到“在钟楼旁

的相思树荫下见”之类的话。餐厅、刘恭

煦老师的音乐室、校车停放处、厕所，还

有通往校长与教师宿舍的羊肠小道则在

钟楼的后方。后方的一大片萋萋草地，

与云树 苍 茏的怡人 景色相得益彰。所

以师生们每天除了上课也接触大自然。

譬如上课时听着风吹草木声，也有蝎子

或蜈蚣爬行在课室墙上，蝉声或橡胶果

实爆裂声伴着老师的讲课，还有下课后

或是课外活动时捡橡胶子、相思豆；或

是到草丛里捉蜘蛛、蚱蜢和蝴蝶，还有

用落下的松针从地上蚁洞吊出大蚂蚁等

等。我也经常将捉来的虫子放进玻璃瓶

里养着，并观察它们成长与蜕变。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隔着玻璃瓶看大蚂蚁在泥沙

里打地洞。这些趣事无形中促进了我对

生物的兴趣，更重要的应该是也训练了

我对观察事物的仔细与耐心，以及通过

自己的好奇与实际“实验”，培养了自我

学习新知识的能力。我相信这些“一草一

木”都在无意中，默默的引导着我走上科

研的道路。

60年代挂着校钟的相思树。60年代的华中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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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一滴”情

现在谈谈教学上的“一点一滴”情。

华中在学科方面是文理兼修；教学

方面则并重中英双语——属文的科目如

地理和历史所采用的是中文教科书，属理

的科目则采用英文教科书，但老师仍旧以

中文讲解。生物科采用了中文课本，但老

师总会把生物学的专有英文名词讲义分发

给学生对照。这种双语教学政策，大大加

强了华中学生对中英文的掌握能力。

华中的数学水平很高，我深信这与

教学的重点和教科书有关。记得在中一

那年，我们学的是算术和代数，中二那年

学的是代数和几何，中三那年学的是几何

和三角。到了中四那年，主要学的是解析

几何以及微积分。到了高中，我们学的是

纯数学（pure mathematics）和应用数学

（applied mathematics）。这教学方式为

我们打了一个非常扎实的数学基础。

除了学术课程，华中也很重视体能训

练。这两方面又通过了课外活动和比赛

方式来培养学生的全能和团体与体育精

神。当时华中的老师多数是从中国各地

2018年，校钟不挂在相思树上了。

来到新加坡的第一代移民，所以华中学

生都浸濡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大环境里，

并在潜移默化的情况下，让优良的价值

观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成为华中独特

的校风。

不少老师在讲课时都带着浓浓的乡

音，我们听了这些有趣的口音后便模仿他

们。譬如模仿卢涛老师在上历史课时说

的“nan-ber-sao”，即南北朝；模仿唐锦

云老师在地理课堂上说的“气haeou”， 

即气候；模仿陈文希老师因我们聊天而

恫言要“靠午昏”，即“扣五分”，来处

罚我们等等。我们相信老师们都知道我

们年轻好玩，但也很清楚我们对他们的

尊敬，所以通常不会引以为忤。犹记得

教几何学的蔡惠智老师，他在推演方程

式时经常中英并用，整班同学时常跟着

他一起大声的把“…and it may be, … 

therefore…”念成“…an-nit may bee, 

…there-ah-for…”，念完后方程式也

就跟着推演出来了，然后大家（包括蔡老

师）都哈哈大笑。最重要的是蔡老师对

我们的宽容，居然让我们在课堂上及时

吸收了他所教的知识，同时也让我们对几

何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华中老师在教学上对我们相当严，要

求也相当高，但在交作业时也采取宽容的

态度；他们明白我们都有功课压力，所以

时常容许我们迟一两天交作业，或是挪后

测验日期，好让我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准

备。不过，我们也从未得寸进尺，作出诸

多要求。大概是这种互相尊重、信任与包

容促进了华中师生们亦师亦友的关系吧！

除了老师们宽严兼施之外，华中在

培养学生的品德时也有其开放的地方。

譬如，武侠小说在我的学生年代，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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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不良读物。可是华中图书馆却收藏了

不少金庸、梁羽生等作家写的武侠小说，

更让学生借出阅读。现在，金庸武侠小说

已被公认为“金学”了。

华中学 生 来自各 种 不 同的家 庭背

景，从农村骑着脚踏车去上课的学生占

了很大的比例，还有一小部分的学生是坐

了大房车来上课的。老师对学生一视同

仁，这也让来自豪门的学生不因此而鄙视

他人，而来自贫穷家庭的学生也不因此而

自卑。我相信这校风也是受到华中领导层

的行为举止的影响而形成的吧！记得在华

中当老师的先父曾对我说：有一天他从校

门口独自步行到钟楼时，忽然一辆大房车

停在他身旁，车里的一个人绞下车窗邀他

上车。这个人原来就是李光前先生。

先父是华中的老师。所以我自小就认

识他的同事了，也自小跟华中结了不解之

缘。这情形有如一把双面刃。好的一面是

我从小就跟着他们到实验室里看他们做

实验，自己也有机会做一些简单好玩的实

验；我最开心的是到黄全庚老师的化学

实验室里看各种有趣的化学反应，还有

到陈维生老师和李志昭老师的生物实验

室里看显微镜下的各种会动的微生物。

还有同先父一起拜访住在虎豹楼的林文

杰老师；他会作诗和写得一手好字。大概

也是这些点点滴滴，引起我同时对文与理

产生了兴趣吧！不太好的一面就是先父的

同事也是我的老师，所以我总有“不可让

父亲失望”的心理包袱。我的成绩只能说

是过得去，老师们也不会因为先父的关系

而特别照顾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在一次的

华文默写时，我因听错而默写另外一段，

结果得了零分。

往往老师的一句话，就定了一个学生

的一生。高中毕业后，我有幸进入国大的

机械工程系。想到力学是机械工程的基

础课，而我在高中时，应用数学（基本上

是固体力学）是最弱的一门课，所以心里

七上八下的向教我应用数学的陈泽群老

师征求意见。陈老师很细心的听了我的

顾虑后便耐心的开导我，并认为我不会

有问题。他的一席话，无疑奠定了我的专

业是机械工程；更不可思议的是我在大学

任职时所教的课，以及我的科研，都和固

体力学有关。

最后要提到华中的两件点滴事，也

许是轶闻吧！华中已经有了校歌，可是最

能代表华中的却是《满江红·怒发冲冠》。

我仿佛记得是：某年老师们在一次的集

会中，谈到华中除了有校歌之外，倘若另

1960年代，盛鹏远老师在上地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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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首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意义，而又容

易朗朗上口的歌曲作为在一般场合里演

唱的代表作，那将会更理想、更能够加

强对华中的认同感。老师们都一致同意

这观点。经过一番讨论之后，全体赞同了

张修宪老师的建议，即采用岳飞的《满江

红·怒发冲冠》与古歌谱。还有，自强不息

是华中的校训。我仿佛记得学生手册（成

绩册）里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是赵满源老

师的书法；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还记得

这位个子高大健壮，戴着一副厚眼镜，并

写得一手好字的华文老师。

先父于1951年任职华中。家兄、我

及两个孩子，以及小儿的媳妇都是华中校

友，华中与我家祖孙三代都有不解之缘，

对华中的一草一木、一点一滴都有深情。

1961年华中的老师们。左起：黄念贤、盛鹏远、陈少仪、林宝安和赵满源。

我还记得我曾同不久前刚退休的华中前

校长潘兆荣说：“华中的入学标准非常

高，我不知道我家的第四代，即先父的曾

孙，是否也有机会和华中结缘。”无论后

代能否和华中缔造第四代情缘，我祝愿

华岗松柏长青。 

1965年华中高中毕业，

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

机械工程及南洋理工

大学宇航工程两系的

主任，2003年出任南洋

理工大学淡马锡实验

室首任主任，2011年受

邀出任南洋艺术学院

副院长，现已退休。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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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来自华中
⊙蔡清泉

天干地支排班级

2018农历是戊戌年，记得新年前最少

有两位朋友拨电来询问这两个字的读音。

对华中毕业的我来说，简直就像是问你家

门口的那条路叫什么名字一样。我很有把

握地告诉他们这两个字的读音及写法，并

简单地告诉他们有关天干地支的算法。

为什么我们对天干地支这么熟悉

呢？我们就读华中的年代，是用天干地支

来排班的。记得我进中一时，母校有教无

类，录取了许多学生，最少有十七八班，

于是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排

完，就继续用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

酉戌亥）。那时我们的一位小学同学读

中一午班。我们每天经过课室门口，看着

班级匾牌读它一遍，同学们对天干地支

也就耳熟能详了。后来读中国近代史，有

关甲午战争、戊戌政变、庚子赔款事件、

辛丑条约、辛亥革命等，我们读起来都觉

得比较容易了解，也就更容易记得了。我

国独立后，母校响应政府的双语政策，就

在班级数字123前加上了英文字母ABC，

算是最特别的地方。

风雨飘摇的年代

母校饱经沧桑，1960年代的华中仍

是一个风风雨雨的时代，校内仍有不少

的学习小组这一类的活动。那时我刚从

简陋的乡村华小来到巍峨壮观的华中，

突然有同学在放学后这么照顾你，年幼

无知的心里就感受到有人在关怀你。

这些高班同学通过补习在课业上帮助同

学，和大家建立起很好的关系。他们也

会借一些书给我们阅读，安排活动让

我们参加。

当时母校校园内发生的一些事件

如分发传单、涂写“大字报”、殴打事件

等，据说都和这些活动有关，后来也导

致一些学生被记过或开除学籍等。

记得当时有一位学长送我一个文件

夹子，上面还用小楷毛笔写了一些文字：

XX同学存念：

  人生最宝贵的，

  就是当它停止呼吸时，

  还能继续为人类服务。

       XXX敬赠

当时年纪小，也不太了解这几句话

的意思，更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呼吸了，还

能为人类提供服务？后来我才明白它的

意义。

回想20年前，母校庆祝80周年纪

念，出版《华岗依旧》，邀请时任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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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鼎昌学长写序。我何其幸运，认识王

总统的私人秘书杨淑萍女士，请她带给

总统签名。如今，看着他的亲笔签名，想

起他的丰功伟业，真是令人肃然起敬和

无限缅怀了。

逢大雨提早放学

当时一碰上大雨天，母校必定提早

放学；尤其是年底东北季候风加上农历

初三、十八涨潮水，低洼的武吉知马一带

一定遭殃。有时雨势过急，放学时已经

淹水了。我们一群同学来到校门口时，但

见“汪洋”一片，只有大型车子和巴士还

可以通行。同学就手牵着手，注视着电灯

柱的直线方向涉水而行，有时水会随着

车子的移动而涌上来，真是危险极了。如

果不小心踩进窟窿，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那时还可看到附近的居民赤裸着上身，

帮忙推那些抛锚的小车子，听说还可以

赚取小费呢！

某一年的年底会考，来自友校的两位

监考主任碰上淹水车子抛锚了。为了不

影响考试，他们俩两手高举袋子里的卷

子涉水而过，真是辛苦他们了。后来教育

部在会考时各校的考卷都用防水的袋子

来装，据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当年校方为了同学们的安全，每逢大

雨来临之前一定提早放学，让大家能安抵

家门。如今一看到有关某地区淹水的新闻

报道，涨水涉水的那一幕依然历历在目。

尤其是隔天搭车上学看到马路两旁尽是烂

泥、树枝、树叶及一些被冲走的家具等，令

人心有余悸。自从政府将武吉知马河改道

和疏通后，淹水的情况也已成为历史，而

母校的这一片宝地也成为黄金地段了。

愿母校再创辉煌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在国外

旅游碰到外国人时，交谈后他们总会问

来自哪里？当我们告诉他们来自新加坡

时，总会看到他们竖起拇指夸奖且众口

一辞地说：“哇！新加坡，一个现代化的

花园城市，治安良好，种族和谐……”作

为国民的我们，自然而然会无比骄傲和

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

同样的，在我几十年的邻里中学教学

生涯中，偶尔有学生问我从哪里来？当我

告诉他们我来自华中时，常可看到他们

睁着大眼睛说：“老师，你来自华中！” 

“是啊！”我以自豪的语气告诉他们。有

些学生甚至问我华中的学生是不是每天

都很勤劳地读书，否则他们怎么会考到

这么好的成绩呢？我唯有告诉他们：华中

学生读书是有他们的方法的。

1980年代，母校在杜辉生校长的领

导下，成为自主中学后，创举连连。无论

是学术成绩、各项校际比赛、文化表演、

体育项目等都是榜上有名，因此作为华中

的校友，也倍感光荣。

这些年来，母校强调双语双文化，走

向国际舞台，为我国培育了不少栋梁。希

望母校在政府、校董、校友、校长、师生、

家长及社会人士的共同努力和大力支持

下，能继往开来，培养更多献身建国、学

以致用的人才！

祖籍福建省安溪县， 

1950年出生于新加坡， 

1965年中四庚班，

1967年高二戊班，

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

退休前为中学教师。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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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宋人（香港）

1964年1月6日，我踏进华中，进入

中一丙教室，座位30号，就开始了我四

年初中，二年高中的华中生涯。入学前，

我胸怀大志，希望能“自强不息”，将来

成为博学的教师。可惜因不认识自己，误

读一般人赞好的理科，与一般人一样，

鄙视文科，胡里胡涂的过了六年。我有如

明末清初的文秉（1609-1669）所说： 

“入宝山而空手回”。虽然如此，我对人

生的规划，却是在华中学业失败后，反

思“天份”的意义而定，且以教导人认识 

“天份”为己任。

考验开始

开学后，一开始就跟不上蔡志雍老

师的数学课。我无法完全理解几何，还记

得第二次测验时，四题中只有两题答对，

有一比我高一年级的朋友看到我测验一

页两题得50分，就以为我另一页两题也

50分，实际另一页的两题都是0分。当年

底发成绩册时，我三个学期的数学都不

及格。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成绩册上出现

红字。由于我的名次在全班41名同学中排

第九名，所以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中学二年级，我被编在上午的中二乙

班，当时听说成绩好的学生才会编排在

上午班，还沾沾自喜。中二开始多了物理

和化学课。化学我还勉强明白，但物理就

不行，数学则照例不及格。当年名次不好

讲，一提起就脸红。

误入歧途

到了年底，面临下一年文、理科选科

时，还不晓得自己没有理科的天份，我随

波逐流选了理科，被分派到中三甲班。上

数学课时，钟前钰老师时常说：“阿猫、

阿狗都读理科。”他这句话，听来刺耳，

1965年的科学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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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我非常适用。我在上数学、物理课

时，真的有如老子所说：“上士闻道，勤而

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

笑之。”中的“中士”，听课时似懂非懂。

中四我因入中四A班, 误以为只要用

功读书，自强不息，就有机会在班上升

为“上士”；我还觉得自己比“下士”强而

自豪。中四会考后，我得到二等证书。我

最好的成绩都是我稍微准备或几乎没有

准备的科目：华文、英文、地理。至于数

学还好，其他的理科科目只是及格而已。

之后我侥幸上高一A生化班，还未大

彻大悟，仍以为用功就好。高二会考前三

个月，我感觉到脑子里的一盏灯亮了，成

绩也表现在有机化学上。当年化学课的黄

全庚老师发现我的改变。当时我很高兴，

还以为会考肯定会考好。生物课李志韶老

师指有些同学不用功，上课在做“春秋大

梦”，我以为他是指别人，而不知自己也

一样，不知大祸临头。我的主修除了化学

还可以见人外，其他不用谈。我于是准备

第二年再考，结果当然照样失败。

华文、英文

中四、高二会考确实是非常公平测试

学生在不同科目领域的程度；会考测出我

是文科强、理科弱的人。在语文方面，我

的华文能有所进步，应该归功于中四的华

文老师郑克铭；他教导学生如何清晰地

读文言文。高一时华文老师是周清海老

师，他讲解中国文字学时，引起我很大的

兴趣。有趣的是，我日后没继续学中文文

字学探讨，反而投入英文的字源学，特别

是希腊文、拉丁文字根的学习。1968年，

周老师往香港中文大学读硕士时，我还与

同学到巴耶利峇机场去送行。

英文方面，初进华中时，我本以为我

的英文会大有进步，但实际不然，因为当

时的英文课只在不断重复简单的英文文

法，新字汇也教得不多。虽然如此，我发

现有好些教过我的英文老师注意到我。

中二的冯仲姬老师每当问学生问题时，我

几乎是第一个人，她以座位号码叫学生，

叫我“Number 22”。中三、高一的陈华利

老师叫我起来读英文的次数，也比班上同

学较多。中四那年，余捷元老师开学第一

个星期就离开，接着来了李月芳老师，之

后就是刘华丰老师。刘老师注意到我的

英文状况；当学年结束发成绩册后，他发

现我的名次是第25名时，非常诧异。

离开华中

高二会考公布，黄全庚老师以东晋末

至南朝宋初的陶渊明（约365-427）， 

《归去 来 兮辞》勉 励成 绩不 理 想的同

学 — —“悟已往 之不 谏，知 来 者 之可

黄全庚老师以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

勉励成绩不理想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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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这时我一直沮丧的念着该辞的后

面部分：“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

委心任去留？胡为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

愿，帝乡不可期。”

随着第二次高中会考失败，家里逼我

入义安工艺学院读商业系；我虽入读，但

对商科没有兴趣，无心向学。这时我开始

思考唐代李白（701-762）所写的“‘天’

生我材必有用”的意思，我的“天份”是什

么？“天”与我才有何相干？之后渐渐发现

与“天”有关的词语很多，诸如：“天赋” 

“天才”“天资”“天性”“天伦”“天良” 

“天赐”“天命”“天意”“天禀”。我开始

要去肯定我的“天份”，让我一直思考我

是谁。后来我再去读书时，才知道这就是

《德尔菲箴言》（Delphic maxims）里

的“γνῶθι σεαυτόν”（认识你自己）。

拨乱反正

这 时 候 我 首先 列出自己的无 知 之

处。诚如古希腊苏格拉底（前470-399）

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也有如以

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

知也”。之后我列出我的微弱的有知，定

自己语言及历史的兴趣是来自“天份”，

于是下定决心按照自己“天份”，自强不息

的去学习语言及历史；我也因此放弃义安

工艺学院的学习而去服兵役。

服兵役时，军中的基本军事训练及

炮兵测量课程，准确度测出我并非当兵

的料；无论如何，我最后升上“下士”。全

时间服役完毕后，我工作、自修，考托福

（TOEFL，第一次520分，第二次550分），

然后以感恩的心到美国波士顿读大学。当

时我虽不年轻，但仍然有初生之犊不怕虎

的精神。

脱胎换骨

在波士顿大学读书时，我的主修为历

史（欧洲、中东）。当时我英文不行不在

话下，写报告也不会像美国学生一样去推

理；虽然如此，我仍然毕业。读书期间我

也学了两种外语（拉丁语、希伯来语）。

之后有机会再攻硕士、博士学位。读博士

的念头从来就不在我脑海中。到波士顿

读书前，觉得能拿到学士已经是难能可贵

1964年的华中运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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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后来竟然能完成硕士学位。最后我仍

以感恩的心继续努力，战战兢兢完成课

程，取得博士学位。

我在波士顿求学有丰富的收获，特别

是到西方亚里士多德逻辑的思维及范畴

论，学习如何去全面看事物，并有系统的

去分析。我非常注意罗马帝国犹太省第五

任巡抚本丢·彼拉多（Pontius Pīlātus,

任期26-36）的一句问话“Quid est 

veritas？”（什么是真理），去思索历史及

人生真相。学业完成后，我在香港研究中

国思想史时，太史公司马迁（公元前145或

135-86）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让我更肯定形而上思考的重

要。至于“成一家之言”，则力有不逮。

在看儒家古籍时，我很注意有关“天”

的说法。孔子（公元前551-479）说过：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

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

侮圣人之言。”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

483-402）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

道，修道之谓教。”孟子（公元前372-

28 9）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

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

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

也。”在此我也借用孔子学生颜渊、仲弓

的语气说：“吾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华中老师

在波士顿时，我常想当年为何我对历

史课没有兴趣；实际上我中学两年的历史

课老师都不是历史专业老师，上课时只抄

笔记或照本宣科；他们有其他特长，但无

法启迪我对历史的兴趣。

在华中读初中

（1964年-1967年）及

高中（1968年-1969年）。

服完兵役后，任仓库管 

理员及土地稽查员 

（俗称地牛）。赴美求学，

在港、台大学教学。现居

香港写作。宋人为笔名。

作者
简介

2006年6月25日，我在新加坡遇见

高亚思校长。高校长本在华中担任数学

老师，但没教过我。我高二那年（1969

年），高老师到南侨女中担任校长。我与

高校长谈到选文理科一事时，她说在那

时代就是没有有如现代的选科辅导。

虽然如此，我每次都会想到中二时

教数学的戴文锦老师。有一次上课时，我

没专心听讲，不经意用圆规在纸上画图

案，被戴老师看到，没想到他并没骂我而

称赞我。等到我开始强调“天份”时，才

真正领会戴老师是一名全面照顾学生的

好老师。

华中校训

在华中就读时，校训“自强不息”给

我很大的启发，但因方向错而无法达到目

的。等到我读了《易经》后，才知道校训

的完整句子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这句话让我对“天”有更深的了

解，也更加知道孔子为何说“畏天命”，让

我得以完成“天份”，而安身立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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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岗画语 
——忆先驱画家陈文希与陈宗瑞老师

⊙康伟民

小时候爱涂鸦，在大华小学求学时，

常和几位同学画些连环图中的人物取乐，

表哥梁遊乐发现了，就鼓励我临摹《三国

演义》、《水浒传》小说里的人物插图；

而我小学的美术老师苏智豪，则是用新

教学法带学生在校园里写生，引导我去接

触蓝天白云下，亚答屋校园景色的大自然

美。这样，从临摹到写生，他们两位可说

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了，巧的是他们都是

华中校友。

小六会考后，或许出于我喜爱画画的

考虑吧，表哥建议我去华中。五舅陈连德

也是校友，也这么认为，我父母就同意了。

当时我全然不晓得有两位蜚声艺坛的大画

家——陈文希和陈宗瑞老师在华中执教。

课堂上

华中当年有两间美术课室，在虎豹楼

二楼，另外还有一间给老师休息和放画具

的房间，在楼下；负责打扫卫生的是位戴

黑框眼镜，常年穿白衬衫，口音很重的老

校工，他说他曾当过鲁迅先生的书僮，因

此对他的印象较深刻。 

美术课学的主要是静物写生，认识

比例、构图、光影、纹理、透视等；先学素

描（铅笔、炭笔），再学彩色画（水彩、粉

彩、油彩），循序渐进，着重于培养学生

的视觉观察、审度和表现能力，从而提升

对美的鉴赏和感受能力。另外，当时适逢

建国之初，实用美术也列入课程，包含图

案、招贴、邮票、封面设计和陶艺等。 

两位老师当时在画坛上已是领军人

物，但对学生一点架子也没有，平易近

人，随时可以去请教。不过，在课堂上他

们都很严肃。逢静物写生课，陈宗瑞老师

通常会自己先画一幅，这种以身作则的教

学法让学生偷懒不得。相对地，陈文希老

师对学生会宽容些，有时给画得好的学生

很高的分数，刺激其习画的热忱。他也常

讲些当时留居国外的校友画家的讯息，

比如在纽约的徐国基和王瑾、在巴黎的

吕聪敏、在英国的麦锦铫等；令大家很受

鼓舞，也激发了有朝一日也要去外国见识

的憧憬。

校外写生

除了课堂学习，两位老师在课余或

周末还会带领学生在校园里或去校外的

景点画风景。当时学校有一辆老校车，可

载送10多人出外写生。画架、画板、油画

布、纸张、画笔和颜料都是学校提供的。

去的地方有新加坡河、加冷河、植物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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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柏山、巴丝班让的马来渔村等；所到之

处，常引来围观者，每个学生开始都会有

点紧张，但渐渐就习惯了。户外写生让学

生从实践中领悟到课堂里老师讲的许多

作画原理，如透视、构图、光影、着色和

取舍等等。更难得的是两位老师都会当

场分别给每一个学生讲解和修改每一幅

画，学生的作画功夫在这种活泼而严肃的

氛围中得以迅速提升，也更有信心作画。

有时，老师也会在现场画点画，如今我还

保存了一张陈文希老师在新加坡河畔画

的速写，是用蓝色的原子笔画的（图一）。 

我也是在那时接触到陈宗瑞老师独树一

帜，热带情调浓烈的水彩风景画，也在他

写生时给他画过一张速写（图二）。

校外写生通常是在周末上午，午餐前

就结束，校车把我们载回学校，卸下画具

和画好的画作才解散。两位老师偶尔会

带大家去当时在小坡密驼路的瑞记鸡饭

餐室吃午餐，那时同学们家境清贫的居

多，能吃上一顿香喷喷的鸡饭感到特别

高兴，学画的兴致也更高了。

非一般的学画环境		

两位老师的画作虽然风格各异，却

都在中西画的领域里为后学者立下很高

的标准，令人景仰。而难能可贵的是在战

后世界上美术流派纷呈的当儿，两人友爱

如兄弟，从不评议彼此的画法。这让学生

们能免受流派之争的干扰，可以无拘无束

地在写实、写意、抽象和多种画派的海洋

中遨游，从多个角度去领略美术的魅力。

因而培养了许多杰出的本地画家如谢玉

谦、何和应、陈子权、吴民权、方良等。我

个人就受益于这种自由作画的氛围，在校

有幸扎实地学到素描基本功，这对后来

的设计专业帮助很大；而在异地读书，考

察和工作时也能即时即兴速写，给自己记

录下学习的历程和感兴。

素描和速写之外，我还喜爱油画和水

彩，油画主要受教于陈文希老师，着迷于

具象和抽象之间存在着的无限可能性；

水彩画则受陈宗瑞老师的影响较大，感

染着水彩那种朴实洒脱的喜悦。说到水

图二：作画中的陈宗瑞老师。图一：陈文希老师的新加坡河速写手稿。作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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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就想起当年国专图书馆收藏的一批

新中国成立后的水彩画家的画册和画法

的书。尚记得的有雷雨编著的《水彩画技

法研究》、李剑晨编著的《水彩画技法》、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的《水彩画技

法经验谈》和北京朝花美术出版社的《水

彩画范本》等。当时水彩画家哈定的上海

外滩雨景、潘思同的工地写生、李剑晨的

建筑、张充仁的小品、李咏森和肖淑英的

花卉等图片，处处反映了对生活的热爱，

深深地吸引着我。除此，图书馆还收藏了

大批其他中英文美术图书和画册。资料显

示，从1957年至1968年，华中购藏的美术

读物共有1万零827册，占当时总藏书量的

8.73%，在十大分类中排第三，仅在文学

和自然科学之后。而在阅览室里就有定

期的美术刊物六七种。另外，当时的图书

馆还专门设置美术陈列室一间，陈列各

类画材样品和示范画具、名家画册、名画

真品和复制品、陶瓷、木雕、西欧著名雕

塑的石膏复制品和几何模型（图三）。这

些美术设备和收藏的质和量都很惊人，

堪以媲美专科美术学校，让我们一群爱

好美术的同学忘情于无穷的学习乐趣中。

	美术展览

华中历来有在校外举办美术展的传

统，我在中二（1965年）和高一（1968

年）总共参加了两次，均在维多利亚纪念

堂的展览厅展出（图四）。那个展览厅是

本地美术界人士很怀念的地方，不但地点

方便，而且建筑本身和周边环境的文化气

息浓郁，展览厅尺度宜人而朴素，比现在

的大馆亲切得多。

1968年展览的规模甚大，共有996

幅各年级学生的作品，包含纯美术和实

用美术两大类，其中纯美术作品有285

幅，占总数之30%，单单油画一项就有

125幅，占总数之12.6%或纯美术作品之

43.9%，这样的成绩，对一所中学来说确

实惊人。当时我是学校美术研究会的主

席，和符致中、陈明华、李志刚、陈礼读、

徐国础、洪方庭、陈亚九、周聪晋、戴瑶

溪和沈惠民同为画展筹备委员会的学生

委员，积极协助两位老师做筹备工作。

参加展出的作品是老师从大量的学生作

业和课外创作里挑选出来的，徐国础（徐

国基之弟）负责拍照，老师再从中选出一

图三：美术陈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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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1968年校外美术展览时与陈文希老师（左四）和陈宗瑞老师 

（左五）攝于维多利亚纪念堂的展览厅。左六为本文作者。

批，编印成《华中美术》的册子（图五）。

那次的展览在7月举行，有着给次年

母校金禧大庆预庆的含意。印象中那时

展出两周，参观的人数很多。为扩大阵

容，还特地邀请了英国罗斯白蕾郡立女校

（Roseby County Girls School）参展，

为外国中学参加本地中学展览的先例。该

校的作品技法甚是娴熟，构图新颖。 

美展之后次年校庆时，母校在校园里

举行大规模为期两天的学生成绩展，庆祝

创校50周年暨新科学楼落成；也开放图书

馆的美术陈列室给公众和家长们参观，同

时把之前在维多利亚纪念堂展出的作品

精选了一部分，收藏在陈列室里。

我 毕 业 后，国 专 图书馆 改 成 行 政

楼，美术陈列室的藏品就不知去了何处。

图五：1968年《华中美术》封面和当时多位画家，老师的签名。作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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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岛、参赛

连 续两年展 览的成功让美术研 究

会的成员深受 鼓 舞，于 是在19 6 9 年 8

月组 织了一次去南部施马九岛（Pulau 

Semakou）的露营写生活动，那时陈文

希老师已63岁，陈宗瑞老师也59岁，但

都精神奕奕，和我们这群10多岁的小伙

子一同餐风露宿，一点也不显倦容疲态 

（图六）。那时施马九岛还是个渔村，岛

上有不少居民，沙厘板屋和亚答屋错落

在椰林间，婆娑树影和轻拍沙滩的海浪

编制着尚未消逝的原生态热带风情，夜

晚满天繁星，令人难忘。两位老师有户外

写生的经验，清晨即带我们去热闹的小

码头，还请当地居民用刚捕的鱼煮了一锅

鱼粥，给大家当早餐，那味道特别鲜美。

那时，我在陈宗瑞老师写生的时候给他画

了一张速写。

1969年华中在校外的美术活动收

获甚丰，那是几年来两位老师大力培训

学生的结果。当年7月在维多利亚纪念

堂由教育部主办的开埠150周年庆的青

年节图工展览，从全国各校选出的706

件作品中，我校占了14件。我的一幅油

画《后巷》和一件木雕《马来人》被评

为“Highly Commended”，另有两件雕

塑入选参展。评选员是林友权、林少伟

和钟泗滨三位先生。 

同年岁末，安顺联络所主办首届全星

美术现场比赛，参赛者有510名，我校李

志刚得中学黑白组第一名，吴加禾第二

名。我得中学彩色组第一名。符致中得中

学设计组第三名。评委是刘抗、叶之威、

林友权和林浪新四位先生。这些成绩反

映了我校美术教育均匀的水平。

图六：1969年陈文希老师（后排左一）、陈宗瑞老师（后排右三）与同学攝于施马九岛。后排右二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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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室、画廊

两位老师的家就是他们的画室。

陈宗瑞老师当时住在乌节路，每天开车

来上课。由于交通不方便，所以学生少

去他家，但毕业后美术会的同学春节时

都会去向他拜年，这时他把长大的学生

都当成朋友了，很热情地和大家谈天说

地，品茶赏画，关心大家的近况，有一次

还请大伙儿去附近的会宾楼餐馆用餐庆

祝。古人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如今春节一

到，就会怀念那些温馨的聚会。  

陈文希老师则住在学校后面的住宅

区，每天步行来回。读书时，我和同学符

致中、陈明华和赵文龙课余时曾在那里

学习过一段时间。我家贫困，缴不起学

费，就在画室里帮忙。老师画室给我印

象最深的是入口处的一幅胶彩大壁画，

也许那是老师唯一的户外壁画，是抽象

的，客人进出都会被吸引住。画室是单

层的，大厅是会客和教画的地方；入口

右侧是书房和作画的地方，藏书很多，

中英文都有。

老师习惯站着作画，悬臂运笔如电

驰。他作中国画通常是一气呵成。为要

求下笔精准传神，他特地在家中饲养了

长臂猿、松鼠、鹭鸶等，仔细观察其神

态。他作油画则反复推敲，要一段时间

才会满意收笔，所以他的西洋画作品数

量上少于中国画。

陈文希老师先后在东陵路经营过两

间画廊，取名“古今画廊”（The Old and 

New Art Gallery），第一间是在现今丽晶

大酒店（Regent Hotel）所在地的手工艺

品中心（Singapore Handicraft Centre）， 

是当时旅 游发 展 局开发 后，邀约本区

域艺术家集中设置工作室兼展售艺术品

的地方，办得甚有声色，吸引不少外国旅

客。可惜后来拆了建旅馆。老师就把画廊

搬到东陵 购物中心继续经营。有一回去

画廊探访老师，老师送我一幅虾的指画，

上有“文希指头生活”的落款（图七）。

高中毕业后，我被新加坡大学（今国

立大学）建筑系录取。陈文希老师很高

兴，送我一幅彩墨松鼠立轴奖励。工作

后，我获得去澳洲考察城市规划和设计

的哥伦坡计划奖学金，他又送我一幅彩墨

猿猴。1980年我和女友准备结婚，去老师

家送请柬时，他特别高兴，送了一幅比较

罕见的彩墨立轴，画的是一对鸡和一对麻

雀（图八），作为贺仪祝福我们。1982年我

获得工作部门颁发去美国圣路易大学念建

筑与城市设计硕士学位的奖学金，那时内

子也离职伴我远行，临行前去探望老师，

他送一幅彩墨鹭鸶立轴祝福我们。他像

个关心孩子的家长，有一次赠画时，似有

感触地说：“人生不能确保顺境，万一有

一天你们遇到困难，就把画卖了，画上我

图七：陈文希老师赠送的画《虾》。作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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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陈文希老师赠送的彩墨画《鸡。麻雀》。作者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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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陈文希老师赠送的画册。作者藏。

没写你们的名字会是比较值钱的。”因此

他给我们的画都不题上我们的名字。至

今，我还珍藏着那五幅画，它们记载着我

人生几个重要的阶段，老师仿佛时时在身

旁看着我的成长。 

结语

这篇短文，旨在回忆我个人在母校度

过的宝贵的学习生活的片段，这些都密

切地和当时的两位先驱画家——陈文希

和陈宗瑞老师息息相关。两位恩师对教

育无私的奉献和对专业的执着，不只传授

给了我谋生的技能，还通过言传身教，启

发我去追求人生更高的境界 — —艺术

和美。我从两位恩师那里学到的不仅是

1969年高中毕业。  

建筑师、城市设计师。
作者
简介

图十：1968年作者于校园作画。徐国础攝。

画，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取舍，由之而来

的力量和信心，在在引导着我在学习和执

业过程中克服了许许多多困难，也充实着

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一个来自战后贫穷

乡村的孩子，这份缘，这份恩情，绝非笔

墨能形容。

欣逢母校百年庆，谨此表达对两位

恩师深深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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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涩时期的华中缘
⊙林野

我就读的小学，校园内基本上没有

体育设备；因为它坐落在市中心，又和另

一间小学共用一座大厦，寸金尺土。读完

小学，成绩还可以，也就升上了当时还称

为“新嘉坡南洋华侨中学校”的华中了！

第一天步入华中校园前，是几经波折

的。那时的小孩子，不像今天的小学生，

大部分都由父母或是司机载上学。上学的

第一天，是和邻居，也是亲戚的何振兴一

道乘巴士，从女皇镇的“蓝玻璃”住家转

换几趟巴士前去学校。

振 兴 和 我 都 是 在 城 市里长 大，就

读的小学也在市区里。坐在当年的“郑

古悦”巴士里，也不知道在哪里下车再

换“绿色”巴士才能到学校。“路是问出

来的。”这是父母从小的教诲。央求“郑

古悦”的司机师傅到达华中时叫下车，

这才放心一路浏览车窗外新奇又陌生的

街景。

行行复行行，司机师傅终于叫下车

啦！下了车，举目一望，为什么都是穿白

衣白裙的女学生，趋前校门一看，乖乖不

得了，原来被巴士司机师傅送到巴特里路

的“中华女子中学校”！当然，这一来一

去，第一天上学就迟到啦！

第一天的“华中缘”是那么的新鲜、

那么的兴奋、那么的好奇！啊！怎么校园

会这么大？怎么课室会那么宏伟壮观又

多间？怎么会有那么多个篮球场？怎么会

有那么多个排球场？怎么会有那么多间乒

乓室？怎么会有那么多张乒乓桌……？当

然，那个大草场和跑道，真叫人折服！不

过，心里却惦念着，万一做错事，老师会

罚我们下去跑道上跑几圈吗？

华中这样好的体育设备，真令我这

个在小学时没有参加过什么体育运动的

城市小男孩兴奋不已，也跃跃欲试各种

玩意儿。就这样，我爱上了打篮球、打排

球和打乒乓；但是，最后打得较好的是篮

球，还是校队代表。“打则优、优则吹！”

当时的体育主任林东鲁老师和冯耀泰老

师每逢有比赛，总叫我去担任裁判。

1969年开幕的新科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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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好玩，一下子打球、一下子当裁

判，其乐无比。余兴未了，回到家里，还和

几个邻居经常到女皇镇联络所“开打”，

最后，我们10个少年，其中七位来自华

中、三位是其他中学的男生，就组成“高

远篮球队”，一时还是女皇镇一带响当当

的球队！

当很多同学都埋头苦读“圣贤书”

时，我却打球打到不亦乐乎，成绩就可想

而知了！升上高中，并没有记取初中时不

是很“光彩”的成绩的教训，依然故我沉

醉于课外活动。

高中时期不打球，玩别的了！华中

课外活动多，有制服团体，也有非制服团

体。高一时，一口气当了五个团体的中坚

分子，其中最得意的是当上“少年安全第

一协会”的会长，在我的任期内，会员人

数上千名，是学校团体之冠，也是最活跃

的团体。除此之外，我还是圣约翰救伤

队康乐组组长、学长团、合唱团和壁报记

者等等。

同学们下午回家啃书本，我在学校

搞活动。同学们周末和家人在一起，我

原名林碧峰，1951年 

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 

1970年华中高中二 

毕业，中国上海交通 

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学位、南京大学中国 

语言文学硕士学位。

作者
简介

华中是排球劲旅，1969年荣获全国各民族中学排球锦标赛冠军。后排左一为林东鲁老师。

和会员同学们还在学校策划未来做些什

么。于是乎，高中成绩也就不怎么样，气

得担任我班两年级任的潘金顺老师叹气

说：“你很聪明，就是不好好读书！”

少年多轻狂、少年多梦想。六年华中

缘，一眨眼已是49年前的事了。少年不知

愁滋味、“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经过七年的苦读，1996年45岁时，终获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工商管理硕士文

凭。又经过七年苦读，复在2017年66岁

时，再获中国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硕

士文凭。再经过七年苦读？2037年86岁

时……，我不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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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回首45年
⊙吕奇峰

1974年初，初中会考成绩揭晓，我

有机会成为海星中学最后一届高中生或

华中初级学院的第一届高中生。面对一

个孕育我四年及结识了许多好同学好朋

友的海星，肯定难舍。然而，成为华初的

垦荒者（开校先锋）的吸引力终究让我踏

上一个毕生难忘的旅程。

难忘在哪呢？华初是继国初后的第

二所初级学院，好多人都把它定位为一

所华校，希望它能和“英校”的国初比拼

并超越它！当第一届学生是有压力的！当

然，华初是一所两语兼优的学校。

我们还没念完高中，就已经在大学

校园上课了！这是怎么回事呀？开学时，

学院建筑还没完工，所以造成了这一个

奇妙的经历。我们是在当年的新加坡大

学武吉知马校园上课的。流连于大讲堂

和小辅导课室间，以及广袤的校园里各

种“大学生”的设备场地，很有成就感！

或是“虚荣感”？ 

我被分配到中文科学第四班，简称

CS4。班上有各中学来的同学们。对于

海星男校生的我，最感兴趣的是女同学

们！当然有好多是由华侨中学过来的男

同学，竞争对手云集呀！

学校的上课制度很新鲜。除了中文

课是所谓的“本班课”外，其他的课都是

按选修科分配。我是选了纯数学、应用数

学、经济和物理科学。物理科学包含物

理和化学。这科为我在两年后高中会考

时度过了个“起死回生”的惊险经历。这

里先卖个关子。课程的安排类似大学的

节奏。我们都必须展示高度的自律性，自

己安排上课时间和进修时间。当然还有

运动和“欣赏/追”女同学的时间。生活

真是多姿多彩！这种新的节奏并不是所有

人都能好好驾驭的。有些同学们一不小心

就跟不上了。不简单！

回顾当年，肯定不能忘记我们亲切

为他取外号为Bobo的副校长。他高头大

马，皮肤白净，说得一口好英语并兼顾负

责纪律。我们几个“坏”学生们在上课前

全校早晨集会时，总是和他玩“老鼠和

猫”的游戏。他是乐此不疲而我们可是叫

苦连天。 

我们本班的同学有几个特出的。如

玉兰班长英文特好；金财、国光、家骅是

打“桌板台球”（Carrom）高手；亚庆是排

球校队，水基是长跑健将，丽华和我（毛

遂自荐）是篮球校队，道勉烧得一手好菜

等等。班上也不缺美女（有真名真姓的: 

林清霞！）和帅哥们。真是应有尽有也！

由于选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有好多

机会可与其他非本班的同学们接触。有历

届英文理科和工科的，里面不乏学习能

力顶呱呱的。我们的纯数学老师Mr 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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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绝对是复习高中考试卷子最

多、最长久的一位。我们复习的可是前

20年的考卷呀！

除了认真学习外，我们班也有联欢

课外活动。岁月不留人，记忆也不太靠谱

了。总之，肯定有些酸甜苦辣的经历和

趣事。

这两年里，华初在高中体坛上也创下

了好多辉煌战绩。篮球、排球、乒乓球、

田径等等都拿过全国冠亚军。每每重大

比赛，华初拉拉队的呐喊助威声势也是

运动场上的一个奇观！ 

好了，各种各样的欢乐、奋斗和努力

终于迎来了高中会考。我的会考考得太

烂了。其中物理科学的笔试是三个小时。

我挣扎了一个半小时后，准备离开考场。

当时监考的纯物理老师Mr Chong气急败

坏的提醒我：“你真的完成所有的问题了

吗？”我无奈地告诉他：“我把所有的物

理题都回答了。其他的都是化学题，我确

实不懂呀！”离开考场后，我告诉妈妈我

留级的机会是很高的！结果老天网开一

面，这科得了个刚及格E Grade！

会考后，新加坡的男生们都服兵役

去了，而女生们基本都上大学。大家各有

各的忙。但是我们本班同学们在道勉和

金财的努力下，几乎每年都有一到两次的

聚会，一直到今天，确实是难能可贵。

45年后蓦然回首，有些同学都已是

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级了。当然还有好

多位名成利就，成了政商学各界的领导

为母校争光。感慨的是也有些同学已交

身份证到另一个世界了。

 在百年大庆时祝华中在下一个百

年，继续发扬光大，祝校长老师们身心安

康。祝同学们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

经拥有！祝学弟学妹们承前启后、再接再

厉，创造更多的辉煌异彩！

华初1974-1975年第

一届毕业生。土生土

长的新加坡华人。从

事人才学习与发展事

业的会计师。

2008年华中校友会聚会。后排右三为本文作者。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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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初，华中初级学院开学的第

一天，来自不同中学穿着各式各样校服的

华校生、英校生全部集合在国家初级学院

的校园里。当年，华初是新加坡第二间初

级学院，我们74年的是先锋班。最初是在

国初的临时课堂上课，后又转移到武吉知

马新加坡大学的旧课堂，辗转在外度过了

半年无华初校园的“流浪”时光，最终才

搬到武吉知马校园现址。

回忆起每天早晨乘坐巴士上学，在早

晨的集会上听林乃田校长的训话，副校长

会在门口记下迟到同学的名字。为了鼓励

华、英校生互相交流，校长安排英、华校

生在晨会各站一排，单日讲英语，双日讲

华语。学校分成英、华系的理、工、文、

商班，上课是讲堂的形式，也另外设有辅

导课程。多数的科目都用英文讲解，当时

对我们华校生来说压力比较大。初级学

院是全日制，上课时间比较长，还要空出

时间温习功课，那时经常有同学在图书馆

和小课室做功课到隔天天亮。

除了上课，学校也给我们举办了很多

74CS1华初先锋班 
⊙陈别非 

每次聚餐都是开开心心的，后排左三为本文作者陈别非。摄于2017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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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活动，有各种球类、田径类的体育活

动；也有戏剧、音乐方面的文娱活动。每

年教师节、中秋节等庆祝时节，学校还会

举行文艺汇演，那时我们班上也有同学

参加中秋节的演出。之后我们74CS1班

举办过几次烧烤聚会，非常难忘。高中二

年级时，学校组织泰国教育旅行团，在学

习不同国家文化的同时，也让我们认识了

许多泰国朋友。

74CS1班上有着不同类型的同学，

有领导能力强者，有沉迷读书者；有体育

健将，也有爱好独处者，还有著名的“女

三剑客”，虽然大家性格迥异，但都能和

睦相处，成为很要好的朋友。我们当时

最爱听摇滚音乐，洛·史都华是我们的偶

像，我们还收集明星的照片装进相册存

起来。

在华初的两年时间，一转眼就过去

了。A水准考试结束，成绩公布后，男生

们都陆续服兵役，女生们则先上大学，

另有些到国外留学。那是一个没有手机

和互联网的时代，同学们开始忙着成家

立业，大家很少有机会聚会。只有每年的

3月21日华中校庆晚宴，大家会见上一面

叙叙旧。

近几年，大家的事业有成，孩子都长

大了。74CS1班的老友们在2015年参加

一位同学的孩子的婚宴时，大家都同意

应继续保持联系，于是建立起了手机聊

天群组，此后大家时常通过手机保持联

系，交流感情，聚会的次数也增加到一年

三四次。

我们虽然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是每

次聚餐都是开开心心的，回顾我们40多

年的生活。这张2017年9月9日拍摄的照

片反映出我们高兴的时刻。我们从1974

1975年华初毕业。

获公共服务委员会

颁发海外优异奖学

金，前往法国北部 

里尔（Lille）攻读 

化学工程，毕业后

在石化和石油供应

与贸易业工作超过

30年。 

作者
简介

年相识至今已有44年了，相信大家的友

谊会永远继续。

朋友

能走过一年的很不容易

能坚持两年的值得珍惜

能相守三年的堪称奇迹

能熬过五年的才叫知己

十年依旧还在的，应该请进生命里

二十年不离不弃的，就是你后天的亲人

在这个善变的时代

多留意身边的朋友

多一些理解，少一点计较

学会感恩，别把对你好的人忘掉

华初74CS1班的友谊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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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雨春风，看松柏日月长青
⊙赵慕媛 

古有孟母三迁，华中初级学院却历

经六迁。幸好良师都不需要断机杼来感

化学子，因为“子欲学”，明白考进华初

不易，达到华中标杆不易，父母供书教学

不易，勤奋向学追求知识，就是我们最大

的本分。

伫立武吉知马山岗的华初，在我们

心里，还有一个充满感情和归属的形象

称号：黄城。

主体建筑呈马蹄型的黄城，校舍独

特色彩浓郁，粉墙红柱于苍茏树色掩映

中，围栏现传统的缕空石雕，这现代化中

式建筑的符号，在本地初院校舍群落，独

特鲜明，充满溯源与创新的象征意义。

1974年创办的华初，由华侨中学高

中部分立而成，中学与高中两部归统一的

校董会及校委会管理。华初是新加坡继

国家初级学院之后的第二所初院，也是

第一所政府资助的初级学院，其兴立有

着划时代的意义。

华初能办成，在当年是华社与教育界

的盛事，以陈共存（陈嘉庚亲侄）为首的

校董会，辅以民间大批有识之士和热心

兴学的儒商鼎力襄助，他们在人力与财

力各个领域都为华初的茁壮成长，付出关

键的奉献。华初与国初一样，开拓性的容

纳华文及英文两个源流，形神兼备的中西

合璧，认真实践华英并重、这条更为艰难

的教育之路，寄托了创办人的共同愿望，

要学院继承传统与现代的文化真传、兼

采华文与英文的教育精髓。

华初校舍的硬件，经历了本地各初

院未曾有过的磨难旅程。1974年1月开

课，校舍还在兴建，一众师生在上学期

长达五个多月里“寄人篱下”，到临近的

国初及新加坡大学校园上课。大雨倾盆

时节，是学生共同的恐惧，新大那老旧的

校园当年处处为低洼之地，积水严重，做

不准天气预测没带上拖鞋的同学，得硬

着头皮涉水而过，经常鞋袜湿透的走进

课室。

好不容易挨到6月中，校舍大体竣

工，师生终于回返崭新的学院就学。迎

新活动别开生面，全校切实总动员，师生

卷起袖子排成长长的人龙，传递桌椅橱

柜，落力清理扫除，把新校舍刷洗得洁净

明亮。那些年，我们一起追梦的日子，备

尝“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特种训练，

成为那个年代华初人的珍贵磨砺。

校方贯彻大学先修班理念的开篇，

是让学生“当家作主”，参与校徽 及校

服的设计，这给繁重的课业增添不少评

头论足的乐趣。学生设计的校徽不刻文

字，以四支向上并发的红色箭头，象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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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核心价值的德智体群四育，及文理工

商四系，再由稻杆般的横线从中贯穿，把

丰收的形象塑造得饱满生动。对众色一

番热烈讨论之后，最终筛选出淡雅土黄

的米色系，这就是黄城得名的另一缘由。

创院院长林乃田毕业自公教中学，

获伦敦大学学位。正当壮年的他和蔼温

文，周会立于二楼廊道，向广场上的师

生不厌其烦、诚恳交代华初各项重要进

展，由始至终笑容可掬。但要命的是，

林院长精通华巫英三语，语文能力太超

强，一番谆谆教诲常维持在半个多小时

以上，对于起早摸黑、转换两趟巴士奔赴

黄城的许多女生包括我而言，长时间站立

是体力与耐力的考验。

林院长的另一能耐是说服力强，延聘

到众多好教师，筹组了心目中优异的师资

团队，他是华初华文教学能够奠下深厚底

气的功臣。以我们文科班为例，20多位老

师来自本地的南洋大学、新加坡大学，及

台湾的台大与师大，授课风格独具、精彩

纷呈。不论持学士、硕士或博士学位，老

师对教育秉持理想，对教学怀抱热忱，

文史地的每一堂课，皆倾囊相授，临近考

试都已声嘶力竭；下课铃声响彻大楼，老

师依然抓紧时间，重申提要、讲解重点。

我想，华初优异的师表风范，正是来自育

人熏陶、诲人不倦的华校老传统。

华初华文源流的艺文风气鼎盛，是因

为有一批优秀的老师，在初院多个科目“允

许华文教学”的年代，不舍昼夜、身体力

行的结果。

许泰浩师属于“军纪严明”类别，

严肃中不失幽默，教课扎实、叙述生动，

教会我们发明许多术语及缩略语，来分

类、装载、联系那些翻译得佶屈聱牙的地

理纪年与地形名词。

蔡纯洁师授华文课，打分严苛知名，

后来权衡了各辅导班其中一个期末的成

绩，发现给我们CA1班打分的确过严，于

是特别通融，让我们各自呈交一篇诗歌

或散文创作，为期末总分的“补充作业”，

文科班郊游露营，由蔡纯洁（第二排右一）、吴中博（前排右一）、

陈瑞才（前排左一）三位老师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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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乐团草创之初的首个讲解会，前排左二为本文作者。

实在是鲜活救急的创意。

地理老师吴中博临危受命，兼任经济

科导师，他自创吴氏心法，以《西厢记》的

崔莺莺、张生及崔母三人的迎拒、生克、

阻挠、终弃的关系，来解释经济学多个曲

线的相互关联，令人耳目一新。

另一位华文课名师庄声涛，儒雅而腼

腆的书画家，听说讲起课来滔滔不绝、旁

征博引，可惜两年里我竟无缘与会。庄师

不买车不驾车，下课后手拎沉甸甸的黑色

公文包，施施然走到校舍对面的巴士站，

在叽喳呱噪的学生群中，微笑立于一旁，

安静等车。

华乐团草创之初，乐团成员选出我们

三名同学为一正二副团长，陈碧华与庄声

涛是指导老师，他们投入时间争取拨款，

很快便给乐团购置了崭新齐备的乐器，更

聘请到青年华乐团几位年轻乐手，担任华

初华乐团指挥。主教练易有伍与谭泽江，

只比我们大上几岁，朝气勃发充满理想，

讲课旁及多门类的音乐知识。二位若有

事，就会请好友潘耀田或李粉德两位来

代课。易、谭二师对我们严格得近乎吹毛

求疵，但为人风趣，谭师说话尤其搞笑，

团员跟他们更像是老同学的感情。易有伍

是二胡与小提琴演奏家，谭泽江是笛子与

大提琴好手，二君的音乐涉猎广泛，兼通

中西乐，排练之余，经常播放许多不同演

奏风格与技巧的华乐及西乐音乐带，用心

培养我们的音乐鉴赏力和分析力，能够

上他们的华乐与音乐课，我们实在有幸。

华文部的蒋民德师与书法家吕振端

师，为推动华初的文风及写作氛围不遗

余力，在他们的主导下催生了文艺刊物

《华韵》，培育了不少至今仍在文坛活跃

的中青辈作家。

课外活动的指导老师，在引导与授

权之间，明智拿捏到位，让大学先修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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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积极发挥筹划与办事能力。华初短短

两年，师生的教与学分秒必争，活动和培

训“苟日新，日日新”，我在华初的学习，

过得忙累紧张，但充实而滋润。

除了英文与数学，华文源流的文史地

及经济科目以华语教学，当时没有巧立

堂皇名目，不时兴“高级科目”之类的噱

头，然而教学的形式与内容扎实丰富，华

语文的使用在初院的高中部阶段，一以贯

之不受干扰，整体的素质和氛围处于上佳

水平。那一切美好，而今已成绝响。

我怀念华初所有教过我的恩师，他

们值得我鞠躬敬礼！是他们，培养了我对

母语与文化，始终有一份笃定的自信和

坚持。华侨中学的校歌第二句为“礼门义

路时雨春风”，当年华初校歌中译最后一

句为“松柏长青，日月绚耀”，故以时雨春

风，松柏长青，诚挚祝愿母校，如日月般

绚耀、永恒。

1975年，华初华文文科

第一届毕业生。狮城土生

土长，资深媒体人与专栏

作家；南洋大学文学士，

负笈美国南卡罗来纳大

学及中国清华大学，获硕

士、博士学位。在新闻与

翻译、写作与编审、影像

与制作等领域，拥有实务

与教学的跨界经验。

作者
简介

2013年老文科在SAFRA战备军协俱乐部聚会，坐者从左至右为文

科老师蔡纯洁、吴中博、邬史昌、许泰浩和陈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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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海明灯
⊙黎国栋 

岁月倥偬，离开华岗已40余年矣，同

学也失散了多年。当年因敎育制度的改革

与社会体制的变迁，离开华岗后,升学与

工作都没有再使用华文。而当年的课本

也很自然的送进了焚化炉。

数年前，与一群同窗重逢，常常于茶

余饭后提到当年的华文课与课本，但很

可惜数十位同学竟无一人保留当年的课

本，不胜唏嘘！于是乎大家发起寻找华文

课本行动，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从隔壁

班的张仰能同学处，找到了完整的一套当

年的华文课本，于是又要大费周章的扫描

数码化一番，但每每翻开书本，便不自觉

的掉进回忆的深渊里，黄恩赐老师讲解的

《背影》，伍世波老师的《与妻书》，陈赐

全老师的《琵琶行》，还有谢瑞琼老师的

《敬业与乐业》，又一一的涌现心头，历

历在目，言犹在耳！

中学的华文课，不仅难忘，而且在其

博大精深的前人智慧里，无疑的有如苦

海中的一盏明灯，照亮了茫茫人生，无论

在任何盲点，任何岁月，都使你不至于迷

失，即便在浪涛的最低点，也给予你奋斗

的勇气，或许你不觉得它的存在，但它已

在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塑造了你！

最后还得向仰能同学致谢，谢谢他

多年来为我们保存了当年的华文课本，

使我们今天能一窥全豹，也再次重温那

些当年没用过功的科目。

师恩难言谢，但心中还是很感激当

年在华岗默默耕耘的老师们引领了我们

这一群战战兢兢的学子走进了中华文化

的圣殿，在此祝福他们康健快乐。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风檐展书

读，古道照颜色！

华中1973年第13届 

中四毕业，后转入 

新加坡理工学院 

继续学业，毕业后 

一直从事工程专业，

已退休。

我们找到了完整一套当年的华文课本。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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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100与我交接46
⊙林直明

我初次踏入华中母校是46年前的事

了。那是1973年，我念的是中一H。上第

一堂音乐课时，李豪老师对我们说，H是

High，即是高的意思，所以我们是属于“

高班”。她那样的开场白，46年后我印象

犹深。

2017年间在观看电视纪录片《钟声

响起时》，见到宋和才老师受访，我感慨

的回想母校往事。听到他特地用了“有

教无类”来叙述早期华侨中学教育的理

念，浮上脑海的就是李豪老师称我们中

一H为“高班”的画面。不是因为我们那

班同学都是小学离校考试PSLE成绩佼

佼者，反而是因为李老师要用鼓励性的

话语来激发我们的正能量吧！宋老师说

的“有教无类”令我感触良深！对母校“

自强不息，学以致用”的终身教诲更加感

激不尽！

我相信大多数的华中学子在那些年

代，都不知道他们PSLE的考试积分有多

少，学校收生也的确是来自五湖四海。班

上同学有从坡底来的城市男孩，也有从山

芭来的“山顶人”。从学生穿的校服可以

发觉，大多数是买现成的，但也有些身上

穿着的贴身校裤还是特别量身定做的；

再从各色各样的书包款式推测，可以看出

同学们来自不同的经济背景。但因为母

校是有教无类，我们在中一时就不分彼

此的混为一班了。

回想起中一中二的学习生活，印象

很深的都是那些全班必须排队离开课

室，然后“翻山越岭”去上的课，包括了

音乐、美术、体育和工艺课。工艺课程

都是实践作业，有金工、电工和木工，

还有工艺制图。记得我们的工艺制图老

师很喜欢用“吗”来完成所说的每一句

话：“知道吗？”“懂吗？”“有吗？”“可

以吗？”“会难吗？”“明白吗？”等等。

现在，我已记不得那位老师的名字了，却

还记得曾经和一位同学偷偷算了老师在

一堂课内说了不少过50个“吗”！另外一

件趣事是在上木工时，伍世波老师示范

刨木的手艺。他特别强调在刨木时要顺

着木纹的方向刨，要不然木板就会“起

毛”。围观的同学们听到“毛”字都笑了

起来，老师似乎会意，但却加上一句：“你

们还没长毛笑什么？”下课后，似乎有同

学窃窃私语，默默抗议被老师小看了！

当年的音乐室就在礼堂旁，到那里

上音乐课，除了必须学吹牧童短笛，而且

要抓紧琴键上哪里是中央C；更重要的

是要牢牢记住李豪老师的“三不”明文条

规：“一不跷脚摇腿，二不多话多嘴，三不

随便过位。”李豪老师所订的课堂规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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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违叛，即使最捣蛋调皮的同学，一旦来

到音乐室上课时，都会变成彬彬有礼的孺

子牛！

母校为我们提供了身心发展德智体

群美的优良环境。我记得我们必须参加

团体操，就在宽大如草原的操场上，我们

在体育主任林东鲁老师的指挥号令下，1-

2-3-4，2-2-3-4.，3-2-3-4……到

8-2-3-4的，很有韵律的，很壮观的，一

行行一排排的，全体身穿白衣裤，一起表

演千人操。有好几套动作我如今还能依旧

挥手提脚扭腰弯身呢！当时年少的青春活

力，历历在目！

李凤喜老师可算是我美术启蒙的老

师。我当年还参加了美术学会，是她让我

看到普通肉眼没注意到的色泽层次。她

在一次修改我的蜡笔画时，令我惊讶的

用蓝色来涂抹我画的绿叶；花瓣在我眼

中原来只是红色的，但是她却添用了紫

色和其他色素，竟然把花瓣立体化了！从

此，我便对入眼的颜色开始有多重的体

会，也开始变成一个“辩色郎”，对美学

总是感到亲切。我也作了好几幅色彩鲜

艳的静物写生，其中画有一只小木马的作

品，在当年55周年校庆在维多利亚纪念

堂举办的画展中，竟然有人出钱买下！但

是老师告诉对方是非卖品。画展过后，

我也不知学校如何处理那副画，但是还

记得画中小木马旁边有一个小面盆，盆里

有条毛巾。我想象那个想买画的人之所以

看上此画，可能是令他联想到家里就有一

个小男孩，还有小男孩必须常用毛巾洗脸

1973年千人团体操。

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办美术展览。李凤喜老师可算是我的美术启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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抹身来保持干净吧？

进入华中之前，我是在三山小学就

读的。我和同学们从小一至小六，一直同

班，班级也从一丑一直到六丑。大家共挤

一堂的起立行礼坐下，连续六年都没有

变，每年变的只是我们因为身高改变而更

换的座位罢了。然而当我进入华中，从中

一升上中二时，就从一H变成二L班。我也

不知道换班改组是否有什么根据。班上

有些是中一同班的同学，但是其他大半是

新脸孔。那一年我们的同学中，身体发育

得参差不齐，也有些是从台湾、香港、马

来西亚或印尼来的插班生，他们当中多数

比较高个子，口音也蛮有趣，班上的互动

比中一时较剧烈了。我曾经是三山小学排

球队队长，到了中二那年，班上也有几位

打得不错的，我们二L班得了全校排球班

级比赛冠军，我也因此获选成为校队代

表之一。但是，我在校队里很快的“矮人

一截”了，结果只打了一年便羞愧的“退

出江湖”了。

在华中，我也加入口琴队，及参加一

场校庆话剧表演。但是最令我有归属感

的课外活动，就是圣约翰救伤队。成为救

伤队成员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学校运动会

上要轮值做救伤服务。我们的运动会是和

南洋女中联合的，而救伤队也是两校一起

合作配搭进行的。除了有共同的使命，华

中南中两边的救伤队也年年一起举办野

餐康乐活动。身为康乐组组长的我，中学

生活因而变得多姿多彩！记得班上有一位

同学的妹妹，那时就读于南中，她竟然托

哥哥为我捎来一封信，信上有自画像，短

短的内容令我受宠若惊！但是我自始至终

都没和她正式见过面，即使他们家住在蔡

厝港南山一带，而我家是在林厝港，都是

要乘搭172号巴士上学与回家的。我们或

许也曾在同一辆巴士车上擦身而过，那段

幼稚求学的日子，何尝不也是尴尬而不知

所措的年岁呢？

上了中三后，我最爱的是生物课，负

责教师是令我非常尊敬和爱戴的符和宁

老师。他连续教了我们中三A和中四C的

生物课。就在中三A那年，他鼓励我和两

位同学组队参加全国科学实验作业项目

比赛。那个年代，新加坡政府正在大力推

行节省用水运动，符老师因此建议我们从

水和植物生长的关系做实验的动机，希望

能证明不需要过度的浇水，植物也会成长

得很好，然后以科学数据来劝导人们不要

浪费水。但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反而是

在过饱和的浇水下植物的生长最良好！

原来，我们当初选用的植物是属水性蔬菜

类，所以土壤越潮湿对其生长越有利！ 

我们的科 学实验 作业必须 如实 报

告，原以为参赛必定落选，更何况我们必

须用英语解释我们的研究报告，并回答裁

判团发的问题，挑战是蛮大的。有一个洋

人裁判开口发问，令我们一时不知如何用

英文作答，我便要求当中一位华籍裁判帮

我们翻译以中文作答。当年在华初科学实

验室举办的比赛参展现场，坦白说我们的

作业和其他名校参赛的项目相比，的确是

好像没什么看头。我还记得看到了一个代

表R字头的英校作业，单单那项目标题就

写着我们从没看过的生物名词。我们在

裁判团离席后，感到心灰意冷。但是万万

没想到我们竟然得了个安慰奖，还分得

奖金100元！奖金三人平分，各得33元33

分。离开母校后，我们很后悔当初没有和

符老师一起分享奖金，那时的“忘恩负

义”至今仍是心中一大遗憾。当然，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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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想到，老师一定不会要与我们分享，会

叫我们三人好好庆祝一番的！

符和宁老师在我们中四C上生物课

时，偶尔会顺便 给我们“性教育”。我

也记得他说，华侨中学是一间“和尚学

校”，连大草场两旁高大的木麻黄，每一

棵都是雄性的，所以在华中的木麻黄树

下，我们不可能也不会找到一粒木麻黄

果子。如今那两排曾经沿着两边校门斜

坡上雄伟挺立，俯视着大草场的“和尚

木麻黄”早已不存在了，但是符老师上课

时的循循善诱，我毕生难忘。其中有一段

师生对答，相信在符老师的记忆里，可能

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往事。那天，我记

得老师在黑板上用粉笔画了男性生殖器

官，讲解生理结构。突然，后面右边角头

一位来自印尼的张同学，问道：“老师，

那话儿的肌肉组织是属随意肌还是不随

意肌？”符老师微笑的坦然回答，说那是

不随意肌。那节课的对答，成了我们4C

的经典画面！毕业40年后回返母校团聚

时，我们还特地回到当年的课室里，回味

往事，津津乐道当年的坦率！

我们中四C是蒙恩的一班，教课的老

师都是华中的名师。华文老师郑克铭教导

我们如何写应用文和公函，以及长文缩

短。他对我们要求很高，但也为我们打下

了很好的华文基础。我们给他取的外号

是福建话“克林奶粉”，因为那个年代有

一种奶粉的品牌就是把英文字“MILK”

反写成“KLIM”。郑克铭老师的名字谐

音外号是奶粉品牌，回想起来虽然对他

不敬，但是他的确在我们学习华文过程

中，供应了有如牛奶般的精良营养，令我

们终身受益！

另外一位名师是教我们高级数学的

华敏达老师。他的教学策略就是用高中

的程度来提升我们对数学的学习能力。

我们常常在他的测验题目中一而再，再

而三的被挑战，被拉扯，同学们数学测验

不及格是家常便饭。我们4C那一班算是

当年的高才生，在华老师的严厉教导下，

锐气大减。他偶尔会在班上宣布：“今天

不上课！我既然不能训练你们的脑力，我

就要训练你们的体力。你们四肢发达，头

脑简单。现在凡是测验不及格的同学，

欠及格分数多少就给我到操场的跑道上

跑几圈！”如此数学节摇身一变就成了

跑步节，而且几乎是全班同学除了一两位

数学天才外，都难免遭受如此判刑！我们

4C班后来出了不少工程师、企业家、会计

师，还有数学或电子学教授，华敏达老师

功劳最大！

还 有一 位名师 是 令 我 们 常常“ 抬

不起 头”，教化学的孙传位老师，我们

亲 切 的 在 他 背 后 叫 他 为 阿 Y。他 上 课

郑克铭老师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华文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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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常常是 严肃不 苟 言 笑的，发问时 我

们 都 不 敢 抬头看 他，他 就 很“狡 猾”

（抱 歉 我 用 这 样 的 字 眼）的用“你 ”

来 随便指向低 着头的我 们，而往 往 就

有 好 奇 心 很 强 的 同 学 忍 不 住 抬 头 看

看 到底是谁被 点到，而 就在 抬头的那

一刻，老师 便很快的把手 指 指向那位 

“抬头者”，那位同学立马成为被点到

的“秋香”，必须起立回答老师的发问。

如此伎俩，老师屡试不厌，而我们也在如

此“惊险”的上课气氛下，把化学的知识

吸收了。2017年，我们和孙老师聚餐时，

畅谈当年的师生互动，不亦乐乎！

我们4C班还有一位非常可爱兼风趣

的老师，他就是教英文的林宝安老师，

是我们的“阿宝”。他的特征是身上的香

水，还有上课时常常用戏剧化的表现方

式来强化我们对英文的学习。他也喜欢

顺便教我们一两套和异性交往的秘诀。

他教我们如何对陌生的女生做开场白，

用潮州话说：“阿娘，你要去哪里？”（Ah 

niah lu ai ke ti koh?）他还教我们如果女

生不回应，我们可以用福建话说：“要来

就来，不要来就算了，后面还有人在排队

的！”（Ai lai mai sua, au buey wu lang 

pai dui!）我还记得有一次，当林老师在

解释英文形容词“graceful”的时候，他

从裤袋里拿出他的大手帕，一边挥着打

开的手帕，一边婀娜的在课室里走动。

他也喜欢让同学互相表演英语对谈。总

之，上英文课时趣味横生！

中三中四我们理科生必须学物理。

但是就在升上中三时，我们遇到了一个

华校生命运的转捩点，那就是教育部下

令华校要开始采用英文课本作为理科教

材。我们3A班的物理老师，可能是不满

1973年至1976年

华中学生，1977年

至1978年在华初

求学。现任科学馆

馆长。

作者
简介

当时的决策，便在上课时表态说，既然要

我们用英文课本，我们就把课本打开，用

英语来一起朗读书本内容吧！结果中三

那年的物理课，几乎变成了上英文课。

我们那时未曾，也无法了解老师内心的郁

闷和无奈，只知道上物理课时，好像有一

股无法疏解的情绪。后来，当我们升上中

四C时，级任老师就是物理主任黄志强老

师。他惊讶我们物理的基础没有在中三时

打好，非常担心我们中四会考会遭殃，便

下令我们必须在放学后留下来补课，一直

到我们的物理达标才罢休。黄老师用心良

苦，我们刻骨铭心，永不忘怀！

那时，我才开始摸清学校虽然是有

教无类，但也有因材施教的策略方式，根

据学生学习能力来分班，让同学们在互相

观摩竞争下，一起茁壮成才。在母校华侨

中学四年的学习生涯里，我们就在恩师们

的辛勤教导下，分别成为己立立人，己达

达人的莘莘学子，也在浓郁的校风里沐

浴成长，与良师益友在母校百年大业中，

共创人生旅程!

在此衷心祝贺华中母校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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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的一句老话
⊙宁宁

大哥和二哥跟我的年龄差距甚大，我

读小学一年级时，他们已在华侨中学的高

中部和中学部了。

我们家兄弟姐妹共六人，为了节省沉

重的日常开销，爸爸找来两辆脚踏车，让

大哥二哥从在亚历山大路的住家骑去坐

落于武吉知马的华中上课。日复日，年复

年，踩出了健硕的身子，二哥可是学校的

运动员，铁饼高手呢！想到从前哥哥们每

天要骑那么远的路上学，对他们的刻苦精

神佩服之至。

每天放学回到家，哥哥会把校服上

印有校名的铜钮拆下放在桌上，那一堆

钮扣就变成了我的玩具，拿来当棋子、排

图案、当钱币玩，直到一天不小心弄丢一

颗，二哥得穿少一颗钮的校服上学后，妈

妈就不准我再动他们的“华中钮扣”了。

记得从前，大哥常带他那些穿长裤

校服的同学来家里玩，吃妈妈炒的猪脚

米粉。他们聊天时我就倚在大哥身边，

那时小小的我很喜欢听这些“大哥哥”

谈天。其中一个同学还会带来家里种的

蕃薯送妈妈，妈妈常在背后对爸爸称赞

他们有礼、懂事。还说华中的学生“好”，

以后弟弟也要上华中，后来弟弟果然如

妈所愿也进了华中。至于大哥的同学，至

今还有每年来家里向妈妈拜年的，体现

了传统老华校生的精神。

后来我上了中学，每当和同学们经过

在建筑中的黄城时，总爱抬头张望，看着

她慢慢建起来。就像是山坡上的美丽城

堡，我们心里充满憧憬，希望有机会到

这里继续学业。于是在中四会考那年，

班上同学都拼了命般读书，连短短的“休

息节”也没人去食堂，就留在课室里边温

习功课，边吃其中一个同学上学途中为

我们打包的椰浆饭。这样过了好一段日

子，终于被班主任发现了，她教训我们一

顿后，命令我们“休息节”时不可再留在

课室温习功课，要出去走走呼吸新鲜空

气。终于，我们班上的同学，超过一半考

进了华初，开始了很不一样的学习生活。

能进入华初就读本已够难，但进来后

要面对各方高手的较量更是难上加难，向

来自以为成绩还不错的我，常掉落迷失的

深渊，这才知华初有点“读不起”。那时，

开始有同学挺身相助，把在外头上经济

科补习班的资料印了分给我们参考；也有

义务教我们数学的；帮我们买饭的。尽管

很努力，可惜到了最后，我们连回校看会

考成绩的勇气都没有，还得拜托老师帮

忙领取成绩单。虽然大家考得还不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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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挫败感已把我们吞噬了。

几十年过去了，两个儿子渐渐长大，

也进了华侨中学和当时的华初。

初进中学时，有一天大儿子告诉我，

他们在学校常常唱周华健的《朋友》，也

唱《满江红》。慢慢地，他们两兄弟在家

也开始听华语歌曲，对他们的改变我满

心欢喜，因为他们愿与华文为伴。

中学时，他们跟着学校去海南岛，在

稻田里帮忙，体验农人生活。对学校安排

的这类活动，我非常赞同，男孩是应该粗

犷成长的！

当年，华中举办家长会时，通常都安

排中英两堂，方便不同语言背景的家长。

学校的细心体恤，让家长们心存感激，也

让我想起一位只会讲华语的妈妈，说她

那读另一所顶尖中学的孩子不让她去家

华初第三届毕业生，

华文商科。现从事

特殊幼教工作。

作者
简介

1990年代初的家长会。

长会，说即便她去了也听不懂时的落寞神

情。在华中，孩子们学会敬重父母，因为

学校以身作则，尊重所有的家长。

华中给了儿子很多宝贵的教导，每当

我老妈看到他们时，还是说那句老话： 

“华中的学生好！”

秉着这信念，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三

分之一是“华中人”。这是我们家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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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华岗温度
——边镇家长的呢喃

⊙翁少芬   

吾家有双淘，大淘与小淘，两人性格

迥异，在华岗的境遇也不尽相同。因此，

每每被问及对华中的看法时，我往往会

反问：“你想知道作为大淘还是作为小淘

家长的看法？”

由于本身是传统华校生，校风成了

我和淘爸为孩子选择中学的优先考虑因

素。大淘念小六时，我们曾趁着开放日参

观过一些中学，当时对华中的校园和师生

已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个开放日，我们走

进华中校园，只见呈半圆形的山坡中央，

屹立着多年来见证了华岗历史变迁的钟

楼，它前方有座陈嘉庚老先生的铜像，

面朝绿油油的操场和红色跑道运动场。

整个校园的起伏地势和参天大树，突出

了华岗的立体美，烘托了它的雄伟气势。

方便学生温习功课的室外长凳长桌触目

可见，图书馆也颇具规模。环境清幽、古

味犹存，从设施来看，华岗无疑是个学习

的好地方。

开放日那天，校园特别热闹，四处闪

动着一个个浑身调皮劲儿、又不失礼貌

的男生，几乎所有的课外活动展摊只见学

生不见导师，一切全由学生们一手包办；

当拉拉队喊口号，是华中子弟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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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看到几位貌似老师的成年人出现，

也没见到他们去指挥或干涉负责各项任

务的学生，孩子们正是在这种无人监管

的情况下各司其职。与我们先前参观过

的另一所名校相比，更欣赏华中大胆放

手让学生独当一面的做法。那时对华中

的整体印象是：这是一片生机勃勃，允许

学生自由发挥的广阔天地。

对华中的初步好感，在大淘正式入

学后陆 续 得 到证实。第一周的迎 新 活

动，可说是对新生的一次洗礼，大淘回

来总是兴致勃勃地谈论着……。热情洋

溢、慷慨激昂的学长们趁着这一周，借助

各式各样的集体活动，开展破冰之旅，并

传授震耳欲聋的拉拉队口号，教唱校歌

和《满江红》，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新

生对华中萌发认同感、归属感，从而迅速

融入这个大家庭以各扬所长、各自举起自

己的那把小火炬，与大伙儿齐心把华岗照

得更明更亮。

节奏鲜明的拉拉队口号和歌曲是各

类体育赛事的选手出战时，坐在观众席

的后援同学之必备“武器”。口号在比赛

过程中派上用场，为赛场中的华中健儿加

油打气。取得胜利时，全场响起荡气回肠

的“海天寥廓，云树苍茏……”歌声，让人

感受到华中人澎湃的团结精神。万一赛场

响起的是悲壮的《满江红》，那句“待从

头收拾旧山河”则是在鼓励受挫的选手重

振士气，为下一战作好充分准备。虽未亲

临现场，听了这些描述，我也热泪盈眶。

人格塑造和素质培养是受到学校高

度重视的项目之一，因而特设有学生发

展部门专门处理与安排相关活动，比如

通过外展学校训练营、举办国际友好活

动、校际活动、校舍寄宿生活等等，提升

华中人的责任感、勇敢自信、坚忍不拔，

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等等。

校方对于学生的信任程度，也可从

每年由华中主办的小学生数学奥林匹克

比赛看得出：由发出邀请函、接受报名、

邀请贵宾颁奖、会场布置、采购奖杯、预

订工作人员T恤等等任务起，甚至到当天

的全场运作和交通指挥，一概交由中三

的学生理事会全权负责。由于是全国小

学生比赛，负责接送参赛小学生的校车

车流若疏通不当，除了让华岗堵得水泄不

通之外，也会导致武吉知马路大堵车。正

因为校方敢于承担学生万一安排欠妥引

来的不便和投诉，以完全信任的态度全

权交由学生负责活动项目，愈发激励这

些孩子们的强烈责任感，最终又更齐心

地去完成任务。

华中的另一 特 色 就 是设有共识 联

（Consortium）制度，新生入学后都被

分派到四个以不同颜色、徽章和名称为

代表的共识联之一，它就是他们接下来

小学奥数由同学参与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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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的归宿，除了全校性的活动之外，共

识联还有各自的活动，也各被分配到负责

举办全国性比赛的项目。共识联旨在纵向

团结各级学生，并通过共识联与共识联之

间在各方面的良性竞争，进一步激发学生

各方面的潜能。

有一年，大淘的共识联还腾出一片空

间，让学生理事们自己去发挥，看看如何

善用它来为该共识联的学生服务。于是，

他们兴致勃勃地把它打造成一间迷你学

生休息室兼咖啡座，设有零食和饮料小卖

部，展开了迷你合作社式的经营。共识联

各级的学生理事们不仅要趁课余时间轮

流值班，还要经常翻报章留意超市特价

品出去买回来，再照原价卖出。他们必须

清楚地点算进出货品并记录在账本上，

最终再利用咖啡座盈余为共识联学生提

供福利，比如学期末买雪糕慰劳所有同

学等等。

这个课余汇点无形中增进了各级学

生之间又一层次的凝聚力，可以说是归属

感中的归属感。华中生在校内建立人脉的

渠道，并不限于同班、同级之间和课外活

动，共识联的存在，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和

其他华中人的兄弟情。

至于学业，华中对学生的要求还是挺

高的，课业依然繁重。别以为体育活动强

就能忽略课业，校方每年安排了很多非常

吸引学生的课余项目和海外游习活动，但

因为僧多粥少，一概需根据课业成绩遴

选，所以我们家专注于打球而忽略课业

的小淘在这方面吃了大亏，颇有怨言。两

淘在性格上的迥异，加上在华岗的机遇

不同，造成一个如鱼得水，一个却郁郁不

得志。尽管如此，倘若现在有家长来问我

是否应该把孩子送到华岗，我依然会举

文字工作者，《星洲日

报》及《联合早报》 

前记者，后赴香港 

担任星岛集团中国项

目集团总经理之个人

助理。育有二子，分别

于2016年及2017年毕

业于华中高中部及中

学部。

作者
简介

着双手鼓励他们，只不过要提醒未来的

华中人，华岗有太多吸引人的活动，自己

一定要懂得分配好时间。

另一件事看似微不足道但却值得一

提，因为它最能体现出华中人的互助友爱

精神。自从成为华中人之后，双淘发现每

天从我们兀兰搭公车上学，不再有睡过

站之忧。原来，只要车上有其他华中人，

无论是来自中学或高中部，尽管互不认识

却必定相互关照，他们会把车内其他睡

梦中的华中人叫醒才一起下车。后来，双

淘也有样学样，只要半路没睡着，到站之

前肯定会关照一下其他梦游中的兄弟姐

妹，不让任何同学因睡过站而迟到。这一

点，小淘在转入其他初院后感触最深，尽

管公车上有好多同校的学生，但都自顾自

的，所以他必须自设闹钟以防万一，不然

准睡过站。

呢喃至此，我神游到华岗陈嘉庚老

先生的铜像旁，延伸自己的想象力，左右

那两道通往武吉知马路校门的斜坡林荫

车道，仿佛是老先生舒展着双臂在守护

着校园，并提醒着孩子们莫忘“自强不

息”。幸运的华中学子们，请务必好好珍

惜你们在华岗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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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列车
⊙郑金城

哦我的年少知己　岁月列车匆匆去

故乡永远在等你　只是昔日回不去

——出自梁文福博士

作曲填词的《岁月列车》

2014年4月26日，我们四位年过半

百的“男生”，代表雅韵小组怀着最初的

心，回到华中大草场唱出这首梁文福的

《岁月列车》，轻快的带出我们新谣小组

在离校35年后回校参与“巫启贤相约在

华中”演出的心情。1

一、年少时候		谁没有梦
——华初织梦，新谣萌芽

1978年，雅韵小组为了参加华中初

级学院国庆歌唱大比赛，以一首《成功属

于你》顺利夺冠。

雅韵就在我升上华初高一时诞生，四

男一女（包括贵琴、邦吉、訐訏、荣钦）的

小组，由李顺源同学当主唱兼组长，比赛

夺冠后，从此在学校各活动中落力表演。

我们1979年毕业后入伍，再上大学，还是

继续保持每星期的小组练习，也参与校外

表演，后受邀到电台录了《骊歌》等自创

歌曲，也唱了地下铁小组的《不再乡愁》。

84年雅韵以《和平的呼唤》2 和《倦

鸟不在》参与《海蝶逐日》唱片制作。随

着岁月成长，同学们也从青年唱到乐龄，

主唱顺源也在前年以优美的歌 声夺得 

“黄金年华”斗歌竞艺冠军，3 再度激起

他在学院唱歌演出的热忱。

在新谣伴我行岁月里，我有幸与多位

华中子弟——巫启贤、刘瑞政、陈佳明、

梁文福、陈志群、谭显浩、刘步青等同学

在新谣圈里认识，共同演出，丰富了我成

长的日子。

没想到30多年后，我们还有缘一起参

加2015年《起飞》新谣电视连续剧最后一

集的新谣“从心出发”演唱会，4 过后也接

受联合晚报的访问——借用当年的说法 

“好玩！”。2017年我们还参加了“明天

35新谣演唱会”，同唱《歌里同行》！5

2 3 4 5

扫描QR码，欣赏精彩演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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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巫启贤“相约在华中”演唱会在华中大草场举行，背景是壮观雄伟的钟楼。

2014年，雅韵小组与 

巫启贤（中）相约在华中。

1978年10月12日，雅韵小组

摄于华初天台。左起訐訏、

顺源、邦吉、金城和贵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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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海天寥廓，云树苍茏，中有我
华中——莘莘学子，华中行

回想1974年初，我和一群培群小学

毕业的同学一起到华 侨中学 校报到，

开始四年初中学习里程。华中广阔的大

草场，72英亩的校园，海天寥廓，云树苍

茏，老师们的热心教学与关爱，深深影响

了我的学习与成长，也促成我日后回校与

学长、学姐们共同服务母校的动力。

中一那年，音乐老师李豪让我们这

一班印象深刻，“不准弯腰驼背”，“中

央C在哪里？”当年上音乐课的情景浮现

眼前，或许在华中与音乐结缘就是由李

老师的音乐课开始……

我非常感 激 循 循善诱的多位 老师

们，包括卢均海老师、华敏达老师、宋和

才老师、苏英才老师等，帮我奠定了数理

和工艺学的基础，中三进入电工班后就立

志要选修工程学，成为电子工程师。

三、年少时候		谁没有愁　	
满腔愤慨　唯有你能听得懂

中四H电工班毕业后，1978年进入

华中初级学院工艺班，也经历了高中全

面只用英语授课并以英文参加剑桥会考

的年代。我们当年华初第五届华校生是

最后一批有幸上华文“理解与写作”的高

中生。我们都珍惜和积极参与华文戏剧

节和黄城夜韵表演，热爱华族文化活动

与节日庆祝。那两年在华初多姿多彩的

高中生涯，让我一生难忘，也深深体会到

华中精神！

四、夜里流星飞渡		想像着他日的
路途		晚风听着我们壮志无数

1980年代及1990年代，大学毕业后，

我为事业奔波，先当了工程师，后进入银行

界，也开始成家立业，顺利迎接老大及老二

的到来，享受天伦之乐。这期间很少回母

校，遇到华中校友时都会觉得万分亲切，

华中华初校友在各行各业人才济济，学长

学姐们互相关照，在工商界广结善缘。

五、人生的际遇千百种			
但有知心长相重——情系华中

1995年时恰巧遇到李德龙学长，他

邀我加入校友会，后进一步成为校友会

执委，开始与母校保持联系，参与各种校

友会活动，也认识了长期为母校出钱出力

的庄昇俦学长，还有吴定基、杨禧年、黄

世荣、张拔群、李喜隆、王勇诚、李胜存

等学长们。学长们互信互助的爱我华中

精神，是我们学弟学习的好榜样，我和谢

南极跟着学长领导，也一起为校友会服

务了两届。

我在2000年创业，后来公司上轨道

后，在2000年代末期本着重回母校服务的

心怀加入华侨中学董事部，受委派于2010 

年后加入华中国际学校董事部，也陆续认

识了许多回校服务的年青一代校友，包括

了许金发学长和华中管委会的罗佩玲医

生、柳建兴博士、林宝全学长、黄伟荣等。

我和太太也参加了校友会太极班，每个周

日早上都在华中大钟楼前练习太极拳健

身，过后与同学们共享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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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哦我的年少知己　
故乡永远在等你
——以家长身份重回母校	

老二老三（男孩）渐渐长大了，陆续

进入了华中，我也频频以家长身份陪孩

子回母校，参与各种学校活动。华中潘兆

荣校长风趣生动的演讲，精明有效的领

导，全校师生和谐相处，德智体群全面教

育，让我深深庆幸孩子能在母校念书真是

很有福气。

潘校长在华中服务多年后在2017年

底荣休，校友彭俊豪校长顺利接任，承前

启后，代代相传，大家都高兴看到学校领

导顺利交接，华中继续往前迈进。

七、人愿长久　	水愿长流　		
年少时候……

看到孩子在华中学习成长，回想当年

学校生活的美好时光，愿幸福的华中同

学们在成长的黄金岁月时期，享受华中

大家庭的关怀与支持，愿华中精神代代

相传，万寿无疆！

左起：荣欣、金城、邦吉、顺源和贵琴。（“我们唱着的歌”提供）

1977年华中毕业， 

1979年华初毕业。 

自1990年代中起开

始在校友会服务两

届，2014年至2017年

任华中国际学校 

董事部主席。

作者
简介

Chapter_3_��_V5 KHL.indd   446 20/2/19   11:58 AM



447

曾经的长廊 
⊙曾月丽

高中一某天华文课堂上，谢美德老

师出了几道作文题，给1978年三班华文

文科班挥笔。题目都十分有深意，刺激灵

感，记得其一是《长廊》。同学们都骚动

起来，哇哇直叫，此起彼落的欢呼叫苦

声，响彻冷气课室。

忘了究竟有无踟蹰长廊，用了什么

艰深晦涩的字眼细诉衷肠，但那一刻的

欢快却留在了脑海。那时的华初处处长

廊，流浪式的上课形态，让人觉得很吉普

赛，抱着书本穿廊走室，每个转角处都会

碰到熟人。

靠近 吴 从干校 长办公室的一条 长

廊是我们的牛窝，一群牛女天天碰头聊

天、自动集散的角落。教历史的邬史昌老

师经过时，常会停下脚步说：“你们又在

非法集会了。”虽然是文科女生，悄声细

语却不是我们习惯的表达方式。牛女们

常会不自觉的发疯抓狂，惊动副校长Mrs 

Lee探头出来看个究竟，但她总是笑嘻嘻

地加入群聊，从没驱赶的表示。有了她的

默许，牛窝原地安安乐乐度过两年。歌声

和笑声常在牛窝里恣意飘荡，碧丽手抱

着吉打，德姬、美安、重珊、丽婷、惠玲唱

着“Dream”。凭这首歌，她们为我班争

光，在校内比赛摘下第二名，风光一时。

毕业后，牛群们却散了，有回返台湾

老乡的、远嫁美国加拿大的，各在一方水

土，彼此几乎断了音讯。直到2012年大家

开始聚拢，认真地找回失去的时光。手机

群聊名号“牛窝知心台”，凡有看不开、气

不顺、高兴或伤心事，随时发讯、随时有

一串的回应。

现在窝里有画家、音乐家、牧师、电

视人、人类灵魂工程师、金牌产业经纪、

长跑健将、家事总裁，凑合在一起，也能

吹奏出高潮起伏的交响曲。离校几十年

后，虽然梦已不同，幻想的长廊已经消

失，大家没机会再聚在一起唱歌，但我们

依然隔空交换窝心话，透过文字表情符

号，度过许多心心相印的时刻。

出作文题的谢美德老师也没忘记牛

窝，或许因我们那一批是她初执教鞭时

的学生，言行举止让她印象深刻。高挑清

瘦的谢老师犹如姐姐，也是深陷情网的

同学的恋爱顾问。她常说：“别急，将来

毕业后可能会找到更好的对象。”

谢老师自己一直单身，有一回来电视

台借戏服，才知她迷上了潮剧。

教 理 解写作的蔡惠 琨老师则爱唱

歌，特意去美国学声乐，后来在教育部培

训音乐老师。担任我班导师，对蔡老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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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是不走运的事，一班21人，19个女生，

大多牙尖嘴利，不但给他取外号，还锁上

虎豹楼的课室不让他进来。蔡老师却很

有肚量，不与“这班女流之辈”计较，反

请我们上他家吃饭。

对我们包容无比的还有陈扬老师。

那一年教育部下令 经济科改为英文教

学，华文源流的学生都无所适从，南洋

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陈扬老师一夜间得把

华文的供求定律、市场盈亏换成英文讲

解，对着满脸不解的华校生，他心中应该

是焦虑非常。

然而，陈扬老师始终和颜悦色，跟学

生有说有笑。我们毕业后几年，陈老师转

而教华文，被迫舍弃自己擅长的经济。

在华初的那两年首当其冲，不幸遇

上教育体制大改的暴风眼，我们是最后

一年以华文考理解与写作的学生。华文

科主任冯焕好老师在讲堂对着一大批华

文源流文理工商的学生，讲解这突如其

来的骤变时，一时哽咽，说不下去，不少

女同学一听当即落泪。

这段教改对当时深受其害的学生是

段刻骨铭心的伤心史。不少成绩优秀的

同学，因为英文不够好、高中会考表现

欠佳，跨过大学的门槛，人生旅程中载

浮载沉。

去年 星 期 二特写 拍 摄《钟声响 起

时》，在华侨中学访问宋和才老师，提起

1979年教育改革的影响，昔日的落寞又

再浮起。

在充满挫折感的高中生活里，可以令

与院长室办公室仅隔一面墙的牛窝，左一为本文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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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重振力量、看见亮光的是课外活动。

黄城之夜的戏剧比赛把文科班同学团结

在一起，为了排演曹禺的《日出》废寝忘

食。作曲、写歌、改剧本、裁剪戏服、制

作道具，连同学的妈妈也被感动了，出手

帮忙缝制衣服、舞台化妆。

为艺术而牺牲，演翠喜的我手持香

烟，吞云吐雾。比赛当晚，台前幕后全情

投入，比平时更有感觉，几乎飙泪。戏演

完了，评判之一的刘仁心前辈上台讲话，

把我们狠狠训了一顿，大意是指我们不该

修改剧作家名著。

我们都难过得抬不起头来，不明白

错在何处。后来刘老前辈在报纸上撰文

（1979年4月16日《南洋商报》），对当晚

下的评语太重表示歉意，希望不要抹杀了

未来戏剧工作者的热情。

往事随风而逝，始作俑者修改剧本

的翠喜，从此不再涉足戏剧，乖乖地在台

下看戏。同台饰演小顺子的施学艺后来成

为标志设计王，获奖无数，但因罹患癌症

在2009年离世。

几番风雨，华中初级学院在2005年

和南洋华侨中学合并，改称新加坡华侨

中学高中部。

没料到巍巍华初也和母校黄埔中学

一样成为历史名词，尽管它依然是华中的

一部分，依然是令人梦想进入的学府，但

物是人非，教过的老师全已退休，曾经的

长廊再也找不回了。

虽然与华中的情缘始终没有中断，也

不可能断。先生和孩子都是华侨中学校

友，每个星期我们总会驱车经过钟楼。

工作的缘由也让我多次进入校园拍

摄，曾在华中钟楼顶层俯瞰72英亩面积

的校园，想象陈嘉庚1919年创办南洋华

侨中学时的骄傲。

华中文物馆里头的黑板、桌椅，曾在

《钟声响起时》作为时空倒流的场景。

2017年3月21日，站在面向武吉知马

路的体育场，看着无人机高空拍摄98周

年校庆晚宴的盛况，灿烂的夕阳衬托着

巍峨的钟楼，心想：一个世纪就这样快

过去了。

时光不停留，我们也转瞬成为悠远的

曾经，一抹掠过的云彩。

1979年毕业于华中初

级学院、教育改革的

多事之秋。曾任《星

洲日报》《联合晚报》

记者，后赴美国修读

传播系，1989年进入

电视台，先后播报 

新闻、主持时事节目 

《焦点》，现为《星期

二特写》监制。制作 

的纪录片包括《星洲

头家——陈嘉庚》、 

《钟声响起时》。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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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link with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goes back a long way – as a 

student, a teacher, its Vice Principal and 

finally as a parent. 

I have had the privilege to engage 

HCJC principals from different eras. As 

a student, HCJC was helmed by three 

principals, firstly Mr Wu Tsung Kan, then 

Mr Lim Kim Woon and eventually Mr 

Bernard Fong. 

As a teacher, I served the college 

first under principals Mr Bernard Fong 

and then Mr Chan Tung Fong. As 

HCJC’s Vice Principal, I reported to 

then principal Mr Ang Wee Hiong.  

Dr Hon Chiew Weng was the 

principal when my daughter was 

enrolled in in HCI.     

I had served at River Valley High 

(RV) as its Head of Department for 

Science, following a five-year teaching 

stint at HCJC. Mdm Leong Fun Chin 

was at that time RV’s principal, and she 

subsequently moved to helm HCJC. 

And incumbent HCI principal Mr 

Remembering HCJC 
_ As Its Student, Teacher,  
Then Parent 
⊙Lim Yan Hock

Pang Choon How remembered that 

I was his Physics (Mechanics) lecturer 

when he was a JC1 student at HCJC.  

HCJC went through different 

principals. What had stayed constant 

throughout was how the college stayed 

vibrant in multiple dimensions.  

This was vibrancy in terms of 

curriculum offering; in terms of co-

curriculum exposure; and in terms of 

shared experiences.  

Collectively, these formed the 

ultimate vibrancy that propelled HCJC 

from a humble beginning to what it is 

today.   

It is also this vibrancy that gels 

students together, batches after 

batches.  My Civic Tutorial (CT) mates, 

with whom we are celebrating 40 years 

of friendship, started a Whatsapp chat 

group not too long ago, and to-date, 

we are working hard to bring on-board 

as many as possible from the 24-strong 

CT group.

The band members from my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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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Lim Kim Woon was principal from March 1979 to June 1980.

Malay LDDS (Perbayu) in HCJC 2003.

cohort had also come together to form 

a similar  chat group. We have a yearly 

Lohei session that everyone from the 

same cohort is invited to.

The two CT groups that I managed 

as Civics Tutor during my teaching stint 

at HCJC are also still connected as a 

class, even as many of them are now 

hitting the mid-forties mark in age.

 I am sure the same can be said of 

many other HCJC groupings, be these 

CT or CCA groups. The same vibrancy 

is also celebrated by the college’s 

staff, both present and past. They are 

tightly knit and many of them, including 

those who may have retired or serving 

elsewhere now, still meet to reminisce 

about good old HCJC days.

As Hwa Chong celebrates its 

centennial year in 2019, let me draw 

from the lyrics of our college anthem 

to extend my best wishes: “May Hwa 

Chong shine forever, her name big and 

strong, One and all, let’s all stand by 

her, that she may live on and on”.

Lim, currently principal 
of Meridian Junior 
College,  graduated 
from HCJC in 1980, 
and returned to serve 
first as a teacher 
from 1988 to 1993, 
and subsequently as 
Vice Principal from 
December 1999 to 
March 2002. Lim’s child 
was enrolled in HCI 
from 2015 to 2016.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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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如歌 
⊙梁文福

人生中有些情境会令人感到似曾相

识。2017年终，比我早一届的华初学长绍

强向我约稿，要我写一篇文章，追忆在华

初时期开始写歌谣的往事。他也许不记

得了，当年他以第七届学生理事的身份，

鼓励我竞选第八届学生理事，后来又鼓

励我竞选担任学生理事会的会长时，也

是一样的语气：“这是使命呀！这件事得

由你来做呀！”那一年，他18岁，我才17。

华初，确实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深切体

会到“使命感”的所在。无论是领导全院

学生自发群体活动、立志传承优美的华

文文学和华族文化，甚至就只是“做好一

个黄城学子”这样的身份认同，当年我都

深信“这件事应该是由我来做的”。远离

十七十八的岁月后，我曾经认为那只是青

春时期的热情，也一直没有再提起什么“

使命感”了。

如今，写着这篇文章时，我已经度

过“不惑”之年，明白此生是属于创作

的。我也到了“知命”之年，知道上天要

我好好地做什么事。现在我还是不会再

提“使命”了。不过，当我带着“知命”的

心情，回忆当年就是在黄城开始写起一

篇一篇的文章和一首又一首的歌，就有一

种比起谈“使命感”更深的感动。

不久前，我在新闻里读到国家要申请

把“新谣”列为新加坡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可见国人已经很认同“新谣”的文

化价值和社会意义。说到新谣这个本土

歌谣文化运动，华中和华初可说是最早的

孕育温床之一。早期的新谣小组“雅韵小

组”，成员如李顺源、王邦吉等主要都是

华初学生。后来在裕初以“地下铁小组”

备受瞩目的巫启贤、陈佳明、刘瑞政等成

员，都是在华中时期就结下深厚友情，开

始弹唱活动的。

1980年代初，首个初院校内主办的

学生创作发表会，就是1980年在华初讲

堂举办的第一届“华初之歌”创作发表

会。19 81年，第二届“华初之歌”创作

发表会上，有一个叫梁文福的高一学生

本着对“黄城”的热爱，创作并发表了一

首《唱一首华初的歌》。同年，在中文学

会举办的“黄城夜韵”文艺晚会上，同

学们合唱了这首歌。当年的作者和歌者

都没有预期：这首歌就这样年年传唱下

去，不仅成为“黄城夜韵”的“指定闭幕

曲”，后来还成为每逢全院学生集会时

必唱的“第二院歌”。 

2018年，上任不久的彭俊豪校长（他

也是当年的华中学生）将迎新周全体新生

合唱《唱一首华初的歌》的情景用手机拍

摄了发给我看。身为歌曲的词曲作者，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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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限怀念之际，忽然意识到：国人都记

得我在1990年发表的《新加坡派》，说

是唱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其实我所

写的第一首有关集体记忆的歌是在1981

年发表的《唱一首华初的歌》；到如今，

这首歌也连接了跨代黄城学子的集体记

忆和校友之情。

人们都说，少年情怀如诗如歌，那是

个比喻的说法，而我从在华初时开始，就

认真而真实地在写诗写歌。历届学生理

事会会长之中，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像我

这样的“文人型”会长，亲自为理事会写

了属于该届的抒情版会歌，每逢开会必

带领全体学生理事同唱。记得我那届学

生理事会人才济济，康乐小组组长陈志

群的音乐造诣就比我高，他也为理事会写

了一首轻快版的“第二会歌”。后来，志群

和我在国民服役和大学时期紧密合作，他

为我的许多重要创作如《细水长流》《一

步一步来》《新加坡派》《恋之憩》《说时

依旧》等编曲，缔造经典。至今我一有机

会，总是要感谢这位华初同窗兼新谣老友

在音乐道路上的互勉互重之情。

除了华初，同一时期，在国初也展

开了自创歌曲的活动。1982年，阿裕尼

文艺创作与翻译学会在新加坡大会堂举

办“面对我们的文学史”。主办者邀请来

自华初的我和来自国初的颜黎明合作呈

献新谣，我弹琴，她唱歌，开始了日后大

量合作的新谣情谊。关于华初校园和新

谣活动的回忆，我特别难忘1985年在华

初广场举行的“星火之夜”。当时在念大

学的我以校友身份回到母校的怀抱，并

且和许南盛一起主持节目。那个充满文

艺气息和青春情怀的歌谣之夜，参与演

出的还包括雅韵小组、水草三重唱、颜黎

明、黄譓赪、巫启贤、

地下铁小组、青青草小

组、华初在籍学生（他

们就是如今仍活跃演

唱新谣的医生歌手苏

心荃，以及我的弟弟

梁文康等几位同学。）

我在1986年《最初的

梦》专辑所发表的《夜

的眩晕》，最早就是在

这场难忘的“星火之

夜”公开演唱的。

当我答应绍强学

长写一篇文章时，就已表明那不会是有

关新谣发展情况的报告或历史记录，而

只会是追述个人琐细回忆的散文。现在

看起来，这种克制过度感怀的叙述，也

有助于回顾歌谣运动、校园情怀、青春

岁月、文艺爱好、同侪友情之间难分难解

的关系。

几年前在路上遇到一位昔日华初校

友，当年她是校队女排选手。重逢时，

她追忆似水年华：“那时我们在礼堂练

球，你常独自在台上弹钢琴写歌。不知不

觉中，你的歌成为串联我们青春回忆的

旋律。”我想，当时我的表情，应该还是

中年的克制吧。我没有告诉她，我也很想

念那个穿着华初校服的少年，想念那年

青涩但纯真的琴声，想念那一句“我们唱

一首华初的歌，一首永远的歌”。

1981年至1982年华初

第八届学生理事会 

会长。《唱一首华初 

的歌》词曲作者。

作者
简介

1985年“星火之夜”的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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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华中行》和
 “Let’s Be”有感
⊙陈志群

1990年3月21日，由我谱曲的华中原

创歌曲《华中行》和“Let’s Be”首次在华

中71周年庆发表。当时26岁的我也受邀出

席庆典。

1989年底，教我音乐的蔡百媚老师

找我，邀我为这两首周会歌谱曲。我理解

校方为了向同学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用

心良苦，身为华中子弟的我，当然义不容

辞，也感到莫大的荣幸。

《华中行》的歌词具有特别意义，我

尽量在旋律上予以配合，不修改任何歌

词。中文版较轻快，英文版则较严肃，但

共同点是尽量使旋律容易上口。由于英

文歌词字数特别多，当时编起来的确有点

吃力。  

这段往事也让我想起1977年至1980

年间在华中的美好时光：那时是大马金杯

足球赛的鼎盛时期。在华中球场上，我曾

幻想能成为足球明星；1979年华中60大

庆，我和中三班同学踊跃支持筹备工作，

并参与大型话剧演出；1979年和1980

年，我的中三中四班在斗歌竞艺班级赛

频频获奖；1980年，40个男生雄赳赳、

气昂昂唱出的冠军歌曲“The Longest 

Day”，至今想起，还是可以感受到那绕

梁三日的歌声，令人难忘。

1980年毕业于华侨 

中学，1982年毕业于

华中初级学院。在院

校期间，曾任学长团

团长、音乐学会会长、

华初学生理事。1983

年至1990年活跃于 

新谣界，为多首新谣

编曲，并自创歌曲。 

在保险业30多年， 

目前是一家德国保险

公司风险咨询部亚太

区主管。

纵使过了近40年，我和中一中二班、

中三中四班的老同学，以及宋和才老师、

曾瑞鸾老师、张桂珠老师、蔡百媚老师等

还保持联系。蔡百媚老师在1978年走马

上任时刚结婚，是甫自教育学院毕业不久

的年轻老师，今天她已是有几个孙子的祖

母了！

华中建校百年，祝福母校万寿无疆！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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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studied in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from 1982 to 1985. Life in CHS must have 

changed tremendously since then –  

perhaps the campus grounds and 

activities have shifted, and no longer 

in the form as we knew them. Some of 

my memories are also fast fading, and 

I want to pen them down before they 

disappear. 

Morning Run (晨跑)
At that time, each day began with 

the school assembled on the steps 

facing the field. Twice (or perhaps 

thrice) a week, after flag raising and 

announcements, we would do the 

fabled morning run. Upon activation, 

the quiet assembly would break into a 

flurry, with students fast stripping down 

to their P.E. kit of the school t-shirt and 

thin maroon shorts. We left our school 

uniform on the steps, with our school 

bags. Those who did not wear PE attire 

beneath the uniform rushed to change 

in toilets. Those who forgot their PE 

gear got fearsome stares from the 

form teacher and had to run in uniform. 

A Day in Chinese High, 
Circa 1982-85
⊙Leong Lup Weng

I would love to have witnessed this 

commotion from up front, where the 

PE teachers stood. I remember fondly 

some of the PE teachers – Mr. Foo, Mr. 

Lim and Mr. Rahman. They conducted 

warm up exercises for everyone, and 

then row by row, the classes came 

down to the tracks and started jogging. 

We ran off the track, up one side of the 

hill to the clock tower, down the other, 

and back to the starting point. It was a 

shuffling red and white chain of what 

must have been a thousand boys. I 

cannot remember how much we ran – 

maybe it was always just one round of 

this circuit, but was it two? Anyway, at 

the end of it all we were  breathless and 

Morning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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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aked. Amazingly, we would just as 

promptly change back into our uniform 

and proceeded to class with hardly a 

pause. 

I went through the morning run for 

a year or two before it was suspended. 

We never knew why it stopped, but I 

believe it was because it was too time-

consuming and left us too flustered for 

morning lessons. Although I certainly 

did not enjoy it, I still looked back at it 

as a unique and grand experiment. 

 

Canteen food
Chinese High was a full-day school 

during my time, which meant lessons 

stretched into mid-afternoon. This was 

not common then, and it was necessary 

to take lunch in school. The canteen 

was a cacophony during lunch. The rice 

stall, which served four or five queues 

at a go, was the most popular. Among 

the selection of meat and vegetables, 

I remember the Wu Xiang (five spices 

sausage) to be especially popular. Its 

aroma permeated the canteen. The 

most popular drink was soya bean 

squash, from the stall at the far end. 

The stall that would win the title of 

being the loudest would go to the one 

selling bread and cakes, thanks to a 

boisterous man everyone called Cheng 

Long (as in Jackie Chan). He advertised 

his goods at the top of his lungs, and 

was constantly and impressively audible 

above the din in the bustling canteen. 

We queued mainly to take-away his She 

Xing (Snake Shape), a shrewd namesake 

of the popular Jackie Chan movie. It 

was essentially a length of oily fried 

dough with bits of vegetable within. 

A nutritionist's nightmare, but wildly 

popular with the boys.  

Music and art
I had music and art lessons in Secondary 

1 and 2. Both took place in the same 

stand-alone building, with the music 

rooms on ground floor and the art 

studios above. The building had an 

air of history about it; I vaguely recall 

paintings on the walls ascending the 

stairs, and unfinished canvasses and 

sculptures lining the studio walkways. 

Coming from a neighborhood school, 

I was impressed that we had separate 

buildings for everything: the canteen, 

art and music, the library, the sports 

department, the laboratories, the 

teachers' department. The music and 

art teachers had a common gripe, School canteen in 1985.

Chapter_3_��_V5 KHL.indd   456 20/2/19   11:59 AM



457

which was that we took too long to get 

to class. It was a huge campus. 

Stationery shop
The stationery shop stood on one 

corner of the art (or was it the science?) 

building. It was less a shop but more 

a grilled window counter. A short flight 

of steps led up to it, where we were 

expected to place our exact orders. 

The man would then disappear into 

the dark and musty depths and re-

emerge with the goods. There was no 

signage, no price lists, no browsing. 

Every time I looked towards there, 

there was a constant queue of four to 

five students underneath the window. 

In my imagination, it vaguely resembled 

some dealings in contraband items, and 

I always felt intimidated walking up to 

the counter. It was something totally out 

of time. Strangely, as I look back, the old 

bookshop impressed upon me a sense 

of the school's history and tradition, as 

much as anything else on campus. 

School hall
The school hall adjoining the clock tower 

had rows of dark wooden seats, fixed to 

the floor with metal frames. Obviously, 

space and versatility did not matter 

when these were built. Several round 

columns ran down each side, adorned 

with placards bearing the large Chinese 

words of ‘肃静’ (solemn silence). There 

were heavy red curtains, and a grand 

piano stood on the right of the stage. 

There was a second floor with a balcony 

that ran along the other three sides of 

the hall, presumably to house circle 

seats if the need should come up. But 

most times, it was practically a storage 

attic.

The hall was where we sang the 

school song and ‘满江红‘ (a patriotic 

poem) during weekly assemblies. 

The annual inter-class Talent-time 

competition was also held here, and we 

could use the stage after school ended 

to practice. On one of these occasions, 

with the hall to ourselves, someone 

goaded the champion javelin thrower 

amongst us to show his skills. Another 

found a broomstick, and what followed 

was the surreal and magnificent sight of 

a broomstick soaring gracefully down 

the length of the cavernous hall, to the 

far end of the balcony parapet. We 

broke into raptures of applause. 'Solemn 

silence', it was definitely not, but I dare 

say we witnessed one of the best acts 

ever staged in the hallowed venue.

Assembly in the school h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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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Department
The sports department was a low 

(two-storeyed?) building overlooking 

the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tennis 

courts. At that time, CHS was national 

champion or close contender for many 

of the major sports, and the spartan 

old building seemed to emphasize the 

weight of this tradition. Members of 

the school team, distinguished by their 

duck yellow singlets, hung out there, 

amid metronome-like sounds coming 

out from the never-vacant table tennis 

tables within. The office housed racks 

of basketballs and volleyballs, and 

students were allowed to borrow them 

after classes. There was however, not 

a single football in sight. CHS did not 

have a team and it was not a school-

sanctioned sport. We resorted to 

kicking volleyballs, which was of course 

forbidden. The PE teachers soon caught 

on this, and we had to make declaration 

on why we are collecting the volleyballs 

before we could take them out of the 

store. But the teachers knew better. 

Inevitably, the teachers, usually Mr. 

Foo or Mr. Lim, would come to the 

field and confiscate our loans. For the 

transgression, we got a twist of the ear 

or pinch on the arm. This went on until 

we pooled enough money to buy our 

own gear. The school had no football, 

but almost every class had one.

 

Leong, graduated 
from CHS in 1985 and 
HCJC in 1986, and 
currently a publisher 
at a book publishing 
and distribution 
company.

ABOUT 
THE 

AUTHOR

Track and field finals
CHS was the perennial national track 

and field champions in both the B and 

C divisions. It was the symbol of our 

sporting excellence. Every year, on 

the final day of competition, lessons 

were suspended, and chartered buses 

ferried everyone to the now defunct 

National Stadium. We had a repertoire 

of well-rehearsed songs and chants, 

like many other schools out there. But 

what distinguished us though, was our 

loud friend in the canteen, Cheng Long. 

He somehow always managed to lug a 

lion-dance type Dagu (big drums) into 

the stands. Leading the charge like a 

militant Kitaro, he would  drum up our 

excitement to a different level. It was 

the closest I had ever gotten to the 

football Ultras experience.

My memories may not be all accurate, 

and it would be great to hear any 

input from fellow alumni. Sometimes I 

remember it wrong, sometimes I never 

saw it right. Whichever the case, these 

are the memories I cherish dearly.

Chapter_3_��_V5 KHL.indd   458 20/2/19   11:59 AM



459

华中·双语教育
⊙许振义

2018年3月23日，晴。

这天傍晚，我们1982年2F班的近20

位老同学与当年的级任叶文慧老师在久

违的校园重聚。许多同学自1984年底会

考之后没再见面，有些甚至1983年中三

理、商分流之后就极少见面。屈指一算，

少说也有30年出头了。

当年分别时还是毛头小伙，这次见面

时都已年届半百。少年同窗，久别重逢，

很快就发动每人简单介绍自己别后经历。

于是，大家围着圆桌，轮流自我介

绍。酸甜苦辣，略过不表。

约莫说了七八人，轮到潘博奋时，他

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怎么全在说英语？我

根本没有想到。”

是的。别说博奋没有想到，我其实也

没有想到，其他大部分同学大概也都没有

想到。

1980年代初的华中，虽说是中英并

重的特选中学，实际上主要仍是华校。

当年在校园里很少听到英语，上课除

外。上英文课时，老师还特别定下规矩，

同学如果讲华语，要被罚款。有时上科学

课或数学课时，我们调皮不听讲，个别老

师还会放弃很官方的英语，而改用华语

来劝诫我们，比较接地气，确实有些“动

以情，晓以理”的作用。

1979年推行双语政策，让我刚好赶

上了。我小学念的是崇本女校（后来也招

收男生，但校名未改，成了我在华中念书

期间的一个笑柄），原本是传统华校，但

是那时已经做了部分改革。我们当时念

的是华文第一语文（CL1）和英文第二语

文（EL2），而且周会、运动会等活动，一

律用华语，连校歌和校训也是华语，这点

与传统华校一致。但数学和科学已转用

英文教授，与英校一致。因此，那时期的

崇本，实际上是处于华校与英校之间的一

种状态。

小学时，我比较用功读书，而且父母

管得紧。1980年参加小六会考，成绩很

好，进了华中的特选课程。

进了特选课程之后，马上迎来我求学

生涯的第一个挫败——EL1。

从小六的EL2，跨到中一的EL1，打

个比方，并不是个平缓上升的缆车，而是

在语言实验室训练英语聆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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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速升空的火箭。一进课室，老师讲课

一半是听不懂的，另一半是似懂非懂。

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讲filial piety（孝道），

其中讲了一句“we must respect our 

parents”，我把“respect”（尊敬）当成

了“expect”（期待），一直很纳闷老师为

何不把话说完，究竟我们应当从父母那

边期待些什么？一边听课一边纳闷，后

面的课就更听不进去了。

很快的，对英文的信心和兴趣完全

被粉碎，加上那时父母鞭长莫及，我自律

很差，开始自暴自弃。首先是英文作业不

做，每次要交作业时，就骗老师作业本忘

了带，老师于是让我隔天带来补交；隔天

肯定还是不交，老师问起，我就说已经

放您桌上了；再过几天，老师说你还是没

交，我说肯定已经放您桌上了，大概是不

知为何弄丢了。就这样，不了了之，到贩

卖部买本新的作业本，下次作业再说。

还有个致命大杀器是 假 期 课 外读

物。当时老师布置的假期读物，是一本本

真材实料的英文短篇小说，如海明威《老

人与海》。我读了几行，就遇到生字，再读

几行，又是生字，翻到最后一看，一共92

页！金庸武侠小说一套四本我要读完根

本没问题，而且还很享受，英文小说别说

四本，连四页都读不下去。在华中几年，

没有一本英文假期读物是好好读完的，

更没有一次是老老实实把读书报告写好

交上去的。

当时英文考试分两个部分，一个是

作文，一个是理解问答。作文一般还好，

高分是不必指望，但及格没问题。理解问

答就得看运气了，如果遇到比较容易懂的

篇章，及格还是可以的，遇到难一点的，

或是生字多一点的，肯定就不行了。

我们在英文课时有时会玩拼字游戏

Scrabble。这当然也是创意教学方法之

一，但我当时一听到玩Scrabble就知道这

节课是地狱，因为我词汇量太差，怎么也

拼不出字。当时华中还特别安排英文差的

学生集中课后补习，并与传统英校合办英

文浸濡营，安排住进军营，营里规定只能

用英语，集中几天活动，尽可能让大家有

个讲英语的环境，但实际上效果不佳。

就这样，每年年中和年底两次英文考

试，一定是一次及格，一次不及格，两个平

均起来全年成绩勉强及格。一直混到O水

准考试，EL1考了C6，也算是祖上显灵了。

不幸中的大幸是，由于是特选课程学

生，教育部允许我们在中三年底参加CL2

和EL2两门O水准考试。别看平时被EL1

折磨得死去活来，中三年底考起EL2倒

是不费吹灰之力，过关斩将，A1轻松到

手。CL2更不在话下。由于报初级学院可

以选成绩最好的五科参加报名，EL2的

这个A1实在为我考进华初立下首功。

无论如何，我当时EL1水平一般，一

直到服兵役时还是如此。在新兵训练营

时，有一次笔试，写伤兵如何救治。笔试

之后，排长把我叫了去，说你写的步骤都

对，可是你为什么把casualty（伤兵）写

成custody（拘禁）？

我英文水平的提高，恰恰发生在我

念中文系的那几年，很多人或许觉得不可

思议。当时我选修翻译。翻译习作极多，

不但课堂上有即时作业，每周作业量也

很大。当时两类翻译，一是中译英，一是

英译中。英译中的时候，任何句子看不明

白，根本无从下手，只好老老实实学。在

这样一个环境下，慢慢地就学好了。

大学毕业后几年，回到国大念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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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发生过一次趣事。我为了赶学分，有

一次选了中文MBA的《运作管理》这门

课 。没想 到这门课 是用数学来 作运作

管理，教授在课堂上用的数学术语我完

全听不懂，什么“系数”、“函数”、“值

域”……根本是鸭子听雷，毕竟我从小学

数学就是以英文教授的。后来，问问身

边的中国同学，才知道这些都是自己本

来就知道的概念，知其“实”不知其中文

名。时光似乎倒流到了华中时代，只不过

现在听不懂的是中文。

在1982年2F班上，大概有一半同学

是像我这样的小学华校生，另一半是小

学英校生。我记得当年上英文课时，有这

么两三位同学也似我一般痛苦不堪。一直

到2018年的这次聚会，大家回首往事，我

才赫然发现三个事。

一是，其实痛苦不堪的小学华校生

远远不只那两三个，而是几乎人人都有从

EL2到EL1的痛苦回忆，唯一不同的是他

们没有自暴自弃。

一是，痛苦的不只是上EL1的小学华

校生，上CL1的小学英校生也感觉痛苦。

一个同学回忆说，自己第一次华文测验考

了17分，万念俱灰。

一 是 ，我 们 班 上 学 霸 方 月 光

（Benjamin Pwee），中二年底，英文老

师Miss Jain就游说他父母，说方英文极

好，华中的华校环境对他毫无意义，于是

积极鼓动他转校到莱佛士书院。他父母

听从了安排，中三未开学就让他转校。方

月光后来在莱佛士书院毕业时，囊获了

除理科之外的所有第一名，举校震惊。方

月光后来在事业上相当成功，2011年大

选还以反对党候选人身份参加大选。有

意思的是，不少小学英校出身的2F同学

至今认为自己是华校生，因为受过华中的

浸濡——不仅仅是CL1，而是自强不息、

饮水思源、己立立人等价值观。另一位同

学直接说，“一日华校生，终身华校生”。

我们这代人，相对比我们早十年、晚

十年的人，是十分幸运的。幸运于我们刚

好在双语政策过渡期。

与前辈比，我们至少在小学就接触

英文教学的数学和科学，虽然后来学习

EL1吃力，但至少数学、科学等课目并没

有因为教学语言的变更而遭受巨大冲

击，对同学们的学习影响并不大。英文，

曾经让多少前辈吃了大亏，而到了我们这

代，虽然也有人吃亏，但总体上终究是安

然无恙的。

与后辈比，我们当时的CL1水平还是

可以的；即便是当年小学英校背景的同

学，经历过四年CL1和华校文化环境的

浸濡，他们今天的中文水平大概比子辈的 

“高级华文”还高一些。我始终认为，我

们这代人是双语政策最大的得益人。

至于为何2018年那场聚会上大家自

我介绍时都用英语，我想，主要还是因为

当时在介绍自己过去30余年的动向，尤其

职场动向，这些用英语比较方便。而在自

我介绍前后的聚餐胡侃，大家不还是都用

华语吗？

因事制宜，转换自如，恰恰见证了双

语教育的成功。

1985年华中毕业， 

1987年华初毕业。 

南京大学文学博士。

曾任职于政府、企业、

商会、大学。2011年 

创办“新加坡眼”。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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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恋黄城  片片回忆
⊙林海燕

1987年步入黄城，被分配到87A12，

选读中文、经济、地理。

时间一晃，31年悠然过去。12组回

忆，断断续续，飘进窗口。

1. 星空下的曾经

中学时代开始迷恋新谣，在黄城的

星空下聆听“地下铁”小组呈献的“星空

下”演唱会——“星空下星空下星空下！

星空下一盏半明不暗的火，就使我想起

过去庸庸碌碌的我。”

后来 从图书馆借了梁文 福的 著 作 

《曾经》，描绘他在华初的两载岁月，更

加令我向往这座城堡。突然发奋图强努

力备考，争取进入这所顶尖学府。

2. 87C12

本来念商科，修读中文、经济、会计。

其 实 不 是 很 喜 欢 会 计，但 成 绩 不

错，加上认为念商科，以后的出路比较

广。两个多月后，发现自己还是想念 地

理，鼓起勇气跟母亲透露打算“弃商从

文”的决定，没想到她的反应很平淡：“你

想念什么，就念什么吧。”

3. 五朵金花

后来，我转到了87A12。我们（美

兰、文丽、丽燕，还有隔壁班的淑燕）

同班，从这时开始奠下友情的基础。从

五朵金花——大学毕业、找工作/对象、

出席彼此的婚礼、孩子满月及生日庆祝

会……到成为昨日黄花。岁月虽然已经凋

零，青春不再，但友谊还是细水长流，温

暖心田。

4. 阿珠剧场

从小就对戏剧感兴趣，暗自觉得自己

有点演戏天份，只是没被发掘。看到《黄

城夜韵》遴选演员的布条，跃跃欲试，结

果《阿珠剧场》里的“海燕姐”，成了海燕

踏上舞台的处女作。

5. 5月8日

1987年5月8日早上，校方召集全体

师生到礼堂，宣布校舍被列为危楼，必须

立刻搬迁。这消息来得非常愕然，大伙

儿无法接受“说走就走”的突兀安排，情

绪异常激动——在被令拆除的建筑上涂

鸦，宣泄不舍与难过。

隔天在大巴窑体育场举行的乒乓比

赛，前往支持的黄城子弟出现超前盛况，

大家撕裂呐喊，表面上为健儿打气，其实

在喊出不向困境屈服的“华初精神”！

6. 巴德林先生的故事

高二那年，我有两个新尝试：第一次

创作剧本《她的日记》，第一次导戏《巴

德林先生的故事》，这两部戏都在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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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黄城夜韵》上演。中文学会还颁发

了“最佳导演”给我，虽然只是一个小木

牌，却给我莫大的鼓励与动力，持续写

戏、导戏到今天。

7. 唱一首华初的歌

2014年，华中初级学院庆祝建校40

周年，“海燕等人”呈献《守机碍情》筹

款演出，最后一场请来历届校长、校友。

下午在剧场彩排，练习30年前《黄城夜

韵》谢幕时手牵手合唱的《唱一首华初的

歌》时，竟然流泪不止。

这突如其来的情绪令自己震惊。原

来，还令我感动的是，还能被自己感动。

毕业30年，还在傻傻地做没钱赚却

累人累已的舞台剧——欢喜就好！

8. 在河边

我们（1987年）这一届，经历三次

搬迁— —从武吉知马校舍到义安理工

学院，再到兀兰Riverside中小学逗留半

年，最后到武吉巴督临时校舍一年。

在河边，远离市区，有返璞归真的感

觉。新巴临时开辟新路线给我们，记得只

有上学及放学时间才川行，最后一趟巴士

在傍晚6时抵达校舍，如果错过必须步行

半小时到兀兰巴士总站！好几次，我们在

学校忙活动呆到将近6点，然后慌忙冲出

校舍，派短跑健将率先奔到车站，要求车

长等一等！

司机耐心等候，甘榜人情，至今难忘。

9. 搭校车

校车，小学回忆。没想到因为突然得

到兀兰上课，校方便安排校车，早上从全

岛20个地点出发。我在宏茂桥上车，车程

大约需要45分钟，还记得一个月的车费

是20元。有点回到小学的感觉，迟到的次

数减少了，因为校车准时出发。

10. 玩桥牌

那阵子，沉迷桥牌，四个人竟然可以

在巴士上打牌，还在朋友家打通宵！青

春，就是这么一段莫名其妙、想干嘛就干

嘛、疯狂的岁月。

11. 小马哥

我和他，高一参加中文学会，同时竞

选学会执委。他当选副主席，我成为舞台

组组长，开始有更频繁的交往。虽然做事

方法不一样，我们却很谈得来，成为了好

朋友。

我庆幸自己最终嫁给了最好的朋友。

他让我在夜里安心做梦，醒来后继续圆

梦。有的梦想，有一天会渐渐实现，有的

慢慢不见。结果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人

在你做梦时，躺在身边给予肯定和鼓励。

12. 黄城，给了我两载永不褪色的青春记忆

这 两年，偶 尔 在 夜 深 人 静 时 回 来

探访。

提醒我，记得我们曾经无聊，憧憬爱

情，相信梦想。

还好，当年的校服虽然穿不进了，当

年的梦想，依然如影随形。

危楼没有倒下，黄城永远屹立！

毕业于华初87A12， 

1996年与一群爱好戏

剧的校友创办“海燕

等人”剧团，担任艺术

总监至今。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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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
——努力向上，永不懈怠 

⊙陈竞辉 

我 和弟妹 生长在 大巴窑一房式 组

屋，在住家对面的公立培群学校读书。

当年小六会考成绩公布后，母亲为我

选择中学。

级任老师说，华中的门槛很高，竞辉

肯定无法跨过去。

母亲坚持己见，不愿更改先前所填

写的表格。

老师用心良苦，维护她教导的学生，

不忍看到他吃闭门羹。

回想当年，家长与老师对我升中学选

校的意见分歧。这使我想起了《水浒传》

里的108条好汉。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物，打虎英雄、及时雨、智多星、名门望

族等等。因此就有这样话说：“没有三两

三，不敢上梁山。”再回想我当年的升学

问题，家长爱子心切，都希望孩子能进入

名校就读，而老师比较现实，以学生的会

考成绩评估选学校。老师希望我母亲改

填表格，是因为我小六会考的成绩比下

有余，比上不足，的确是进不了位于武吉

知马山岗上的华侨中学。

来自全国各小学会考成绩斐然的学

生，都争着要进入顶尖名校。而我缺乏

三两三，如何上得了武吉知马山？只能听

天由命，望山兴叹了。

不过，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竟然出现

了奇迹。老师掉落了眼镜，母亲喜出望

外，我竟然被录取为华中的学生，登上了

武吉知马山岗的名校。

开学第一天踏进华中校门，我就被

户外体育场绿草斜坡上的四个大字“自

强不息”深深吸引着。

笔法简单的四个字，虽然易读易懂，

但实际上有深藏不露的玄机，具有高度

的警惕性和勉励性，尤其是对刚踏进校

门的学生来说，别以为就读名校就得意

忘形，好像已经中了状元，可以轻易名成

利就了。

其实不然，华中的新生肯定得自强不

息，努力向上，永远不懈怠。尤其是我不

够斤两，也敢闯关，已经完全没有退路，

只能不断地用功，自强不息，搞好功课，

告慰家长和老师。的确，华中的校训“自

强不息”触动我敏感的思维，好像是我的

一个老师，不断地提醒我，鞭策我，鼓励

我，要用功读书。

就读华中第一年，从测验到期考，我

循序渐进取得良好成绩。年终考试更有

了突破性的进展，名列班上前十名。这是

至关重要的转折。年过一年，我的功课随

着岁月的流逝而有所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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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华中升至华初，顺利地完成学业。

这也是我求学过程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尽管我不是在熊熊烈火中重生的凤凰，但

是，校训“自强不息”充实我的人生观，无

论是求学或是在工作岗位上，都必须努力

前进，再接再厉。华中让我多次申请到奖

学金，“自强不息”是我在国内大学和海

外深造，以及进入职场的推动力。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20年来我多次

受邀请为毕业典礼的颁奖主宾。学校的

错爱，令我毕生难忘。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至诚感谢华

中呵护我、教育我，而且更要向当年出钱

出力创办华中的先贤鞠躬敬礼。他们功

绩彪炳、千古流芳。也要向历届的校董、

校长和老师致谢，他们为学校的发展全

力以赴，劳苦功高。

所 谓 饮 水要 思 源，在 树 荫 底 下乘

凉，就必须想一想，当年植树者的劳作过

程。今天，因为会考成绩或是因为其他因

素符合资格而亲人刚好又是校友，进入

1987年华中毕业，

1989年华初毕业。
作者
简介

1987年同学们参加校庆晚宴乐成一团。

华中就读的同学，千万不可存有理所当然

的心态。应该花时间阅读有关的校史，了

解先贤兴办学校的经历和发展的过程。

在求学的过程中，具备用功和拼搏的精

神。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考取骄傲的成

绩，回报老师和父母的期望，成为华中品

学突出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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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在外的城，与我们
⊙李慧玲

年少的我们，有一些人，正在交往的

时候，不知道从此一生都会与之为友；有

一些地方，匆匆两年路过，并不知道它们

自此会在我们的少年记忆中住下。那些地

方，不一定全在校园里，但是都编成校园

记忆的一部分了。

一、大巴窑中心集合点

1988年的华初，不在现址。1987年

我们正准备上高中，原来都已经打定主

意去华初，结果是5月8日吧，华初宣布为

危楼，必须搬离武吉知马。我们选择的

华初，没有雕栏，而是在武吉巴督，一所

政府中学和一所政府小学相连的校舍。

那个年代，地铁才刚刚从大巴窑通到杨

厝港，对我们这些住在中部的中学生，武

吉巴督是个什么荒山野岭，我们没有什

么概念。远吗？或许吧。但是远，我们也 

要去。

学院为了缓解上学搭车不方便的问

题，在几个地方设立集中点，安排巴士送

我们到武吉巴督去。我们到大巴窑图书

馆外，或者更习惯地说，是在光前戏院

外上车。每天早上7点左右我们开始在这

里集合，学院安排的巴士在马路边接我

们，7点半发车。当时邬史昌老师与我们 

“一路”，后来从政的马炎庆也是。

好几个早上，现在成了电影导演的邓

宝翠到了发车时间都还没到。她住在后

港，赶德士到时，巴士刚刚发车。我们坐

在巴士上看到她在德士里追着，对着车

窗跟我们猛挥手。这时，巴士刚转出大巴

窑，在上泛岛高速前，邬老师会请巴士司

机找个适合的地方停车，让宝翠跳上巴

士，省些德士费。

我们的华初旅程，从大巴窑开始。

二、会所

中文学会的会所，是借用校舍靠近食

堂那边地面层的教室改装的，由中文学会

和书法学会共用。所谓的共用，中间只是

用一排铁橱隔着。现在回想起来，以中文

学会的会员人数来看，会所空间不大。但

不知如何，总还是装下了好些同学的流

连忘返。午餐时间和下午下课的时间，这

里人最多，大家也不知道是来做什么，反

正就是大本营，饭前饭后待一阵，等着时

间过去。

会所里 靠窗的地方 有 张 办公桌，

像其他教室一样给老师用的桌子。教室

中间有一张木制小四方台，让同学们打

carrom（康乐棋）。会所里有一本大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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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一般也都是放在康乐棋桌上，那是会

所里的日记。靠窗的地方是一张枣红色的

二人座折叠起来的沙发床。立基、罗声他

们总是在会所里弹着吉他，有时会有同学

跟着旋律唱起来。

不知 道 是谁 开始 在会所里 摆 放日

记，在那个没有FB的年代，一部分会员

就把情怀寄托在日记本的线条中间，也

有一些是只看不写的。那个时候，我们都

还会提笔，辨认得出彼此的笔迹，关心大

家的心情。

黄城夜韵期间，邬老师签了一叠请

假单（consent form），贴在壁报上，让

需要在上课时间排练的同学自由填写，交

给相关的老师。那是少年的我们逐渐被

赋予信任的年代，得对自己的自由负责。

听说有同学生病了，上课时间躲在

会所里休养，休养好了下午才能去中文学

会的活动，或者傍晚参加黄城夜韵的排

练。有时也有逃课的同学，就在会所里什

么也不做，真的把这里当家，结果冯焕好

副院长巡视校园时发现了他们。

那会所的外面有个小匾额，上面写

着“荟萃苑”。

三、小桂林

我们没有特别懂得欣赏小桂林的风

景，但是黄城夜韵拍剧照时，有些剧组来

这里拍照。

中文学会第九届执委下课后留下来

活动，有几次晚上校门关了，我们就到小

桂林开执委会。我们找到各自不是特别舒

服的位置，黑暗中进行讨论，秘书不知道

怎么做会议记录的，但是我们都很认真。

后来高二执委卸任，我们都开始准备

应付会考。我真正备考的只有一科— —

经济，温习到一个阶段，偶尔傍晚会散步

到小桂林，看一下山石与水流的风景。

四、Serene	Centre

我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武吉巴督，

但是靠近武吉知马校舍的Serene Centre

也是一个同学们聚集的地方。在Serene 

Centre主要是那里的麦当劳，记得大家分

头为《华韵》招广告，晚上就在这里的麦当

劳碰头。为辩论收集资料后，好像也是。

其实从武吉巴督过去，坐157还要一

段路，但是我们仍去那个属于武吉知马

1988年的高一新生迎新会是在武吉巴督校园举行的。

Chapter_3_��_V5 KHL.indd   467 20/2/19   11:59 AM



468

百

年

华

中

情

华

岗

怀

旧

情

谊

深

校舍的一群常去的地方，或许是武吉巴

督当时确实没有这样的聚集点，或许是

我们隐隐然想找到一个与其他华初人的

衔接点。

五、电视台

加利谷山和我们的校园一点关系也

没有，但是电视台办的校际辩论会对我们

是件大事。那年，我们流浪在武吉巴督，

更有意识要捍卫学院的声誉。

校内举办了一轮辩论会之后，开始选

拔同学，准备组成辩论队。我负责支援部

队，拿到题目的第二天是星期六，资料组

总动员。他们不是前线的辩论员，但是二

十几人都把周末和周日贡献出来，先在华

中教室听辩题分析，然后分头去找资料，

他们印了资料回来，我们再处理、分发。

一个星期下来，几乎所有中文部的老

师和辩论队的同学，就朝夕相对。老师们

讨论辩题、把要点浓缩在两分多钟里。我

们一旁观察，听李元瑾老师建立架构。

每一位辩论员，都不特意突出自己，

各有各的风度，摆在一起，他们是一个团

队，互相补充，士气如虹。

大决赛，他们捧回了冠军奖杯，终于

完成了三连冠的任务。黄城不倒。

六、维多利亚剧院

中文学会的会员，参加黄城夜韵两

年演出的，真正在维多利亚剧院活动也

就只有六天的时间，那已经把彩排和日

场演出也算上了吧。但是我们好像就是

为了这六天而来华初，好像就是为了这六

天而过了两年里的前三个月；好像就是为

了这六天，我们决定结交一辈子。

高一那年，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前的三

个月，我们每天下课后练习，不同剧组在

不同的教室里。每个戏的导演和演员，每

个后台小组的组长和成员，在这个过程中

1988年全国校际辩论会，捧回了冠军奖杯，完成三连冠。

从武吉知马到武吉巴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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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起友情，过集体生活。但那时我们才

初入学院。

高一年底，筹委会已经开始成立。

我们那年推崇剧本自创，整个12月假期就

在写剧本、改剧本。到开学招了高一的新

生，我们就好像已经长大了一样，一届带

一届地准备站在维多利亚剧院的舞台上。

终于到了演出的日子。晚上的演出，

我 们 从 上午就 来，很 多琐细的事 要照

顾，走遍整个剧场后台。每个剧组都安排

到属于他们的化妆间，那也是他们那三

天的活动场域，包括在演出过后不舍地

相拥而泣。

我们开始看每个剧走台步，彩排。灯

光组在楼上的控制室试灯。傍晚大家饭

盒送来，吃饭、化妆，导演拜台。拜台，这

是上一届执委教的，说是确保演出顺利。

第三场最后一个戏《小熊请客》剧

终，台上满满站了台前幕后200多人，谢

幕完毕，我们赶着清场善后，校车都在等

着把同学们送回武吉巴督。

虚脱了，很多同学三个月集中的忙

碌，在最后一场演出过后，突然有些茫茫

然。剧场过后，我们下个战役，怕就是考

场了。

但 那 是 后 话。从 维 多利亚 剧 院回

来，道具组的同学夜里喊饿，走到附近的

咖啡店找吃的。这时早已过了半夜，累也

累瘫了。听说道具组的李国栋，回来校舍

时，睡在门口了。

七、小结

毕业后两年吧，学院搬回武吉知马

校舍——一个我们陌生的地方。我们回

去武吉巴督校舍参加步行，与大队一起

走到学院原址，发现我们的青春年少，再

也走不回去了。

新闻从业员，现主管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

媒体集团。1988年在

华初宣布危楼暂时搬

迁到武吉巴督时，进入

华初文科班A16，修读

华文、经济和中文 

历史，并参加中文学会。

作者
简介

1988年的华初，在武吉巴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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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黄城夜韵”的一员
⊙周雁冰

关于华中初级学院，每一个人的记忆

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记忆却又都一样。

一定会有在课堂上打哈欠的情境、

迎新周打水战的狼狈、同学们聚在一起

唱歌、当啦啦队的身影，也一定会有一个

让你心动的身影……

华初两年，我都在中文学会忙碌。我

们那一班有不少中文学会的积极分子，

其中三个（包括我）是中文学会执委会的

成员。我还记得我们班曾经为我们这一

伙人开了一个“批判会”，批评我们把所

有课余时间都给了中文学会，忽略了班上

的活动。大家为了这件事争得有点面红

耳赤。不了了之以后，或许是批评会起了

效果，或许是事情发展的必然，我们和班

上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到今天，我们那一

班89S76，反而是一直有联系的，不仅有

Group Chat，偶尔也会相约叙旧。

很小的时候，大概还在念幼儿园吧！

就曾经和当时在念华初的阿姨到武吉知

马的马蹄形校舍去看歌咏队的表演。在

年纪尚小的我眼里，眼前都是好成熟、好

厉害的大哥哥大姐姐。心里有小小的羡慕

和钦佩。

从那个时候开始，也因为家里的舅舅

阿姨、表兄姐都纷纷到华中华初上学，很

自然认为自己长大也会到那所学校去。

在圣尼各拉女校念书的时候，机缘

巧合参加了华文戏剧学会，被拉去看了几

届当时“红遍新马”的“黄城夜韵”，为此

倾倒。（当时柔佛华校的学生会南下看华

初中文学会的演出，后来我们执委会也

曾经被马来西亚柔佛的宽柔中学等邀请

到他们的学校去看表演。）尤其是戏里

的男女主角，个个都是那么富有个性，在

台上“迷倒众生”，自信爆棚，对我们来说

极具吸引力。

轮到我选择高中的时候，很不幸的

华初被宣布为危楼，逼迁到武吉巴督的

临时校舍。

那也是 莱佛士初级学院冒起 的时

候，我记得自己曾经想过要不要换一换环

境，脱离那个“华文”氛围相对浓厚的学

校，到莱初去。曾经一个人在莱初Open 

House当天，跑到莱初校舍，坐在它的体

育场观望台，一边看着周围的学生，一边

想象自己在这个环境里呆着的情形。

后来，是学姐们的催促，说就等我们

来遴选“黄城夜韵”的演员了，才毅然回

到最初的选择。

很难想象当时身为华初学生的我们

拥有那么大的自由。

我 们 在“ 黄 城 夜 韵 ”期 间 经 常 逃

课，“研究”出一堆古怪的演员放松、发

声技法，将它们一代传一代；我们夜归，

把学校当家，我们甚至为了“黄”，和同学

们从家里搬出来合租房子。

回想起来，华初最美好的记忆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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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黄”有关。而“黄”最美好的记忆，是

因为它浓缩凝固了对一个少女来说，最美

丽的一切——与心爱的朋友们一起玩一

出好玩的戏，而在心爱的朋友们里面，有

自己喜爱的男孩子。所有的一切，都是因

为“爱”而付出，因为“梦”而付出。

它那么纯洁，那么晶莹剔透，就在十

七八岁的我们手里、眼里、身边，只是我

们当时已惘然。

所以，落幕的时候，我们痛哭是应该

的。因为踏入社会以后，你不再有机会找

到一群一样疯狂的人，会那样无私地一

起做一件事。

那是个做梦的年代。

我还记得考完A水准会考，班上的十

几个同学都坐在班长郭首佳从家里弄来

的面包车里，一起去Marina Bay郊游。

我们说，以后我们长大了，要一起买下同

一条街上的房子，做邻居。永远可以这样

开心地在一起。

多么可爱多么单纯的理想。

很多年以后，我们各自有各自的人生。

但我想，华初两年，教会我的是善良

和信任。对他人的善意和信任，对梦想的

执着。不管是人生的哪一个阶段，不要忘

记那个曾经筑梦逐梦的少年，不要忘记他

的单纯和美丽。

世界变得很快。新加坡也变得很快。

我怀疑今天的学生拥有我们当年的

放肆和自由。在愈加重视学术成绩和表

现的社会，当学生们做很多选择都开始

有目的性的时候，我非常同情后来的孩

子们。当我向我自己的孩子叙述当年的 

“疯 狂”，我 从 她 们 的 眼 神里 看 到 的

是：妈妈，我们有被剥夺少年岁月的感

觉。We are deprived!

这个时候，我要很感谢当年的校长、

副校长和老师们，那么纵容我们，让我们

拥有那样的学生时代。更要感谢我们的

父母亲们，让我们像一个少年一样长大。

有了那样的经历的我们，后来竟然

没有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允许他们那

样成长的空间。这是我们的错误了吧！

华中建校100年，我不想祝愿它成绩

越来越好，培养更多医生、律师。我想祝

愿它，永远保留一个自由开放让孩子们

筑梦逐梦的空间，让孩子们像一个少年

少女那样成长，在他们人生的那一个阶

段，为他们创造一个最美好的回忆。这

个回忆，可以让他们怀抱在心里，变成人

生继续筑梦逐梦的勇气和精神，让他们

成为一个，有心有爱有梦的大人。

因为最后，站在你心里为你挡风挡

雨的，是当年的少年。

1989年“黄城夜韵”之《爱情气球》剧照。

右一为本文作者。

华中初级学院89/

S76学生，新加坡报

业控股华文媒体集

团新闻中心高级执

行级记者。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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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my family 

lived in the Upper Bukit Timah area, 

and we frequently passed by a large 

impressive campus with an imposing 

clock tower. My father would point it 

out and wish aloud that perhaps one 

day I would study there. When the time 

came to choose a secondary school, 

the choice was obvious. 

When I enrolled in the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in 1985, it has been a SAP 

school for some years, offering both 

English and Chinese as first languages. 

We were the first Sec 1 cohort with all 

13 classes in SAP programme. But as 

far as I could recall, except for a few 

like my classmate Ho Kok Yuen, most 

of us were strong in one language but 

terrible in the other. In my case, when 

my form teacher Mr. Chung Wen Chi 

spoke during the first week of school, 

I followed the sounds emanating from 

his mouth with great difficulty. It is thus 

Random Reminiscence  
of a Hwa Chong Footballer, 
Math Nerd and Student 
Councilor
⊙Gan Wee Teck

a small miracle that I am now writing 

this article in English. 

My two great passions during my 

time in CHS and subsequently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were 

football and mathematics, in that 

descending order. In my first year, the 

student council organised an inter-

class football knockout tournament for 

all four levels, meaning a Sec 1 class 

may play against a higher-level team. 

As it turned out, many of my Sec. 1A 

classmates were as crazy about football 

as me. We had penalty shootout victory 

over Sec 1D, then managed a surprising 

but convincing 3-1 victory over Sec 

3B. I remembered the latter match 

particularly well as I scored two goals 

that day. Unfortunately, we were next 

defeated 2-1 by Sec 2C.  

No matter, the fire had been ignited, 

and we played football whenever 

possible in the next four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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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ardless of weather conditions.

It is a mystery why, despite the 

beautiful pitch and a football-crazy 

student body, CHS never had a school 

football team. Well, we formed our 

own team to challenge other schools in 

friendlies. Most of us played barefoot, 

in contrast from our boot-wearing 

opponents. Quite amazingly, no one 

got hurt; someone must be watching 

over us.  

We won many of those friendlies, 

usually with wide margins. It must have 

been the merit of our superior physical 

fitness as many of us were school 

representatives in athletics, basketball, 

volleyball and rugby. For instance, our 

captain XYZ – this was really his initials –  

was the 1986 winner of Division C 

national cross-country race. I was no 

athlete – interestingly, my official ECA 

was English drama – but I had the gift 

of being equally comfortable striking 

the ball with both right or left foot. I 

remembered one game that did not go 

our way – we lost to the Assumption 

English School 5-4 on their school 

ground, although the loss was worth 

it and a strategic decision based on 

cold calculation, seeing how rough that 

game was.

Talking about calculation, I turn to my 

next passion, mathematics. This came 

around Sec. 3, triggered by various 

mathematics contests that I was asked 

to participate in. As you can gather, I was 

rather competitive. But we never really 

did well in these contests and often felt 

discouraged; it was simply impossible 

to beat those RI boys! Thankfully, my 

Sec 3/4 Mathematics teacher, Mr. 

Song Hoe Chye (宋和才老师), started 

to organise some systematic training 

sessions for us and encouraged us even 

beyond the classroom.

Mr. Song was an amazing and 

inspiring teacher, who, I believe, is not 

content with just imparting knowledge, 

but also imparting understanding.  

And he held fast to this principle for 

all students, regardless of their origin 

and ability (有教无类). He always try 

to connect with students at their level, 

and to me, he has the wisdom and 

temperament of Gandalf the Grey. I 

am still trying to learn how to impart 

understanding,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myself.

When I moved on from CHS to 

HCJC in 1988, there were mixed 

emotions, as HCJC was “in exile”. 

It had vacated  Bukit Timah campus 

in 1985 due to architectural safety 

concerns and was then at a temporary 

campus in Bukit Batok. For my HCJC 

cohort,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 黄城 probably differs from our 

seniors. But Bukit Batok campus had 

a strong point – there was a football 

field sandwiched between two school 

buildings. Perhaps football was poised 

to take center stag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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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reedom af forded to JC 

students was appreciated by all. 

Especially sacred was the freedom to 

sit anywhere with anyone in any lecture, 

and of course to skip the occasional 

lecture.

I was elected to the 16th HCJC 

Student Council, and my main 

contr ibution was to chair the 

committee organizing Mooncake 

Festival celebration, to be held one 

evening in the car park where we had 

our daily flag-raising ceremony. It was 

a challenging project but I had the 

benefit of an capable and resourceful 

team. Many crazy ideas were floated, 

including having a female councilor 

dressed up as 嫦娥 and floating into 

the arena from the roof of a nearby 

building on a zip line. Thankfully, 

common sense of fellow committee 

member Chong Shin Yuet prevailed 

and we had a styrofoam figure  

on a pulley system instead. I have 

forgotten who designed that pulley 

system, but there were several creative 

helpers. We also erected a 城门, 

credit to our chief architect-engineer  

Wu Ronghan. The stage backdrop was 

designed by our artist-designer Katrina 

Goh, and the evening’s program 

included a hilarious play featuring a 

spaceship. The play was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Juan Foo, who is now a 

movie producer. It was a privilege to 

work with this talented bunch,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our charismatic SC 

President Arthur Lang. As for how the 

evening actually turned out, I had no 

clue – I was told to station myself at the 

school gate to await the arrival of a VIP, 

who did not turn up.

Back to football, in Bukit Batok, the 

desire to organize a team and compete 

formally in Division A National School 

Tournament grew even stronger, and 

some of us petitioned the school about 

this, including Ho Kok Yuen whose 

mother was then HCJC Vice Principal 

Mrs. Ho.  Perhaps the day-long nagging 

between mother and son helped. Our 

persistence paid off and the school 

agreed!  A teacher, Mr. Tony Tan (with 

no relation to former President Tony 

Tan) also volunteered to take charge 

of the team. We were elated, though 

disappointed eventually that some of 

15th HCJC Student Council (left) passed the baton 
to 16th Student Counc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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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team members had to leave HCJC 

after three months. One moved to 

Raffles JC and became the captain of 

RJC rugby team. (Wee Lit, 30 years on, 

we are still asking: Why?)

We set about preparing for the 

Division A tournaments at the end of 

our first year. First was to decide on the 

team jersey. The PE department dug out 

some old jerseys – luminous yellow long 

sleeved shirts with collars, with super 

heat-retention capabilities. There were 

no shorts provided, so we just went with 

our usual brown PE shorts and topped it 

off with red-colored socks.

We had to wear boots and shin 

guards for the competition, but as 

we used to play barefoot, the soccer 

boots and shin guards felt like shackles, 

slowing us down on the pitch. Maybe 

this was why our first few matches went 

badly. We did not have a coach too, 

unlike other teams.

We held some trials in JC2 to 

recruit new players, and found a god-

sent sweeper in Pek Hock Chuan. He 

taught us how to play with boots, how 

to face the ball at all times, how to 

maintain a team formation, and how to 

cry “Ref!” whenever tackled or if the 

ball went out of bounds, regardless of 

who kicked it last. You see, we had till 

then not played any proper games with 

referees. In short, Hock Chuan was our 

coach who introduced sophistication 

and organisation to our game.

In our first A Division game, we 

played against ACJC, a hot favorite. 

Just five minutes into the game, we 

were a goal down. Our captain XYZ 

HCJC Orientation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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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mitted he had then thought “oh-oh, 

mistake to join this tournament….”. But 

we recovered, and eventually won that 

game 3-1.

We grew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thereafter, finishing 3rd at the zone-

level competition, beating along the 

way RJC, but losing to Jurong JC on a 

penalty shootout in the semifinal. Our 

reward for making it to the Nationals 

was a new jersey: the usual PE shirt but 

with dark brown collar and numbers at 

the back. At the Nationals, we made it 

into round two, when we lost to Jurong 

Vocational Institute, and had to play 

against Catholic JC (CJC) for a place in 

the semifinal.

In this memorable match,  we took the 

lead with a lucky first half penalty, only 

for CJC to equalize through a dubious 

internal free kick. A goalkeeping error 

in the second half saw us sneak in a 

goal, and we were in the lead again!  

We were doing fine thereafter and 

were just a few seconds to end-point, 

when our sweeper misjudged a high 

bouncing ball, opening up a chance for 

the opposing striker to lunge forward 

and put a ball through. Hock Chuan had 

said that at one look, he thought we 

were safe as it was just outside the box, 

but the referee who was some distance 

away awared the goal to the opponent. 

How we wished Video Assisted Review 

(VAR) was around then.

While we did not have VAR then, it 

turned out Mr. Tan had filmed the match 

against CJC, although only the first 

half as the batteries died at halftime. 

We could not resist seeing ourselves 

play on TV, and so one afternoon, we 

gathered to watch the video. By then, 

we were used to watching English 

league football action on TV. So in 

comparision, our own video was strange 

in that firstly, it was eerily quiet with no 

commentary at all, and secondly, the 

game seemed unnaturally slow, making 

us wonder then if we had played the 

video on slow motion mode by mistake. 

The harsh reality dawned on us – we 

were no Premier League, La Liga or 

Serie A material. That was to be the 

pinnacle of our football career for most 

of us, except for Kwok Wai Lum, who 

did go on to play football in England.

In late 1990, I bumped into my GP 

teacher, Mr Wong Mun Wah (for whom 

I have a lot of respect) one day when 

I was leaving HCJC gates for the last 

time. “What will you do after HCJC?”, 

he asked, and I said:  “I wish I could be 

a football player, but no, mathematics, 

I will be studying mathematics”. He 

responded with his signature wry smile: 

“Good for you, but it is not going to 

answer the key question: does God 

exist?” This was so characteristic of his 

interesting GP lessons.  Well, Mr. Wong, 

I kind of since figured out the answer to 

this question.

After I graduated from HCJC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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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I was overseas for nearly 20 

years, for both studies and work, 

and did not keep up much with Hwa 

Chong developments. But I was able to 

reconnect after I returned in 2010, on 

merit of my two passions. 

In 2017, our old soccer buddies 

got together for a friendly match with 

existing Hwa Chong students. The 

game was arranged by Aik Lin, an old 

soccer buddy who went on to become 

a PE teacher in Hwa Chong. Aik Lin 

has painstakingly orchestrated an 

arrangement that would have worked 

to the advantage of a bunch of senior 

45-year old folks in such a game – 

unlimited substitution. Unfortunately, 

contrary to perceived enthusiasm in 

the WhatsApp chat group, exactly 11 

of us turned up for the match! Not only 

did we not get to enjoy the deal, we 

could not stop the Hwa Chong team 

from using it. Turned out that 11 of us 

played against an endless stream of 

energetic youngsters who could be our 

kids. Doubtlessly, we lost handsomely.

I returned to Hwa Chong in May 

2018 as the guest of honor for the 

prize ceremony of the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Olympiad, a very 

successful math contest initiated by Mr. 

Song in 1990. I got to know the current 

Hwa Chong Principal, Mr. Pang Choon 

How, who was 4 years my junior in 

CHS. This was a surprise – I had always 

expected a principal to be someone 

significantly older than me, like Mr. 

Tooh Fee San (my CHS principal) or Mr 

Hon Chiew Weng (my physics teacher).

 I felt as if a balance has been tipped.  

But as I reflected, I realized that it was 

not the school campus that resonated 

with my memory, but the many fantastic 

people I encountered along the way. It 

is the people that define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an institution. I look forward 

to reconnecting with many of them at 

the reunion in March 2019.

Gan studied in 
CHS, then HCJC, 
from 1985-1990. 
He drinks too 
much coffee, 
plays football 
with his son and 
spends more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adic world than 
the real one.

ABOUT 
THE 

AUTHOR

Chapter_3_��_V5 KHL.indd   477 20/2/19   11:59 AM



478

百

年

华

中

情

华

岗

怀

旧

情

谊

深

Having been through both Chinese High 

School (CHS), and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I am no stranger to the 

school mottos of 自强不息 and "Win-

Win". At that time, as I trolled through 

daily routines like waiting for bus, 

humming along with national anthem 

etc, I cannot say I really connected or 

appreciated the true meanings of these 

mottos. 

 But 20 years on, I have a new layer 

of appreciation for these words, as 

life brought me back one full circle to 

precious relationships I built with my 

secondary and JC mates. 

I am now amongst a group of former 

Hwa Chong students who have come 

together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hospitality brand, The Bivou, focused 

on authentic travel and social impact.

The story of The Bivou began, 

fittingly, with an adventure with a dear 

HCJC buddy, Huiling, to where else, 

but the picturesque Himalyan town of 

Lijiang. As we took in the beauties and 

charms of Lijiang, amidst the colourful 

architecture in the area, as well as 

vibrant cultures of the local inhabitants, 

we came across a centuries-old farm 

yard that was available for rent. It had 

been refurbished as a basic bed-and-

breakfast, but something about it 

sparked our imaginations, prompting 

us to “hey, lets just give it a shot; take 

over the yard, do it up a little and run a 

boutique adventure lodge”! There was 

no looking back and Huiling relocated 

from Singapore to Lijiang to work on 

the plan.

That was the genesis of The Bivou. 

Both of us canvassed for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and eventually 

pooled some funds from seven 

founding shareholders, many of whom 

were old Hwa Chong schoolmates.

Within a year of opening, the Bivou 

was voted amongst top five of the 

TripAdvisor listings in Lijiang, and a year 

later, we took the first spot – and we 

have stayed at the top of the list since 

and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We were also 

selected amongst the top five “Small 

Hotels of Greater China” for the last 

four years.

The Bivou
⊙Chow I-Shin / Aw Hwee Ling / Linus Lim / Nah Wee Kee / Tan Fu H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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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ginning of the Bivou adventure: I-Shin,
Hwee Ling and friend Yvonne meeting at the famous 
Tiger Leaping Gorge, Yunnan.

The Bivou Lijiang: hundred year old 
farmhouses set within the UNESCO 
World Heritage village of Shuhe.

The Bivou has played host during 

all these years to travelers from all 

walks – international pop stars, artists, 

ambassadors, retirees, students. Our 

greatest satisfaction has been when 

travelers came together in our cosy cafe, 

overlooking the villagers' vegetable 

fields and the mountains beyond, sharing 

stories of their adventures in Lijiang.

We have since moved beyond our 

initial Lijiang base, and are now working 

to set ourselves up in several other 

beautiful and culturally rich locations 

within Asia. For instance, in the remote 

alpine valley of Bodolo in Himalayas, we 

are partnering with a local community 

of Yi minority farmers to create an 

exclusive tented resort. There, we hope 

to connect guests with the ancient 

rhythms of village life amidst the lush 

pine and azalea forests of the Himalayas. 

At its core, this will be a social impact 

enterprise, with programs designed to 

mentor local villagers, broaden their 

skillsets and raise their living standards. 

At another location near Shanghai,  

we are designing programs which will 

bridge the lives of local tea farmers 

with travelers and families from  

nearby towns.

Through these projects, we hope 

to create a new way of traveling – one 

based on an authentic connection with 

the place, its unique communities, and 

its locally-sourced produce.

I have often chatted with Hui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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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social impact project under construction in the beautiful alpine valley of Bodolo, in Yunnan.

about what she feels sets us and 

the Bivou apart from other similar 

establishments. To her, it was really 

quite obvious – the team is motivated 

and powered by the spirit of constant 

self-analysis and pursuit for self-

improvement. The team is also able to 

build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which in turn gives us 

the advantage of being able to share 

authentic experiences with our guests. 

These are relationships we built and 

maintained through mutual trust and 

benefit. Are these not the exact spirits 

and principles embodied in the school 

values of 自强不息, and "Win-Win"?! 

Indeed, it was exactly these values 

enshrined in us during our formative 

years at both CHS and HCJC, that 

brought the team together and took us 

through growing The Bivou to where 

I-Shin was from
CHS’91 and HCJC’93.
Hwee Ling was from 
HCJC’93.
Linus was from 
CHS’91 and HCJC’93.
Wee Kee was from
CHS’91.
Fu Hwa was from
CHS’91 and HCJC’93.

ABOUT 
THE 

AUTHORS

we are now. It is really gratifying that 

all of us in the team grew up together, 

and also innately understand these 

values. Through The Bivou, my bunch of 

Hwa Chong buddies found a common 

mission and weaved  a new adventure 

together.

 It has taken a while, but we now fully 

appreciated the true meaning of those 

words – 自强不息, and "Win-Win” – first 

drilled into us twenty years a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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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江红》说起 
⊙蔡人杰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

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

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

天阙。”

当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满江红》曲

子播出时，就会让我想起山岗生活的那段

日子。

1992年我们这一批中一新生来到华

岗报到时，看到校园是多么地大，一切是

多么新鲜。当时学校规定所有中一新生

都得练习《满江红》这套拳法，以便锻炼

体魄，于是练拳成为我们中学生活的一

部分。体育老师们利用上课时间教导我

们这一套拳术的打法，老师们一步一步

地教，我们也一步一步地学。这真是难

得又可贵的经验。

开始时会有一点儿苦，好像是接受军

训一样，动作要整齐一致。但是想到男儿

当“自强”，无形中“不息”的精神就涌现

出来。我们站稳马步，听老师的指示，双

手和双脚跟着慷慨激昂的音乐自然舞动

起来，虎虎生风，很有满足感、自豪感，总

觉得与众不同，对学校这大家庭也有了认

同感、归属感。那年我们还参与青年节的

表演，几百位同学就更加认真练习了，演

出后佳评如涌，一切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为了让我们接触我国的多元文化，母

校每年都尽量安排同学参与多项活动。

记得音乐老师曾经让我在周会时上台弹

奏钢琴，带领同学们一起唱校歌。我们班

也曾在维多利亚剧院表演合唱，也有其他

班同学负责台前幕后的工作，大家分工合

作，团结一致，终于成功演出，从中让我

们体验到要筹备一场演出是不容易的一

件事。此外，每学年校方也安排我们观赏

本地艺术团体的表演或是书画展览等，借

此充实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丰富我们的文

化涵养。

锻炼同学们强壮的体魄，也是学校

教育的一部分。除了每周两次的体育课，

母校强制规定所有同学都得参与星期六

早上的晨运。星期六一大清早，各班同学

报到后先进行暖身运动，然后就沿着南

利通道前进，再从后面的加冕路、公爵路

转回来。校园里、操场上、台阶上，到处

黄衣红裤，汇成一片黄红“海洋”，蔚为

奇观。李仰渠副校长也常以身作则，陪同

学们一起跑。跑步训练没有排名，不分

先后，大家互相帮助、互相扶持，跑完全

程。这种体力、气力、耐力的锻炼，为我

们奠下了一种“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

良好基础。

杜辉生校长上任后，对华中进行了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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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改革，让母校越来越出色。他率先在我

校试验推行许多新的教学方式，取消年

中考试是其中的一项。当时有不少家长

质疑学校的做法，但事实证明：与其浪费

一两个月的时间准备与进行“考试”，不

如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其他的益智活动。

于是，每年的这段时间，学校为不同年级

的同学策划了多姿多彩的露营、义工或海

外学习活动，从多方面加强同学的组织能

力与团体合作的精神，这些“无字的书”

让我们终生受益。母校后来又开办直通

车课程，学弟学妹们也一样取得骄人的

成绩！

为了让我们评估自己数学、科学和

英文科的成绩，学校每年都要我们参与

由美国和澳洲一些教育机构所主办的考

试或比赛，成绩公布后我们都取得不同

等级的证书或文凭。中三时，我们报名参

加由牛津大学出题的海外普通水准英文

科考试。学校领导及师长们的付出和勤

奋安排，让我们知道自己这些科目的实力

和水准，我们抱着“胜不骄、败不馁”的

态度，继续努力，争取更好的成绩。

母校的另一特点是“强制”同学们

都“必须”修读高级华文，没有人能够“豁

免”。母语部的老师们用尽法宝，让我们

从听、说、读、讲、写各方面加强华文水

准。学校安排“晨光伴读”，要我们阅读

《联合早报》，校方也要我们在每个假

期读华文故事书，过后呈交阅读报告。

尤其是中四毕业班级任陈秀琴老师的华

文课，她要我们每天晚上看电视新闻，隔

天上课时她会抽出时间点名同学简述要

点及分析，这些都给我们很好的训练，让

我们了解国家大事。至于写读报感想，简

直就像是“囊中取物”一样，不管出哪类

题目，我们一分析起来就头头是道。我

们这一届，共有六位同学荣获“总理书籍

奖”（他们是吴伟豪、许星亮、沈凯、蔡人

杰、黄智元和王鉫文），这些都是语文部

门（尤其是华文部）老师的功劳。

三年后，我和中四甲的同班同学沈

1992年，同学们参加青年节团体操，在国家体育场表演满江红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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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获得武装部队海外优异奖学金，一起

为母校争光（注：沈凯也是1998年总统

奖学金得主）。

母校是一所传统华校，在传递东方

传统价值观方面不遗余力。师长们为我

们树立好榜样，在日常生活中灌输我们处

事待人的道理。我们除了要自强不息，也

要“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学校训练我

们待人有礼、尊师重道、遵守校规、守时

和负责任等美德。校方通过主办各项活

动，让我们互相鼓励，互相关怀，彼此合

作，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一起完成任务。

如今，每当我开车载着孩子们经过

武 吉知马路 时，我一定 骄 傲 地告 诉 他

们：“快看，那钟楼！这是爸爸和爷爷的

母校。”我就像当年爸爸告诉我和妹妹

一样地感到无比自豪。

在此，我祝愿母校在迈向无数个百

年时，继续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

为国家社 会 培 育 更多栋 梁，再创 辉煌

成绩。

祖籍福建省安溪县， 

1979年在新加坡 

出生。1995年华中 

中四甲班。1996年获

总理书籍奖。

作者
简介

1996年，华中的总理书籍奖得主与校长合影。左起：吴伟豪、许星亮、沈凯、李仰渠副校长、

杜辉生校长、蔡人杰、黄智元和王鉫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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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华中教我的事
⊙林宣橗

感恩的心

几个月前在校庆活动上，我的中学

华文老师——陈鹏仲老师问我有没有兴

趣投稿到《百年华中情》文册。我笑说二

十几年没写作了，不知道华文水平低落到

什么样子了，还是献丑不如藏拙吧！

老师说，我在华中华初六年，又住在

华中宿舍，难道真的没什么想说的吗？

老实说，老师的一番话的确在我心里

掀起了一片涟漪。年少时的那份热情又回

来了！

本想来个澎湃的感性回归，像求学时

期一样抛头颅，洒热血式地铺排文章，来

个台湾乡土剧般曲折离奇的故事。后来发

现自己人到中年，已经写不出这类文章，

还是实实在在地把我自己想对母校说的

感谢词记下。

独立自主

犹记得1989年只身南下从老家峇株

巴辖（Batu Pahat）来到新加坡求学。当

时有三间学校可选（英华中学、公教中学

和华侨中学），就因为当时在华初的表哥

对妈妈的一句话：“如果阿姨您要贤敏

表弟以后会饮水思源，孝顺父母，尊重长

辈，保持优良的华人传统文化，就把他送

进华中吧”，我于是在13岁那年进入正要

庆祝70周年校庆的华侨中学。

小小留学生的生涯不容易啊。从开

始住在华中宿舍，然后中二那年搬出来

和姑姑同住，好多事情都得亲力亲为。

从洗衣到整理床铺，自己起床自己温习

功课，好多人或许觉得没有每天父母在

耳边唠叨真爽真自由，我老实告诉你，

中一那年我几乎每天放学回到宿舍房间

都会自己看着镜子发呆，不知不觉眼泪

就落下，想想自己为什么要离乡背井来

新加坡求学，在家里当个大少爷不是很

好吗，为什么要来受苦？中二那年和姑

姑住的时候还比较好，至少有了亲人的

关心，但是还是挂念家里美好的一切，

竟然笨到去效仿小彬彬在一部老电影里

的做法，半夜冲冷水澡，然后直接对着

风扇猛吹，确保自己生病，然后天真地

以为借此就能回老家，不用在新加坡念

书啦！结果是真的大病了一场，妈妈也

特地来新加坡照顾了我一些日子，但是

家里还有爸 爸和弟弟妹 妹要她照顾，

所以妈妈还是得回去，还给我留下了一

封信。信中告诉我说她明白我的思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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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但是还是希望我能好好想想，振作

起来，毕竟能来新加坡念书（又不用降

级）不容易。如果真想回去，也不需要把

自己弄病，那样会很伤父母的心。真要回

去就安排回去重修中一吧（新马课程不

一样，得重修）。往事就不再赘述了，中

一中二那两年确实让我心智迅速成长，

真正地学习独立。

团队精神

那两年除了以上尘封在我心里许久

的往事想借此公开，学校各方面的支持

也帮助我重拾信心，学习坚强的独立生

活。在学业上，我小学六年在老家都是年

年第一，但是中一那年在华中得了倒数第

二名，中二也只是倒数第五名，那份打击

难以形容啊！还好，我很庆幸的加入了华

中铜乐队。乐队真正体现团队精神，学长

们除了带着我们辛苦的操练，课余还会

邀请我去他们的家或是陪我一起温习，

确保我不再胡思乱想，专心学业。每到快

全国比赛时，我们共住钟楼的集训日子更

逐渐拉近彼此的距离。一起风雨不改，烈

日当空的操练日子，一起被罚唱着《满江

红》作伏地挺身或是青蛙跳上石阶慢慢

地把我们的意志锻炼得更坚强，真正体

现华中校训“自强不息”的精神。团队生

活填补了我心灵的空缺，让我走出自怜自

哀的牛角尖。

那几年的独立自主但又结合团队的

生活造就了现在的我——在职场里待人

以诚，律己宽人；从挫折中奋力爬起，突

破困境。

文理兼通

我是幸运的！当年常埋怨身为理科

生，为什么还得修文科？中国文学还好 

（至少我感兴趣），地理、历史可是我最

讨厌的科目啊！这20年在职场上的经历

才让我深切感受到，那些年的训练不只

我在13岁那年进入庆祝70周年校庆的华侨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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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我们多了解历史、地理，而是让我们

的思维不会局限在某个框框里，能够从多

方面考虑探讨问题，这可是好的领导者不

可或缺的能力之一啊！

双语更是不必多说的优势。不管是现

在在中国公司协力开拓全球市场，或是之

前帮印度、英国、美国、以色列等公司负

责中港台业务和项目，没有流利的英文华

文及文化底蕴根本不可能接触到这些机

遇。所谓的好处不只是工作机会，和“老

外”工作时发现他们的母语都很强，对于

不谙母语的同事会感到很惊讶（有些甚

至鄙视）！所以我一直觉得，身为高材生

的学弟们学好双语是轻而易举，理所当

然的事。

有些事，不 要看 眼前的利益，“回

报”可能在多年以后。也可能没法看到任

何的“利益”，但一个人的底蕴有时候是

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这是人和工具的

一种区别。

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我不是圣人，我也有欲望！但是看到

过，也受惠于先贤学长们的种种让我提

醒自己要饮水思源，要回馈社会。我的人

生旅途中遇到无数贵人，这些贵人或许

无法回报或无缘再见，但是如果我们也能

当别人的贵人，这种“Pay It Forward”而

不只是想着“Pay Back”的精神，或许能

让社会、世界更美好。我个人相信这也是

办校哲学——“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真

正的意义。

中四参与了《陈嘉庚》话剧演出，学

习到“家之富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

展，全在于教育，教育是立国之本”。小

学生时期名林贤敏， 

1996年毕业自华侨

中学与华中初级

学院。曾先后任职于

美国著名咨询公司 

埃森哲和印度欧援

公司设立亚太外包 

中心，现在为华为 

公司开创全球业务。

作者
简介

时候崇拜为《吾土吾民创作选》写序的地

铁之父王鼎昌学长，在青少年时期更感受

到举国人民对他的爱戴。十年树木，百年

树人——华中教了我很多事，先贤学长们

也成了我人生的楷模。在此，祝愿母校积

百年之厚蕴，传承辉煌，再谱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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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锡到华中
⊙石应望

20年的时光如流水般匆匆而过，20

年的回忆如浪 潮 般 汹涌而来 。这 就是

我，当年在华中学习，现在早已成为新加

坡公民的我，最初又是如何会来到新加

坡学习呢？

初中毕业后来到新加坡继续学习，

纯粹是一个偶然。虽然我知道当年初中

的大桥中学，前两届的学长学姐们有去新

加坡的，但是名额非常的少，以我当时的

成绩表现，如果像第一届一样只招10个人

的话，似乎还差那么一点点吧！知道这个

消息后，只是当作新闻一样，一笑而过。

那是1997年的下半年，第一届的学

长中三放寒假回来，到母校给大家介绍

华中的情况。当时，学长提到了这么一点

让我记忆犹新，那就是华中校训“自强不

息”的精神。学长直接用一个数学表达

式来说明：放弃是一定失败的，只有努力

尝试才能成功。就算失败的机率超过一

半，那也得努力去试，这就是自强不息。

既然这样，那我就努力试一试，看看

结果如何。到了1998年5月份，我没有想

到的是，新加坡的招生规模居然扩大了，

我有幸成为初选31人当中的一人。当我听

到这个消息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小概率事

件的发生——我居然入选了，梦想成真，

那就在此刻从头开始吧！我和每一位新

生一样，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

我像其他同学一样努力，一样认真

备选。5月31日终于到来了。那是我参加

选拔加考试的日子。所有的笔试和口试

都在两天之内完成。第二天，面试结束之

后，我们都在等待结果。考试的地点选在

湖滨饭店，这个高档的地方，我们平时只

是路过，可是那一天，这里成了我们的考

场，31人当中，谁会入选，一切都在这里

一考定乾坤。

第一天笔试考场设在湖滨饭店金碧

辉煌的大厅里面。也许，这就是预示着我

们以后的前程吧！第一场考的是数学。负

责监考的是一位个子瘦小、带着眼镜的

长者。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华中当时的

林金登副校长。数学考卷发下来了，居然

全部是英文。我之前以为自己的英文还算

过得去，也只是约略看得懂题目的意思而

已。靠着平时的基础知识，数学考试总算

有惊无险的通过了。

第二场是英文考试。我们这群人，

能够坐在这里的，从小到大经历了数百

次的考试，哪怕是面对奥数卷子，也是全

无惧色。但我们面对这样的英文题目，一

篇作文加上一篇全部是问答题的阅读理

解，却是一点也没有把握，心里不免有一

点紧张。事后，我们才知道，这只是一张

普通中一的英文考卷而已。

面试安排在第二天进行。在这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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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桥98届留学生摄于1999年10月1日，庆祝中国建国50周年。后排左一是本文作者。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打听到面试会问哪些

题目，也就是说，根本无从准备，一切靠

自己平时的努力和发挥吧！轮到我面试

时，已经是下午了，那段时间正好是黄梅

天，刚下过一阵雨，空气中弥漫着青草的

味道。当我走进考场的时候，一向不怕冷

的我，居然被空调冻得有点儿发抖。我这

时才注意到，坐在我面前的面试官员，除

了林副校长，还有一位女士。她是当时南

洋女中的校长。当时我被问了哪些问题，

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只是记得一开始考官

用英文发问，我就按照平时讲话那样回

答。两位考官也没有说什么。就这样，面

试也结束了。

等待的时间总是最漫长的。考试结

束后，我们都被告知，当晚就会揭晓录取

结果，然后第二天就去签约。从湖滨饭店

回到家的时候，我就一直盯着家里的那一

台电话机，真希望它响起来时，给我带来

好消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晚上6

点、7点、8点，还是没有动静，也许幸运

之神不会降临在我身上，想要被录取，也

许会有一些困难，这也是正常的。

晚上9点，电话终于响了，那一端传

来林副校长的声音。我真的被录取了。这

一夜我是睡不着了，好多年来的梦想，终

于变成了事实。第二天早晨起来，我睁着

一对熊猫眼，和爸爸妈妈一起再次来到

湖滨饭店的签约现场。6月的无锡正是黄

梅季节，我们刚到的时候，甫下过一场暴

雨，空气中弥漫着植物的清香气味。在湖

滨饭店，当天的气氛和之前那天已经全然

不同，完全没有那种紧张的气氛。签约的

过程很简单，之后林副校长召集大家一

起开会，讲了很多新加坡需要注意的事

情，我们都很用心的记下来。也许，下一

次见到这位副校长，应该是在新加坡了。

在大桥中学时，班级里的其他同学，

都很努力复习准备中考。我们一样也是在

努力学习，不过主要是英语。被入选的每

一位同学都很清楚，我们现在的英语水

平，是不足以应付新加坡的学习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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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最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都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来提高英语水平。结果，

在中考当中，我的其他科目的成绩都没有

达到从前的最好水平，唯独英语这门学

科，我居然考出了最好的成绩，差一点就

得满分。

一 个多月的 准备 时间 很快 就 过去

了。1998年7月29日，那是我们这些被录

取的同学出发去新加坡的日子。这一批共

有19位同学，大桥中学的丁校长亲自带

队。下午1点钟，全体同学在虹桥机场外

面集合，并合影留念。3点40分，我们坐

上了飞往新加坡的MU545航班，经过五

个多小时的漫长飞行，终于抵达新加坡樟

宜机场。这就是异国他乡吗？看来天气和

无锡也是差不多嘛！那时，来接我们的是

学生处的陈鹏仲处长（现在的副校长）。 

时间已经是晚上了，我们直接来到了住宿

的地方——华中宿舍。那时还是旧的宿

舍，第二天，我们换上了华中校服，开始

了在新加坡的学习生活。开始的半年，我

们参加了RELC的英语学习班。第二年和

其他的本地同学一起升到中三，正式开始

了我们的学习之旅。

在华中的学习生活当中，我不仅仅学

到了各科的知识和本领，更学到了做人

的道理，那就是华中的校训——“自强不

息”。每当我遇到各种困难，想起华中校

训，我心中又燃起了前进的动力。

1998年7月29日来自无锡的学生在上海虹桥机场出发大厅外面合影。由时任大桥中学

的丁校长（后排左一）带领同学们启程前往新加坡。后排左二是本文作者。

1998年无锡大桥中学初

三毕业，1999年进入

华中中三年级，2000年

中四I班毕业。后就读于

淡马锡初级学院、新加坡 

国立大学、国立教育 

学院，现任职于胜宝旺

小学，担任华文老师。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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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寥廓，云树苍茏，中有我华

中……”如果说 校 歌 是学 校的 精 神 载

体，那华中的校歌，将华中的精神气质描

绘得淋漓尽致。

与华中初遇在2007年。我16岁。那

年11月，我和同届约30名中国奖学金得

主一起来到华中读书。初次出国，异国他

乡，人生地不熟，慌张不安，无所适从。

而另一方面，是父母的谆谆叮嘱，“好好

学英语，会听能说会写”，又不得不逼着

自己放下心中的焦虑，埋进纸堆，ABCD

反复朗读背诵。

就这样过了数月。一天，学校组织我

们新来的同学学习唱华中的校歌。校歌，

往往类似鸡肋，唱之无味，弃之心中又过

意不去。但那天老师严肃地告诉我们，

每一个华中人都得会唱华中校歌，这是

华中历史的传承。还补上一句，“老师会

非常严肃的看待那些没认真学唱校歌的

同学！”于是大家乖乖地三五成群来到

教室。

全体就座后，老师先播放了一遍音

频，大家漫不经心地听着。但很快就发

现，华中校歌与众不同。为什么我们这

群来自中国，骄傲地号称母语是华语的

学生，几乎完全听不懂这首歌在唱着什

么？朦 朦 胧 胧间，偶尔听到“华中”， 

“万世其无疆”“莫负好时光”云云。大

校歌伴我行
⊙朱涵（香港）

家低声交头接耳，给自己找借口：“这个

合唱版本，高低男声混杂，听不懂是正常

的。”老师好像知道我们在讨论着什么，

狡黠一笑，把歌词亮出。教室里一下炸开

了锅，“这些都是什么字啊！”“长这么大

第一次看到校歌里有不认识的字的”， 

“吾侪 ”是什么东西？“帡幪”又是什么

意思？这种文绉绉的词语，凡夫俗子都

不会也不用吧？”……                                     

一瞬间，大家兴致变得格外高涨，一

节课就学唱得八九不离十了。在远离中国

的土地上，在枯燥的英文纸堆中埋首苦

读几个月，浸濡在纯英语的环境中，以为

自己从此要与自己的文化分道扬镳了。忽

然间看到了这首音韵格律具备，辞藻寓

意兼得的校歌，大家不仅为它的斐然文

采所叹服，更像“他乡遇故知”，对华中

感到了亲近。

好 的 歌 韵 味 悠长，经 得 起 反 复吟

唱。华中校歌就是这样。它庄重优美，如

开篇三句，意象磅礴，气度不凡；它积淀

深厚，如“朝乾夕惕”出自《周易·乾》， 

“日就月将”出自《诗经·周颂·敬之》；

它蕴意深远，如“膂力方刚，经营四方，

前途浩且长”，寄托对莘莘学子的衷心祝

愿。正因为如此，在不同场合、不同心情

下唱着校歌，都能有不同的感受，也有新

的感慨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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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代表学校参加《华文智多

星》的比赛，淘汰赛阶段出师不利，压力

很大，心力交瘁。鏖战数轮之后，终于晋

级。结束后，大家兴奋地在现场一起歇

斯底里唱着校歌。所谓“吾侪托帡幪”，

如果华中有感知，应该也会为我们感到

骄傲吧？

后来华岗编排大戏《陈嘉庚》，我有

幸扮演青年陈嘉庚。此次机缘，让我有机

会了解校主陈嘉庚先生的生平与思想，从

而知道了他团结不同方言宗族社群、希

冀用教育振兴国家的深谋远虑与良苦用

心。二战前后，学校多次遇到资金短缺的

困境，面临关闭的风险。先生出钱出力，

哪怕自己变卖工厂的机器也在所不惜，同

时四处奔走，用自己的威信与人格魅力号

召华人企业家共同捐款，维持学校的运

转，帮助华中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直到

最后把学校交给与自己有着共同信念的

李光前先生。戏剧最后升华在华中的校

歌之中，留下陈嘉庚先生的剪影，让人沉

思浩叹。“迨予庶士，笃实辉光，斐然已成

章。”如今华中生机勃勃，人才辈出，创校

先贤们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慰藉吧！

在新加坡四年，渐渐了解到新加坡的

历史、文化与语言，从来不能在政治中置

身事外。或捧或杀，都不得不为现实的目

的服务。而传统的华人文化，更在近现代

历史上屡遭政治狂风暴雨般的打击。政

治决策自留给后人论说是非功过，成了

茶余饭后的闲谈。但只要还有有心人，还

有那韵味悠长的文化遗产勾起后生深渺

的思虑，当年看似柔弱得不堪一击的文

化与语言，总能再次焕发新的生命力。华

中的历史就仿佛一部浓缩的华族文化和

语言史，跌宕沉浮，却历久弥新。

华中毕业后，我负笈美国，到康奈尔

大学求学。她的标志性建筑是一座有上

百年历史的钟楼，每到午间，都会敲出悦

耳的音乐。那天中午，钟楼敲出的，竟然

是与华中校歌一样的旋律。网上一搜才

知道，华中校歌与康奈尔校歌所用的旋

律都是一首名为“Annie Lisle”的小曲，

流行于19世纪中叶。康奈尔据称是世界

上第一个采用这首曲子作为校歌旋律的

学校。后来，世界各地陆陆续续有上百所

中学与大学采用了同样的调子，华中便是

其中之一。越洋相隔万里的两所学校校歌

旋律竟是同一首，而我又先后在这两所学

校读书，冥冥之中的缘份让我欢喜赞叹。

于是，每次中午路过钟楼，听到那熟悉的

旋律，我总是会心一笑。有时唱着“High 

above Cayuga’s waters”，有时又唱着 

“海天寥廓，云树苍茏”。洋同学听到了

中文版本，瞪大双眼惊讶地说：这首歌也

有中文歌词？然后，我便会一五一十讲校

歌的故事和华中的故事。

华中的故事是一个百年的故事，经历

了大风大浪也依然自强不息地走下去。华

中的精神也一定会继续流传，与她的故

事同校歌一起传唱。“雄立狮岛，式是炎

荒，万世其无疆。”

2007年获得新加坡 

教育部奖学金到华侨

中学修读中三至高中

毕业，并以全特优的

成绩被美国康奈尔 

大学录取，获得文学 

学位、哲学最高荣誉 

和数学荣誉双专业 

毕业。2017年获得 

美国密歇根大学法学

博士，现今于香港 

律师所任职。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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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校同庆百岁的

华中童军团
	 	 	

⊙余共华

大多数同学也许知道华中童军团是

母校许多课外活动之中，历史最悠久的

制服团体，但华中童军团到底有多长的

历史？就不是尽人皆知了。

如果我告诉你，华中童军团成立于

1919年，你会惊讶吗？

是的，正是1919年，华中童军团和母

校同年诞生！而今年的11月，童军团将举

行盛大的百年大庆。

根据华中在1919年出版的《星嘉坡

南洋華僑中學校一覽》，书内有好几处记

录了华中童军团从召集、注册到正式成立

的细节和日期，尤其可贵的是，这份珍贵

文献还收录了华中童军团在1920年的第

一张全体合照。

这份文献资料的《本校大事记》栏

目中，最早记录本校童军活动的是：八年	

（注：即民国八年，也就是1919年；下

同）九月二十日，本校全体学生演习童子

军操。

这个日期是母校成立后刚好半年，

记录虽然没有提到母校当时为什么会有

童子军操，而且还是全体学生参与，但显

然母校那时候至少已经酝酿或开始筹办

童军活动。

文献中另一处以“童子军注册之商

榷”为小题，提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本

校童子军操习已久，特未呈报马来半岛童

子军总部。本日校长涂先生（注：即母校

首任校长涂开舆）特访本坡童子军总部，

晤Commissioner	Frank	C.	Sands畅谈良

久，以讨论注册等手续。”

文献又提及“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函童子军总部Mr	 Frank 	 C . 	 Sands ,	

Commissioner	 for	Malaya并造具本校

童子军军长及童子军姓名年岁册，由其转

送英伦备案矣。”

文献最后提到童子军正式成立的情

况“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本校童子军特

请童子军总部统制，Mr	 Frank来校视察

一切，是日上午十时Mr	Frank莅校，阅视

各童子军，形式精神，均极赞许，并演讲

童子军之责任，随即列本校童子军为第七

队。遂正式成立焉。”

根据其他寻获的史料，发起成立华

中童军团的是当时在母校短暂任教的莱

佛士书院毕业生Lim	 Beng	 Quan；童军

团正式成立当天，母校委派当时担任体

育教师兼图书馆管理员张楷（又称张寿

仁）为团长。

从文献记录来看，华中童军团在母校

创办后九个月就正式成立。针对这点，华

中童军团前总团长戴德方受访时说：	

“母校先辈学长们为何创校后立即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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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伦医生于1946年挺身

复办华中童军团。

童军活动，而且如此重视，个中原因不得

而知。但一个明显的因素是，童军活动于

1907年由英国人贝登堡将军创立以来，

由于其形式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实用性

和进取性，深受喜欢挑战的年轻人所喜

爱，所以风靡全球。”

作为英国一个重要地理位置的殖民

地，新加坡在1910年便在基督会成立了

第一个童军组织，发起人正是Frank	 C.	

Sands。

由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语言和文化

上的影响，早期新加坡的童军组织以英

语为媒介语，华中童军团创立后以华语为

媒介语，可算是开创了本地华社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个马来语童军团

也在同年（即1919年）注册成立。

据创校总理（当时称为开校总理）陈

嘉庚于1919年3月21日母校成立典礼的

演说中透露，当时全校学生“不满百人”，

但令人惊叹的是，华中童军团于1920年	

1月拍摄的团体照，亮相的学生有70多

人，让人不禁怀疑当时是不是校方规定：

所有学生都得参加童军活动？这不就和

文献中记载的“九月二十日，本校全体学

生演习童子军操”的记录不谋而合？

可惜上述所提的文献记录仅到此为

止，由于无法取得更多的资料，我们只知

道1922年英国威尔斯王子（后来的英王

爱德华八世）莅临新加坡访问，全新加坡

12个童军团于4月5日在旧安顺体育场举

行盛大欢迎仪式，被列为新加坡第七队

的华中童军团，和列为新加坡第八队的

道南学校童军团，在仪式上联合表演武

术操练。

华中童军团从1920年代到二战结束

后的20多年历史是一片空白。因此，过

去多年来华中童军团的团员乃至负责团

长，都根据可以查考的记录，认为华中童

军团是1946年成立的。直到1999年这份

珍贵文献的出现，大家才赫然发现自己瞬

间“老了20多岁”。

尽管华中童军团的发展史有一段迷

失和缺憾，但童军团在1946年由余孟伦

同学挺身复办时，居然有300多名学生

报名参加，几乎是全校学生的三分一，足

以媲美1919年创团的盛况。

1947年8月9日，华中童军团在一项

盛大隆重的庆典仪式上加入新加坡童军

总会为会员，入会宣誓礼由当时的童军

总监亚当牧师和母校校长薛永黍联合主

持，出席典礼的有华民政务司魏坚士、母

校董事长李光前，以及新马童军的发起

人——即1919年华中童军团创团时的仪

式主持人Frank	C.	Sands。

加入童军总会后，华中童军团被列为

星华第一团，也就是新加坡和马来亚第一

个华校童军团。

鉴于余孟伦的极力提倡，随后新加

坡各华校纷纷成立以华语为训练媒介

的童军团体。1948年余孟伦总团长受

委为星洲华人童军区长，在同个仪式上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495 20/2/19   1:38 PM



496

百

年

华

中

情

课

外

学

余

英

才

现

余孟伦颁发英王童军章（King’s	 Scout	

Award）给两位同学——麦汉昌和李耀

荣，他俩也成为新加坡华校童军团当中，

最先获得此殊荣的童军。

隔年，余孟伦赴英深造，华中童军

团总团长一职由其弟弟余立伟接任；同

年童军团另四名团员李南景、黄河清、

郑有国和王如明也获颁英王童军章；加

上在1953年获颁女王童军章（Queen’s	

Scout	Award）的李大辉，华中童军团因

此共有七名团员获得这项世界童军的最

高荣誉。

于1948年9月11日获颁英王童军章

的李耀荣，在2000年7月接受作者访问，

谈起获奖感受时流露出甜蜜并带着些许

自豪的微笑。他说：“是的，那是令人兴

奋的时刻，我和麦汉昌要考很多的专科

项目，才能考到英王童军章，当时这个奖

章是童军最高荣誉。”

获颁奖章后同年，他和麦汉昌被委

派到澳洲墨尔本参加战后第一届泛太平

洋童军大露营。他回忆说：“那时候由童

军总监亚当牧师亲自带队，我们从新加

坡乘坐一星期的船才抵达阿德雷德，然

后坐火车续程到墨尔本，真是舟车劳累

啊，但心情却是那么的愉快。”

李耀荣于1946年华中童军团复办时

就参加活动，当时他念初中二。1950年高

中毕业后，就赴中国大陆深造，完成大学

课程后在中国工作。1980年他到香港理

工大学执教，1993年退休。

除了余孟伦医生和余立伟，在四五十

年代担任华中童军团总团长的，还有伦与

常和包文华，伦与常（已在2018年12月与

世长辞）后来是我国知名商人。

由于时局转变，50年代整个新加坡

的童军活动显得相对沉寂，华中童军团

亦然。

1960年起，在母校任教的戴德方担

任童军团总团长。1965年，团部改组，在

戴德方的推荐和当时的郑安仑校长力邀

下，李大辉毅然返校加入培训工作，团务

开始进入全面的发展期，这段辉煌一直

持续到今天。

李大辉诉说了这段往事：“我有一天

在巴士上偶遇戴德方，他说华中童军团需

要整顿，希望我能返团帮忙。我以时间忙

不过来拒绝了，但下车前开玩笑地向他

说：如果真要我回团服务，就请校长给我

写封邀请函吧。我以为这个挡箭牌能让

他知难而退，没想到几天后收到郑校长

的来函……”

 一句戏言，让郑安仑校长动真枪，于1965年7月22日

发函邀请李大辉重返团部服务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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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6年，华中童军团成立了军乐

队，特聘黄荣祥为指导（后期乐队指导为

范仲汉）。这支乐队后来发展成一支40

多人的队伍，除了参加国庆庆典的演出，

也经常在童军总部和友团、社会机构和母

校的盛典上亮相表演。70年代，南洋女中

童军团也派出一批女童军加入乐队，在多

个场合联袂表演。

1984年，李大辉成立了华中童军醒

狮团，让参加童军活动的团员，除了军乐

队之外，多了一个活动选择。

“虽然华中童军军乐队不时在各种

场合演出，表现不错；但成立华中童军醒

狮团，却是希望借助华中与华社的关系，

让华中童军进一步接触和参与华社的活

动。通过醒狮团受邀在华社的庆典上表演

助兴，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李大辉说。

随着新加坡的独立，60年代以前的

童军最高奖章——英王和女王童军章，

从建国后改由我国总统颁发的总统童军

章（President’s	 Scout	 Award）。孙爱

光于1968年获颁此奖章，成为华中童军

团首位总统童军章得主。

“作为华中第一个总统童军章得

主，我当然感觉很好啦……”，性格开朗

的孙爱光受访时说。停顿了一会儿，他补

充道：“但这个奖章也是一种压力，我必

须保持高效、能干并具有超凡的领导能

力，在培训团员时常常要以身作则，树立

良好的榜样。”

孙爱光曾在南洋理工大学执教，也曾

在多家公私机构担任要职。

之后，在李大辉的积极推动和不

懈的努力下，华中童军团从1970年代至

2017年，共培养了113名总统童军章得

主，获奖人数之多，远远超出新加坡的其

他学校和团体，可以说是华中童军团的光

荣，也是母校的荣耀。

华中童军团在1960至1980年代，是

处于健康、稳定的发展期。戴德方总团

长于1976年卸任后，郁君璋于1977年接

任，随后陈朋来于1981年至1989年担任

总团长。1990年起，李大辉接任总团长

一职至今。

考虑到一批批的团员毕业离校后，

希望继续参与童军活动并与团友叙旧、

联系，1999年10月30日，黄志华发起成

立华中童军团友会，当天申请加入团友会

者整百人，反应热烈。

团友会近20年来主办了不少聚会和

活动，除了关怀童军团学弟们的活动进

展，也对母校的任何发展极为关注，2013

年更在时任校长潘兆荣的号召下，团友

会设立了一个梁庆经团长基金（梁庆经

是1950年的童军团长），每年发出固定金

额协助有需要的母校童军团员参加国外

2010年11月20日在华中校友会礼堂举行的华中童军三

庆（即团成立91周年、新加坡童军成立100周年、华中第

102名童军获得总统童军章）仪式上，为表扬李大辉 

总团长（右）对童军团的贡献，团友会会长、黄志华（左）

颁发奖品和奖状以示奖励。中为潘兆荣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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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的大露营和其他童军活动。

潘兆荣在出任校长前，是华中童军团

团长，对个别团员的家庭状况和处境比其

他人有更深刻的了解。

问及他当时提出这个基金的理念

时，他笑呵呵地说：“你知道童军活动的

一个重点项目就是参加世界各地举行的

大露营，这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愿望，

也是我们和国外其他同志接触和交流的

平台，一般团员都会珍惜这样的机会。但

是，个别家庭的经济条件不一，我当初的

设想就是协助一些有需要的团员去完成

这个理想。”

从成立以来就担任团友会会长的黄

志华，多年来为团友会出钱出力，他说：	

“团友会由离校后各奔前程的前团员组

成，他们之中有很多学有所成，在事业上

也有一定的成就，是回团做出贡献的时

候了。我们建立这个平台，基本上是为了

团聚所有的团员，特别是前团员。”

他强调：“团友会的设立一再印证了

华中童军团团员们的团结和向心力，他们

为共同的志趣站在一起，也为共同的理念

开创未来。”

童军活动是以英国为发源地的一种

国际组织，因此也无可厚非地以英语为

主要的沟通与训练语言，有殖民地背景

的新加坡尤其如此。而百年前华中以一

所纯华校发起这个活动，发展至今已经

成为我国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童军组织，

在整个新加坡童军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

席，而其中最为人乐道的，莫过于现任童

军总会的副总监何启光医生，何医生也是

华中童军团副总团长。

作为华中童军团的一员，何启光深感

与有荣焉。这位新加坡童军界第二号人物

认为，是母校的精神感召、师长的教诲，

以及同学和童军伙伴的相互激励，成就

了今天的他。

他说：“1981年我踏入华中就读中

一时，就对山岗两旁的大字‘自强不息、

学以致用’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校训	

‘自强不息’，可以说是我参加童军活动

后的座右铭，我凭这个信念度过华中、华

初乃至于之后的学习和工作生涯。生活总

有顺逆境，总有高低起伏的时刻，但母校

的校训伴我克服一个个难关，陪我一同

成长。”

问起他求学时的童军点滴，这位总统

童军奖得主说：“我特别怀念旧图书馆旁

1920年华中童军全体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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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童子军全体团员。前排左六为总负责老师陈志伟，左七为李大辉，左八为本文作者。

边的那棵大树，那是我们召开童军会议以

及进行各种童军活动的地方。那棵树也常

常让我联想起春秋战国时代流传至今的名

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对我们、童军

团和母校来说，是何等贴切的比喻。”

由于缺乏资料，我们不知道百年前

创团的那些无名英雄还有哪些？但1946

年童军团复办，余孟伦医生的热忱功不

可没。而1951年加入童军团的李大辉，

更是把这种可贵的童军精神予以发扬光

大，并把华中童军团提升到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李大辉目前仍然全面

投入地领导这个活跃的组织，他也是新加

坡仍然活跃、童军活动资历最深的童军

领导人。2015年，他获得童军总会颁发

60年长期服务奖。

68年来对华中童军团的无私奉献，

那是一种怎样的动力？李大辉谦虚地

说：“是一种对童军活动的情操，一种理

念的坚持。投入一个让年轻人都能身心受

前新闻工作者，在 

华中求学时是一名 

童军，1977年起担任 

华中童军团团长至今。

作者
简介

益的活动，看一批批的团员毕业离去，又

看到一批批的团员回来团部服务，甚至为

学弟们付出心力，我就感到特别欣慰。”

对于华中童军团拥有新加坡最多的

英王、女王和总统童军章得主（至2018

年总共120位），李大辉认为这不光是他

一个人的功劳。他说：“团内有许多优秀

的团长和培训员，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的成绩。”

在李大辉身上，我们看到了“一日童

军、一世童军”的伟大精神，我们敬佩他

的忘我投入，也感恩于他的辛勤耕耘。可

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李大辉，华中童军团

过去60多年的发展将很不一样。

让我们祝福华中童军团这家百年老

店，祝愿它继续发扬光大，百尺竿头、更

进一步，开创另一个令人欣羡的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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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戏剧·百年演绎
——新加坡社会变迁中的华中戏剧活动

⊙柯思仁

具有现代教育理念的新式华文学

校，20世纪初开始，在英国殖民统治下

的新加坡迅速大量创设，受到这个时期

在中国知识界大力推动之下发挥影响力

的现代意识的深刻启发。作为现代意识

传播媒介的白话戏剧，也在同个时期在

中国出现，并在短期内被新加坡知识界

接受与推广。一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各个

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质与追求，现代白

话戏剧往往以学校作为熏陶与培育的基

地，并回应与连结到更广大范围的社会。

创办于1919年的华侨中学，从英国

殖民统治时期到建国发展现阶段的新加

坡，在奠定华文教育基础、推动华人社群

知识普及、开拓多面向教育体系等等直接

与教育相关的各个层面，累积丰硕成果也

作出长远贡献。与此同时，作为最主要课

余活动之一的戏剧演出，也在近百年里，

配合学校的学术课程与五育理念，回应不

同历史阶段的社会脉动与发展，扮演人格

塑造、社会关怀、艺术创造的重要角色。

华中戏剧的百年演绎脉络，不仅可以看到

各有特色的人文思潮与艺术理想，也可以

看到不同时代的华校变迁与社会动向。

学校戏剧：三个历史时期，
三种精神特质

20世纪初至今，新加坡的学校戏剧

经历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展现不同时

代与社会脉络的精神特质。

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10年代初至

40年代初，新加坡华侨社会创办的新式

学校，在回应中国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

现代性追求脉络中，以白话戏剧作为引

介主要源于欧洲的新思潮与新文化观的

媒介，达到移风易俗与启迪民智的作用，

并结合现代教育的功能与目标。

第二个时期，是40年代末至60年代

初，学校戏剧在二战结束后参与马来亚

的反殖抗争与独立运动，标志本土意识

的迅速崛起，国家意识的初步形成。戏剧

艺术趋于成熟，以学生演剧为基础，进而

走入社会，创办结合社会与群众的剧团，

并引领戏剧运动与社会运动。

第三个时期，是70年代中以降，建国

以后的新教育体制格局的整合逐渐完成

后，在双语教育的脉络中，新一代戏剧工

作者与爱好者的产生，跨越历史上华英隔

阂的局面。再者，在国家文化艺术政策的

推动下，戏剧工作的专业性成型，学校戏

剧也兼具培养专业戏剧工作者的角色。

20世纪前期：引介现代思潮、
关注本土教育、声援中国抗战

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白话戏剧

在新加坡登场，以华社创办的学校为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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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新式学校在新加坡开始出现，是由各

个方言社群创办的小学，如：1903年的养

正学堂（后改名崇正学校），1905年的广

肇学堂（后改名养正学校），1906年的应

新学校、启发学校、端蒙学校，1907年的

道南学校等。有别于19世纪的私塾，新式

学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维新运动与

革命运动的历史脉络里创设，立基于这个

时代的社会与思想革新使命，追求西方模

式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强民富国理想。

首次于1907年在东京演出的春柳

社，由中国留日学生掀开中国现代白话戏

剧的历史序幕。新加坡广东社群创办的

养正学校，早在1912年，就有校内的白

话戏剧活动。1913年，养正的学生也参

与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白话戏剧公演，

由跨社群的同济医院筹划领导的“耆英

善社”。1养正也在1915年成立第一个学

生戏剧团体“白话新剧社”，开创学校剧

团纷纷成立的风气。进入20年代，学校

戏剧演出蓬勃热烈，有过各种大小规模

演出的学校有工商、南华、仁艺、振群、

公民、南洋、道南、爱同、启发等等数十

所。2 这些演出往往是以为学校筹款的名

义进行，表现新加坡华人社群对教育的重

视。演出剧目内容多是具有针砭陋习、提

倡文明的题旨，也穿插学生表演的各种

歌唱、舞蹈、武术、体操等节目，展现这

个时代的“强身救国”教育目标。

华侨中学的演剧活动，最早是在1922

年4月的“游艺演剧会”，地点在演出传统

戏曲的余东璇街新舞台戏园。这次演出以

庆祝三周年校庆为名义，以筹募建校时

期经费为目的，并得到其他学校如端蒙、

育英、南洋女校等，以及社会团体如青年

进德会、青年励志学社等的助阵与支援。

三晚的演出共有三个剧目：由华中教师编

写、师生合演的《家国新声》与《碧海潮》，

以及道南学校校友组织南庐学友会演出

的《金钱孽》，内容皆“寓有改良风俗之能

力”，而活动的最主要目的是“提倡教育

之功效”。3 这是华中第一次演出，也是这

个时期规模最大的一次。以戏剧演出或其

他文艺活动作为媒介，号召各阶层人士的

关注与捐款，为在地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是这个时期的主要特色。演出活动也往往

不仅是单独学校举办，而是得到新加坡华

人社会各个组织机构与各方人士的参与。

首次公演以后，华中在20年代初的

演剧活动还有四次。1923年8月，第二届

毕业典礼后，在小坡同乐园举行游艺会，

演出短剧《一个奇怪的小鸟》、七幕谐剧

《多妻害》、四幕笑剧《强中强》。4 1924

年6月，第三届毕业典礼后，在校内举行

游艺会，演出短剧《一个穷汉》、滑稽新

剧《两比较》、五幕家庭新剧。51924年

11月，华中学生自治部与青年励志学社

合办演出，地点在同乐园，目的是为华侨

注

1 柯思仁《同济医院与新加坡现代戏剧的登场：1913年的“耆英善社”》，载杜南发编《同济医院150周年文集 

（1867-2017）》（新加坡：同济医院，2017年），页185-190。

2 柯思仁《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新加坡：戏剧盒、国家博物馆，2013年），页17-18。

3  《叻报》，1922年4月25日。

4  《新国民日报》，1923年9月4日。

5  《叻报》，1924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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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学校筹款，华中演出的有家庭新剧	

《青年鉴》与滑稽新剧《骗骗骗》。6 1925

年3月，华中学生自治会成立二周年，主办

同乐会，演出五幕剧《做人难》与谐剧《社

会化》。7 

30年代中以后，中国进入抗日救亡

的历史时期，新加坡华社热烈响应声援，

跨界的华社领导机构，结合各帮学府及民

间社团，以演剧或游艺会的形式筹款资

助或宣传抗日。方修认为这个时期的戏剧

运动是“抗战文艺运动中最有群众性、最

有影响力的一个环节”。8 由华社领导机

构带头的演剧高潮时期，多所学校积极

参与，在综合性的筹赈游艺会上演出短

剧或艺文节目，展现师生响应华社跨界

对于中国抗日的团结与热心。1937年至

1941年之间，华中学生共有四次参与响

应抗战救亡运动的戏剧演出。

20世纪上半期，从10年代开始到进

入日据时代前，演剧形式方面，由中国经

上海、广州、香港传播到新加坡的白话戏

剧，相对于自19世纪随着中国移民南来

即在民间盛行的传统戏曲，更能够适时

而有效结合新式学校的现代教育理念，

受到学校的重视与推广。演剧内容方面，

多为鞭挞陋习歪风与提倡文明意识，辅佐

现代教育的实践。演剧功能方面，主要是

以筹款为目标，一是为中国家乡的各种灾

难积极捐输，一是为在地兴学办校筹集

资金。学校演剧既生成于学校之中，与当

时的教育目标与策略紧密配合，一方面展

现对中国的文化与乡土认同，另一方面，

也对在地社会有深刻关注与积极耕耘。

40年代至60年代：
反殖抗争中的戏剧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学校迅

速复办，学生戏剧活动也重新登场，是

为新加坡历史上最热闹繁盛的学校演剧

时期。战后的近20年，也是世界各地对殖

民统治激烈抗争、争取自主独立的阶段，

蓬勃的新加坡学生演剧在这个时代脉络

中，与学生运动和社会运动有所连结，表

现强烈的社会意识与对于未来的想象。9

战后最早开始恢复戏剧演出的学

校，是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1945年，中

正中学率先在大世界游艺场演出独幕剧

《人约黄昏》，1946年11月，华侨中学学

生自治会成立举办游艺会，在校内礼堂演

出独幕剧《青春》，带动学校演剧的复苏。

战后初期最盛大也具有深远影响的

学生戏剧，是在1947年10月，由华中与

中正高中毕业班同学联合演出中国剧作

家陈白尘的五幕剧《结婚进行曲》。这次

演出邀请到当时主要业余剧团海鸥剧团

的杜边负责导演，也获得专业剧团星洲

实验剧团的支援，演出地点在最具规模

6  《叻报》，1924年11月20日。

7  《南洋商报》，1925年3月20日。

8 方修《导论》，载方修《马华文学大系（九）·剧运特辑二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年），页1。

9  关于这个时期的学生戏剧运动，我有过比较详细的论述，见柯思仁《一九五零年代的新加坡学生戏剧运动》，载陈仁

贵等编《情系五一三：一九五零年代新加坡华文中学学生运动与政治变革》（八打灵再也：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011年），页213-222。这个时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概况，见詹道玉《战后初期的新加坡华文戏剧（1945-1959）》 

（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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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维多利亚纪念堂，主要的学生演员有

华中的卢光池与伦与常，中正的刘怀恩与

郑民威等。10《结婚进行曲》的特殊意义

在于其跨校合作形式，并结合社会上活

跃的剧团力量，展现学生的组织能力与

对于戏剧运动的投入，也为这个时期学

校戏剧既重视艺术提升也参与社会连结

的方向掀开序幕。

学校戏剧运动最兴盛的时期，从40

年代末开始，尤其是进入50年代，先是

以一次性组织方式出发，后成立正式的

学校戏剧团体有系统运作并定期演出，

再加上在校期间数年累积演剧经验的毕

业校友的返校支持参与，形成这个时期

最主要的戏剧活动力。

《结婚进行曲》落幕之后，从1948

年到1952年，华侨中学每年几乎都有一

到两次的戏剧演出，主要是毕业班学生

筹组的叙别会。1947年，中正中学率先

成立戏剧研究会，也是这个时期活动量

最大、成果最丰厚的学生戏剧组织。11接

下来，华侨中学、南侨女中在1952年，中

华女中在1953年也先后成立类似的学校

社团。各校的戏剧研究会，在校方鼎力支

持、学生积极组织、校友热心支援、戏剧

工作者演艺与技术协助等四大方面力量

的结合之下，造就了50年代学校戏剧素

质与数量的高峰期。

华中戏剧研究会成立之后，从1953

年到1962年的10年，是其活跃时期，也

与新加坡戏剧运动的鼎盛期有所重叠。

这段期间，戏剧会有13次戏剧演出，有

的是参与综合性的叙别会或游艺会，也

有五次独立的多幕剧演出。12 除了参与各

种庆祝活动时演出独幕剧，华中戏剧研

究会（1957年改名为学生戏剧会）呈献

过五次大型多幕剧演出，包括：1955年

的《露丝之死》、1956年的《愁城记》、	

1959年的《阿Q正传》、1960年的《心

防》、1961年的《水产专员》。在这之前，

正在筹备的《虎符》因1954年的五一三

学生运动而取消演出。《虎符》在筹备时

期，成立仅两年的戏剧会的成员已有250

人之众，而在1959年演出《阿Q正传》

时，会员更多达971人。50年代中的两次

多幕剧演出，在学校礼堂举行。从1959

年至1961年，更是连续三年将演出搬上

当时最主要的演剧场所维多利亚剧院，

每次演出多达六至七场，观众有6000人

次，是华中戏剧会最辉煌的时代。

以学校戏剧团体作为磨练并建立

网络，学生毕业后继续回校参与活动，

或踏入社会组建剧团，形成戏剧演出的

蓬勃景貌。1955年创办的新加坡艺术

剧场，主要成员是中正戏剧研究会的校

友。1957年成立的南洋大学戏剧研究

会，也是由中学时期活跃的戏剧爱好者

所组成。华中的毕业生加入华中校友会，

并在60年代上半期四次呈献大规模的戏

剧演出。学生剧团及其延展至社会的业

余剧团，在50年代的经验累积与观众开

展，为接下来30余年的新加坡华文戏剧

10 《南洋商报》，1947年8月18日。

11 中正中学的戏剧活动资料，见《湖畔、竹林、白云岗：剧场华彩》（新加坡：中正中学校友会，2016年）。

12 华中戏剧研究会与学生戏剧活动的详情，可参考：王平《华侨中学学生/戏剧会演出年表》，载《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

表演艺术实践》（新加坡：华中校友会，2014年），页39-41。另可参考：《本会简史》，载《新加坡华侨中学学生戏剧

会庆祝十周年游艺晚会纪念刊》（1965年），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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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奠定重要的基础。

这个时期学校戏剧的兴盛，也同

时发生在更大范围的学生运动背景之

下。50年代的反殖抗争与独立运动，结

合学生运动、职工运动、社会运动，标志

本土意识的崛起，国家意识的形成。不

过，也是在这个社会历史脉络中，60年代

初以后，华中戏剧会、南大戏剧会、中正

戏剧会等曾经叱咤一时的团体先后被令

停止活动与解散。学校戏剧活动趋于沉

寂，也由此开始政治意识有所淡化，进入

另一个与国家政策密切配合的阶段。

70年代以后：
重新出发的学校戏剧活动

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是学校戏

剧的过渡时期。在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

独立、国内党派政治斗争逐渐尘埃落

定、经济稳定起飞、教育体制整合的大背

景下，学校戏剧的活动与思潮，开始配合

国家建设与政策宣导，不再具有前一个

时期的抗争意识。这个期间，社会上的戏

剧艺术团体非常活跃，如康乐音乐研究

会、表演艺术学院、儿童剧社、艺术剧场

等，演出作品大都表现出关怀底层与社

会改革的强烈意识，也累积深厚的观众

基础。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曾经在50年代

活跃的中正中学与华侨中学，以及由政府

设立的圣约瑟黄昏中学，展示温和的配合

国家政策的特征，大部分在演出王里的剧

作，如《悬崖》、《过去的年代》、《临时抱

佛脚》、《把国旗挂起来》等。13

改制后的初级学院（独立于中学的

两年高中学制）自1969年后纷纷设立以

后，从70年代中开始成为新的学校戏剧

活动的主要培育场所。最早在1976年举

行戏剧公演的是华中初级学院、国家初

级学院。接着创办的南洋初级学院、淡

马锡初级学院，也分别于1979年与1980

年开始戏剧演出。值得注意的是，华中初

级学院、南洋初级学院二校，分别是由华

侨中学、中正中学的董事部所创设，也是

两校高中部停办后的再生，从80年代开

始至今，几乎每年都有戏剧演出，成为新

一代戏剧爱好者与工作者的摇篮，某个

意义上来说，是50年代活跃的华中与中

正的戏剧传统，以崭新面貌重新出发。14

华中初级学院是这个时期最活跃也

最持续进行戏剧活动的学校。从1976年

至1982年，华初每年举行戏剧节，而从

1982年开始，以“黄城夜韵”为名，举行

年度公开演出，至今未辍。有些学生在校

时参与戏剧，毕业后继续以华初校友会

中文学会的名义筹划演出，从80年代末

到90年代中，至少有六组不同的校友团

队，以校友会名义公演，其中由林海燕与

马炎庆带领的组合，更在1996年成立“海

燕等人”剧团，是90年代主要业余剧团之

一。中学方面，华侨中学在1979年开始

恢复校内戏剧活动，并于1990年创办华

岗剧坊。华中校友会则从1989年开始，

数度举行大型公演，多结合华中师生力

量，剧目多为历史剧。

13  柯思仁《戏聚百年：新加坡华文戏剧1913-2013》，页136。

14  华中初级学院的戏剧活动详情，可参考：《山岗的脚印：华中人的表演艺术实践》，页135-170；南洋初级学院的戏剧

活动详情，可参考：《湖畔、竹林、白云岗：剧场华彩》，页213-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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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戏剧的复苏，从更大的历史脉

络来看，是80年代以来戏剧复兴与发

展，以及期间的两股主要力量。第一，

是政府有长远规划的文化艺术政策，第

二，是80年代以民间为主要推动力的华

文戏剧热潮。

70年代末以前，戏剧活动几乎都是

由民间团体在推动，殖民地政府与独立

初期的政府，几乎都没有参与和资助，也

没有具体的政策。从王鼎昌在1977年出

任代文化部长开始，逐步推出一些文化

艺术发展措施，如1978年的戏剧表演促

进计划，为艺术团体提供免费演出场地

与制作补助等，并开始举办各种艺术节与

戏剧节。1989年，政府提出《文化与艺术

咨询理事会报告书》，从2000年到2008

年，有三个阶段的《文化复兴城市报告

书》，2012年，有《艺术与文化策略检讨

报告书》。这些有系统与目标的政策，以

及实质的规划与资助，制造一个有利于

文化艺术发展的大环境，也促成80年代

以后艺术活动的蓬勃茁长。

另一方面，经历70年代后半期的低

潮，华语戏剧界在80年代初进行大规模

的合作，有借用艺术节平台的几次大型

联合演出，联办广邀世界各地著名华人

戏剧家参与的戏剧营，并成立华语戏剧

团体联合会等。1986年，在郭宝崑领导

之下，第一个专业华语剧团实践话剧团成

立，90年代以后，更多新一代的戏剧工

作者创办华语为主或双语剧团，如：戏剧

盒、TOY肥料厂、十指帮、九年剧场、避难

阶段等，开创华语戏剧的另一波繁盛景

观，也为有志于戏剧工作的年轻人，提供

以戏剧为专业的机会与场域。华语戏剧的

专业化，某一个程度上是政府政策扶持下

华中初级学院毕业

（1982年），国立台湾

大学中文系毕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硕士，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

目前是南洋理工大学

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
简介

出现的发展方向，也是80年代前以业余为

主的华语戏剧从来没有过的条件。

当华语戏剧走向专业化的同时，英

语戏剧也在迅速崛起，无论是戏剧工作

者、戏剧团体、戏剧演出等方面，很快超

过华语戏剧，成为新加坡戏剧的主力。

这是在60年代建国以来以英语为主的双

语教育体制之下，在80年代开始出现的

新趋势。新一代的华语戏剧工作者，在

统一的教育环境中，有不少是华英双语

兼通，蕴含跨语言、跨文化、跨社群的特

质。他们因此得以与其他语言社群的戏

剧工作者进行合作交流，也有开阔的视

野与多元的现实关怀。

一个世纪以来，新加坡的华文学校

经历各个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使命与

任务。戏剧活动作为主要的课余活动之

一，在学校支持与鼓励之下进行，也回应

社会的脉动与发展。从殖民统治时期的

服务华社与认同中国，反殖抗争时期的

社会连结与艺术提升，到独立建国以后

的配合政策与面向多元，学校戏剧活动

与时代的关系紧密，也展现学校教育体

制与理念的易动，以及新加坡社会环境

与思潮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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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甲子的体坛回顾
——老华中人谈田径与篮球运动	 	
	

⊙陈业雄

前言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华中母校始

终秉持德、智、体、群、美，五育俱全的

教育理念办学兴教，为社会人群作育英

才造福祉。五育中，体育是通过身体肌

肉群组的协调活动，进行身体和意志力

的锻炼，除为强身健体外，更在培养人

的意志耐力为正能量的一种可贵的“体

育精神”，以强化人的合群个性和人文

素养。这其实是造就完美人格形象的一

种“实质性”教育模式。因此，一个成功

的运动员，往往也就是一个完美人格形

象的结晶。

华中创建于19 1 9年，当时社会

动荡，也是大量华族移民南来的大时

代。1942年日本挥军南下，新加坡沦陷，

熬过三年八个月日治的昭南时代（1942

年至1945年）。迨至日军投降，新加坡光

复数年后，社会秩序才恢复，华中才能

复办，重建各项设备，校政才逐渐回归“轨

道”，鉴于可靠的资料暂付阙如，华中母

校早期体育运动的历史回顾，也只能从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

1955年华中田径运动场竣工

华中当年是“公立学校”，筹募巨额

资金，兴建田径运动场，以齐备学校设

施，显示当时华人社会重视为子弟提供

全面教育的决心。先贤们宽宏的气度和

远见，令人敬佩，这是华中人的福祉，当

知感恩。

田径运动，包含跑、跳、抛、掷等动

作，培养运动员的意志和耐力。这些都是

人们日常生活中必须具有的基本动作和

素养，是全面生活教育的一种模式。华中

母校在当时社会环境及经济条件下，仍

然坚持要兴建田径运动场，要给学生提

供正规的训练场地，用心良苦，奠定现今

华中的基础，这种前瞻性令人钦佩。

1955年竣工的田径运动场尽管设备

不足，而且还是煤渣跑道，不尽理想，但

在当时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正规田径运动

场，是独领风骚的正规训练场地。运动

场竣工后不久，邀得当时美国田径冠军

运动员欧文斯（Jesse	Owens）莅临，示

范100米、200米的起跑动作，并表演跳

远的运动姿势，让华中人大开眼界，有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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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赏到世界冠军跳远选手腾空曼妙的姿

态，可谓大饱眼福。

华校（中小学）联合运动会

1959年新加坡自治后，设在加冷机

场旧址的学校课外活动中心成立了，设

立“全国学校体育（中央）理事会”。辖

下有东、南、西、北四个“区学校体育理

事会”负责组织、举办各种体育运动竞

赛项目，于是设定了“校际赛”的体制，

由此学校和学生参与比赛以及交流的机

会增多了；而另一方面，举办了18届的“华

校（中小学）联合运动会”，也就落幕走入

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这可算是新加坡学

校体育运动史的转折点。

华校联合运动会由教育部主办，中

学组以运动员身高分组。凡身高5尺3寸

以上者为甲组，以下者为乙组，分组竞赛

（可见当时华族的身材并不如现在的高

大）。赛期三天（上下午），地点在惹兰勿

刹足球场。这是当时新加坡华社，尤其

是教育界最关注的常年盛事，几乎所有

的中小学校都派队参赛。会场上，各校

校旗飘扬，形成一片旗海，气派十足。鼓

掌声、喝彩声雷动，也牵动了赛场邻近地

区，提升热闹气氛，而今华校联合运动会

落幕一整个甲子，但当年精彩的场景，依

然还鲜活在每个老华校生的记忆里。

华中当年田径风云人物

华中当年田径风云人物知多少？大家

熟悉的有：

1. 华校联合运动会/全国校际运动

会华中名将：

短跑：黄子陵、林日泰、郭锦章、	

何森林

				中距离：吴保华、蔡明柱、

											洪顺金、黄守汉、廖奕昌	

1958年校内乙组篮球赛冠军队伍和包文华老师（后排右一）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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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跑：王坤发、苏仁友、陈贵宏

	 	 跨栏：蔡光雅、林光荣

	 	 三铁：蔡东南、陈锡培、

	 	 	 关国常、蔡和祥

	 	 三跳：黄建筑、张玉山、

	 	 	 林道群、陈业雄

	 	 撑竿跳：丘海源、陈德佳、符致奖

	 2.		全国“公开赛”/国际赛华中健将：

	 	 何森林100米、200米、4x100	 	

	 米接力赛代表新加坡参加：

	 		•		第一届半岛运动会。在泰国曼	 	

	 	 谷举行（1959年）

	 		•		第四届亚洲运动会。在印尼	 	

	 	 雅加达举行（1962年）

	 	 蔡东南标枪全星业余田径公开		

	 赛冠军（1955年）

	 	 注：新加坡国家排球队队长

	 	 参加第四届亚洲运动会

	 				（印尼）（1962年）

	 	 陈贵宏5000米新加坡星华运	 	

	 动会冠军（1958年）

	 	 陈业雄跳高		

	 	 1.	全星业余田径公开赛	

	 	 第三名（1959年）

	 	 2.	新马学联田径对抗赛

	 	 （吉隆坡）第二名（1960年）

老华中人的篮球活动回顾

篮球运动是华校的传统活动，也在

华社盛行。华中校园内当年就有13个	

（沙地）篮球场，可见当时校内篮球活动

非常蓬勃。

校内每年都举行“班际赛”，激励同

学们踊跃参加活动，再从中选派优秀球

员组成校队。50年代，学校组成“华中

华”和“华中中”两支校队参加中华体育

促进会主办的中华杯篮球锦标赛。丘庆

添曾当选星联队队员。

1959年华校联合运动会，男甲1500米异程接力赛冠军。

左起：黄守汉、何森林、蔡明柱、吴保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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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教育部课外活动中心开始

主办全国校际篮球赛。按竞赛体制，各

校先派队参加区际赛（共分东、南、西、

北四区）。从区际赛中选拔球员组成区代

表队，然后举行分区的循环赛。最后选

拔球员，组成中学联队参加篮总杯锦标

赛。篮总杯取代了中华杯成为新加坡篮

球代表球员的选拔赛，而校际赛则成为

华中和中正两支强队的角逐场。

细数华中的篮坛健将

1945年日军投降，新加坡光复后，

华社篮球活动也开始复兴，腾空和工商

校友两队分别执牛耳，当时其他的强队还

有端勇、南兴利、义顺、民众、绿鹰、郭福

成等，各据一方。50年代初，南洋商报罗

致了香港和菲律宾华裔名将，成为新加坡

篮坛的盟主，及后为筹募南洋大学建校基

金，而主办南大杯篮球邀请赛，参赛的亚

洲华人球队有台湾、香港、菲律宾、印尼、

马来亚、砂劳越、泰国、新加坡及主办单

位的南大队（老华中人郭景兆是南大队队

长）。南大杯有极大的号召力，汇集了当

时亚洲华人球星于一堂，各展身手，赛情

剧烈，场场精彩，让新加坡人大开眼界，

把新加坡篮球运动的水平推向最高潮，

而且维系着亚洲华人社会深厚的思想感

情，并达致“以球会友”的宗旨。

此外，1955年蔡木清学长（当时端勇

队主将）被选为马华队（新马联队）队员

参加台湾的介寿杯（庆祝当时台湾蒋介石

总统寿辰的篮球邀请赛），是为代表新加

坡队的本地球员中之第一位华中人，名噪

一时，在此值得留一笔。

1960年第一届篮总杯在大世界露

天篮球场举行，赛情剧烈。中学联和实

乞纳以及同敬三队积分相等。按赛制，

再举行“三角赛”，最后中学联队屈居季

军，而陈业雄入选星联队。当时新加坡

南洋商报球评“新加坡篮坛点将录”，赠

予“中学联铁闸陈业雄”的雅号。陈业雄

1961年8月代表新加坡参加东方年杯国

际篮球邀请赛，在决赛加时五分钟以1分

微差险胜菲律宾队夺冠军。陈业雄助战

有功，亦为吾华中之光。

结语

新加坡于1942年沦陷，光复后初

期，市景萧条，百废待兴之际，母校能复

办，让辍学莘莘学子重返校园继续学业

已经是万幸大事了。当时学校设备以及师

1955年标枪王蔡东南（左）和撑杆跳王丘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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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不足，幸得张修宪及林东鲁两位专业体

育老师辛勤工作，精心策划教材，奠定了

后来华中体育事业基础，功不可没。谨此

追谢师恩！

遥想当年，华中运动员中，不少是工

读生，而且很多是球类和田径的两栖运

动员。在设备不足，各种条件都很不充分

的情况下，抽空参与艰苦繁重的正规锻炼

活动，正体现了运动员坚定的意志力，实

在难能可贵。

近年间，华中老运动员，曾有多次的

欢聚，追述别来生活琐事。原有近20位

常客，这次汇集资料，林光荣学长再召集

时，有多位因为年事已高，行动不便等健

康问题，没能出席，只剩11位露脸。真是

岁月催人老，知交半零落，怅甚。

谨此祝福每位老华中人，宜加珍重，

后进学弟当自强，力争上游，万世无疆。

新加坡海南人，1961年

华校最后一届高中三年

级毕业。中学时代入选

新加坡篮球国手，也是

田径赛运动员。1999年

中学体育教师退休后，

潜心于华人族谱学研究 

工作，有多部有关谱学

的著述。

作者
简介

阔别超过半个世纪的相聚。左起：符永光、蔡东南、沈瑞海、何森林、

廖奕昌、林国庆、林道群、黄守汉、陈业雄、林光荣、蔡木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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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华中戏剧经验
⊙蔡曙鹏

记得那天放学回家，大姐嫣珠告诉

我们，《阿Q正传》快上演了。下次测验

成绩有进步，就带谁去。为了看戏，我努

力为下次测验做好准备。以前，我曾跟着

爸爸去维多利亚剧院看过艺术剧场的话

剧。虽然没锣没鼓，但话剧很好看，给我

留下好印象。因此一听说有机会再去维

多利亚剧院看话剧，兴奋不已。

测验成绩有进步，大姐实现诺言，

带我去看华中学生戏剧会公演的《阿Q

正传》。戏真的很好看。那是许幸之的版

本。当时年纪小，没有全看懂该剧的深刻

意义，就觉得阿Q既可怜又可悲，受尽欺

凌，却又不争气。大姐说，阿Q的精神胜

利法，正是他的致命伤。未庄里的大大

小小人物，就像真的出现在眼前。看他们

的忧伤与不幸，我这个年纪小的观众，很

受感动。

不久后，大姐又带我看了华中学生

戏剧会公演夏衍的《心防》、华中校友会

公演郭沫若的《屈原》和华中学生戏剧

会公演田汉《咖啡店的一夜》，这些戏把

我带到不同年代的中国，领略当时中国

第一线优秀剧作家的经典作品。1960年

代初期，除了华中、中正、南大戏剧会有

定期演出外，校友会、文艺团体如艺术剧

场、艺联剧团、康乐音乐研究会等也有话

剧演出。我是有机会就去看戏的标准戏

迷。这里谈谈我的华中戏剧缘。

戏剧会和校友会演出的剧本，都没

有小孩的角色，因此我没有机会上台当演

员。我参加后台工作的第一部戏是洪谟、

潘孑农的《裙带风》（申请演出准证时被

改名为《水产专员》）。记得那天下午我兴

冲冲到戏剧会会所报名，希望有机会参加

演出。在会所里我遇到的第一个人是符策

机学长，他说：“你太小，戏里没有你的角

色，但是你可以当提示。哦！提示，就是

躲在布景后面帮忙演员念台词。当好提

示，将来就能演好戏。”就那样，我参加

了排练工作。

《水产专员》就在华中礼堂的舞台上

排练，而且是在晚上排练。当时山坡上没

有明亮的路灯。第一次排练，还是妈妈陪

我去的。妈妈看了排练后说：“你参加这

个活动，华文能进步。可以参加。”我高兴

得直蹦跳。原来，提示真的要躲在沙发、

布景的窗外或门后，为演员提示台词。每

一句台词要比演员提早几秒钟念出来，帮

助他们记住台词。因为非常喜欢戏剧，我

很快背会了所有角色的台词，记住了所有

演员的台位。更重要的是我努力把所有角

色的语气、语速和语调都念出来，因而得

到剧务邓锡明学长极大的鼓励。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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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认真观察大哥大姐演戏，将来一

定也能演好戏。”

其实，那个年头，我的艺术滋养还

来自华中学生戏剧会和华中图书馆的戏

剧藏书。华中学生戏剧会的书柜不多也

不大，但有很多剧本。夏衍、田汉、郭沫

若、陈白尘、熊佛西、丁玲、于玲、吴祖

光、茅盾的剧本，丰富了我的课余生活。

他们的戏，写出那一代的中国剧作家对

国家与社会的关怀。最有意思的是那

些剧本，先后由华中校友会、南大戏剧

会或友校戏剧会、其他文艺团体演出。	

如《北京人》《雷雨》《日出》《原野》	

《捉鬼传》《岁寒图》《林冲夜奔》《清

明前后》《正气歌》《少年游》《上海屋

檐下》《大团圆》《钦差大臣》《鸡鸣早

看天》《清宫怨》《娜拉》《孔雀胆》《雾

重庆》等等，给我一个又一个读者想象

和演出实况对比的机会。那是非常可贵

的学习经验。华中图书馆书架上的剧本

我也全读了。更重要的是图书馆里还有

南大戏剧会的《戏剧研究》及其他中学

戏剧会和文艺团体的特刊。我特别喜欢

那些杂志里的戏剧与舞蹈评论的文章，

常常对比文章所说与我自己对演出的印

象。这也正是我的历史老师曹玉航常在

课堂上所说的：“大家在看资料时，要养

成发现、观察、思辨和判断的习惯。”我

想看戏也一样，在对比过程中发现与思

考，学习判断，乐趣无穷。

华中图书馆里还有两部我非常喜欢

的剧本：《金鸡偷油》和《禁止小便》。后

者艺术剧场演了。前者我介绍给程茂德

老师。他将《金鸡偷油》改编为广播剧，

由儿童剧社演播。1985年我还为艺联剧

团导演这部讽刺喜剧。2015年及2016

年，我将它改编为戏曲剧本，并先后为商

丘豫剧院和广西戏剧院导演了豫剧和京

剧的《金鸡偷油》。越南国家话剧院也邀

请我排这部戏。我将它改编为儿童歌舞

剧，在河内成功演出后，受邀参加了在中

国、日本、韩国举行的国际戏剧节。

我记得还在华中读书时，有一天，听

胡云麟学长说，华中校友会要演出《狂欢

之夜》，华中学生也可以参加，我高兴极

了。虽然我知道那部戏没有小孩的角色。

但我很乐意报名当提示，因为我打听到演

屈原的学长将负责导演的工作。那是我第

一次看到我十分仰慕的朱运良学长，他扮

演的屈原太出色了。他那段雷电颂，震撼

了一个年小的少年。《狂欢之夜》是一部

很有趣的讽刺喜剧。第一次读剧本时，我

不知被精彩的台词逗乐得放声大笑了多

少次。排练场上，目睹了学长们在朱运良

学长的启发下创造角色的过程。我近距

离观察了他们尝试揣摩角色、琢磨台词、

一步一步走近角色，非常敬佩。后来也在

电视上看见了演县长的戴鹏学长，在醒华

校友会的《雾重庆》看到演教育部长的符

少东学长等人的其他戏，角色都演得栩栩

如生。我十分崇敬的学长们其实当时也

不过是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但就因为喜

欢戏剧，他们在短短几个月内，聚集在华

中礼堂，把工余的精力、能力、志趣，集

中在把戏排好的这一单纯目标上，然后以

最大热情和精力投入其中，为当时的社会

提供丰富的精神养分，真的很了不起。我

想，后来戴鹏学长在电视与符少东学长在

舞台成为知名演员，和他们在华中的经验

是分不开的。演出特刊学长给我取的别

名苏大梁我并不介意，重要的是《狂欢之

夜》是我学习戏剧的重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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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代，华中校友会先后在

维多利亚剧院公演四大名剧，

在我国剧坛掀起涟漪。这是当

年演出特刊的封面。 

《狂欢之夜》演出很多个月后的一天

下午，朱运良学长突然到戏剧会来，还说

要去拜访叶文祺老师。我马上要求学长

带我去，他说好啊好啊一起去。我高兴极

了，战战兢兢跟着学长们，走进老师们住

的宿舍。因为年纪小，坐在离老师较远的

椅子。出于对老师的崇拜，句句入耳，至

今我还记得当时谈话的内容。原来《狂欢

之夜》演出很成功，华中校友会陈龙得会

长乐意支持大家再演一部大戏。学长们

一进门，便开门见山向叶老师请教，问叶

老师在《屈原》《狂欢之夜》之后，该演什

么大戏合适？起初叶老师说了几部戏，包

括老舍和宋之合作的《国家至上》、张骏

祥的《万世师表》、郭沫若的《筑》（高

渐离）。最后，大家倾向吴祖光的《正气

歌》。邓锡明学长转头和我开个玩笑，

说吴祖光在剧本里没有写难民的儿子这

类角色，“这次，你再当提示好不好？”叶

老师在《狂欢之夜》排练场上看过我，问

我“你叫什么名啊？你的提示带着感情，

很好嘛。只要你努力不懈，将来一定有机

会。记得，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

《正气歌》排练还没开始，我早已经

到了安溪会馆。不知道为什么那次的排

练，再也不在华中礼堂了。我非常喜欢历

史剧，不论是田汉、郭沫若或吴祖光，

他们的历史剧不仅教会读者与观众良知

判断、是非判断与美丑判断，其优美的台

词，气质高雅不凡，气度清峻慷慨，叫人

读了听了，身心舒畅，精神超脱。更重要

的是它传达着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厚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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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知识，以及思想的力量。妈妈说得一

点没有错，我参加了戏剧活动，华文进步

了，视野也开阔了。

那几个月，收获可大了。导演叶文祺

老师就是几年前《屈原》的导演，能近距

离跟着他，感到十分幸福。从很多学长

们口中听说过，他是个非常好的数学老

师，更是一位有学问的戏剧导演。我每次

排练，都仔细观察老师的一举一动，聆听

他的一言一语。叶老师还是个美髯公，嘴

上有两撇浓黑胡子。他身材高大，温文敦

厚，亲切又热情。从第一场戏的排练，我

就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我想叶老师就

是高玉芬老师说的那种“读书破万卷”

的人。他指导曾智强演贾似道时，就给他

说当时宋朝靖康之变后，北宋被金朝所

灭，皇帝仓惶迁都临安的历史。排到文天

祥和伯颜元帅初会的戏，把两方首领的

心境，说得很清晰。“剑拔弩张知道吧？

战与和，毕竟是牵涉到许多老百姓生命

的事。两个大将的谈判，要把握好气氛，

这场戏，才会有充沛的戏剧张力。”要演

1967年高中毕业。民族

音乐学博士、新加坡戏

曲学院创院院长、越南

国立电影与戏剧学院

讲座教授。联合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名录2005

年度评委。《世界当代

戏剧百科全书》亚洲

卷主编。编导的戏曲、

话剧、舞蹈作品，受邀

在30多个国家的艺术

节上公演。著有《狮城

说戏》等书。

作者
简介

华中学生戏剧会成立10周年游艺晚会节目表。 

员想象他们的角色所处的复杂的局势和

手头上的牌子。伯颜老谋深算、文天祥

稳如泰山。朱运良学长和陈子权学长这

场戏，特别好看！在处理两军交战的场

面，叶老师决定以虚代实，用光影营造刀

枪相见厮杀，避免实打露馅。决定服装、

头饰、布景，不论用色、用料，叶老师也样

样说得头头是道，肚子里装有掏不完的

知识。我很庆幸，少年时代华中校友会给

我那样一个好机会，让我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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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乓球运动在近10年来，为新加坡

争取了不少国际荣誉，包括2008年北京

奥运会女团银牌、2010年世界锦标赛女

团冠军、2012年伦敦奥运会女单和女团

铜牌，这些奖牌都是靠外援球员赢回来

的。大家可曾知道，早在60多年前本土

球员就已经在亚洲锦标赛及东南亚区域

运动会上为新加坡争光了！

山岗舞银球
——60年来的华中乒乓球员

⊙谢崇文

1954年，潘永浩（已故）与罗庆超在

新加坡举行的亚洲锦标赛中夺得男双冠

军。潘永浩是华中校友。除了潘学长，另

外两位华中校友谢崇文（笔者）和金美环

也曾在东南亚运动会赢得金牌。笔者是

1960年代华中毕业生；美环则在1980年

代就读于华中初级学院。

母校即将庆祝百年校庆，在过去60

1967年亚洲乒乓球赛在新加坡举行，当时的队里有三位华中校友，他们是后排左一的郭三秋、

左二的符树电和前排左一的谢崇文。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515 20/2/19   1:39 PM



516

百

年

华

中

情

课

外

学

余

英

才

现

年来，它培养了超过20位乒乓球国家代

表，如：1950年代的潘永浩、郭三秋和符

树秉。1960年代的林明湜、符树电、谢崇

文和郭长乐。1970年代的孙敏慎、李荣

刚、周树声、杨显聪、林猷山、金光益、 

刘慧兰、金美玲、林玉华和吴翠云。1980

年代的金美环。1990年代的蓝雨涵和林

志清。

还有一位比较特殊的校友是残疾乒

乓国手苏有仁，他是1970年代的华中学

生。2011年代表新加坡残疾人国家乒乓

队，迄今为我国赢得三面东南亚残疾人

运动会铜牌。值得一提的是，苏有仁也是

画家，参加过不少画展，其中包括华中校

友会主办的画展。

除了上述20多位乒乓国手外，华中

乒乓校队也培育了许许多多的少年国手

和国家集训球员。他们是：陈贵和、卓建

南、蔡国伟、郑汉聪、蓝欣凝等等。还有

一些学生“打而优则导”，当上了国家队

教练，甚至是乒乓球总会领导。如：郭三

秋（前乒总秘书及国家队教练）；潘永浩

（前国家队教练）；符树秉（前国家队教

练及乒总理事）；笔者（前国家队教练及

残疾人国家队教练）；陈贵和（前乒总会

长及秘书，现任残疾人乒协会长）；杨显

聪（前乒总秘书及宿将联会会长）及苏有

仁（前残疾人乒协会长及现任副会长）。

以上的校友在乒乓方面的表现，显示了

华中在发展和推动我国乒乓球运动上做

出了不少贡献！

华中的运动健儿在校际乒乓球赛的

表现更是优异。在武吉知马区的校际赛

中，华中一路来是常胜军，经常包办甲、

乙、丙三组冠军；在全国中学赛的夺冠次

数也不少。

谈了这么多辉煌成绩，现在也说说母

校乒乓球队的一些趣事！

在众多前国手中，有兄弟档、母女

三人组和姐弟妹三人帮。他们是1960年

代的符树秉与符树电两兄弟；1970年代

至90年代的刘慧兰与两名女儿蓝雨涵及

蓝欣凝。雨涵曾参加东运会并获女团铜

牌；欣凝则是少年国手。19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则有金家三姐弟妹美玲、光益与

美环。美环更是1985年东运会女团与女

单的金牌得主！

从1960年代开始，乒乓校队是在华

中体育部的四间课室里训练。第一间课

谢崇文击球英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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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保留给国手级及校队顶尖球员练习，

内设一面大玻璃镜。我在1964年进入华

中，在那时念高中的学长符树电是当年

的国手，他在训练前都会在玻璃镜前作

热身运动，包括对镜挥拍进行“影子训

练”，以纠正姿势。据说这是他到国外参

赛时从高手那里学来的训练方法。

乒乓校队的负责老师林秀润（已故）

是训育部的职员，他虽然并非教师，但球

员们都十分尊重他。林秀润先生有个外号

叫“阿茂”，他乒乓球艺不错，但却是直

拍木板怪异打法，就是球拍不贴胶片。每

年的乒乓队遴选校队代表都由他一手包

办。他就是教练，要进入校队必须打赢

他，否则就被淘汰。其实，当时能打胜他

的人并不多，输给他的也有一些有能力

成为校队的球员。

残疾轮椅乒乓球国手苏有仁（中）在2014年东南亚残疾运动会上获得单打和团体两枚铜牌。

右二是当时的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黄循财。

母女都是乒乓球国手：刘慧兰（右一）与两名女儿蓝雨涵（左二）、

蓝欣凝（右二）都是华初校友。左一是慧兰的丈夫蓝平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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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1960年代华中乒乓球队是过去

武吉知马区，甚至是全国中学锦标赛的佼

佼者，区内的一些学校，尤其是纯女校，

都要求华中派球员到他们的学校义务指

导。当年华中球员曾经指导过安德逊中

学、玛丽蒙女校、南洋女中等。记得在

1967年，华中主办全国中学乒乓赛时，

除了众多的华中本校的支持者之外，就是

这群外校的“徒弟”了！

母校建校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培育了

无数人才，今日更是成为我国名校之一。

身为华中的学生，我们都感到万分自豪。

最后，愿母校继续培育各个领域的优秀

人才！

文中提及的国手名单，全凭笔者的记忆，如有遗漏，敬请
原谅。

退休新闻工作者。华中

高中毕业（1971年）。 

1988年任母校乒乓球队

教练，1998年协助成立

母校校友会乒乓球活动

组。曾任国家队教练

八年、残疾国家队总

教练八年，也担任乒乓

球总会理事逾10年。

作者
简介

 2018年10月在华中综合体育中心1300余位师生参加校史上最大的乒乓球赛。

 2017年华中中学部和高中部乒乓球员、顾问老师及教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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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华中的缘起

1962年新学年伊始，我步上两位兄

长的后尘，踏进曾被誉为东南亚最高华

文学府，德智体群四育兼备，成绩彪炳辉

煌的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学习，与有

荣焉。巍峨的钟楼大厦，云树苍茏的华

岗，虽然没有养正学校翠兰岗历史的悠

久，却是我七年朝乾夕惕，日就月将的好

学堂，岂容我辈辜负好时光，正是华中校

歌的真实写照！

回顾1959年曾出席全星华校中小学

校运动会，盛况空前绝后，一辈子难以忘

怀；可惜1960年被勒令停办，改为全星

各民族运动会。隔年我代表养正学校参

加掷垒球与跳高比赛，分别摘得冠、亚军

的桂冠。		

1962年我就挟着这一傲人的体育成

绩，被训育主任林达老师特许安排在上

午班上课。当年，中一至中三学生需要在

德智体群其中最少有一项优秀的成绩，

才能在上午班上课。课室就在学校最右

边的一间，我就此从最后一间课室逐步

地上到钟楼二楼的第一间课室。正应了

华中校歌的其中一句歌词：“膂力方刚，

经营四方，前途浩且长”，虽然老来膂力

受损，却也为母校在体育活动领域里经

营四方，威震八方。

这安排一直延续了七年，让我在华

中七年的学习生涯里，有着非常充裕的

时间为母校争光，还经常拿来自我调侃

比一般同学更爱母校多一年。在那七年

里，上午上课，下午参与体育活动到傍晚

才回家吃晚饭。甚至偶尔上午、下午、晚

上都要参与比赛，直至比赛完后，子夜

时分才能回到家。就这样从排球代表国

家队，篮球代表新加坡中学联队（1968

那一年中学联队获得全星篮总杯冠军），

到田径，游泳比赛等，令老师对我有很大

的意见。

以至于到中三那一年需要重读，而

这一年的重读，除了让我有更强大的膂

力体魄与更多的时间报效母校之外，在

学习方面，因我高中选读的是医科班，学

校的A班，依照校方的惯例，学校会安排

最优秀的老师来给我班上课，使我有机

会沐浴于高亚思师、潘金顺师、李绍渊

师、林宝安师、李志韶师、黄全庚师等师

恩之下。成绩名次在初中始终徘徊在30

多名，一下子蹿升至第九名，为我在未来

的南洋大学与加拿大研究院学习，打下

坚实的学术基础，令我的一生在德智体

群上得到全面的发展，获益匪浅，至今感

念校恩师恩在怀。

华中1960年代的体育简史

日本投降之后，在学校董事会的努

力之下，于1948年12月聘请郑安仑为校

长，主政19年至1968年退休。他于1950

我与1960年代的华中排球队
⊙林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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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筹款4万余元，使大运动场得以在1954

年竣工，包括有足球场、400米标准跑

道、可容纳4500多人的看台、九个篮球

场、两个排球场、两个网球场、两个羽毛

球场及10张乒乓球桌等。

先贤为我们这些莘莘学子提供了一

应俱全的各项体育设备与优良的训练场

所，使母校从二战之后至1959年的全星

华校中小学运动会，始终在中学组独占

鳌头，战绩彪炳。二战前，母校篮球队曾

击败本地强旅，远征马来半岛中南部各

地，取得全胜不败的纪录，轰动星马两

地。1960年代的乒乓队更有林明湜、符

树秉、符树电等国手，猛将如云。

至于排球，早在1958年，母校就有

一支排球劲旅，至1964年，已有同学被

选进国家代表队，他们毕业之后，组成

华中校友会排球队，多次获得全星排球

各锦标赛冠军，并在当年获得全星排球

赛冠军之后组队访问泰国。

我与华中的排球队的结缘

从1962年开始，体育课是我最钟爱

的一项科目，每一年都获得特优。记得当

年每天下课之后就往球场跑，由于我二哥

是国家乒乓队代表，所以一开始我就喜欢

上乒乓球运动，中一那年，我就在国手林

立的全校乒乓锦标赛中获得第七名。

由于我生性喜欢群体运动，渐渐地

就花更多时间在篮球场与排球场上。就

在中一那一年，被选上为排球乙组校队

代表兼队长，这一兼，从乙组到甲组，我

做了整整七年的校队队长，相信这是华

中体育历史上的一项奇迹，后无来者。

自全星华校中小学运动会停办之

后，从1960年开始，全星中学分为武吉

知马、实龙岗、加东、城市及巴丝班让五

区。从1962年起，我主要代表乙组排球

和篮球校队，多次获得武吉知马区及全

国冠军。

当时华中排球校队就有一支阵容很

强的队伍，球员有邱瑞辉、林嘉宾、杨秀

勤等国家队代表，我就在这些前辈们的

影响之下，球艺日益精湛。除此之外，华

中还有一支拉拉队，他们全副武装，敲

锣打鼓，自发地出现在全星各比赛场地

上为我们球队打气；球队胜利的功劳簿

上，应该要浓墨重彩地给予这些无名英

雄记上一功！

那些年的训练日子，乐多于苦，值

得一提的是南洋女子中学的英文老师李

玉麟，他经常安排华中球员到南洋女子

中学的场地与南中的排球员交流，当年

的南中排球队就有四五位球员代表国家

队。这是当年华中与南中学生交流的一

段佳话，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已故总统王

鼎昌学长与夫人林秀梅。

随着身子的逐渐茁壮成长，1966年

在我18岁读中四的那一年，球艺已经达

到巅峰状态，可惜当年排总被一小撮人

把持，极力排挤华中球员。令我到1967

年才被选上为国家代表队，也是唯一一

位华中的在籍学生代表。

由于母校在1967年获得了全星少年

杯冠军，1968及1969年更获得全星排球

赛冠军，才陆陆续续地有陈楚生、郭劳

望等被选进国家队，王成义和卓鸿旗也

被选为国家少年队队员，1965年张时新

被选进国家少年队代表。可以这么说，在

整个1960年代，母校雄霸全星中学排球

队，所向披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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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获得全星排球赛高级男子组冠军，摄于中华女中室内排球

场。后排左起：冯耀泰师、林东鲁师、薛仰华、薛仰德、

林嘉胜、李振庆、卓鸿旗、张时新校友；前排左起：陈楚生、王成义、

郭劳望、辜应堃、林明雅（队长）、朱明谦。

远征马来西亚之本校排球队全体职球员阵容。领队兼指导：

林东鲁师（右一），秘书：吴进顺师（左一），干事：黄子成同学（左二），

队长：林明雅（7号），队员：林嘉胜（12号）、陈楚生（1号）、郭劳望（2号）、

卓鸿旗（6号）、王成义（10号）、薛仰德（4号）、薛仰华（5号）、

袁水鸿（14号）、朱明谦（3号）、李振庆（不在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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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为了奖励排球队取得佳绩，

继1964年校友会组队访问泰国之后，

母校又再次组织校队远征马来半岛。为

了百年这一瞬间不被忘却的纪念，我把

当年的领导、球员名字、集体照以及战绩

列下，以资永远的纪念。

1967年12月，趁学校假期远征马

来半岛，我们首战马来西亚排球劲旅马

六甲培风校友会，就以3比1绝大优势获

胜，轰动整个马来西亚排球界。至吉隆

坡、怡保和金宝三地，对方不敢轻敌，均

派出马来西亚排球队国手，精锐尽出，我

队都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战绩如下：

	 16日对垒马六甲培风校友会排球

队，成绩：3比1。

	 19日对垒吉隆坡再也英校，

	 成绩：3比0。

	 20日对垒吉隆坡集友队，

	 成绩：3比1。

	 21日对垒怡保琼声队，

	 成绩：1比1（下雨停赛）。

	 22日对垒亚罗士打金银业队，

	 成绩：3比0。

	 24日对垒槟城中学联队，

	 成绩：3比0。

	 26日对垒金宝新日光队，

	 成绩：3比2。

后记

对于一支拥有如此辉煌战绩的中学

排球队，是值得大书特书，永载母校史

册。我们这些即将踏入古稀之年的球员，

还经常保持联络，话说当年，其乐融融。

希望将来的学弟妹们也能够继承学长们

拼搏、自强不息的精神，为母校争取更大

的荣誉。由于年代久远，难免挂一漏万，

趁此母校百年诞辰，寥寥数笔，谨此与诸

位校友一起回顾与分享！		

1968年毕业于高

二A医科班，现为

新加坡佛教总会

高级文化研究员。

作者
简介

离校半个多世纪，球员依然时常聚叙。左起：林嘉胜、郭劳望、王成义、林明雅、

张时新、薛仰德、陈楚生。摄于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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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9日，华中嘉庚大礼堂聚集

了一批老中青的人士，除了符和宁老师以

外，戴文锦、陈秀全与陈赐全老师都来了。

这是华中圣约翰救伤队难得的一次

大聚会，庆祝华中圣约翰救伤队成立50

周年，是在戴文锦老师、林金龙、孙仁宝

学长等积极地发动下，找回了一大批不再

是“不知愁滋味”，而是历经生活风霜的

老壮队友重投母校的怀抱，回忆昔日的

山岗上闪亮温馨的时光。

遥想昔日峥嵘岁月，圣约翰救伤队

的同学个个风华正茂，挥斥方遒。烈日当

空，无论钟楼前的马路、运动场上的台

阶，我们都在努力地挥洒年轻的汗水，在

划一响亮的口号声中练习步操，练习抬床

动作。那时敢指点江山，敢问苍茫大地，

谁主浮沉？那种气吞山河如虎的气势，是

那么的雄壮与威武。

华中圣约翰救伤队的历史，可追溯至

1966年5月9日开始的急救科训练班，由

林楚雄、李国铭、陈敏克三位先生负责教

授，王汉秋、张大岭、莫亚来、高金发等

四人负责教导步操。10月6日，由石树德

医生主持急救考试，共有29位同学及格

成为合格的急救员。同年11月27日，戴文

锦老师（后担任德兰中学校长）及符和宁

老师也考取了急救科文凭（证书）。他们

于1967年1月18日领取了这个证书，也同

永远的华中圣约翰救伤队	
⊙林顺福

星期六的步操是最严格的训练之一。

在划一响亮的口号声中练习抬床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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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圣约翰救伤队团员与顾问符和宁老师（前排左一）、戴文锦老师（前排右一）合影。 

两位老师在1967年1月主管华中分队。这张照片在创团约两年后拍摄的。

2017年圣约翰救伤队成立50年，1960和1970年代的队友归队庆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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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宣告华中圣约翰救伤队的正式成立。

母校的校训“自强不息”对华中圣约

翰救伤队而言更是重要的。本着这个精

神，队友们从创队以来就扬威于校际（联

队与区部）与国际赛事，捧回一个个的奖

杯与荣誉。

1973年开始在校园里举行“学以致

用盾”救伤比赛，让队友相互切磋抬床，

救伤与步操的知识与技能，也让已毕业

离校的队友回来指导在籍的学弟们，这

不仅仅让救伤队的队员得以互相观摩学

习，也促进了队员之间及新老队友之间

的情谊。

小小的救伤室就设在华中大礼堂侧

翼。虽然正式活动在星期六，但事务股

的同学每天都会在这里值班。就算没有

任务，下午班的同学和上午班的同学都会

来到这个小空间，下棋或温习功课。当时

华中设有高中部，初中同学若有功课上

的难题，学长们都会细心的给予指导，让

我们节省了一大笔的补习费。

星期六的步操与抬床操是最严格

的训练。提起训练股，大家无不敬畏三

分。尤其是林金龙担任训练股股长时更

令我们这些小辈闻风丧胆。当然他也深

受历届同学们的爱戴。凡救伤队有重大

活动，如1976年的成立10周年庆典，过

去几年毕业队友的相聚及50周年的大

聚会，戴老师都钦点林金龙老大出面组

织。可见龙头老大的名不虚传。

康乐股是极受同学们欢迎的。早在

1967年9月3日，由陆锦城与刘树煜分别

担任正副队长的篮球队于1969年8月31

日举办了“自强不息杯”篮球赛。康乐股

负责的同学经常绞尽脑汁，尽心尽力的为

队员们主办各种活动。每逢假日，就会与

1974年华侨中学高中

毕业。现为自由业者。
作者
简介

联队的其他学校如南侨女中或南洋女中

的队友一同联办野餐，或者带领同学们到

工厂参观及一些重要的著名景点观光。

母校百年，时光荏苒，当年的队友各

为生活奔波，不少在各自的领域都发光

发亮。有科学馆馆长，有国大教授，有商

场上成功的企业家，有文化人，有医生。

而我们两位创队的队官在退休前也身居

高职，符和宁老师当了副校长，戴文锦老

师当了校长。戴老师更是退而不休，还积

极参与社会服务与公益活动，也努力笔

耕，出版多本回忆录，可说是我们后辈的

楷模。

我们已故的分队主席李豪老师说

过：“只要一个人做过一天的救伤队员，

他永远就是救伤队员。”是的，我们每个

从华中圣约翰救伤队出来的学生，不论

在生活中，在精神上，都不会忘记在那短

短几年中流汗、温馨、难忘的日子。

作者按：文中关于华中圣约翰救伤队的成立，“学以致用
盾急救比赛及篮球队”都根据戴文锦老师的《华中圣约翰
救伤队与我》的文章资料，不敢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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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奏

往事并不如烟。50年后，虽然鬓已

灰白，记忆也已逐渐消退；近日回首往

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约略记得，当华中训育处的职员林

秀润先生1于1968年初（正确日期已记不

起了）来华中纪律团办公室找我，说是学

校要选我代表华中参加辩论比赛，当时

还当真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何德何能担

此重任？我当时连问也没问林先生其他

代表同学是谁，就一口回绝了，态度不可

谓不坚决。

没想到过后不久，训育主任宋和才老

师竟然谦卑客气到我的住家2探访我，并

晓以大义，力荐我一定得代表学校出赛。

当天他就透露其他三名确定之代表同学，

他们是高二的沈茂树、宋良德和黄嘉昌。

替补的两位分别是姓陈和姓何的高一同

学。高二的翁木兴同学3统筹一切事务。

“青年论坛”辩论会秘辛
	

⊙谢水霖 

我很谦卑与诚恳地告诉宋老师，我

不想代表学校出赛，原因有三：

一、我好辛苦才在1966年底/1967

年初从墙的另一边翻墙过来，已经引发

不少问题（详情我未告知），总之我不想

太张扬了。

二、父亲因染工业疾病，1962年初

一病不起。好辛苦撑到1967年初，不幸

逝世，享年仅47岁。经过一年的悲痛后，

我只想静静完成学业；希望高中毕业后

找一份工作（我当时只有永久居民身份，

不必服役），帮忙母亲改善生活。父亲病

重之时，母亲一人已经撑得很辛苦了。

三、我并不适合。我除了小学儿童节

二次上台，念教育部长训辞外，根本没有

任何演讲比赛的经验，更莫奢谈什么辩

论比赛。	

反观沈、宋、黄三位同学都是华中华

语演讲比赛的首三名常胜军；尤其是沈

同学，还荣获1967年扶轮社全国非英语

注

1   林秀润先生已于1998 逝世。他生前对我有大恩；曾经介绍我给来自曼谷米王之一的马家之长子补习，否则我大学首两

年的费用就无着落了。至今我尚与也是华中校友的学生有来往。

2   寒舍位于Chia Eng Say Road尾端近武吉知马热带林边沿。此路始于Rail Mall附近跨桥铁路旁，是为纪念1942年逝世

之前新加坡石王谢荣西先生而命名的。老先生是中正的创办人，也是作者的同族堂祖叔父长辈。

3   翁木兴同学是高二文科班的老大。他虽不是最年长，可是为人忠厚和蔼，做事认真负责任，得到众同学的尊敬。他已于

2017年6月14日因病逝世，令我们悲恸不已。我谨以此文纪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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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青年论坛”大决赛获胜后与易润堂夫人（中）合影。 

左起：沈茂树、谢水霖。右起：宋良德、黄嘉昌。

源流中学英语演讲比赛的桂冠。他近日

才告诉我，当年全国英语比赛（包括各源

流学校）的冠军现在是上诉庭的一名女法

官。此是后话。

我请宋老师另请高明，因为如果他

把我选上，恐不会服众；如果失败的话，

他也很难向校方交代。华中演讲高手如

云，不应该找我。比如理科的傅 4姓同学

也是高手之一，绝无异议。

我请宋老师三思三思再三思，以免

受我所累。我不想看他受羞辱，宋老师叫

我不必想太多，他最后指着自己的太阳

穴说“我要的是这个”，我才明白他的苦

心。不过我没有马上答应他，我说我只有

一个祈求，在我未下决心之前，我想知道

其他代表同学是否愿意我加入。宋老师

答应了。

过了不久，宋老师又找我谈话，说其

他代表同学皆表示支持我的加入，最后

我不再婉拒宋老师提携学生之心意，义

不容辞，披甲上阵。

出赛过程

我不知道是否是宋老师的意思，蒙

同学们的厚爱与支持，我被选为结辩手

（辩论赛最后一位总结陈词的辩论员）。

大家都很用功准备赛事，简直到了

形影不离和废寝忘食之地步。宋老师也

常常下来一齐讨论辩题并鼓励我们一定

得尽力接受挑战和顶住心理压力。

华中运气不错，5月中第一仗和公教

4   今年7月与傅同学在敝工作的律师楼巧遇，相见甚欢。好几十年没见面了，真是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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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 5（也是新加坡辩论史上的奇葩，可

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重赛时，我们

淘汰了公教中学。过后，他们的四位代表

同学都成了我的好友，其中一人后来还

成了我的谊兄弟，当了医生，可惜英年早

逝，令人不胜唏嘘。

进入半决赛，我们又淘汰了公认的强

手中正中学。他们的代表同学个个华语一

流，字正腔圆，好像有三位出身著名的儿

童剧社。他们的语音训练有素，顿时让我

的闽南腔华语矮了大半截。

进入6月底，为了准备大决赛（准确

日期我忘了），宋老师请了周清海老师 6

和林文献老师当我们的指导老师。

原因是新加坡电视台出了一道至今

我尚认为十分优秀的辩题“在建国初期

经济发展是否比文化工作更重要？”

当时的赛制是辩题在一周前通知正

反两支队伍。但决定哪一支队伍是正方

或反方是当天（也可能是前一天？）现场

抽签决定。所有队伍得预先准备正反方

的辩论内容，极具挑战性。7

宋老师果然慧眼识英雄，请来两位

指导老师真的帮了同学大忙，也为以后出

征大决赛打下良好的基础。至今，我们都

心存感激之情。

华中在大决赛的对手是德新中学，

他们算是一匹黑马，能够一路冲入大决

赛，实力不容小觑。德新中学代表同学 8

中的结辩刘同学原来也是华中学生，中二

（1964年）那年我和他同班（中二丙），

后来不知何故他不来上课了。没想到四年

后，居然在电视台重逢，人生还真神奇！

双方客气一番后，唇枪舌剑开始，好

不激烈。

华中运气不坏，最终我们从文化部

长易润堂夫人手中领得冠军杯，全场欢

呼声雷动。华中郑校长、老师们和几十位

同学在电视台大楼前留影，可惜照片不知

何故，再也寻不回了。

《电视与广播》杂志142期 9记载	

“本月七日晚，新加坡电视台所放映的青

年论坛辩论大决赛，曾轰动一时……”

胜利归来 	

当学校把闪闪发亮的冠军杯摆在黄

仲涵大礼堂的讲台座上时，我心潮澎湃不

已，泪水差点就要掉下来。过去几个月的

辛苦和委屈终于结束了。我呆在礼堂接受

好多不熟悉的同学和不相识的学弟的握

手祝贺，令我感动，也怀感恩学校之心。

我依稀记得冠军队队员每人获赠

书券（价值忘了）。我过后去了乌节路的

MPH书局换了一本《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

解词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当年应

该是第二版吧！该词典后来改名《牛津高

5   公教中学的四名代表同学分别是何耀明、吴新进、朱添寿和卓林河。

6   当年周清海老师好像刚从大学毕业，在华中教华文，具体情况不明。

7   请参考《重聚五十——一公教中学一九六六中四毕业班五十周年纪念刊》，页47。校际辩论会，作者卓林河。

8   德新中学的四名代表同学分别是严家民、薛智青、彭丽儿和刘振洪。今年1月彭与我和寒川在中峇鲁坊会面，她还送我

1968年“青年论坛”和1970年“大专电视辩论会”的全版报章之影印本，令我感激不已。她真是有心之人。

9  1984年1月20日承蒙陈川强学长（烈浦）送我《电视与广播》第142-154期（合订本），我才能轻易找到当年胜况的资料。真

的很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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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英汉双解词典》。

还真没想到这本词典还陪我度过

我在前新加坡大学法学院四年的艰辛岁

月，可说是我的良师益友。沈同学也帮我

不少，他高中主修英文，英语/文超好，我

望尘莫及。至今我还感念不已。10

郑 校 长 赛 后 不 久 在 玛 格 烈 道

（Margaret	Drive）前大众百货公司楼上

的金冠酒楼宴请老师及同学们，算是慰

劳大家辛苦的付出。

说实话，我这出身山芭的穷人家孩

子，除了甘榜的婚宴，从未上过正式的大

酒楼，更不曾去过女皇镇一带。当天的慰

劳宴令我大开眼界。

赛后趣闻

自从上了电视后，生活变得有趣多

了。黄同学是道道地地的旧美世界孩子。

他父亲的店就在旧美世界里头，全家住在

前南洋戏院前面街上的排屋。我青少年

有一半时间花在美世界。我和黄同学出

现在美世界时，好多店家和小贩都认出我

们，和我们热情握手。胜利的喜悦真是难

以言喻。

每当我搭巴士回家（绿色巴士1号、	

2号和4号），司机和剪票员也会主动上前

跟我打招呼，久了就成了朋友。附近友校

的学生也一样，使我受宠若惊。

时不时南洋女中的学生探访我的堂

表妹时，刚好碰见我，也会细声问我的堂

表妹为何我会在她家里。当时我们两家

人同住一个乡村里。

报章大力报导“青年论坛”赛事。

10  当年我的英文水平差强人意，勉强及格（算是我在华中六年除了音乐一科外，成绩最差的一科）；至于英语嘛！旱鸭子 

听雷。沈同学在大学四年里一路扶持我，帮我搞好英语文，令我没齿难忘。

两年后的1970年，我和沈同学又在

同一队代表前新加坡大学参加大专电视

辩论会，又荣获冠军。对我而言，情况更

加热闹；一条路几乎大多数的巴士师傅们

都认得出我是先前华中的辩论员，正在前

新大上课。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

我们大学辩论的领队是陈荣照老

师，后来他荣升教授当了前新大（后称国

大）中文系系主任。

很巧，两年前我们华中辩论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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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清海老师后来也当了南洋理工大学中

华语文中心的主任教授。此是后话。

50年后全家福

1968年毕业后，我和沈同学报入前

新大法学院，1973年毕业后他当了一阵

子的司法官员；过后当了律师。我考取律

师执照后，立即入伍参加国民服役（我于

1969年底取得公民身份）。

1976年中我退役后，执律师业迄今。

我知道沈同学后来赴英伦考取法学

硕士学位，也一度在澳洲执律师业。过后

听说他在上海执教，又考取了北京大学法

学博士学位。近两年他又重新执业。

我们虽属同行，却甚少见面。

黄同学于1972年毕业于旧南大商学

院工管系，后来从事好几个专业，主要是

保险业。因为历史的关系，我们两家人走

得很近，我也熟悉他的其他亲人。他最近

退休了，日子过得甚好。

至于宋同学，自从他中途转去工艺大

专培训后，不曾交往，一直到今年初才电

话联系上。他也退休了。

2018年3月23日对我们四位辩论代

表同学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和

2018年3月23日，四位当年辩论会代表与宋和才老师（左一）合影。

左二起：沈茂树、谢水霖、黄嘉昌和宋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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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我因专业事务探访当时住

在俗称芙蓉村（Fuyong Estate）Jalan Asas一带之林

老师。过后再也不曾相遇，听说老师已逝世多年了。

宋老师在中峇鲁坊见面，这是50年来第

一次全体辩论员同桌亮相，纪念意义非

凡。大家细诉别后，有谈不完的话题。每

个人都很珍惜这次的相聚。

最令同学们感动的是宋老师说他当

年力荐我们四名文科生上电视台，算得上

是力排众议，赌上全部身家和职位了。如

果当年失败的话，后果堪虑。所幸，我们

成功了，也算是对他付出的勇气和代价

的一种报恩吧！听完他的故事，我们五

人不禁感慨万千。原来一次辩论赛却如

斯艰辛。

故人篇

与1968年“青年论坛”有关的长辈

多已往生。电视台徐藉光台长、裁判廖颂

扬、魏维贤、梁荣平、冯仲汉诸先生、导

播郭宝崑、监制谢于对、辩论赛主持主席

林钦蕴等都已离世。

华中郑校长、林文献老师11、林秀润

先生也都故去了。50年是很长的岁月，俱

往矣！思之泫然。

后记

谨以此文纪念往事，以报答母校培

育之恩。

1949年生于中国福

建惠安黄塘镇谢村，

1956年移居新加坡，

现为新加坡公民。

1968年华中高二毕业，

1973年新加坡大学

二年级荣誉法学士

学位。1976年国民

服役退伍后，执律师

专业至今。岛屿文化社

的创社人之一，曾任

社长。现为新加坡

多个社团组织的法律

顾问。以笔名谢冰凝

著有诗集、杂文合集、

诗合集等。

作者
简介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531 20/2/19   1:40 PM



532

百

年

华

中

情

课

外

学

余

英

才

现

飘荡着音符的青春
——拼凑1970年代华中铜乐队的记忆

⊙云谷涵

山岗四载，留给莘莘学子的回忆，除

了来自课堂里的点滴外，相信更多的也

是各个缤彩纷呈的课外活动团体生活所

带来的欢乐足迹。对于我而言，所属的

华中铜乐队的团体活动是山岗学涯中重

要及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回溯1970年代的华中，关注体操及

各项球类田径运动方面的目光，远远超

过其他的学生制服团体。但客观而言，

华中铜乐队（“华中乐队”）在1970年代

的表现也是相当亮眼的，为后来乐队的

发展与成就奠定了深厚的根基。对外而

言，1970年代的华中乐队更确切的说，

应该称为华中南中联合乐队（“联合乐

队”）。它平时是两校分治，唯有在每年

全国的青年节校际铜乐队户外操演比赛

前联合集结，并从两校里挑选出均等成

员人数，组成出赛队伍，进行集中的排练

操演。郁君谋老师接手即将退休的王文

清老师，意义极大。科班专业出身的郁

老师，有其严谨有序的一套教学方法，在

现有的设备体系中，针对性加以提升改

进，并融入了新观念新元素，华中南中联

合乐队果然在随后每年的青年节全国校

际铜乐队（户外操演比赛组）中，屡屡取

得突破，取得不俗的成绩，短短一两年

内飞跃晋身列强的名序中，为华中铜乐队

发展史留下不可忽视的亮丽一笔。

回顾当年，郁老师确实有其独到的

眼光与勇气。想想那些年，华中南中联合

乐队面对的都是历史悠久“红毛学校”领

先的队伍，包括莱佛士书院、克信女中、

丹绒加东女中、四德女中等等都是赛场

中的“武林常胜大军”。这些队伍在操过

检阅台时的出场经典代表曲目奏起时，

国家体育馆的观众席都是一片震耳欲聋

的啦啦队高喊声。在如此气场上，郁老

师却依然淡定自如，学姐学长们也一点

都不畏惧。轮到华中南中联合乐队操进

检阅台时，我们的进场曲目竟然是跳离传

统西洋军乐的范畴，选的是《运动员进行

曲》，它是多么的“独具Chinese特色”，

不亢不卑，短短几节音符一响起，耳际突

然传来周围其他学校观众的笑声：“Hey,	

Chinese	 High	 and	 Nanyang	 Girls!”

当时初中一的我，小小的心灵顿然充满

喜悦。确实，好喜欢那个年代的比赛氛

围，竞争但也不乏相互观摩，欣赏并肯

定对手的美德。而每年参赛现场的另一

个花絮，就是暗评参赛的队伍中，哪家的

drum	major（俗称“鼓手长”或“乐队操

演指挥队长”）最帅最美表现最佳。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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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队的灵魂人物，除了担当乐队行进时的

指挥外，他或她如何将手中的指挥杖抛

耍，玩出吸引评判眼光的花样，也是乐队

表演的加分关键人物哦！我中一当啦啦

队，带领华中南中联合乐队出征的是南

中应届毕业班的春兰学姐，无论身高、外

貌或表现都完全达标，是我们这群小不

点仰望的偶像。随后轮值接任的是华中

的嘉远学长。他是当年华中乐队里“前不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才貌双全帅哥，

风靡了不少南中的“师姐们”。那也是我

们似懂非懂的一种谁配谁是一对的“乐

趣记忆”。其实，当年的比赛队伍，除了

由学长学姐们组成的主体乐队的器乐表

演外，也会融进由低年级学弟学妹们的

小旗手队，使得整体的表演操演图形变

化更加的缤彩纷呈。走笔至此，突然好

怀念那张张乖巧，阳光下白里透红，却不

失小男生惯有的活泼调皮脸孔和纯真稚

气的笑声，那份情谊顿然翻跃于脑中，回

荡醉心不散……

顺笔一提的是，当年华中南中的队

员中，不乏活动不忘读书的才艺双全的

学霸。前前后后数届的华中铜乐队队员

中，多年后不少人都成了工程、金融、学

术、经商等等各个领域的人才。这也彻底

华中铜乐队在1970年代初曾与南洋女中

铜乐队组成联合乐队，参加新加坡青年

节校际乐队户外操演比赛。这是当时联

合乐队的帽徽，有两校的校训。

打破了当时部分师生，以为华中铜乐队

的学员花太多时间在活动影响正课学业

的印象。多年后回头一看，这也大概可以

感受到当年华中铜乐队一路走来的一丝

复杂心情吧？

而我作为相对平庸的铜乐队一员，

四年里在众星熠熠的团体生活里，表现

基本上属于无功无过。虽没有激荡回旋

的奇趣经历，但对于那些年里的集体生

活，还是充满着感恩的回忆。无论是假

期里联合乐队的野餐郊游会，受邀公开

表演，抑或平常的排练等等，都是那么的

2003年青年节室内演奏。

1968年升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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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犹新。而多年以后，那些偶尔在外出

活动迟归时，偷偷留宿校园欢聚的“小叛

逆”；或是周末群体邀约南中队友到麦里

芝观看其他乐队表演的“情窦初开”等等

的支离破碎片段，都是华中铜乐队团体

生活中飘荡着音符的青春回忆……重要

的是平时的集体排练参赛的甘苦与共，

团体生活中的向心力与团队的既独立又

互补合作的精神都是宝贵的经历。这段

山城岁月，或许也有个人珍惜的部分少

年单纯且历久铭心的情谊，一路走来，

虽不常见，却偶也思忆的人与事。更重要

的是，有心人所发起的不同年届的老同学

社交圈，多年以来一直把大家紧紧的牵

系在一起，有些“大事”的场合，大家都

还能聚聚。我想，这是队员间的真情，却

何尝不也是华中的一分传统的精神呢？

岁月如歌，弹指一挥，华中迎来百年

校庆。在99周年晚宴席上看到母校《百

年华中情》的稿约，突然有感于华中百年

华中铜乐队参与校外表演的部分团员摄于1974年。后排左二为作者。

华中1975年毕业。

法律专业，企业

法务顾问。曾派驻

中国。现已退休。

业余写作者。作品

散见于报刊及本地

文学期。2002年

出版游记散文

《半湖烟雨半湖情》。

作者
简介

的流金岁月里，熠熠星光的文汇中，是否

能为华中1970年代铜乐队的音韵书下浅

浅的一笔，隽留在山岗的小小缺角处，或

许可以唤起那些年的学子们在多少个晨

光中，伴奏着冉冉升旗礼的记忆？人老情

怯，但思念的爱依稀涌上心头，就不知华

中百年的山岗之约，在灯火阑珊处，有多

少想见怯见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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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上一层楼
——华初校友会书画研究会简史

⊙华初校友会书画研究会

华中初级学院中国书画研究会创立

于1977	年，由陈奋祯同学发起，请吕振端

博士及庄声涛先生担任指导。1979年，

成功举办第一届华初师生校友书画展，

赢得各界好评。此后，书画会于1980、	

82、84及86年都举办了书画展。

华初1988年搬迁至武吉巴督临时

校舍后，一些书画研究会前会员与华初

校友每星期天下午都到临时校舍练习书

画。很自然的，大家觉得可以成立一个正

式的校友团体。同年3月，几位1986/87

年毕业的同学，如吴可辉、黄祖毅、张

克亮、叶金鸾、刘德芬、朱志祥等，通过

1979/81年毕业的莫文莹、莫文慧同学以

及吕振端博士联络历届书画校友。同年7

月，成立第一届理事会，主席为吴可辉，

会员有50余人。根据章程，我会顾问为

冯福泽院长及冯焕好副院长，会务顾问

则是吕振端博士及戴纯如老师。接着8月

14日，我们恭请时任高级政务次长何家

良先生于中国酒楼（乌节路）为华中初级

学院中国书画研究会校友会主持成立典

礼。1989年7月末，书画研究会暨校友会

在中华总商会二楼展览厅联合举办第六

届师生校友书画联展，展出作品共90余

件。当时黄城正在重建中，书画校友会将

售卖作品所筹得的款项悉数捐给华初建

校基金。

1992年，华初新校舍落成，书画研

究会却无法在新校舍内获配一新会所，

只好向设在新落成游泳池大厦的校友会

商借一间活动室进行例常练习。期间，华

中校友何荣源先生经常抽空到场指导团

员练字，令团员受益良多。

自1989年起，书画校友会连续三年

都与校方联办展览。到了1992年初，书

画校友会联系华中校友会，提议联办“华

中华初校友美展”，既可为我们筹集活动

经费，又可拉近两校友会的联系。华中校

友会也大力支持，于是，“华中华初校友

美展”顺利在1992年8月29日至9月6日

举办，共展出75位老师及校友的130余

件作品。此举开创两校友会联办活动之

先河，意义重大！

1993年6月，我们通过会员大会修改

章程，将名称改为“华中初级学院校友会

中国书画研究会”（简称华初校友会书画

研究会），以便更好地反映我们是华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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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振端老师在例常练习时为大家指点迷津。

友会的一分子。顾问也由华初正副院长改

为校友会会长。

除了书画展，书画校友会自成立以来

还主办过五届全国中学现场书法比赛。	

每年也举办挥春、新年团拜、中秋节庆

祝会等活动，联络校友与学院师生的感

情。1994年后，因为主干团员陆续踏入

社会，为各自的事业及家庭忙碌，以致活

跃会员日渐减少，书画练习活动也逐渐沉

寂下来，直到1997年左右完全停止。

难得的是，各届毕业生自离校以来，

几乎每年都会相约到吕振端老师家拜

年。2010年春节，林理浩提议复办书画

活动，立即获得大家的支持。书画校友罗

佩玲当时正好担任华初校友会会长，经她

大力推动，既取得校方同意，又联络上华

侨中学(高中部)书法社的负责老师朱海荣

女士，让我们再度展开搁置了十余年的校

友书画活动。

自恢复例常活动以来，吕老师就一直

鼓励我们举办书画展，借此激励大家努力

学习，促进与书画界的交流，提高书画水

平。2013年5月17日至20日，我们与华中	

（高中部）书法社联合，在中华总商会

举办复会后的第一个展览——“黄城墨

韵”书画展，共展出26位校友和在籍学

生的50余件作品。此次展览收入所得，

悉数捐献华初校友会助学基金。

2014年，为庆祝华初建校40周年，

我会在9月1日至4日，假中华总商会举办	

“黄城四十·翰墨因缘”书画展，共展出

30余位师长、校友和在籍学生的50多

件作品。

2015年9月25日至29日，书画校友会

突破过去办展览的地点与形式，在陈笃生

医院一楼中庭举办了第二届“翰墨因缘”

书画美展。除了50余件华初师长、校友和

在籍学生的书画作品，柯秀婉校友还展

出和现场示范利用练习后作废的宣纸制

成精美实用的家居用品。此外，她也将吕

老师的字刻在木板上，在美展现场拓印

在宣纸，赠送给参观者。这次书画美展

为陈笃生医院的社区慈善基金筹得3000

余元。

2017年1月10日至13日，我们又在同

个地点举办第三届“翰墨因缘”书画美

展。这次展览以小品为主，70余件作品来

自师长、校友、校友的孩子和在籍学生。

由于临近新春，我们在现场挥毫，售卖春

联给参观者。此展部分所得，也是捐赠医

院的社区慈善基金。

一直以来，本会会员也不时参与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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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三届“翰墨因缘”书画展。

团体主办的书画展和比赛。例如，胡长进

和谢永怡同学更分别在2016年和2017年

荣获“陈之初博士美术奖”书法公开赛

首奖。

2018年，书画校友会于9月6日至9日

假百胜楼三楼展览厅举办书画展以庆祝

创会30周年，展出顺利，获得大家的踊

跃支持。

展望未来，华初校友会书画研究会

将继续秉持着“力求进步”的华初精神

和“自强不息”的华中精神，在书画艺术

的浩瀚天地中更上一层楼！

尊师重道。2018年春节书画班成员到吕老师府上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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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生生不息的
艺术感染
⊙韩劳达

2018年3月21日，喜逢母校99周年

校庆，傍晚回校参加校庆晚宴。历史悠

久的钟楼前，排满150桌宴席，我的座位

前方就是陈嘉庚铜像。钟楼、铜像，层层

华岗的回忆，又浮现脑际……

关于我在华中的记忆，已有《戏剧情

缘母校续》（刊于1999年《华岗依旧》）

和《梦回山岗——我在华中的戏剧和相声

记忆》（刊于2014年校友会出版的《山岗

的脚印》两篇随笔，这两篇都收在《劳达

随笔集》。百年校刊编委邀我写点回忆，

为了不重复旧作，我便从《陈嘉庚》的演

出切入吧！

我写话剧《陈嘉庚》，完全是因缘巧

合。1990年我不期然被推荐回母校担任

华文老师，是因为我在华语戏剧界颇为

活跃，杜辉生校长在面谈中就提起，邀

我加入华中，是希望我能为推动华中戏

剧扮演积极的角色。于是脑海里悄悄地

植入了这块“任务芯片”，时机到了，它

就该发挥作用。

我首先把戏剧组从中文学会分出

来，成立了“华岗剧坊”，每周定期的活

动，给学生上戏剧课，排演即兴剧。学生

对戏剧的炽热投入，搞汇报演出的痴迷

程度，让我倍感鼓舞。尽管内部汇报的

水平稚嫩，却是同学们挥洒创意栽培戏

剧幼苗的温床。看高年级“老大”面试新

加入的同学那副专业姿态，我乐于让他

们自由发挥，演出的节目偶有出现无厘

头的情节，我也只是稍加提醒，演戏固然

好玩，但不能满足于好玩，还得从中悟出

戏剧艺术的真正魅力所在。

那年，华中校友会演出历史剧《正

气歌》。《正气歌》讴歌的是历史伟人文

天祥，我脑子里便萌起了“也应该讴歌我

们自己的伟人”的想头。而华中的创办人

陈嘉庚毁家兴学的事迹，是应该让华中

子弟认识的，于是提出了为创办人写一出

戏的念头。不料这个简单的想法，引起华

文科主任的兴趣，立即向校长提议写和

演出陈嘉庚的故事，这个提议很快得到校

方的全力支持。于是乎，我在年底假期里

全部时间投入创作的构思和写作工作。

创作和演出的始末在当年的演出特

辑中已有详述，八场话剧《陈嘉庚》的演

出是当时报章的重点报道新闻，剧本也

在演出后的几年里被列为中一学生的课

外必读本。

1991年8月于维多利亚剧院首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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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是一出以写实戏剧观为指导

的剧作，从舞台呈现方式到角色塑造，都

追求翔实摹真。舞美设计苗培如，当时是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设计组组长，今天在

中国已是极负盛名的国家级设计师，参

与无数大型演出设计，包括北京奥运开

闭幕礼。当年我是以老朋友的关系请他

拔刀相助，以今天的“友情价”恐怕是请

不动的。八场话剧他设计了一个基本结

构图，和另外四个场景。几个集美乡村的

背景和陈嘉庚故居的场景道具，以及海

边的榕树和树下那尊古炮，他都按我们

到集美拍的照片设计，请专人制作得唯

妙唯肖。

演出前两个月，时值六月假期，我们

组织了“陈嘉庚故居考察访问团”，师生

共18名成员，访问了厦门大学、集美学

村和陈嘉庚故居。

这次访问，从文字资料到实地考

察、人物专访，让我们对陈嘉庚的伟大，

有了非常深入的感性认识。老师和同学

们在参观鳌园的时候，很难想象，陈嘉

庚先生对教育下一代的重视，除了毁家

兴学的许多事迹之外，也体现在他的身

后事。他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一座具备

教学作用的公园，正门是一只巨大的鳌

守护着，里面分不同的学科，用版画、

雕刻，让学生在参观的同时，可以学习历

史、生物、名著。

因为是由学生担纲的演出，几个主

要角色由学生扮演。饰演陈嘉庚的卓少

杰当时读中三，他个子高大、思想成熟、

台风稳健，对陈嘉庚的角色演绎可说是

突破年龄局限。《陈嘉庚》演出对他的影

响是深远的。他毕业后曾组织剧团，创

作剧本和作公开演出，后来因负笈海外

而中断。2015年和他重逢，他已是澳洲

墨尔本大学教国际关系的博士。他说

《陈》剧的演出过程在他的生命中是非

常难忘的印记。

另一位令我深感欣慰的学生是在

《陈》中演日本军官的苏佳亮。他在“华

岗剧坊”是非常活跃的成员，中四毕业

后进入华初，在两年的“黄城夜韵”中继

续发挥他的戏剧才华，毕业后还不时回

校指导学生和协助演出。2000年他结业

于郭宝崑创办的剧场训练与研究课程之

后，便成为全职戏剧工作者，参与多部

高水平的华英语演出，集编、导、演于一

身。2015年他赴英国伦敦进入皇家中央

饰演陈嘉庚的卓少杰（左一）

在集美鳌园细心地做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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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与语言学院攻读超前戏剧实践，获

硕士学位。他是新加坡剧坛上少有的精

通双语的戏剧专才。目前在新加坡艺术

学院戏剧系担任兼职讲师，并独立策划

为残疾人士编导戏剧的系列工作。

其他参加《陈》剧的学生，不论是演

员或后台人员，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陈嘉

庚精神和演出团队凝聚力的感召，对母

校、对戏剧工作保有一份深厚的感情。有

1991年八场话剧《陈嘉庚》各场场景。

的自组剧团，有的加入本地戏剧团体。饰

演少年陈嘉庚的杨汉雄现在回到母校担

任数学老师。

当时，华文老师都分担前后台工作，

个别老师还客串演出。当时，我对演出的

艺术水平不敢有太高的期望，出于自我

教育的考虑，主要角色由学生担纲。最

令我感激的是邀得剧坛老前辈冯乃尧客

串说书人，剧坛老将林佩芳、杨世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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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黄卫民（校友）、余美珠等客串演

出，本校英文老师David	Shine饰演英华

中学校长，他们的纯熟演技，使演出的一

些场面具有一定的深度。

我们也特邀电视台的武打特技演

员，指导村民格斗和日军掌掴华人的动

作，特邀专业化妆师给特定人物化妆。

总之，我们尽力往高水准要求自己。当

时各方支援，全校上下一心，把这八场

大戏顺利搬上维多利亚剧院，演出前后

的社会关怀和反响，可谓盛况空前。至

今，许多感人画面经常在快速回闪中定

格在脑际……

八场写实戏剧《陈嘉庚》或许已成

为舞台上的绝响，最大的憾事是当时的

演出实况录像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也

没想到复制多几个，几年后母带损坏，抢

救无效，回天乏术。		

《陈嘉庚》以今天的人力物力条

件，是不容易恢复原剧本演出的。值得

安慰的是，上海戏剧学院出身的杨文仲

老师担任华中的语文兼戏剧导师后，于

苏佳亮和韩劳达（右）从华中的师生关系到

现代剧场同路人。

本名永元。1967年 

毕业于华中高中

部，1990年回母校

担任语文教师并推

动戏剧教育。曾获得

1990年国家文化奖

和2017年首届华族

文化贡献奖。

作者
简介

2001年将八场话剧的《陈嘉庚》改编成

三幕史诗剧，次年两度在华中戏剧中心

重演，2009年为庆祝华中90周年校庆复

排于维多利亚剧院隆重公演。2010年又

为华中大家庭联合呈献的筹款演出，已

经是史诗剧的第三个版本了。今天，杨文

仲老师为《陈嘉庚》编了一个近一小时的

精华版，每年校庆为新生演出。

	尽管1991年写实版《陈嘉庚》已走

进历史，2001年后杨老师好几个版本的

《陈嘉庚》，颂扬嘉庚精神的主题是共

通的。杨老师的改编，使陈嘉庚剧作得

以轻装上阵，在校园内外传扬着生生不

息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华

中儿女都了解陈嘉庚的伟大，不光是创办

华中，而是对新加坡乃至中国的教育事业

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

华中校门的地铁站命名“嘉庚站”，这

是对我们的先贤最好的纪念。我在2010

年3月写的一篇随笔，盛赞史诗剧《陈嘉

庚》的创作和演出，文章的最后一段话，

也可作为本文的结语：																

《陈嘉庚》是华中的，也是全新加坡

的。当地铁“陈嘉庚站”通车后，更多人

需要知道谁是陈嘉庚，那时，每个华中子

弟都能向新加坡人细细诉说嘉庚简史，

高声传扬“嘉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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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not musically inclined and never 

played any musical instrument before 

I stepped into Hwa Chong Junior 

College (HCJC). So how did I end up in 

the Chinese Orchestra? I guessed I just 

“joined the crowd“. Some classmates 

signed up for this and I tagged along –  

at that time and age, we tend to stick 

around with people we are familiar with.

During my time, HCJC Chinese 

Orchestra was already well-known and 

a regular winner at many competitions. 

The instructors hailed from Singapore 

Chinese Orchestra and students playing 

key instruments like flute, guzheng and 

pipa were typically from award-winning 

secondary schools too. I was excited then 

that my classmates and I were accepted 

into the Chinese Orchestra, and could 

also play the same instrument –  

zhongruan (中阮) – together. There was 

another girl from a different class, and 

I remembered among us, only one of 

us had some prior musical background. 

Perhaps this was why we were assigned 

to zhongruan as this was considered 

relatively easier for beginners. 

I recalled many “firsts“ in my Chinese 

My Days in the Hwa Chong 
Chinese Orchestra
⊙Wei Leng 

Orchestra days. For instance, “first“ 

time learning how to read music scripts 

and use metronome to count beats. 

The practice sessions – either in small 

groups or with the entire Orchestra –  

were tough but fun. Amongst the 

zhongruan players, we cheered each 

other on, and counted on the only one 

with prior musical background to lead 

us. One of my classmates even bought 

herself a zhongruan to practise at home.

 I was often awed by how skillful 

those experienced players in the 

Orchestra were. It was great that they 

never looked down on us, even though 

our standards and skills were so wide 

apart. In fact, it was a very cohesive 

team – I recalled we often popped by 

the Chinese Orchestra room to chat and 

chill during free slots. There was also a 

“jotter book” in the practice room for 

us to pen random things – it was fun 

scribbling trivial and reading about 

what others wrote, on a daily basis.   

Performing in front of audience was 

also another “first“ for me. I counted 

many such school per formances 

throughout the year and also d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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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tive celebrations. The first occasions 

were the most nerve-racking, for 

beginners like me. Luckily, zhongruan is 

typically an accompaniment instrument, 

making our task not too overbearing. 

The biggest test for Chinese 

Orchestra came in the form of the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Music and 

Dance Competition. As HCJC Chinese 

Orchestra had a strong track record 

in this competition, getting anything 

other than a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was unthinkable. Many months of 

preparation went into this competition, 

and practices moved up many gears as 

the competition approached. I could 

remember the tense expressions and 

furrowed eyebrows of our instructors at 

the slightest imperfections they caught 

during practices. On competition day, 

it was always all excitement and tension 

at the competition venue in Victoria 

Theatre. I recalled as all of us got 

ready and sat in silence awaiting the 

conductor’s que to start the music, one 

zhongruan player actually plucked the 

string lightly by mistake! Imagine how 

the rest of the Orchestra had looked 

over in shock, praying the judges did 

not catch that...Thankfully, all went 

well and we received the Certificate 

of Distinction, and also subsequently 

invited to perform at the Singapore 

Youth Festival concert.     

The Chinese Orchestra days were 

fun and memorable, and my interest 

in musical instruments budded since. 

Over the years, I have tried my hands at 

instruments such as guzheng, guitar and 

piano. Never an accomplished musician, 

but I enjoyed the learning process, just 

like how it all started in Hwa Chong 

Chinese Orchestra.   

The Hwa Chong Chinese Orchestra from 1990-1991. 
Wei Leng was at second row, fifth from right.

Wei Leng, from 
HCJC class 90S28, 
joined Hwa Chong 
Chinese Orchestra 
from 1990 to 1991.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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嘹亮歌声		响徹山岗		
⊙网雷

在新加坡，没有一间中学像华中一

样，拥有四个学生和校友的合唱团。这

四个合唱团，都在校园内活动，自2011年

起，四团还联合呈献“歌声与微笑”音乐

会，展现了华中人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

校内学生合唱团

华中向来重视音乐教育、推动学生

课外合唱活动，目前，校内有两个表现优

异、屡获大奖的学生合唱团：

1. 华中高中部合唱团

(HCI College Choir)

由华中高中部同学所组成，指挥林

爱慧老师，曾荣获2013年与2015年新加

坡青年节合唱比赛金牌奖及特优证书。

在国际舞台上，2008年荣获奥地利

世界合唱比赛冠军；2010年获得捷克歌

唱节Alsolute	 Winner奖；以及2012年

比利时第60届欧洲青年音乐节第一名和

Laude奖。

2. 华中中学部合唱团 

(HCI High School Choir)

2003年由华中中学部同学所组成，

指挥杨志宏老师，经常参与各中学合唱

团音乐会的演出，曾荣获2007年与2011

年新加坡青年节合唱比赛金牌奖；2013

年与2017年获得特优证书。

华中校友合唱团

两个华中校友的合唱团，分别由年

轻和年长的校友所组成，演唱不同风格

的歌曲：

3. 华中之声合唱团

(Hwa Chong Voices)

“华中之声”是由华中高中部合唱

团的年轻校友所组成，目前有20多位团

员，指挥罗伟桀，自2000年成立至今，一

直活跃于新加坡合唱界，华中之声曾与国

家初级学院校友会合唱团(NJ	Chorale)、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华中高中部合唱团合

作演出。2017年，华中之声参与新加坡第

四届国际合唱节，荣获混声合唱公开组

冠军。

“华中之声”在国际舞台上同样大放

异彩。它在德国举办的第三届合唱奥林

匹克大赛中，在青年混声组和民歌组中

都赢得了金牌。2006年，“华中之声”参

加在中国举办的第四届世界合唱大赛，

分别在现代歌曲组和圣乐组中获得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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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歌声与微笑”音乐会。

1996年11月3日华中校友会合唱团成立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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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银牌。

2010年，“华中之声”与华中高中部

合唱团一起参加在法国举行的Florilege	

vocal	 de	 Tour，被授予最受观众欢迎

奖。此外，它们也一同参加在捷克举行的

歌曲节，惊艳全场，傲然摘下了总冠军的

桂冠。

“华中之声”对音乐的热爱，也使它成

为许多校友感情的纽带。大家团结一致，

相互扶持，使“华中之声”成为一个温暖的

大家庭。

自2001年起，每逢圣诞节，新老校友

都会欢聚一堂，在富乐顿酒店演唱圣诞歌

曲。从2005年起，滨海湾花园也邀请“华

中之声”参与“圣诞仙境”的表演，向观

众送上真挚的祝福。

							

4.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 (HCAA Choir)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于1996年11月3日

成立，目前有50多位团员，成员中包括年

长华中校友、家属及热爱歌唱的朋友。										

历任声乐指导兼指挥为李伍华、吕

政成、周小曼、姬福荣；目前声乐指导兼

指挥为胡铮老师。

该团成立至今，20多年来由吴定基

任领队，许其明任团长，郑苡娜任义务钢

琴伴奏。

华中校友会合唱团的各项歌唱活动

如下：

a) 内部观摩

为了提高团员的歌唱水平及学习声乐

的认真态度和积极性，经常举行学习

汇报的内部观摩会。

b) 献唱助兴

每年的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都有参加

献唱；2009年在新加坡举行与2011年在

中国海南博鳌举行的全球华中校友嘉年

华会，参加献唱助兴。

c) 客串演出

多次应邀参加友校校友会合唱团与文

化团体的客串演出；2009年、2011年及

2016年，三次到马来西亚笨珍参加培群

独中筹款晚宴的客串演出。

d) 对外交流

2005年赴中国厦门、2006年与乐友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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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25日假新加坡艺术学院演出“华中之声”。

团联合组团到中国厦门及汕头举行交流

演出；2007年与来访的北京清华艺友合

唱团举行交流音乐会；2008年与中华校

友会合唱团联办“华中华音乐会”；2013年

与东艺、乐友、星市及南大校友联办“林

冲夜奔——吕政成老师纪念音乐会”。

e) 公开演出

为了激发团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走上

舞台接受锻炼，自1999年至2016年共举

办九次以混声及小组合唱为主的“歌声

与微笑”音乐会；同时在2008年、2010

年、2015年及2017年也举办过四次以独

唱为主的“华岗乐韵”音乐会。

原名蔡世居，1965年

华中高中毕业，后毕业 

于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中文专业，已出版

五本个人专集。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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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艺韵记撷   
⊙杨文仲

华中百年华诞，世 纪回望，一路走

来，戏剧是不能不谈，省不下的话题。不

信？这里先摘一段校史记载：

   《南洋华侨中学三周年纪念 

游艺演剧会》

1922年4月22日

兹将公举职员氏号列左（下）：

名誉总理：林秉祥、

余东璇……（余略171人）

正总理：陈嘉庚

副总理：林义顺

财政：中华总商会

怎样？吓到你了吧。

一个中学三周年纪念游艺演剧会，

一 份公 举职 员名单，全是本 埠跺 地有

声，响当当的大佬啊！

华中校园戏剧，由此发端，并在这

样的社会关注和各界支持下，一路弦歌

不辍，不独为本地校园文化艺术风尚标

杆，更为当年社会文化艺术活动耀眼的

亮点。

华中戏剧可咏可叹的乐章，百年长歌

自有前辈颂吟，本文记撷的，是笔者参与

华岗戏剧20多年的亲历华章。回首过往

来路，蓦然发现，做戏演戏，幕后戏远比

幕前戏精彩，有味。借此华中百年世纪回

眸，记下难忘章节以为念。

戏剧小品比赛，开本地校园
戏剧小品编演之先河

我自上世纪60年代，文革中以红卫

兵宣传队员的姿势登上舞台，便与艺术

结缘，之后考进艺校学艺，进专业剧团，

再进戏剧高等学院深造，此生便以戏剧

为业。

1996年1月1日加入华中任职中文部，

负责指导中文戏剧学会（华岗剧坊）。

当时的中文戏剧学会（华岗剧坊），

由学校华文老师负责，热心校友言传身

教，活动开展有声有色。常年演出取名：

华岗艺韵。在本地校园戏剧演出中小有

名气而受关注。记得演出中保留剧目有 

“广东街”、“玩具店”等等。所谓“保

留剧目”，是常年的艺韵演出，都有“广

东街”，但是故事内容不同，如我接手当

年，他们演的是“广东街之装神弄鬼”，

说广东街七月歌台，不知什么原因闹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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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人来驱鬼，先请一半仙道长，不灵，又

请一美丽修女，二人大斗法，后来才知是

他们装神弄鬼来骗广东街居民的钱。

学生们编的戏，好玩，内容立意就不

能过高要求了。我看了很高兴，这个构思

好，“广东街”、“玩具店”是一个基本设

定，每年的学生用这个场景设定为基础，

编自己的故事，不用再挖空心思去想新的

场景。后来我们又演出了“广东街之逃学

威龙”，“广东街之老戏台”。

“玩具店”的故事有点不好编，后来

有一年学生就说：“玩具店”不好玩，我

们把它烧了吧。我想也是，“玩具店”有

局限，不太好编故事，就同意他们当年的

艺韵编剧构思：新潮电子玩具大行其道，

传统玩具店老板心灰意冷，一场大火把玩

具店烧了。

后来他们在会歌里唱道：

可否记得林姑娘

还有广东街阵法

玩具店烧毁了

不知现在怎么样

除了华岗艺韵，当年还值得一提的是

校园戏剧小品比赛。刚接手戏剧学会，

就接到比赛通知，新加坡艺术剧场举办

首届全国中学/初院幽默短剧创作暨表演

比赛。

心里很高兴觉得不错，新加坡还有

这样的比赛，这不是我们戏剧学会大显

身手的机会吗？于是和同学们讨论题材

编写剧本。

这些年带学生剧场做戏，一直秉持

这样一种观点，即学生演员，缺乏表演专

业技能，如果要他们演一些特别人物，塑

造角色，会有难度。如果演一些他们熟

悉的人和事，相对就容易得手，所以，编

这些戏剧小品，总是注意从他们的生活

中发掘题材。

我听学生们讲他们学校露营的故

事、课室里的风波、他们的朋友、他们的

家长里短。

于是我们编演了《小河边》《蚊子蚊

子我爱你》《黑熊谷惊魂记》等露营轶

事系列小品；编演了《小雨中的回忆》《班

长》《课间十分钟》《日行一善》《明天我

们受阅》等校园小品；还有《补习风波》

《弃婴》《这世界多美好》《出走》《终极

对决》《三个寻找新生活的年轻人》等生

活小品。

那几年，华岗的小品在比赛中所向

披靡，蝉联冠军、最佳剧本、最佳男演

员奖等。

还记得金马奖得主陈哲艺，当年在华

岗饰演小品《小雨中的回忆》学生之一，

临比赛了，右手骨折，怎么办？换人肯定

来不及了，情急之下，打着石膏包着绷带

上场，就当成剧中人物的形象设定。哲艺

随机应变，没有影响演出，且收到良好舞

台效果。

艺术剧场主席说：“新加坡校园戏剧

小品发展应该给华中记下一笔，当时很多

学校甚至还不知道什么是‘戏剧小品’。”

还记得艺术剧场主办比赛的工作人员对我

说：“我们每年都很期待看华中的小品，

想看今年你们又演什么？”

近年戏剧比赛作为“新加坡教育部

青年节”（SYF）比赛项目，我们又推出	

《寻找妈妈》、《两个人的考场》等校园

生活小品参赛，获得荣誉金奖和一致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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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导《陈嘉庚》，做华中先贤
系列大戏

小品演得有声有色，2001年，校方

有意让我们演大戏《陈嘉庚》。在我来

华中之前，1991年8月，当时还在华中执

教的韩劳达老师编导了八场话剧《陈嘉

庚》，由华岗剧坊担纲在维多利亚剧院公

演，演出口碑上佳。十年后，校方属意华

岗剧坊再演《陈嘉庚》，我特意搜集当年

演出的有关资料做准备。

看过当年演出的资料，我发现，劳达

先生这一版《陈嘉庚》是非常完整写实的

现实主义风格的舞台剧制作，不管是舞台

布景到人物化妆造型，都非常严谨专业。

而此时华岗剧坊的人力物力和我们在本

地演艺界的关系，都没有条件再版复排

搬演韩版八场《陈嘉庚》。

怎么办呢？于是我想，我们既没有

条件演完整写实版《陈嘉庚》，那我们

就扬长避短，演一出写意浓缩版的《陈

嘉庚》。

所谓“写意”，即是舞台上不用再现

写实风格的布景，而用一个共用平台装

置，通过演员表演和灯光以及一些小道

具，表现剧中规定情境。

所谓“浓缩”版，即我们这版《陈嘉

庚》，不再全方位地表现嘉庚先贤波澜起

伏的壮阔人生，而是集中写嘉庚先生艰苦

创业，倾家兴学，特别是苦心孤诣创办	

“华中”的动人事迹。因为演出对象主要

是华中学生，这样的剧情可以更清楚集

中的表现作为华中校主嘉庚先生的伟人

形象和崇高精神。

剧本完成和舞台设计确定了，我们

进入选角排练。戏中角色除嘉庚母亲

外，全由华岗学生担纲。陈嘉庚则由“小

嘉庚”、“青年嘉庚”和“老年嘉庚”三个

演员扮演，这样角色分饰，学生演员塑造

人物压力不大了，他们只是专注把这个嘉

庚演好就可，不用考虑人物外形年龄跨

度等等。还有一个就是我不是特别要求

演员外形一定要像，我们追求“神似”，

重在表现嘉庚先贤的内心世界和崇高精

神境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这样的处理，导演和演员们都获得

了某种创作上的“自由”。

《陈嘉庚》在当年华中校庆推出，演

出获得圆满成功。大家认可接受了这个

《陈嘉庚》。

特地转摘专栏作家刘培芳女士当年

观看演出后写的述评：

坦白说，踏入华中戏剧中心之前，心

中不是没有疑虑的。

小孩演陈嘉庚，怎么可能演得好？

一代伟人的铮铮风骨，全东南亚华人崇

仰的精神典范，稚嫩的他们，将如何去

诠释啊？

却没想到，戏演完了，全场观众都深

受感动，谢幕时，许多人甚至起立鼓掌。

掌声不息，歌声不绝。……台上台下互相

唱和呼应，大家都依依不舍，在彼此的

激情中眷恋着，久久不愿散去。

在这样的情怀里，我早已忘却踏进

剧场前的踌躇。

演出的效果，超越大家的观剧预

期。或许，刘培芳女士的感觉代表了观众

的认可和感动。

演出成功，皆大欢喜。一天路过学

校行政办公室，几个职员叫住我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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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杨导，我们在说，为什么这个演出这

样感人，学生演得这样好，什么原因？……

导演厉害啊！”

一边的李仰渠副校长也说：“文仲，

如 果我 们有奥 斯 卡 奖，我一定 颁一 个

给你！”

后来，《陈嘉庚》剧组还专程去中国

福建集美嘉庚故居中学献演，访问厦门

大学做专场演出，一路佳话。

现在，《陈嘉庚》已 成华中保留剧

目，每年校庆上演精华版，供当年入校的

一年级新生观看。

《陈嘉庚》的成功，接下来，又陆

续编导上演了《李光前》《王鼎昌— — 

走向总统府》等华中先贤系列舞台剧； 

《因为有你》《中有我华中》等华中系列

舞台剧。

一戏一风景，华岗剧坊继续书写华中

戏剧新篇章。

华岗剧坊史上巨作：《百年·瞬间》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

2011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校

方决定由华岗剧坊出演反映孙中山与辛

亥革命的舞台大戏，让华中学生了解这场

中华历史上惊天动地改朝换代的大革命

和民主先驱孙中山。

一个中学的戏剧学会，要完成这样

一场历史大戏，可能吗？这确实是当时一

些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疑虑。

我静下心来仔细琢磨权衡一番，有了

前面编导华中历史剧的经验，和这么多年

对华岗学生的了解，还是那个做法，量体

裁衣因地制宜，孙中山和辛亥革命题材固

然宏大，但我们有自己的演法。

我开始构思剧本。孙中山，当然贯穿

全剧，辛亥革命百年风云的人和事，就根

据我们演员和演出的条件以及篇幅选用

华岗剧坊呈献无场次史诗剧《陈嘉庚》演出后，导演杨文仲与演员们同台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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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于是，我写下剧名《百年·瞬间》。

这些年编导历史剧，我秉持这样一

种观点：既要忠实于历史，又不拘泥于历

史。即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

于是我们从孙中山寄望清朝廷改良

梦想破灭，毅然投身民主革命开始，讲述

革命党人屡败屡战，锲而不舍，十一次起

义前仆后继，最后辛亥革命一举成功，推

翻清王朝，中山先生就任国民政府临时大

总统的重大历史事件；讲述孙中山和他的

战友陆皓东、黄兴等人的传奇历史故事；

还专写一章表现当年孙中山流亡海外，在

新加坡晚晴园和陈嘉庚以及南洋民主革

命先驱的一段历史佳话。

剧情跌宕起伏，场面开合有度。

中山先生发起革命的激奋演讲、革命

党人大义凛然的誓言凿凿、黄花岗72烈

士的悲壮群像、晚晴园和嘉庚先生的温馨

握手、武昌新军起义将士的威严阵容、国

民政府临时大总统庄严的就职大典“革

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演出成功，受到高度好评。

记得有一晚演出谢幕后，受邀观演

嘉宾和我握手时非常讶异的问：“刚刚谢

幕，我看到那些演员，好多都是低年级的

小同学吧，刚刚那些兵就是他们演的？”

我给了肯定的答复。

嘉宾看戏后的这种惊讶，在我的预料

之中，这也是作为导演，我在舞台演出中

的刻意处理。因为这个戏需要演员太多，

我们用了好些低年级同学，所以一些群众

场面、清兵以及起义军大场面，我总是使

用逆光和烟雾，而尽量少使用面光，这样

让观众主要感受到充满戏剧能量的大场

面，而不会看到一张张稚嫩的娃娃脸而

出戏。但戏演完后把所有面光开亮，让同

学们亮亮堂堂地谢幕，感谢观众同时接

受大家的喝彩。

《百年·瞬间》演出成功，学校管委

会领导当即决定，这个戏保留，第二年复

排再演，由校友会出面组织，让更多华中

校友能看到这个戏。同时也为拟议中要开

建的华中董事会大楼筹款。

我将这复排演出称之为“辛亥101

年版”。

现在追溯当年这个戏的演出成功盛

况，我想借此机会特别感谢一个人。这个

人，大家只要翻阅华岗的演出专刊，在工

委会重要职务录里面都会看到他，对，就

是陈鹏仲副校长。

他是华岗所有演出大戏的总策划。

忍不住要给大家透露一些秘密。每一部

华岗的大戏演完了，我总会听到这样的反

馈：“哎，杨导，你们那个主角很不错呢，

演得很像。”

“嗯，很像，谢谢。”我当然同意。

大家不知道，原来陈副校长明白我

们第二年要演什么大戏，他在当年华中

海外招生时候，会特别留意专门给我们

找一些外形气质条件不错的人选，然后

回来就提供我们参考谁适合演什么。让

我佩服的是，他的眼光独到。

如当年演出的“青年嘉庚”、“老年

嘉庚”、“李光前”、“王鼎昌”等都是他

的推荐。

特别这次《百年·瞬间》演出，“孙

中山”、“黄兴”的扮演者，是那么让我

中意。后来我们说起这事，陈副校长告

诉我：“遗憾你戏里没写到袁世凯，哈哈

哈，我连袁世凯都给你找好了。”

这次演出的所有服装，也是他出差广

州替我们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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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剧坊呈献史诗剧《百年瞬间——辛亥革命》。

《百年瞬间——辛亥革命》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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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透露一些后台秘密。大家或许不

知道，华岗几乎每个戏主要人物的化妆，

基本上都出自他的手。每次我只要给他准

备好主要人物的照片就行了。你问我？我

也好奇他在哪里学得（偷师）这一手舞台

化妆技术。记住以后有机会问问他。

华岗的每一场演出，他总是从头看

到尾，从连排、彩排一直到最后一场。华

岗的同学们都说，他是我们演出的最忠实

观众。借此执笔华岗记撷，向陈副校长致

以由衷感谢。

华岗剧坊史上最具挑战制作： 
《浩劫——文化大革命》

2016 年，是中国文化大革命5 0周

年。校方在两三年前就和我谈过可以演

演中国文革的戏。经过几番思考准备，

现在适逢文革50周年纪念，我想时机到

了，剧本构思也基本完成，可以演了。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习近平主席在一次

有关文革的讲话中，依然明确把“文革”

定性为“十年浩劫”。所以，我们的剧名也

就定名为《浩劫》。

半个世纪前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十

年浩劫”，席卷神州大地，那么大的事件，

那么多的人物，一群中学生，一个舞台剧，

有限的篇幅，时空，究竟如何来展现？

我们华岗剧坊的戏，首先是演给华中

学生观看的。记住这个初衷，写戏就有了

方向。

于是我执笔编剧：文化大革命初期，

一所学校，一户普通人家，堂兄弟二人；

文革中的典型场面，“批斗走资派”、“停

课闹革命”、“抄家”、“文革歌舞”、“文

攻武卫”，……

排练过程时有状况发生。如排“批

斗走资派”一场，揪斗校长和老师。有扮

《李光前》舞台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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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红卫兵的学生表示：很难理解，不能

接受，可以不演吗？当然，后来通过解释

做工作，告诉他，这就是文革。所谓“浩

劫”，就是文革中年轻人这些疯狂举动带

来的破坏和劫难。

《浩劫》的舞台呈现，我特意设计使

用了一个多层面平台，加上典型的文革红

卫兵服装，文革时期的歌曲音乐，再加上

炫丽的灯光、多媒体现场影像，以及最后

雪花飘洒的祭奠场面，整个演出一气呵

成，取得了很好的演出效果。

演出后，有熟悉文革的朋友问起，文

革场面怎样那样真实？实话告诉大家，

整个戏除了“文攻武卫”悲惨结局是我引

用文革中发生的也是真实故事，其余戏

剧场面，全部是我的文革亲身经历，能不

真实吗？

也有朋友问起，华中为什么要演这

样一个文革的戏？因为文革还是一个敏

感的话题，时下的文艺作品，讲到文革大

多作为一个时代背景来表现或者简笔带

过，像《浩劫》这样直接写文革表现文革

的舞台剧还绝无仅有。作为编剧导演，我

只想客观地表现5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

这段文革历史，至于它如何发生？为什么

发生？那是历史学家以及政治学者们去

研究的课题。

我在演出前言里写道：

告别文革半个世纪，中国早已不是

50年前的中国，世界也进入了数码网络

高科技时代。但是，互联网时代怎样面

对社会风云而不随波逐流，需要我们用

心审视，独立思考。

谨以此剧，与年轻朋友们共勉。

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

文学专科文凭，上海

戏剧学院导演系歌剧

音乐剧表导演专业

文凭。现任华中高级

教育咨询（中文戏剧）、 

华岗剧坊（中学）和 

黄城夜韵（高中）艺术 

指导。作品包括三幕 

史诗剧《陈嘉庚》、 

无场次话剧《李光前》、 

五场话剧《王鼎昌》等。

作者
简介

业内朋友不无遗憾地说：“这个戏只

在华中校内做内部演出太可惜了。”

韩劳达先生看过戏后给我留言说：“这

个戏是新加坡校园戏剧的一个创举。”

作为编导，听到这些评价，我很欣慰。

更让人高兴的是，校方也看到华岗

剧坊的贡献，这一年的学校最佳贡献奖

颁给了华岗剧坊。记得之前剧坊因为成功

上演《陈嘉庚》也曾获得过同样的奖励。

世纪华中，华岗剧坊续写
百年华章

华文戏剧，多年来受到校方的重视

和支持，作为华中华文教学活动的旗舰

项目，华中学生在中一年级将有整年的戏

剧课，然后中三中四，可以参与华岗剧坊

的大戏制作或演出，高中阶段，可以加入

在本地久负盛名的“黄城夜韵”，自编自

导自演，实现自己的舞台梦想和追求。

而作为这项旗舰项目的参与者与执

行者，20多年我乐此不疲，值此华中百年

华诞之际，回首往昔，展望未来，让我们

戮力同心将华文戏剧这艘旗舰，驶向华

中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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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岗一道亮丽的风景
——华中校友会太极组20年岁月   

⊙网雷

每逢星期天的早晨，漫步华中山岗，

只见钟楼前陈嘉庚铜像下，或昔日的黄

仲涵礼堂里，或嘉庚堂内，这里一群人，

那里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打太极，拳风、

扇舞、剑影，构成山岗一道亮丽的风景。

从什么时候开始，苍翠宁静的华中校

园内，就有了这道亮丽的风景呢？

细说从头，20年前……

成立经过

1998年2月，在时任华中校友会会长

吴定基、副会长黄志华的推动下，成立了

旨在开展太极拳活动、增进身心健康的

太极组，每逢星期天早上7时至9时在钟

楼前练习，最初约有三四十位组员。第一

任教练是来自中国的苏自芳老师，由于苏

老师是武术总会国家队教练，所以只教了

一段短时间便离开。

从成立迄今一直留在太极组的元老

目前只有曾宪垒、陈文山、胡名正、张淑

清等几位；当年成立时的组员，后来离

开的为：吴定基、李织霞、杨有瑞、谢俭

苏、黄志华、许嘉瑞等。

太极组成立后的第一年，组员流失很

大，因为太极拳是一门需要持之以恒的武

术，那些对太极拳没有浓厚兴趣者，可能

会觉得很枯燥，加上其他原因，后来都退

出了，甚至有一度只剩下三位组员来练习。

尽管如此，创立太极组的元老们并

不灰心，不轻易放弃，决心重新整顿太极

组，聘请第二任教练黄胜利老师，每年都

招收新组员，每次都有二三十人报名参

加，到了2001年已增至40多位组员。

2002年理事会委任理事曾宪垒负责

太极组，当时成立一个五人小组负责推动

策划太极组的工作，小组的成员是：曾宪

垒、陈文山、薛炳国、韩丽丽、蔡世居。

在太极组茁壮成长过程中，克服了前

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阻力和干扰，其中

一个问题是高昂的学费。太极组最初成

立时每三个月的学费高达360元，后来虽

调低到每三个月120元，仍嫌太高，因为

太极组员以年长者居多，其中不少是退休

人士。为了减轻组员们的负担，普及太极

拳武术，使之成为一项群众性的体育活

动，五人小组毅然决定调低学费，改为每

三个月60元。

2004年黄胜利老师离开太极组，由

第三任教练陈耀城老师接任，负责提升

组员的太极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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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频繁

太极组成立20年来，除了每个星期

天风雨不改在华中练太极，还组织了不

少使人津津乐道的活动：

池畔餐厅咖啡雅聚— —自2004年3

月至2013年6月长达九年多的时间，组

员们下课后都涌到游泳池畔的餐厅，吃

早点，喝咖啡闲谈，联络感情，交流打太

极心得，度过无数个快乐的星期天早晨。

校友会设立这个咖啡雅聚的目的，原

本是希望校友们星期天回来母校，与昔日

同窗叙旧，加强凝聚力，最后却变成几乎

是清一色太极组员们打完太极后的早餐

聚会。

后来校友会大楼拆除重建，令人怀念

的池畔餐厅雅聚便走入历史。

新春联欢会——随着组员人数逐年

增加，太极组后来改为分班上课。到了春

节，便举办全组的新春联欢会，组员们各

自带来丰富多样的美食与组员们共享，观

赏精彩的表演，玩欢乐的集体游戏。出

席联欢会的人数，从最初的几十人，增加

到后来的近百人。

郊游旅游活动——早期太极组曾组

织郊游，爬武吉知马山，在山上打太极。

后来改为组团的马来西亚或中国旅游，组

员们反应热烈。

参加太极组不仅练太极强身健体，

而且这些多姿多彩的活动，使组员们的

生活画布上增添许多迷人的色彩。

内部观摩——2004年1月11日，太极

组在校友会旧大楼的庄丕唐礼堂举行第

太极拳是需要持之以恒的武术。

1998年2月太极拳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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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太极观摩会，从此每年都有举行，作

为组员们一年来的学习汇报表演。为了

观摩会的到来，组员们提高了积极性，

学习态度也更加认真。通过观摩切磋，

大家互相交流，进一步提高太极拳的技

术水平。参加第一届观摩会表演的组员

只有30多人，随着太极组队伍的日益壮

大，后来参加观摩会表演的组员人数已

近百人。

对内表演— —太 极 组每 年 春节，

都有在华中大家庭的新春团拜呈献节目

联欢；2011年11月5日，华中1961年度毕

业的三届（高三、高二及中四）学长，50

年后回返母校联欢，太极组也呈献节目 

助兴。

对外交流— —太极组多年来曾参加

哥南亚逸、武吉班让、哥本峇鲁及蔡厝港

第四分区居委会等社区的“太极之夜”交

流演出。

对外比赛— —太极组第一次走下山

岗参加对外比赛，是在2016年5月28日

及 2 9日，参加第七届新加 坡国际武林

大会，取得优异的成绩：团体项目获银

牌，个人项目获14面金牌、三面银牌及

两面铜牌。

太极组再接再厉，于2017年8月19日

及20日，参加第三届新加坡紫金杯国际

武术大赛，团体项目荣获银牌奖，个人项

目获得13金5银4铜的佳绩。

2 0 年来，组 员们 学了很 多套 太 极

拳、剑、扇，拳术有：13式、24式、3 2

式、40式、42式、48式、85式、东岳太

极拳等；剑术有32式太极剑和42式太极

剑；太极扇则有太极功夫扇和华武扇。

20年来，太极组先后有三代不同的

制服：第一代制服为灰色衣，前面印上 

原名蔡世居，1965年

华中高中毕业，后毕业

于厦门大学海外教育

学院中文专业，已 

出版五本个人专集。

作者
简介

“华中”二字，背后是一个巨大的书法

字“武”；第二代制服为黄色衣，衣襟印

上华中校徽及“太极”二字；第三代制服

为白色衣，衣领红色，左侧条红色，衣襟

印上太极组徽章。

目前太极组员约有150位，分成八

班，各班老师如下：

A班：陈耀城老师；

B班：吴雅莲老师；

C班：曾宪垒老师；

D班：黄蓉蓉老师；

E班：符慧俐老师；

F班：卓坤桦老师：

G班：陈文山老师；

提升班: 陈文山老师。

现在每星期日上课时，先全组集合

进行大组活动：松身和练八段锦之后打

三套拳：13式、24式及32式，然后分组，

由各班老师带领组员练习。上课时间是

从早上7时开始至9时30分。 

太极组员每逢星期天在华中练太极

从未间断，转眼过了20年，这道亮丽的风

景装点苍翠山岗添缤纷；带来人气旺也

驱走山岗寂静溢温馨，这道亮丽的风景

使华中校园更美丽。

寄望华中校友会太 极 组 继续发 展

壮大！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558 24/2/19   1:35 PM



559

华岗剧场不了情
⊙戏剧学会众校友

前言

有一次和华中戏剧学会的老朋友吃

饭，聊起母校《百年华中情》文集征稿

时，忽有灵感： 

“Eh，百年一遇，不如我们代表我们

那届的华岗剧坊，一起写点什么？”

“好主意！”

于是乎，便有了这篇文章。有志者事

竟成，大家合力缀记了我们在戏剧学会四

年间的点点滴滴。笑闹之余，贯穿这些趣

事的，是华岗剧坊坚守，亦是我华中子弟

所秉持的传统与价值观。

结缘华岗、寄情华中

星期五的华中操场角落，总有一群怪

人。华中子弟，身穿校服，聚坐一角，似乎

百无聊赖。

众人的书包也三三两两散放一旁。

细看之下，这群人并非什么也不做。

他们在……拍手。不是此起彼伏地拍，而

是全体同时间拍一次手，拍完就走。

外人看来，真是群怪人。

而这帮人，就是华岗剧坊的华中人。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每个人与华岗剧坊结缘起因各不相

同：自愿的、被逼的、被诱的、被骗的……

但是，华岗剧坊却有这样的魅力，让我们

结情于此，从此一往情深。

缘起、情牵——编导活动

一个不到13岁、乳臭未干的男孩，你

叫他选课外活动，什么课外活动？眼前那

么多从来没听过的课外活动，看起来都

很好玩。

“加入排球队吧！”一个学长说，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个子。”

“来圣约翰吧！你就再也不需要晨

跑了呢。”另一个学长说。

“好”、“好”。一个一个都答应了，

也把自己的名字填入所有的表格。

“排球队下个星期五训练，一定要来

哦！”“圣约翰下个星期五训练，一定要来

哦！”怎么都在星期五啊？

星期五到了。

“唉，快点！我要回家了，我们一起

搭bus！”

“等我！”

一个不到13岁、乳臭未干的男孩，你

叫他选课外活动，什么课外活动？跟朋友

回家更要紧。

又到了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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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有一个课外活动叫华岗剧坊，

要不要去看看？”

“OK！”

一个不到13岁、乳臭未干的男孩，你

叫他选课外活动，什么课外活动？哪里有

朋友就去哪里。

“这位是悟净，他是我们的秘书。这

位是悟能，他是我们的副主席。这里最帅

的，就是我，我叫悟空，是华岗的主席。”

这个人好幽默！

“大家分成三组，每组围成一个圆

圈，接下来的活动叫《给我tempo ready 

go》！”

这是我第一次玩编导活动。一个从

综艺节目改编的游戏，一编就编到了一个

不到13岁、乳臭未干的男孩的心里。

编导活动，一个每周华岗活动不可

或缺的项目，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内涵。

但是对一个中一新生来说，就是一

个个好玩的游戏。好玩到每个星期最期

待的就是编导活动，好玩到想成为副编

导，帮忙筹划编导活动。

玩着玩着，才发现编导活动不只是

好玩而已。它帮我们建立友情，帮我们训

练演技，帮我们训练临场反应，也提升了

我们的创意。玩了四年，也陪伴着我们成

长了四年。

没有了编导活动的华岗，绝不是华

岗。编导活动不只是华岗的传统，它是华

岗的生命线。招新生靠它，训练演员靠

它，让华岗团结也靠它。

回想起来，我加入华岗剧坊的原因

10年后再相聚。小图为2003年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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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有点荒唐；但这可能就是上天的安

排、命运的摆布。不过如果你再问我：一

个不到13岁、乳臭未干的男孩，你叫他选

课外活动？什么课外活动？有编导活动的

华岗剧坊。

缘聚、情凝——散会

“召集！召集……！” 

每周华岗活动都会以体育运动作为

结束；不过一声“召集”就如同导演喊 

“卡”一样，众人都会停下所有的活动，

聚集在操场台阶的一角。

第一次参加华岗剧坊的活动，我背

着夕阳望向雄伟的钟楼。“哦，原来已经

6点半了，课外活动应该结束了。咦！既然

时间到了，为什么不直接回家，反而还要

集合呢？”

当时我只是华岗的菜鸟，始终不敢

违抗学长们的意思。于是，我三步并作两

步，在台阶上随便找个地方就快快坐下。

正当我还满腹狐疑时，主席说道：“好，

大家散会！”并做出要拍手的态势。

原来，全体会员一起拍手散会是华岗

的传统，而重点是只能听到一次掌声才算

成功。但是，首几次很明显有会员慢了一

拍，所以我们试了多几次才算大功告成。

其实，散会体现了华岗的团结精神，因为

每个人都需屏气凝神，注意主席的手势和

节奏，齐心协力才能成功。

有时散会明明要成功了，偏偏就有学

长慢一拍拍掌，让我们功亏一篑。不过，

当我和其他华岗会员通过编导活动、筹

备演出等慢慢建立深厚的感情后，我想

我开始明白学长的心境了。散会成功之时

即离别之时，学长不是故意捣蛋，而是舍

不得下一秒就要各奔东西了。既然每一

部戏都需要落幕，何不享受多一刹那的

掌声呢？

缘深、情深——团圆饭

一眼望去，天际蔚蓝。眼前的河水缓

缓入海，宛若一蓝丝带。水道右侧，有座

凸起的建筑，螺旋形，风筝曼舞，小童戏

水。这Marina Barrage的前身，是一片绿

草地。望着大海，背后是繁华的摩天楼，

周边布满了火锅摊。

2003年，华岗剧坊人马聚集在这，

为的就是吃上一桌团圆饭。当时我不过

是一介中一生，连Marina Bay地铁站都

没去过，全程跟着中四的大学长们。这团

圆饭的含义也不是很懂，只听说每年都

会在这里吃个饭，觉得有点意思，是讲义

气的人会做的事儿。那年之后，Marina 

Barrage地基动工，草地和火锅店不见

了。团圆饭地点也改了。

地点变了，不过肯出席的人，心态却

是一致的。华岗剧坊对我们来说，不是打

发时间的课外活动。上了这艘船，就是一

家人，为的就是共襄义举，做一出好戏。

我们的小品、演出，要对得起自己，对得

起艺术二字。

一道道菜承载着一份份情，吃什么

早已不重要。

年复年，又团圆。虽然我们早已毕

业，纵使大伙天各一方，饭是照吃不误。

说窝心未免太肉麻，不过倒也欣慰。

有人说习惯成自然。那习惯又怎么成

传统？就一个字：心。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反之，一个传统若没人用心，那也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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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

吃饭就是生活，庆幸有这帮兄弟陪着

我，一起吃。

缘韵、情韵——我们的演出

那年，我们中三。

“真的要做吗？”有人提出。

“我觉得这对华岗来说是好的。” 

另一个人说。

早在中一时，就听学长说起华岗剧

坊曾经的常年演出。由学生自编、自导、

自演的常年演出，因为其他安排所以已

经好几年没筹备了。这样的演出之所以珍

贵，我们当时并不能确切感受，只觉得似

乎是件华岗不该遗失的经历。

“我也同意，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演

出。”另一个人表示。

“好的，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最

后，我们一致决定了。

记得第一次和学长说出我们的想法

时，他们二话不说表示支持。之后有多少

个星期六，戏剧中心除了我们，更多了历

届学长的身影。要不是这场演出，我们也

应该没机会和这群毕业多年的学长如此

结缘。他们多半知道这一路懵懂的我们

会走太多的歪路，决然抽出宝贵时间言

传身教，一步步指导。当演出最后落下帷

幕时，最想对他们说声“谢谢”，更想听

他们说声“做得好”。慢慢的，我们学会

付出。

记得有一次剧组会议出现争执时，

我们花了好长的时间才得以化解。年少

的我们，不太会处理分歧。但也因为那场

争执，“我”更认识了“他”，“他”更认识

了“他”。慢慢的，我们彼此熟悉。

记得每次的彩排总是有喜有悲，有

的地方做对了，有的地方差强人意。检

讨，再检讨。进步，再进步。慢慢的，我们

有所成长。

记得每当站在后台等待彩排或演出

的开始时，周围一片寂静。大家严阵以

待，心跳好比在同一个频率上，不求能呈

献多么好的一部戏，但至少希望能将反

复彩排的一切尽情发挥出来，不要辜负

彼此。慢慢的，我们积累默契。

记得当演出落下帷幕时，久违的感动

再次涌上心头。今天之后，我们再也不能

每天见到彼此，聊聊生活中的一切。刹那

间，我们经历了失去，但也学会了珍惜。

现在回想起来，有关筹备那场演出的

许多回忆已经变得模糊。但那些在脑海

中仅存的点滴，似乎便是常年演出异常珍

贵的地方吧。

我们的演出，一位也不能少。

缘不尽、情不了——传灯

6月。华灯初上。

空荡荡的停车场传来阵阵脚步声。

一群华岗人手持蜡烛，在停车场顶

楼围成一圈，等待午夜的到来。一整天的

露营活动后，大家都疲惫不堪，但此时大

家一点睡意都没有。

一缕烛光亮起。

烛光照在了即将卸任的主席脸上。

眼前的光芒虽然微弱，却代表着为梦想奋

斗的热诚，代表着心中一直在燃烧的一把

火。就是这把火，成了他这一年来的推动

力。但要达成梦想，一缕烛光是不够的。

烛火一分为二；二至三；三至点点。

他将烛火传递给身旁的伙伴。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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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个人独有，更不是一个人的力量能

够达成。大家手中的烛光亮度不同，有的

还在夜风中微微颤抖，但要照亮这午夜，

每一把烛火缺一不可。

薪火继续相传。

会员们 从执委 们手中的蜡 烛 接 过

烛火；学长们将手中的光芒传递给学弟

们。华岗历年来的成就、传统，都是众人

努力换来的成果。今夜，这累累硕果交到

来届学弟手中，让它继续发光发热。

烛光照亮前方。

最后，候任执委的蜡烛也点燃了，也

代表他们正式接过棒子。接下来的一年

并不一定容易走，有时还会迷失方向，

但只要有这学长传递下来的灯火指引方

向，华岗的精神永远不灭。

烛光— —是心中的热诚、是华岗人

的付出；是历届的成果，也是对未来的

憧憬。

传灯仪式— — 传下的不单 单是 烛

光，而是多年的信念和传统。

6月仲夏夜空。

空荡荡的停车场传来一阵歌声。

“天际边划过着，一道闪烁的星光，

陪伴我们银河里昂然飞翔……”

歌声结束，旋律依然在心中绕梁。

仪式结束，大家一齐把烛火吹灭，心

中的光芒依然闪耀着。

2006年演出落下帷幕。

尚殿君、庄颖瀚、

杨政航、温博睿、

关伟铭和黄建諹。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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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我筋骨，爱我华中
⊙何长江

习武养德

武术素有“未曾学艺先识礼，未曾习

武先明德”之说。武术队的日常训练是基

本功，体能训练以及操练比赛的各种套

路。基本上武术队的学生都有明确的训

练目标，那就是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

绩，对得起自己辛勤的汗水和花费的时

光，同时也为团队和学校争得荣誉。

大部分学生在日常的训练中，比较重

视武术技能的练习，很少意识到武德的

重要，也不知道武德具体体现在哪里，

认为讲武德很虚，看不见，摸不着，远不

如“得奖”来的实在。学生们的这个现象

表现的很明显，比如训练时不够自觉，需

要督促、监督，遇到压力很容易就会轻言

放弃等等。

学校武术队最繁忙，最紧张，也是压

力最大的时段要数每年2月至3月这一特

殊时期了。既要备战3月底一年一度的 

“全国武术锦标赛”，又要为学校在华人

新年期间的表演做准备，同时还要兼顾

校友会在新年期间的“新春团拜”表演。

既要表演打鼓，又要表演武术，同时还要

温习功课，准备学段末的统一测验，要说

学生们在这一时段分身乏术，真的一点

也不夸张。我也曾询问学生们的意见，果

然，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参加表演，认为

为了准备这些表演，占用了太多不必要的

时间。然而，在我看来，这些表演乍看好

像很繁琐，但是仔细想想，只需要学生们

在正常训练时更加积极，刻苦勤奋，完全

不必再花费多余的时间来准备，就能够

游刃有余了。

为了改变学生们的心态，我们提出武

德中的“勇”，要求学生勇于表现，勇于担

当，勇于迎难而上。经过我们积极调整，

武 术队的整体心态有了明显的改变。

这几年学校春节前后的表演、开放日表

演、国庆节表演等等，我们华中武术队都

是全体上阵，表演人人有份，不论功夫深

浅，力求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

事实上，每次武术队员上台，都是掌声不

断，喝彩声不绝，俨然成为了学校舞台上

最绚丽的一道风景。

锐意进取

接手武术队初期我根据武术队的现

状和实际情况制定了详细的有针对性的

训练计划，严格要求课堂纪律和提升训

练质量。在强化武术基本功和身体素质

的同时，也非常注重队员们在个人单项及

团体项目的稳定性、突破性、创新能力以

及团队精神等方面的培养。

记得那时我要求学生们定期针对训

练与学习写感想，把自己不足的地方或者

认为可以提升的地方写出来，一方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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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部武术队于春节团拜表演“龙腾虎跃”。

武术表演是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的压轴节目。

提升他们的华文写作能力，另一方面可以

使他们静下心来好好分析自己在训练、学

习等方面的不足之处。由于我对学生们

高标准的要求，学生一时间很难适应，幸

好我们的学生领悟能力强，他们很快就适

应了。

经过两年时间的打磨，终于在2015年、 

2016年、2017年连续三年夺得全国校际

武术锦标赛C组冠军；B组一冠二亚的优

异成绩；并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获

得“自强不息”团队奖，创造了华中武术

队有史以来的最好成绩。

有口皆碑

随着武术队成绩的提升，华中武术

队的名气也逐渐大了。慕名邀约的表演也

越来越多。2014年在丹戎巴葛社区中心

主办的国庆晚宴上为我们的李光耀资政

呈献了我们精彩的表演；2017国庆节前

夕，乌鲁班丹民众联络所开放日暨青年才

艺表演上我们的武术表演备受追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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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接受新闻采访，并对国家的生日送

祝福；连续三年参加新加坡报业控股庆

祝新年表演；新加坡华源会杰出贡献奖

颁奖晚会表演；培华长老会小学125周年

晚宴表演；亚洲青年论坛开幕表演；纪念

楚图南诞辰115周年书法作品藏品展开

幕仪式表演；连续三年参加全国舞狮锦

标赛开幕式表演；以及每年华人新年、校

庆、国庆期间武术队都会奉献出精彩的

表演。受邀的演出不胜枚举。

华中拳

华中拳是为华中学生量身定做，自创

的一套拳法。2000年，在许永正校长的

倡议下，体育部老师们就开始为华中拳

的创编构思，经过漫长的14年，于2014

年才由笔者完成创编工作，并开始于校

内体育课中推广。

华中拳的意义旨在继承和发扬华族

传统文化和培养学生们坚持不懈，吃苦

耐劳的精神，更重要的是突出尊师重道，

自强不息，饮水思源的校训。

记得第一次参加 9 5周年 校 庆彩 排

的时候，由于习练华中拳的都是当年中

一和中二没有任何武术基础的学生，同

学们也都是第一次参加华中拳表演，他

们在彩排时的场面极其混乱，很多人都

对华中拳的表演没有信心，连我自己也

感到很沮丧。但是经过多次反复的练习

和打磨后，学生们终于可以整齐划一的

完成整套华中拳，并在校庆当晚的表演

中十分出色的完成了任务。受到了筹委

会、校友和观众们的一致好评，总算皇

天不负苦心人。

众心如城

每次参加表演，学生其实都承受着

巨大的压力，但是，压力也成就了他们，

表演的成功带给 他们掌声和荣誉的同

时，也促使他们成长。我们秉承的原则

是“人人有份，一个不少”，这对那些功底

薄弱的学生来说，无疑是“压力山大”。

我们常说，压力也是动力。为了人人都在

全校师生面前“精彩亮相”，同学们也是

使出了浑身解数：功夫好的同学带功夫

弱的，编排节目时扬长避短，默契配合，

经过这几年的锻炼，现在只要是有校内

表演，队员们已经习以为常，轻松应对。

通过表演，同学们学会了相互关照，凝聚

了队员的荣誉感。他们深深地体会，表演

是否成功，是取决于团队的合作。相互包

容，相互配合，才能展现最好的自己。

接手华侨中学武术总教头至今，感

触颇深，学生品德的养成，团队精神的

培养，是得在活动中锻炼，通过克服困

难来塑造，而不是华而不实的说教。希

望华侨中学的武术队继续昂首前进，再

创百年辉煌。

八岁习武，多次获得 

中国省、市、全国武术

比赛冠军。并于2002年

考入北京体育大学武术

学院，攻读民族传统 

体育，主修武术、导引

养生和舞龙舞狮。 

2013年应邀进入华中

体育部，任体育老师兼

武术队总教练至今。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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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drenaline-filled atmosphere 

and an audience-filled stand. The 

bright lights, the red carpet, the arena 

of our dreams. Our whole team rooted 

behind us whenever we stepped onto 

that carpet, pushing us on no matter 

what. Hwa Chong Wushu has seen 

many changes over the years, but the 

unwavering passion and dedicated 

spirit which burns within every one of 

us has never changed. 

To many, Wushu may seem like an 

individual sport with one person walking 

onto the carpet and all achievements 

being individual merits. Having been 

in the team, we knew it was hardly 

about the individual. All of us were 

proud to 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There was always fervent cheering 

for our friends when they performed 

their routines on the carpet, creating 

a warm and comfortable atmosphere 

during trainings, competitions and 

performances. To us, Hwa Chong 

Wushu was more than a CCA. It was a 

family. We knew we could always rely 

The Soul of Hwa Chong Wushu
⊙Alumni of Hwa Chong Wushu (College) 

on our friends for support. We shared 

good and bad times, happiness and 

sorrow. This big family, comprising many 

seniors and juniors, never fails to meet 

at our coach’s home every Chinese New 

Year. This tradition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is testament to the close ties 

we share with one another.

The annual National Inter-School 

Wushu Championships and the months 

of training preceding it was a big part of 

our lives in Wushu. Training was tough, 

1 division 1 heart.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567 20/2/19   1:42 PM



568

百

年

华

中

情

课

外

学

余

英

才

现

Team Boss, HCI Wushu C-Boys - 2014.

but worth it. Everything culminated in 

the mock competition and the actual 

Inter-school Championship, and we 

fought as hard as we could to bring 

glory to our team. Wushu was different 

for us, as we enjoyed close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 schools in the greater Wushu 

community. One incident always stood 

out when we reflect on this relationship 

and sportsmanship. On the final day 

of the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a few 

years ago, one of our competitors 

dropped his weapon, but everyone 

immediately banded together and 

cheered this team on, casting aside all 

differences. Another memorable thing 

was the particularly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wa Chong and Nanyang 

Wushu. The Hwa Chong-Nanyang 

Wushu Mock Competition is held every 

year, and all of us make it a point to 

interact and learn from one another. 

During the actual competition, our two 

teams always rooted for one another. 

The camaraderie and team spirit shared 

was always palpable and something we 

were proud of.

However, Wushu was not only about 

competitions and training. We trained 

hard, but we never forgot to play hard 

as well. From jamming to the beat of 

the music during trainings, to fun-filled 

batch outings or even just hanging 

out  in the club room, there was never 

a dull moment with our friends. We 

always had fun with each other and 

it was something that made us look 

forward to CCA every week. Our cl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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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om was a gathering place and second 

home for all of us. It was not surprising 

to find some of us there studying or 

just relaxing after an exhausting day in 

class. This was the centre of our club, 

the place where our lives converged, 

and where we did everything together. 

Eventually, we grew from a band of 

individuals who joined the same CCA 

for our own reasons to become a family 

which all of us continue to cherish till 

this day.

Wushu was not a boring CCA where 

we went just to train and then leave 

after that. It was a family with whom 

we knew we could celebrate the little 

victories and overcome the defeats in 

our daily lives. Undoubtedly, the best 

takeaways from Hwa Chong was the 

friends we made through CCA, and the 

bonds and memories we forged and 

which we will carry with us for the rest 

of our lives. After all,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in the world cannot be seen or 

touched. They are felt within our heart 

and soul. 

All of us were proud to be part of something bigger.

Student from batch 
2015-2016 and 
batch 2016-2017.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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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第23届初中

毕业生。

诗三首
⊙丘采田（香港）

感 恩

华 中火炬心 中 记，

人 生 征 途 指 路 灯。

耄 耋 学子 怀 念 您，

祝 福母 校 万年青。

2018年春于香港

华中百年

手 脑 并 举 学 致 用，

自强 不息写 春 秋。

百年钟 楼 情 依 旧，

桃 李 满 门 遍 全 球。

访母 校华中

青 葱 离 校 暮 年 回，

同窗 相 见 把手 牵。

雄 伟 钟 楼 仍 屹 立，

喜见 新 舍感 万千。

2017年6月访华中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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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1940年代末至 

1950年代华中学子，

包括吴树杞、沈清熙、

许世元、朱国怀、

吴世忠、潘先仍、

潘德坚、黎才伍、

颜振南、符致川、

杨庆波、吴忠恕等。

1940年代及1950年代的华中学子回母校参加母校90周年

大庆在钟楼前留影。平均年龄都有86至90岁的华中学子，

约定母校100周年大庆再回华岗见证母校的辉煌发展！

感谢母校对我们的培育之恩！

忆陈嘉庚 
⊙一群学子

特 邀侨 领 赴 北 平

参与 国 事议 大 政

商 拟 建 设 大 纲 领

孝 敬乡梓 献 终 身

嘉庚 群 策 创 华 中

中英 并 举育 英 才

华 族文化 应传承

无 愧一 生 振 中 华

参 政 不忘兴教育

病危 惦 念 两件 事

港 台 一定要 回 归

国 泰民 安享太平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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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母校华中      
⊙沈清元（香港）

二 战 结 束 荷 印尼

殖 民 独 立 暴 斗 争

一九 四 七 炮 声 隆

我 从 巨 港 来 华 中

初 一 教 室 英 军 棚

铁 皮 圆 棚 如 蒸笼 1

老 师 博 学皆优 秀

学子 勤 奋 劲 学 习

孕育公 仆 学 生会

礼 堂 壁 报论公义

德 智 文体 齐 培 养

自由民 主 好校 风

华 中学子 多 俊贤

神 州 狮 岛 逞英 豪 2

报答 嘉庚 老校 主

校 友争 气 不负 望

忆 华 中美 好岁月

光 阴已 过七 十 载

恩 师 校 友 怀 心 中

祝贺 母 校百周 年

1947年由印尼苏门答腊

岛巨港埠来新加坡

南洋华侨中学校读初

中一年级甲班。1949年

华中第27届初中（甲）

毕业。70年代先后担任

香港数个著名地产发

展公司的设计部建筑

师。现居住在香港。

注

1

2  新加坡前总统王鼎昌、

 新加坡前文化部长易润堂、 

中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

 砂劳越前农业暨社会发展部长

黄顺开医生等等华中校友。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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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二首
⊙李森达（香港）

颂陈嘉庚先贤 创建 华中

先 贤 狮 岛 栽 云树，

甘 露催苗成 栋 梁。

学 海无 涯 愚 昧弃，

春风 化雨桃 李 芳。

自强 不息百年 庆，

毓 秀 钟灵 榕 岭苍。

民 族 光 辉 1环 宇 照，

华 侨 旗 帜 1五 洲 扬。

贺母 校华中百年华诞

华 岭百年栽 劲 松，

苍 苍 傲 立 沐 春风。

霖 泉滋 润 新 苗 壮，

山竹晶 莹 硕 果 红。

俊 彦 齐心 薪 火 旺，

儒 商 协力 效 贤 雄。

群 英贺 寿 迎 朝日，

四 海 高 歌云树葱。

2018年2月春日于香港 1953年华中肄业。

神州师范学院毕

业。曾任华中香港

校友会秘书长、 

香港诗词学会 

常务理事、长青诗

社理事。

注

1  “民族光辉”和  

“华侨旗帜”，为

毛泽东赠陈嘉庚  

先生的条幅所题。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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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雨颂华中 
⊙吴瑞光（香港）

（一）

洪 钟 破 晓 醒 朝 阳，

万道 霞 辉火 翠 岗。

广乐飞 天 归 鹤 仰，

礼 门义 路看鹰 扬。

百年风雨 楚臣魄，

一 岭 青 葱 越 王 霜。

回 首士贤 齐 振 臂，

嘉庚 此日颂 无 疆。

（二）

嘉庚 此日颂 无 疆，

百 载 华 中尽 栋 樑。

双语风 行 家 国 幸，

一私 板 荡 豆 萁伤。

敢 为 弱 水争 生 息，

期 许 丹 心 化 雪 霜。

北 望昆仑 龙 奋 起，

霞 红 南 海 照 山岗。
1953年毕业于华中，

后负笈神州。1963年

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

学院。历任工程师、 

厂长、中外合资企业

总经理。晚年喜爱 

古典诗词，撰有 

《兰苑素心》诗词选

集。现为华中香港校

友会理事。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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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园春
——华中百年颂 

⊙柯世利（加拿大）

己 未 1春 阳，柔 海 2 波平，狮 岛氲 氤 3。  

有 贤人善 者，解 囊 捐 助；嘉庚 侨 领，创 校 耕 耘。

华 胄 南 洋，莘 莘士 子，学梦 初 圆 何悦 欣。    

秉 传 统，尽自强 无 怠 4，笃 志 精 勤。

松 岗 廻 耸高云。椰 榔 影、婆 娑 温色 亲。   

历戍 孤 烽火，崎 岖 险 阻 5；势 危 时 乱，坎 坷 艰 辛。

赞 我 华 中，傲 然 兀 立，嘉庆 来 逢日日新。   

天 南 望，更 颂 声 欢 乐，寄语 敦 淳。

（另调）

柔 海波平，己 未 阳 春，水 空 氲 氤。   

有 善人贤 者，解 囊 捐 助；嘉庚 侨 领，创 校 耕 耘。

华 胄炎方，莘 莘 学子，脩 业 勤 勤 何悦 欣。     

秉 传 统，皆自强 无 怠，笃 志 纯 真。

松 岗 廻 耸高云。椰 榔 影、婆 娑 倍可亲。     

历戍 孤 烽火，崎 岖 险 阻；势 危 时 乱，坎 坷 艰 辛。

赞 我 华 中，傲 然 兀 立，百 载 黉 宫日日新。    

天 南 望，更 颂 声 欢 乐，寄语 敦 淳。

《钦定词谱》苏轼体    中华新韵/词林正韵

成长于马来亚

吉兰丹，1961年

高中三毕业，25岁

时移居加拿大，

经营地质事业

逾40年。晚岁以 

诗词话江山。

注

1  1919年；南洋华侨中学

于1919年3月开学。 

2  指柔佛海峡，也可解为 

“轻柔海面”。 

3  狮岛“水空”氲氤也。

4  华中校训“自强不息”。

5  谓1942年至1945年 

日本侵占新加坡期间， 

华中被封闭。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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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华中
——贺母校百岁华诞        

⊙李开

（一）

景 仰 华 岗 不 老松

南 方典 范倍增 荣

勤 栽 桃 李 忧 国 计

力赴 学 研济 世功

前 辈 兴 学 倾 肺 腑

恩 师 教 诲 敞心 胸

悠 悠岁月从头 越

回 首 前尘 照 晚 虹

（二）

华 岭英 名闻 远 近

钟 楼 声 誉 响 狮 城

艺 坛 才俊 呈 佳 作

文 教 能 人秉 正 经

科 技 圈 中出 睿 智

政 经界里涌 精 英

百年风雨云 烟 逝

巨 著 宏 篇 载 盛 情

附识

母校100周年校庆即将降

临，预吟数语以为祝贺，

并怀念数十年前留校情

景及师恩之浩荡难忘。  
又名福源。1961年

华侨中学高中毕业， 

1965年获南洋大学

中文系学士学位，长

期任报刊编辑。曾参

与华中60年代叙别

会和戏剧会演出，

以及近年《山岗的

脚印》的编撰。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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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颂
⊙马宝汕

颂我 华中

钟 楼 鼎 立 山岗秀，孕育 英 才争顶 峰。

若 问 莘 莘 学子志，自强 不息烙 心 胸。

吟 我子弟

汪 洋 学 海 辛 勤 渡，万里 征 程 志 不 移。

德 性 潜 修 临 困 境，干才 施 展 位 高 时。

兴 衰 起 废 丰 功 业，济 世 鸿谋 奠 国 基。

四 海 高 峰 寻 智 慧，南 疆 傲 立任 思 驰。

华岗今朝

钟 楼 依 旧 壮 云宵，天马 奔 腾 浩 气 辽。

校 舍整 齐 亮 秀 色，走 廊 宽 敞 度 逍 遥。

师生奋 发名 声 起，教 改 维 新 业 绩 超。

校 训 铭 心 强 不息，名 冠 四 海乐 今 朝。

华中恩 人李 光前先生

发奋出 寒 微，真知 创 业 辉。

育 才 千 院 立，救苦 万金 挥。

淡 泊 平 生 志，谦 和日日依。

君恩 堪 浩 大，天 地 楷 模 归。

喜重逢 1

有 幸 重 逢手讯 中，心 潮 喜 动 泛 情 衷。

暌 违 学 海 音 容 减，安 渡 生 涯 意 气 雄。

伟 伟 山岗 常入 梦，铮 铮 铁 骨永 争 红。

尘 埃已定 沧 桑 尽，莫计 鸿 泥 落几 丛。

注

1  2017年6月，华中

1963年高二丙同窗

偶然间在微信中建

立了联系，久别了 

54年的同学有一半

见了面，心喜而吟。

1963年高二丙班

毕业生，现任

武吉知马海南联谊

会主席，出版过

诗作《望苏诗集》。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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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百年种子撒遍地球
每一个角落
⊙风沙雁

那 个 细 雨 纷飞 的 清晨

我 首次 上云树苍 茏 的山岗

木 麻黄 针型 叶 子 和 着雨点 飘 落

低 谷下的 课室 里 声 浪荡 漾

洋 溢着唐 诗 的 刚 健、宋词 的 苍 劲、元 曲 的悲 凉

那 个 艳 阳 高 照 的 午后

课室 外 掠 过 的风 摘 下的 每 一片 叶 子

都 带 着屈 原 的 哀伤、文 天祥 的 骨 气、史可法 的血 泪

炙 热 的 阳 光 把 这些 英 雄 的灵魂 织 进 我 的血 液

我 带 着 它们 远 走 东 瀛 扶 桑

五年 的 春 花 秋月夏 雨冬雪

我 看 遍 扶 桑 的山山 水 水

都 隐 藏 着 中 华 文化 的 情 情 韵 韵

中 华 文化 滋 润了大 和 民 族 的 精神 家 园

雨 雪 霏 霏 中 我 带 着 樱 花 归 来

山岗 的 木 麻黄 经 过 几 次砍伐

枝 干稀 疏、松 子 满 地、树身 伤 痕累累

那 场雨中 游 行 的 壮 志 随 着校 门 前 的 河流 飘 逝

空气 里 飘 着 书 籍 烧 焦 的 味 道

掠 过 山岗 的 晚 风 摘 下的 每 一片 叶 子

再 也 无 法 找 到 当 年历史 人物 的 国 魂 精 魄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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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些 风 餐雨宿 的 行 程

闽 江 的 宏 伟 气 势相 对 于武 吉 知 马 河 的 匆 促

武 夷 山 的 巍 峨 相 较 于武 吉 知 马山 的 低 矮

我 领 悟 到 文化 须 有 丰 厚 底 蕴作 为 依 据

切 断 母 体 文化 滋养 的 子系文化一定 枯 萎

落日照 山岗 的 那 个暮 霭 沉 沉 景 象 里

我 看 到 一 群 老 同 学 齐 聚 木 麻黄 树下

他 们 检 视一 包包百年 种 子 详 读

每 一 粒 都 包含 着 赤 子 情、英 雄 泪、民 族 魂

一 挑 二筛 三 选 选 出 最 精良 的 种 子

他 们 要 把 最好 种 子 撒 遍 地 球 的 每 一 个 角落

原名欧清池，

1963年毕业。后进入

南洋大学、日本

上智大学及新加坡

国立大学深造，

获哲学博士学位。

先后任职于移民厅、

外交部及新跃社科

大学。现已退休。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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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五咏
⊙黄碧芬

华中抒 怀

光 前 承 继 嘉庚 志，创 校 星洲 解众 忧。

诚 毅 楼 中 诵左传，文心 苑 里读 春 秋。

黄 城 夜 韵 谈 今事，绿 树晨 钟 送 旧 愁。

饮 水 思 源 孺 子 记，学高 德 馨 美 名留。

学子 情 怀

当初 来 学 苑，稚 子 别 爹 娘。

日日忙 功 课，时 时念 故乡。

恩 师 教 诲 在，好友 挚 情 长。

毕 业 常 怀 想，纵 然 隔 重 洋。

运动会 抒 怀

霞 彩 映 朝 阳，欢声 聚满 堂。

长 跑 先 绕 校，接力再 登 场。

选 手 齐 拼 搏，师生 直 赞 扬，

莫 轻巾 帼 志，不让 少 年 郎。

钟 楼 夜韵

日暮霞 绯 尽，钟 楼月色 凉。

仙 丹 露 笑 脸，茉 莉 吐清香。

细 柳 随 风 舞，芭 蕉 打扇 忙。

徜 徉 沿校 径，沉 醉 沐 星 光。

百年华中情

洒 泪 离乡土，过 番 渡 远 航。

蓬 门 欲 入室，校 槛似 登 墙。

笑语 抛 家 厝，捐 资办 学 堂。

树人 逾百 载，弟子 遍 南 洋。

自2013年1月1日

起为华中国际学

校华文部教师，

执教华文语言

和文学课程。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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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山岗下来了
⊙李成利

童 趣懵 懂 上了山岗

踏 步 追 赶 着 阳 光

在 每 个旭 阳 的上午

晨 风 匆 忙 躲 进小 小背包

嚼 着 一 路 红 彤彤 的 相 思 豆

第一 年 喂 给了曲 长 的走 廊

第 二年 喂 给了美 育 的虎 豹 楼

第 三年 喂 给了书 香 的 国 专 图 书 馆

最后 的 一 年

喂 给了钟 楼 两 侧 的 信念

自强 不息 和 学 以 致 用

润 饰 四 年长征 路

脚 步声上了长征 路 惊奇 的 发 现

日复日月复月年复年

山岗 的 钟 楼 敲不出一 响 钟声

想 把 钟 楼 当山 峰 一 举

顶 破了苍 天

读书声 如雨 响 遍 长 空

让 人 不知 道 是 书声 还 是雨 声

当日落 西山点 亮了

山下 百姓 灯火

蹦 蹦 跳 跳 的 心 情

紧紧 揽 着 千行万 字 的 汉文会月

夜 晚 的 大 地

战 鼓 四 起

街 巷 龙 蛇 争 搏

华 中儿女

站 立在 山岗 上 笑 看 江 湖

下山 去

赴 约

祖籍南安梅山竞丰村， 

1971年毕业于华中。

现任南安艺文社创社

社长、大书迷读书会 

统筹、中国南安作家 协

会海外顾问。曾荣聘为

中国镇江市丹徒县

人民政府招商顾问，

出版著作有10余部。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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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像四题
⊙寒川

陈嘉庚

倾 资兴 学

慈 祥 的 老 人

以金 钱 为 肥 料

一 幢 幢 的 黉 宇

于 是 巍 然 耸 立

遂 想 起 那 年

老 人 的肖像高 高 挂 起

在 福 建会 馆大 厦礼 堂 1

从 此，知 道了有这么一 个人

知 道他 抗日

“ 民 族 的 光 辉 ”

许 多 年后

路 过 厦 门

我 总会走 进 厦大

瞻 望老 人

想 着 他 摆 的 姿 势

究 竟 和 钟 楼 前 的 那 一尊

有何 不 同？

他 极目远 眺

许 是 那所 曾 被 誉 为“ 东 南 亚 最高学府 ”的 华 中

让他 把 心 事

快 乐 地

说 起

林义 顺

尽管 有人说 他 峇 峇

但一 介 儒 商、黄 梨大 王

最关 心 的 是

孙 中山 的 革命，还 有

星洲 的 教育

今 天，义 顺 地 铁 站 的 华 中学 生

南 下。纽顿 站 转 换

再 朝 西北 行

抵 达 陈 嘉庚 站

来 到 华 中

朝 夕不 改

两位长 者，遥 遥 相 望

微 笑 着 看 华 中

走 过一百年

看 掌 灯 的人

再一 次 兴 奋 地 喊 着

自強 不息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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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中四毕业，

1968年高二毕业。

创作以诗歌、散文、

评论为主。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注

1  1960年代初，福建

会馆大礼堂高高悬

挂着陈嘉庚肖像。

李 光前

五十 年代，对 着 警 察

他苦口婆 心

劝 请 他 们 不 要动 粗

棍 打 学 生

他 是 忙 碌 的

忙于与 殖 民 地 政 府周 旋

忙于多灾多难 的

华 中

而今，翻 阅 李氏 基 金赞 助 的 个人 著 作

遥 想当 年走 进“ 国 专 图 书 馆 ”

找 艾 青、找 冰 心

也 找苗 秀 和 丘 絮 絮

还惊 讶 于 老 师 们 也 是名家

作 品 还 真 不 少

据说，读 万卷 书

便 可 以写 诗 写小说了

于 是 狠 狠 地 啃书

让日子在名家 的 著 作 里

一 张 张 地 撕 去

一 天 天 地 老 去

天下之马

二十 年 前

陈 瑞 献 想 到了列 子

想 到 九 方皋 相 马

从 此，天 下之 马

是 一 群 华 中人 的力 量 结合

绝 尘 弥 辙。纵 然 远方

或 有风雨 咆 哮 的 时刻

侵 来

从 此，万千莘 莘 学子

睥 睨 四方

跶 跶 的 马 蹄 疾 声

在 一片 喧 哗之 后

终 于飞 成

无 数七 彩 的 云 朵

灿 烂 天 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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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追昔

依 稀

您 高 耸 欲 插云霄

是古典 的 豪 气

仰 首

巍 巍 支 撑 传 统

是 您 四 平八 稳 的 胸 躯

仿佛

叮当 叮当 的 回 荡

化 为 山 城 学子声 声 叮 咛

挥别

暮 沉 依依 底

您 依 然 傲 屹 睥 睨 着

时代 幻 化 的

风 风雨 雨

之二：伤今

或 许真该 泣 叹

山 城 不 再 溢 满 芬 芳 啊 芬 芳

鹃 血啼尽

只 是 钟 楼 高 撑 穿 插 不上

云霄 的 古典

叮当 的 回 荡 叮 咛不 再

古 钟 啊 古 钟

钳 成一枚 历史 沉 郁记忆

若 能

就 让我 作 多一 次 的 叮当回 荡 吧

（或 许 回 来 哀 悼 的只 是 一 个不曾迷 路 的

疲 惫 归 子 ……）

之三：想你，在 9 9周年的山城

向 晚 山 城

阳 光 轻 柔 如 暮 春 薄 薄 的 毛 衣

轻 轻 披 撒 在 乘 风 归 来 的 学子身上

馨 暖 得 如 你 不 变 的 双 眸

斜坡 道 上

依 稀 仿佛

昨日那 午课自修 后

踏 着夕 阳 归 去 的 熟 悉 身 影

曾经 的 木 麻黄上 掠 过 的 倦鸟

为 你 我 难分难 解 的 辩 论 伴 奏

一 路到 校 门口

难 舍 难分 的 纠 缠 心 情

山城归客
⊙云谷涵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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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 楼 依 旧 耸 屹

似 岸 边 的人 生 灯 塔

指引 你 我 一 路 的风 风雨 雨

从白发 到 黑 发

岁月如 歌   人 老 情 怯

多 年 再 度 归 来

山 城

有 着 熟 悉 的 陌生和 陌生 的 熟 悉

今夜无 风

沸 腾 的山 城 是 纷沓 归 来 的莘 莘 学子欢 歌 笑语

而灯火 阑 珊 处

我 也悄 悄 寻觅 着那 模 糊 又曾经清 晰 的 年 少身 影……

写于2018年3月21日，参与华中99周年庆晚宴后的心情

笔名云中雁，华中

1975年毕业。法律专

业，企业法务顾问，

曾派驻中国，现已退

休。业余作者，作品

散见于报刊及本地

文学期刊。2002年出

版游记散文《半湖烟

雨半湖情》。

注

1970年代适逢教育 

改革 ，西风东进。 

国民服役期间路过 

母校，看着学弟们熟

悉的校服，听的却是 

“陌生”的英语，顿然

百感交集。虽说是少

年的不识愁感触，但

却也无意中记录了一

个时代的重要蜕变轨

迹。如今再度回首， 

诚然自己也是教育改

革阵痛后的得益者， 

一路走来，这一代学

子的学习痛与乐终究

是利多于弊，也应对了

古人的“苦尽甘来”，

让各自在社会的每一

个角落各绽光彩。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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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学会
⊙蔡深江

那 受 伤了小 小 城 堡

要 守 着 我 小 小 受 伤

土 风 舞 甜 美 地 舔 着 暧 昧

我 们 就 这么 旋 转

我 们 就 这么 遗 忘

雕 栏 玉 砌 有点 难

眺 望 心 事无 妨

一 些日子 我 们 藏

一 些 固 执 交 换

一 些 遗 憾 寸土不放

一 些 荒 芜 过 眼 就 忘

 

那 就 美 好了轻 轻许诺

要 轻 轻背 弃 美 好成长

读书 是为了整 天 歌 唱

或 者所 谓 青 春

这么肯 定 我 们

这么 放弃 我 们

 

在 我 们 明白以 后

岁月风 吹 梦 散

我 们 活在 远方

我 们 活 着 对 方

那 些 猜 测 错了

谁 都 没有 看 清 过 去

 

那 条 路 很 远 很长

那 些 交谈不 必设 防

话 就 这么 几句

吞 吐 好几 个 世 纪

我 们 就 这么 旋 转

我 们 就 这么 期 盼

1982年至1983年 

就读华初，1989年

出版华初文丛 

《如果不能回头 

就忘记月光》，曾任

教职；现为媒体人。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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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城 
⊙戴纯如

黄 城   黄 城

一 座 万人 景 仰 的 城

从 1 9 74 年

就 矗 立在 人们 的 心 中

即 便 是

世界石油 危 机 拖 延了

校 舍 的建 筑 工 程

即 便 是

首十八年 里

全 体 师生七 次 迁 移

黄 城 的 旗 帜

照 样  

高 高 升 起

数 着

百年 的日子

听 着

历史 的 跫 音

黄 城

秉 承了

先 贤 热 心 办 学 的 精神

为 社会 作育 英 才

为 国 家 栽 培 栋 梁

黄 城   黄 城

崭 新、巍 峨、堂 皇

亮 丽 地

屹 立在华 中 校 园 的东 边

和 古 老庄 重 的 钟 楼

两相 呼应、见证 华 中建 校百年

黄 城   黄 城

翰墨 飘 香、鼓 乐 喧 天

城 里 的儿女、奋 发 图 强、力 争上 游

青 春 的脚 步、自强 不息、走 向世界

再创 辉 煌

都说

黄 城 是 座 宝 山

上得 山 来

谁也 不 会 空手而 归

又说

黄 城 是 座 堡 垒

中西学 术 思 想、文化艺 术

在 城 堡 里交 汇

融 合成

意义 重 大 的 文化 大 同

怀 往昔、看今 朝

华 初 — 或— 高 中 部 1

黄 城   永 远 是 你 的名 字

写于2018年3月21日

注

1 1974年，华中高中

部发展为初级学

院；2005年，华初 

回归华中，改称 

华中高中部，但仍旧

称为黄城。

戴纯如，南大中文

系毕业，华中高中

部退休教师，著有

诗集及文艺评论

数种。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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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最美的年华      
⊙任晓晖

鹭 江 的白浪

吹 拂 着

鳌 园 的 青石

走 近   火 红 的凤 凰 木

触 摸   滚 烫 的 赤 子之心

集 美 学 村

琉 璃 璀 璨   龙 脊飞 扬

是 王者 的 归 来

南 国   雨 树葱 茏

含羞 的 黄 昏   日出 之 前 的 绽 放

阴 翳 着武 吉 知 马 的 平川

让肆 意流 泻 的 阳 光   也 变得 温 柔

海 红 豆 的 相 思

摇 曳   湿 润 的 空气

撒 遍   弯曲 的 小 径

橡 胶 园 和 黄 梨 树

浸 泡于南侨 机 工 的血汗

朗 朗 的 读书声

在 黄 城 中回 响

让 风云 诡 谲 的岁月

也 变 得宁 静 而 致 远

毀 家兴 学   启 迪 民 智

汇 聚博 雅   启 元 聚 英 1

延 年历 百   寿 越 期 颐 2

传 奇 的 故事

镌 刻 于 地 铁、步 道 和 心 中

钟 楼 唱 晚

夜色 深 沉

浩 瀚 之苍 穹

2 9 6 3 3

永 恒 闪 耀 在

东 海 之 滨

南 海 之 畔

注

1  新加坡华侨中学共识

联名称。

2  出自《三国志●魏书●

管宁传》裴松之注引 

《高士传》，期颐， 

一百岁。

3  1990年3月31日， 

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

会，将中国科学院紫

金山天文台在1964

年1月9日新发现的第

2963号行星，命名

为“陈嘉庚星”。

1973年出生于中国 

河南，华中师范大学

中文系文学学士，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

系文学硕士。曾获 

文学奖。现任华中 

高中部语文特选课程

和H1华文教师。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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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言的骊歌
⊙黄伟聪

弧光 从 灯 塔洒 下

把 河 面上 袅 袅 的 薄 雾

扯 成 彩 云 段 段

茫 茫 中，隐 现 黄 城 墙

银 河悄 悄 沉 落 在 城 里

点 点 的 繁星，是 思 念 的 沉 淀

城 里 人在 繁星下放 歌

盘 桓 的 歌 声，是漂 浮 的 梦 想

歌 声 在 风 中荡 漾，轻 轻 的

随 着星 光 筛 落 绿 水 间

千 叶 孤 帆，在 潭 面漂 泊

静 静 的，任 着 波 浪拍 打

曾几 何 时

曾梦 想 着，曾伫望着，曾誓 言 着

踏上 轻 舟 前，曾是 城 里 人

一 砖 一瓦，砌成自己 的 黄 城 墙

在 你 我 起 造 的 黄 城 里

埋着 一 段 美 丽 的 缘分

守 着 一片 无 瑕 的 赤 心

但你 我 明知

筑 城，熬 过 的 无 数 风雨

为 的，是离 城 的 那 一刻

波心 中，凝 眸 望着 黄 城 墙

让它 的 倒 影永 远 浸在 心底

不让 踌 躇，只有 默 默 的 分袂

毅 然 飘 向天 涯 地 角

如 今，归舟 伫 立 潭 面

雾蒙 蒙 的 沉 醉 在 过 去

不 必 驰 念，不 必萦挂

身在 城 外，心 在 城 里

城 里 人，随 着 歌 婆 娑 起 舞

城 外人，合 着 无言 的 骊 歌

默 默 演 绎 着 一 道 古 老 的 旋 律

颤 动 的 心灵异 常平 静

  

涟 漪虽即 逝，余 音 终消 散

城 里 城 外，黄 城 永 存

毕业于华初2014-

2015届14S7D班，

第41届华初学生

理事会成员，现就

读南大李光前医

学院。

作者
简介

华岗诗人齐吟 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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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鱼仔连头带骨，白米加水，就是这

三样东西煮成一锅又一锅的“大锅粥”，

发出一种异样的香味，是五六百个风华

正茂的男女学子每天期盼的美味。每天

中午和傍晚的进餐时间，大伙儿不约而

同涌向“小南天”餐厅，从事务股同学手

中接过江鱼仔粥，人手一碗“呼噜呼噜”

吃得不亦快哉！

时代：1954年6月间。

地点坐落于“山岗”的校园内。

如今回过神来，才算出此去经年，

已快60年了。当年那些低头享用江鱼仔

粥的一群，要是如今依旧健在，也早已是

年过七十的老者；要是其中有谁不曾出席 

《敬你一片蓝天》一书的发布会，听到作

者陈歌秀在席上提出江鱼仔粥这一桩陈

年往事，可能就不会有谁记起这么一件小

事，连带记起半个世纪前的那些一幕又一

幕的场景，而嘴里更不会生出一股江鱼仔

粥的芳香。

芳香萦绕不去，数十年后依旧令人口

舌生津，但那并非一碗鲍鱼、瑶柱熬成的

粥，而是江鱼仔煮成的粥。多年后追忆，

那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一种粥，因为自那

时起，各式各样、不同名堂的“靓粥”推

陈出新，林林总总之中独不见有什么“江

鱼仔粥”这一味，许多人不但不曾尝过，

江鱼仔粥
⊙林臻

连听也似乎不曾听过。但已经成为“历史

名词”的东西，无论多么微不足道，终究

也确实曾有“这么一回事”呀！

若干事物能够唤起人们的回忆，甚

至于回味不已，因缘相系自不待言：除了

事物本身有以致之外，与事物相关的因素

也经常起着催化作用。正如《敬你一片蓝

天》的作者一样，其他当天“在场”的男女

学子除了尝到江鱼仔粥的美味，也同时尝

到提供种种生活必需品的民众的关爱与

激励。大伙儿一口一口吃的可不是平常

的餐点，而是一种令人为之心醉的温馨。

说“不平常”，也确实“不平常”。五

六百个人当中，在这之前或许没有几个曾

经吃过这么特别的江鱼仔粥；之后也可

能没有机会再尝。稍加思量，那似乎处于

一种“偶然”——如果不是当年负责炊事

的事务股同学的灵活就地取材，将江鱼

仔与米“一锅熟”，可以肯定大伙儿就第

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品尝到什么“江鱼仔

粥”。另一种“偶然”则是：如果不是为了

摆脱种种横蛮的箝制，争取学习与活动的

基本人权，如果不是为了追求一个人人憧

憬的美好社会早日到来，驱使散处各方的

年轻“流浪者”不约而同却又信念一致汇

合成流，聚集于山岗的校园内，江鱼仔粥

也就不可能“应需而生”，甚至成了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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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争的一股动力。通常从表面看来，许多

人平凡不过，许多事物也稀松寻常，但要

是一个疙瘩被挑破了，若干令人大感意外

的故事即有如“线头”一样，一段一段牵

扯出来。大时代可歌可泣的人物与事件层

出不穷，“细说从头”怎么也难说得尽，又

能有几个人还记得起那些由“线头”牵扯

出来的“江鱼仔粥”底事？

但 对“过 来 人”而 言，只要一息尚

存，记忆依旧清晰，往事也即“点滴在心

头”，帘幕一经揭开，远去的画面又重现

眼前。上个世纪50年代那几年在自己周

边发生或自己曾经参与的事件，谁也拂

拭不去，即使怎么琐屑的小事，还是有人

念念不忘。转过来看，许多似乎微不足道

的“虾米”、“江鱼仔”事儿，也终于牢牢

附着于整体记忆上面，而与“过来人”的

整体记忆一并流传下来，直到最后一个

人，最后一下心跳。

如今山岗上的莘莘学子又有谁知道 

“江鱼仔粥”是什么一回事呢？在此不妨

交代几句。1953年初开始，殖民政府强

原名陈国安，华中

1957年高三毕业。
作者
简介

1957年校庆日，董事长杨缵文在礼堂发表演说。

行征兵措施，凡是年届十八的男性公民

都不得豁免，以致华校生不管适龄不适

龄，也不分男女群起反对，争取“免役”

的抗争火速延烧，立即得到家长和各界

社会人士的同情与声援。为了具体展示抗

争的决心，五六百名各校男女学生终于

以山岗为集中地，展开日以继夜的集体

活动，共进共退，守望相助。在长达30多

天的集中生活期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质

捐赠陆续不断；包括米粮、饮料、杂品在

内的日常必需品一车又一车供应不辍。多

亏炊事股同学的一番巧妙凑合，白米、水

加上江鱼仔“三合一”，一道简单却又香

喷喷、足以果腹的“江鱼仔粥”便奇迹一

般送到每一个人的面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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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夜我到母校卖书 
⊙徐帆 

对我来说，2013年3月21日是个难忘

的日子。那天是母校华中的校庆日，校友

会在学校礼堂举行庆祝晚宴。记得之前

约三个星期，一位高中同学曾来电相邀，

希望我届时参加晚宴，共同欢庆，我爽快

地答应了。

放下电话，我灵机一动，想到不久前

出版的一本散文集— —《心田漫步》，

家里还存放着二三百本，正愁该如何处

理，倘若趁此晚宴良机，向出席的校友们

推介一下，相信至少能卖个几十本吧。另

一方面，我也可以借此做点善事，就是把

当晚卖书所得，捐献一半给母校校友会，

算是表达我的一番谢意，岂不一举两义？

主意打定后，我拨电话给一位文友 

(他是华中校友会的会员），告诉他我的

对我来说，2013年3月21日是个难忘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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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望，并征求他的意见。他建议我应先向

校友会的负责人请示，再做打算。我于是

致电校友会秘书。经过一番商讨后，她要

我先把书送过去，让他们审阅一下，看看

内容是否有什么不妥之处，再给我答复。

第二天，我便独自登临久违的山岗，

除了把一本书交到校友会秘书处，还顺便

赠两本给母校图书馆。

结果传来好消息，我的请求获得允

准，在校庆晚宴会场摆卖自己的书。这委

实让我又兴奋又感激！

校庆日傍晚时分，我请两位好友帮忙

搬书，其中一位还开车为我载送书本。在

晚宴开席之前，我们已将书本摆放在会场

门口旁。正想找个处所歇歇脚，忽见校友

会领导人黄延辉学长（相信他已看过我

的书）走过来，我连忙上前点头打招呼。

记得他边向我点头边赞道：“写得好！”

短短三个字，竟教我感到一股温暖！

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也为了激发校

友们的爱校之心，之前我特地用卡片纸

写了两张标语，大意是：饮水思源，买书

捐献；支持校友会，爱护我华中。我还复

印了200多张宣传纸片，在场分发，内容

是吁请校友们通过买书的善举，既回馈

母校，又对中华文化的传承作出贡献。

随着时间的过去，参加宴会的校友

陆陆续续地到来了，我那两位好友开始忙

碌起来。在他们殷勤地招呼、劝请下，校

友们踊跃买书。我则忙着在一旁分发宣

传纸片。校友们听说买的是我这个老校

友写的书，既可获得折扣，又可做善事，

表现得十分豪爽，一边回应“好的！”，一

边掏出皮包，取钱付费，然后拿了书，脸

上带着微笑地步入会场。据好友反映，其

原名林天顺，祖籍

福建安溪。1961年

高中三毕业，退休

小学教师，著有散

文集数本。        

作者
简介

中一位校友表现得最为慷慨、豪爽、大

方，自己买10本书，连纸袋也不用，直接

用双手抱着书进入会场，然后分送给同

桌的校友。此情此景，多么感人！

结果，宴会还没正式开始，我带去的

书就已几乎卖完了。剩下最后的两三本，

也让两三位迟到的校友买走了。两位好

友边收拾桌子边笑嘻嘻地向我祝贺。听

得我好欣慰，立刻向他们道谢，并从他们

手中接过卖书的钱，点算一下，共得1200

元；换句话说，那晚总共卖了120本书。

于是，遵照承诺，我当场捐出卖书所得的

半数，计600元。这是我生平捐出的最大

一笔钱哩！

回忆这次卖书活动的成功，我除了感

激两位好友的拔刀相助，还应该向华中华

初校友们的慷慨解囊、共襄义举致以深

深的谢忱。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校友会诸

位学长领导人的谅解与宽容，不仅我的心

愿无从实现，校友们也将失去一次发挥

和衷共济、众志成城美德的机会。所以，

我怎能不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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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出席校庆庆典是1999年的3

月21日，母校80周年校庆。深刻记得当

时脑海中思考着快步到2019年自己会在

哪里，会在做什么，没想到一转眼便是母

校百年庆了。

海天寥廓 云树苍茏 中有我华中

礼门义路 时雨春风 吾侪托帡幪

回过头看，四年华中生涯对于漫长人

生来说更像启蒙班，华中的摇篮中摇摆四

年最可贵的是母校从上而下所秉承的优

良华族传统，在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教学

环境当中，指引着学子们正确的人生，道

德价值观，对我的人生所选择的方向起

到了关键的作用。

父亲也是华中校友，儿时记忆中在

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多次踏入华中72公

顷的宽阔校园，因此一直默默向往。长兄

与我也很幸运先后考入这令我们向往已

久的学府。

父亲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多年从事编

辑与写作的工作，我也从小看到了父亲对

于写作所保持的执着与热衷，更以他自己

的专长回馈母校。我自己却是个正经八百

的理科男，从小对于文学、阅读、书写不

校歌与我的人生  
⊙吕尚原

感兴趣，也读不来。

离校20年，我先后服兵役，出国留

学，回国后服务于海军，之后加入前新加

坡国际企业发展局1且派驻上海，投身于

中新经贸合作的基层事业。在执笔的这

一刻，我正处于离开政府部门，下海加入

一家新加坡工业地产开发公司，继续置

身于中国市场。

如何做好人好事，是我一生追求的

目标。“人”字容易写，但做起来难。回

头看，这些智慧其实一直都在校歌歌词

内，但我却在不明其意的情况下唱完了

四年，再用过去20年透过人生的起起伏

伏去领悟。

注  

1  现新加坡企业发展局（Enterprise Singapore）。

到邻国户外露营与探险活动，培养友爱互助的精神（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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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茫茫 学海洋洋 吾侪当自强

朝乾夕惕 日就月将 莫负好时光

在物质相对富裕的年代，我的童年

无需为下一顿温饱而愁，本应勤奋专注

向学，可恰恰助长了安逸的心理，无视岁

月剥夺时光的残酷，忽视了终生学习的重

要性，因此导致学业成绩平平，且对人生

没有太明确的方向感。

中国有位出生江阴市的企业家俞敏

洪2，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为何离真正的

创新强国依旧有一段距离。受公认的创

新强国以色列和日本的每年人均阅读书

籍数量分别是65本和45本3，中国不到八

本4。虽然我没找到新加坡相对的数据，

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在2017年6月发布

的调查5中倒是显示了超过91%的青年在

过去一年阅读超过一本书，但成人当中却

已下降至69%。

我们所处的年代面临着科技的快速

创新，整个行业颠覆。今天所学习的知识

很可能在10年内被淘汰颠覆，我们社会却

显然缺乏有效贯彻终生学习的重要性。

终生学习重要，但跨领域、学科的学

习更重要。对于任何一个科目的死记硬

背或许是我们经过传统应试教育的共同

回忆，但却恰恰是对人生没有太大的帮

助。因为今天死记硬背的如果不灵活运

用，未来肯定忘得一干二净。更重要的是

广泛掌握各领域学科的知识，让知识在

脑子里形成层层紧密相连的思维框架，

并在日后自动运用这些知识。

迨于庶士 笃实辉光 斐然已成章

膂力方刚 经营四方 前途浩且长

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社会面临

的挑战与问题，而栖身时代的浪潮中需要

2  纽交所上市企业新东方的创始人。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4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15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发布。

5 调查基于新加坡图书馆管理局3515名20岁及以上居民，为期五个月的登门访问。

骊歌高唱，与班老师们合影，前排左四为本文作者（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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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华中4D毕

业班，2001年华初

00S23毕业班。华中

华初田径队员。

作者
简介

顺应时代潮流，方有机会功成名就。虽然

早年蹉跎了不少时间，但庆幸后天挑选了

回到中国发展，在这奋斗的时代当中受到

潜移默化。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事业或

人生多大的成就，但至少一路走来，我开

始有意识地在做好人的本分，在日常待人

处事方面加以反省，还有不断实践。

猗与华中 南方之强 我中华之光

雄立狮岛 式是炎荒 万世其无疆

对于新加坡来说，建国总理李光耀

先生的双语政策在短时间内强化了国民

英语水平，让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快速接

轨世界，跃升亚洲四小龙行列。但不幸，

这却淡化了新加坡华人普遍对于华文历

史文化的认识与热忱。

在中国的生活让我看到了这崛起的

大国近年来的发展，日渐富裕的新中产

阶级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物质精神生

活的需求展现了无穷机遇。伴随着还有

中华民族对于富强复兴的强烈欲望，不懈

努力的精神，这恰恰是许多已经安逸惯了

的新加坡同胞们极度缺乏的。全球化经

济中的人才竞争远不止于中国，更涉及全

球的每一个角落，因为这已经不是单纯

的中国的人才能够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

英式英语，更是外国人也开始注重并努力

学成一口流利的华语，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加坡的同胞们优势何在？

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更需专注的

是如何加强国人对于华语、中华文化的

重视，不光为更好的面对一个崛起的中

国，更重要的是在弘扬优良传统文化价

值观的过程中，让我们的下一代越早学

习做人做事的道理，为他们创造更好成

功的基础条件。

恋恋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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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初级学院
华文文艺刊物 
⊙吕振端

作为强调 双语 并重的华中初级学

院，在栽培华文写作人才方面，尽力为莘

莘学子开拓发表作品的园地。经过多年

的耕耘之后，终于有了下列的成果。

甲、华初第一本文艺刊物 
《华苑》

华初文艺 刊物的出版，始 于1976

年。当时，华初的文学戏剧辩论学会及社

会科学学会都希望出版各自的刊物。但

在筹备过程中，两会都面对经费短绌的

问题，仅凭少许广告的支持，实在很难应

付高昂的印刷费。于是，决定以两会的名

义联合出版一份刊物，并规定两会各派

出10位同学，由吕振端老师负责策划出

版工作，同时邀请文学戏剧辩论学会谢

一华老师及社会科学学会邬史昌老师分

别担任两会的联络人，共同组成出版编

辑委员会。

编委会成立之后，定刊物的名称为 

《华苑》，并积极展开工作。为了培养写

作风气及充实刊物的内容，规定每年举

行一次全院文艺创作比赛，创作题材力

求多样化，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

剧等。所有入选作品，悉予刊登，以资鼓

励。在《华苑》创刊号中，总共收集了35

篇文艺作品及四篇社科论文，内容相当

充实。为了能够容纳多一些稿件，创刊号

采用16开本款式印刷，印量3000本，每

册定价四角钱。出版之后，深获各校的热

烈支持及文教界人士的赞赏。

乙、从《华苑》到《华韵》

1977年3月，第二届编委会产生。由

于《华苑》与华义政府华文中学的壁报文

艺专栏的名称雷同。于是，几经谨慎考虑

之后，遂定名为《华韵》。

由于有了第一次出版经验，在第二次

出版工作上，所遇到的困难减少了许多，

而《华韵》第一期照样采用16开本款式印

刷；至于印量与定价亦与《华苑》创刊号

相同。内容方面，共收45篇文艺作品，四

篇社科论文。

刊物款式及内容的改变

1978年度的编委会秉承前两届的

奋斗精神，继续筹划出版工作，在这一

年里，《华韵》由于稿源渐增，以及政府

宣布在1978年之后取消中文《理解与写

作》一科等因素，因此，在内容上曾作了

极大的改变，即从《华韵》的二期开始，

改为纯文艺刊物。在款式上，则改为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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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本。此外，为了保持一定的创作水平，

从第2期至第10期，都获得校友们的踊跃

投稿，这充分地体现了当年华初学生与校

友热爱母校，热爱文艺的精神。

到2017年为止，《华韵》已出版了41

期，如果连《华苑》也算在内，总共是42

期。从创刊迄今，按例每年出版一期，从

未间断。

《华韵》的发行与保存

《华韵》的销售对象主要是中学和

初院的学生。由于售价低廉，内容又能维

持一定的水平，因此，颇受各校的爱护与

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本院所出版的文艺

刊物每期必定保留14本，同时分辑精装，

除了本院保留数套之外，其余则分赠国内

外大学及重要图书馆。此种做法不仅有其

必要，也可作为一种文化上的交流。

丙、《华初文丛》
——华初校友个人文艺专辑

从华初创办迄今，写作人才辈出，其

中有好多已成为我国文坛的中坚分子，

也有一些成为专栏作家。

80年代初期，为了让校友们有机会

把自己的创作心血结集出版，也为了使寂

寞的文坛增添一些生气，于是笔者多次

与经常写作的校友们磋商，并征得校方的

同意后，决定为校友出版一系列的文艺丛

书——《华初文丛》。

华初可说是我国首创为校友出版个

人文艺专辑的初级学院，这对于推动文

艺创作来说，是一种极大的鼓励。据笔

者回忆，《华初文丛》的创办是相当艰

辛的。例如：稿源、审稿、经费、出版、

销售、人事关系等，都必须经过周详的安

排，谨慎的处理，丝毫马虎不得。但只要

有意义，还是值得去做。

 

《华初文丛》的创办经过

1980年8月31日，《华初文丛》编委

会正式成立。编委会包括了两方面的成

员，一是由院方正副院长及老师组成的

顾问团，成员包括冯福泽院长、李何佩文

副院长、中文部冯焕好主任、吕振端老师

及谢一华老师；另一方面则由校友所组

成，成员有林顺福、林益洲、林安娜、蔡

建发、曾王月丽、杨初德、陈立夫、程秋

明、林明珠及郭立嘉。至于出版工作，则

由吕振端老师与校友们负责执行。

《华初文丛》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版。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600 24/2/19   1:42 PM



601

会议正式确定了《华初文丛》这一名

称，并开列了三大宗旨：

1. 为配合我国文艺的发展，融合各

文艺流派于一炉，让国人得以了解时下我

国青年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反应，个人的思

想及对文艺创作的态度。

2. 在文艺团体与出版机构寥若晨星

之际，愿以年轻人的热诚，发出微量的

光，来与我国各文艺团体、各出版机构携

手并进，为新加坡文化与文艺而努力。

3. 介绍年轻的文艺写作者给国人，

希望他（她）们能更努力地为这岛国的文

艺园圃播种，并借以鼓励在籍的同学，让

他们向校友看齐与学习，从而加入文艺

建设的队伍。（以上三点录自《华初文丛

出版计划书》）

至于体裁方面，举凡诗歌、散文、小

说、报道文学、戏剧等，均受欢迎。内容

方面，只要不含任何政治色彩，人身攻击

及其他影射性质，一概接受。

出版经费与成本控制

1.经费

编委会决定，《华初文丛》每年至少

可以出版两部书，而在开始的阶段，可暂

用《华韵》的资金作为辅助。但原则上，

每一部书在未出版之前，必须找到一名赞

助人；而赞助费尽量以1000元为准，以确

保每一本丛书在销售后不致造成亏损。

2. 印量

每部作品的印量，皆以1000本为限。

3. 版数

每 部作品的页数 都 不 得 超 过 10 0

版，凡超过100版者，则超出版数的印刷

费，由作者自行负责。

4. 销售

除了保留200本作为赠送作者、赞助

人、有关学校及文化单位之外，其余800

本务必在三个月内售罄。

5. 销售所得

所有《华初文丛》各期售卖所得，不

论盈亏，概充华初华文文艺活动经费。

《华初文丛》的出版成果

自1981年迄今，《华初文丛》已经出

版至少37部作品，这是一套代表部分青

年人的文艺著作。他（她）们不为别的，

只希望能与各文艺团体互相切磋观摩，

互相扶 持 协 助，以推 动新加 坡 的华文

文艺。

书名 作者 出版年月 赞助

追夜 谷红 1981-4 伦与常先生

街灯下 林辉 1981-4 邱继藩先生

凋伤 宇铃 1981-8 陈龙得先生

惜艭小札 变质岩 1981-10 陈龙得先生

易水 酩酊 1982-2 拿督高德祥

唯日子弄人 零夏冰 1982-5 李氏基金

《华初文丛》系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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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蝶 平凡 1982-8 —

扎根 小嘉 1982-5    何乃强医生

追寻 吉普赛 1983-1 华初书画研究会

哒哒蹄声归来 柯思仁 1983-9 吴诸煌先生

曾经 梁文福 1984-1 邓亮洪律师

放风筝的少年 泥 1984-10 李氏基金

错误 草心 1985-1 1984社会科学学会

晚风莫笑 殷宋玮 1985-8 李氏基金

拾荒人 林辉 1986-1 李氏基金

回首向来萧瑟处 李锦湖 1986-4 李氏基金

志鸿时评 黄志鸿 1987-3 李氏基金

情怀集 蓝璐璐 1987-3 联合早报、联合晚报

寻庙 柯思仁 1988-1 林炳文先生

朝暮黄城 诸家 1988-1 陈松沾先生

其实你就是我的神话 黄广青 1988-8 华韵

如果不能回首就忘记月光 蔡深江 1989-6 李氏基金

渐行渐远 非心 1990-5 华中宿舍

人生是花 流苏 1991-5 华中宿舍

微亮是不是一种光 李集庆 1992-1 华韵

撞墙 胡月宝 1993-5 安溪会馆

不信多情 黄思强 1994-6 郑民川先生

名可名 殷宋玮 1994-7 郑民川先生

支吾 陶宗旺 1887-1 周来清先生

摘心罗汉 学枫 1997-6 —

隔岸观我——陈志锐文集 陈志锐 2000-9 李氏基金

字作自受
林容婵 
成国泉

2001-9 国家艺术理事会

恋秦雪 杨伟宁 2004-7 李氏基金

未成年布告 钟旨平 2004-9 李氏基金

提拉米苏
藏笑艺 
任天

2005-5 李氏基金

跨越城市，记忆划破的脸 陈清华 2005-6
艺理会、李氏基金、 
华源会

穿越北纬1度 诸家 2011- 华初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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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书名 出版年份 期数 期数

单行本
新加坡独立后学校华语
戏剧活动简介

1989

凯风 1993

华初小说 2001

华苑长青 不详

期刊 城说 不详  2期  停刊

比赛 第一届狮城扶轮社文学奖得奖作品 1989

第二届狮城扶轮社文学奖得奖作品 1990

第三届狮城扶轮社文学奖得奖作品 1991  停刊

丁、单行本或不定期刊物

除了出版《华韵》及《华初文丛》这两种连续性的文艺书刊之外，中文部也在不同

时期出版一些零星的单行本，现就所知列表如下：

结语      

纵观华初过去所出版的各种文艺刊

物，无论是刊物种类或数量，都高居各

初院之冠。2005年，华初回归华侨中学

之后，《华韵》仍按惯例每年出版一期，

至于《华初文丛》，根据近十几年来的观

察，已处于难以为继的状态。当然这与本

地社会的大环境是分不开的。兹际华中

南洋大学及国立台湾

大学中文研究所毕业。 

曾任华初教师。

作者
简介

创校100周年，希望能引起华社对华族文

化的关注与重视，继续秉承先贤的兴学

创校精神，为教育及华族文化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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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山脚下的文艺园圃
——岛屿文化社与锡山文艺中心

⊙沙凡

武吉知马七英里，俗称美世界，也就

是今天美世界地铁站一带，半个多世纪

前已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小镇。由于距离

五英里的华侨中学（简称华中）不远，放

学时间，这儿总会见到不少穿着华中校

服的学生四处走动。住在附近准备回家

的学生甭说，即便是住在其他地方的华

中学生，也经常在此蹓跶，逛逛书局，或

是看电影买东西。

岛屿文化社

70年代初，以1968年华中高二两班

文科毕业生为主干，于1971年7月30日注

册成立的岛屿文化社（简称“岛屿”）， 

社 址虽然设在惹兰拉爹7号（7 Ja lan 

L a t e h），但 活 动 地 点却 是 在 黄 嘉 昌 

同学的住家玉棠道8号（8 Yuk Tong 

Avenue），或是在美世界路边的小贩

摊位上讨论。五年后，社址迁至玉棠道 

8号，正式落户于今日美世界地铁站B出口

处约200米的一间排屋里。2011年，岛屿

中委在武吉知马七英里咖啡店讨论，一

致通过解散岛屿的决定。毕竟，时代改

变，岛屿已完成历史的任务！

岛屿的首届社长为翁木兴，他是高

二F班长，也是1968年华中毕业特刊工

委会主席，深得同学们的敬重。这个因

着“友情、志趣与热忱”而成立的团体，

宗旨为“通过健康的文娱和文艺活动，协

助政府促进新加坡的文化发展”。

岛屿成立的第一项活动是出版《山

岗的脚步》创作合集，列为岛屿丛书第一

册，于1972年3月21日校庆日当天面世，

六位作者是：晨阳、冰翎、寒川、杜雷、

凌濛、谢冰 凝。在我写这 篇稿时，冰翎 

（翁木兴）与杜雷（洪连顺）已在2018年

逝世。此文也可视为悼念之作，为他们在

创立岛屿时所作的努力与贡献致敬。

应该指出的是，岛屿成立初期，理事

们有些在大学深造，有些入伍受训；另一

些刚踏入社会工作，经济并不宽裕，活动

经费难免捉襟见肘，却依然在1972年出

版了《岛屿季刊》创刊号，并主办“全国

大专中学时事论文创作大比赛”；1973年

则举办“新马港短篇小说创作比赛”，并

出版该比赛作品选集《永恒的爱》。

岛屿以出版丛书为主轴，但也不忘举

办康乐与体育活动。打得一手好篮球，后

从事教育工作，曾任华初院长的洪伟雄，

是成立初期的体育组长。而谢水霖、黄

嘉昌、谢良通与洪连顺也擅长乒乓，成立

初期也曾与德育小学老师进行乒乓友谊

赛。康乐活动主要为露营、新春及中秋佳

节庆祝会，每次都有三四十名社员参与，

令人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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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一些 理事，例如谢水霖、寒

川、何耀明医生、洪连顺等也曾多次受邀

担任文艺创作比赛评委及参加文艺讨论

会。1980年，为庆祝成立10周年纪念，特

邀请陈荣照博士假区域语言中心主讲文

学课题，出席的社员与文教界嘉宾多达

60余人，济济一堂，极为热闹！

1982年11月21日，岛屿假乌节路帝

国大酒店举行成立12周年纪念晚宴，主

宾为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何家良。同时

出版纪念特刊，详列了历届理事名单、历

年活动简述、岛屿丛书介绍等等。

1984年，岛屿也假潮州八邑会馆文

教中心，为著名艺术大师林木化举办“木

化正华百鲤画展”。

作为非牟利的文化团体，岛屿除了协

助本地文友出版作品，更对那时没有出

版条件的印尼华裔作家伸出援手，甚至

帮忙筹措出版经费。出版之后，更想方设

法带进仍是严禁华文读物进口的印尼。

在37本岛屿丛书1中，印尼华裔作家

占了15本，约为40%。中国马峰博士如此

写道：“新华对印华文坛的推动当首举岛

屿文化社……它不仅推动新华文坛的发

展，在印华文学发展史上也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2

他也指出，“岛屿文化社的特别眷

顾，让印华文学得以延薪续火，让印华文

坛的梅花得以在冰天雪地中傲然绽放!”

曾和当年几位岛屿主干谈起何以会

在高中毕业后成立文化团体，大家都一

致认为与华中在1968年重新成立中华文

学研究会，以及重新开放壁报，无异是原

动力，它让一群精力充沛的少年，因着对

华文文艺的执着与冲劲，遂在毕业离校

后，促成了岛屿的成立。

那么，锡山文艺中心又是在怎样的背

景下成立的呢?又与华中有何关系?

锡山文艺中心

1980年代初，一群文艺爱好者经常

于黄昏时分，陆续来到武吉知马（Bukit 

T imah）永康私人住宅区內的一间咖啡

店——“永康餐室”聚叙。这群人当中，

以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李汝

岛屿文化社庆祝成立12周年。 岛屿丛书37本，其中15本乃印尼华裔作家作品。

注

1  马峰《鍚山葱茏送绿意，文艺薪火耀星洲》，《锡山》半年刊第38期，锡山文艺中心出版，2012年12月15日，第95页。

2  同上，第94至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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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为首，其他作家有：洪生、莫河、曾采、

李建、烈浦、秦林、林琼、寒川等等。李

汝琳先生早年曾在华中教书；而洪生、莫

河、烈浦、秦林、寒川则是华中不同时期

的校友。

作家在永康餐室聚会的消息不胫而

走，中英报章竞相采访报导。时任武吉

知马区国会议员王家园博士礼贤下士，

数次来到“永康餐室”与大家见面交流，

并建议众人移步至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 

（时称武吉知马民众联络所）活动，锡山

文艺中心遂在1990年11月3日正式成立，

宗旨是“发扬传统中华文化，推动华文文

艺发展”。首届理事会顾问是李汝琳、刘

蕙霞博士；主席团主席是洪生，另四位主

席团成员为烈浦、莫河、秦林、寒川。首

届理事中，尚有曾在华中执教的邢济众老

师，及华中校友翁翼、范北羚（罗子葳）、

李成利、康靜城（洪连顺）。近年则有林

义平、许振义。洪生担任首两届主席后卸

任，烈浦接棒。寒川则是在2012年受邀

接任，同样两届后卸任。

锡山文艺中心旗下《锡山》创刊号，

于1991年5月出版。20多年来，锡山文艺

中心不间断地出版《锡山》半年刊、锡山

文丛，也与中国、南马的文艺团体联合出

版会员作品选集。2005年，锡山文艺中

心也与另两大文学团体：新加坡文艺协

会、新加坡作家协会联合出版了新加坡

有史以来第一部写作人索引《新加坡华

文作家传略》。

锡山文 艺中心也 在 社 区内开办课

程，例如“相声欣赏会”、“三字经讲习1992年，锡山文艺中心访问湖南。前排右七为时任长沙书记夏赞忠。

李汝琳老师（左一）德高望重，海內外文友齐聚永康餐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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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我找到了丘絮絮老师的诗集《生

之歌》，也看到了苗秀老师的《新加坡屋

顶下》；当然，还有他们的其他著作。此

外，1920至1950年代在华中执教的作家老

师，例如老舍、吴仲青、汪金丁、杜运燮、

李汝琳、方天、杨樾、杏影、马宁等等，他

们的一些作品，也能从图书馆里找到。

班上同学在看完老师的作品后，会转

告其他同学，往往是两位同学一起上图

书馆，一位还书，另一位借走同样的一本

书。这样的读书风气，诸多著名的作家老

师，以及丰富的图书馆藏书，或许也是华

中培养不少写作人的原因之一吧！

班”、“中小学作文班”、“书法班”、“国

画班”等等。此外，理事和会员们也到各

校巡迴讲课，并与其他教育团体联办作

文比赛。

除了个別理事与会员参与海内外文学

会议与活动之外，锡山文艺中心也组团访

问南马、印尼、中国等地，并于2006年起

出席亚华、世华作家大会、亚细安华文文

艺营、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等。

作为附设在社区组织里的文艺团

体，《锡山》半年刊自1991年出版以来，

便通过人民协会网络，分发到全国各角落

的民众联络所/俱乐部，实现“走进每一

间联络所，全国人民免费阅读”的宗旨。

《锡山》半年刊努力“走出区域，

走向世界”。不仅扶植本土文学，培育新

苖，更辟设了《锡山脚下》专栏，刊载描

述武吉知马区景物与人事的文章。为了

扩大与加强海外文友的联系与交流，自

第38期起，更固定设立了《东盟园地》与

《海外文学》，对这两个版块予以精心策

划，邀请了著名作家／诗人，例如洛夫、

郑愁予、非马、林焕彰、凌鼎年、北塔等

惠稿，以光篇幅。

结语

在山岗的那段日子，国专图书馆是许

多同学经常“涉猎”的知识宝库。我就常

和班上几位喜欢文学的同学，上图书馆搜

索名家作品，尤其是老师的创作。

1960年代中，丘絮絮、苗秀、卢涛三

位老师是我们经常可在校园里见到的作

家。丘絮絮与卢涛分别是我们的文学史

与历史老师；苗秀则是我上南洋大学一年

级时的助理教授，指导马华文学。在国专

参考资料

李成利主编《新加坡岛屿

文化社成立十二周年纪

念特刊》，岛屿文化社出

版，1982年11月。 

庄钟庆、陈育伦主编《世

纪之交的东南亚华文文

学探视》（下卷），厦门

大学出版社出版，1999

年8月。

秦林、林锦主编《武吉知

马民众俱乐部属下锡山

文艺中心成立特刊》，锡

山文艺中心出版，1990年

11月3日。

秦林、林锦、李成利主编

《锡山文艺》创刊号，锡

山文艺中心出版，1991

年5月。

寒川主编《锡山脚下》，

锡山文艺中心出版，2015

年11月28日。

祖籍福建金门，

1968年高中毕业，

著有诗集、散文集、

评论集20种。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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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50未了情
⊙余小民

50年前，当一群1968年毕业的华中

生，在毕业礼上互勉道别的时刻，没有人

会想到半世纪之后的世界是什么模样，

更没有人想到50年后大家会有相逢相聚

的一天。

是的，往往难以想象的事情，会发生

在那一刻——2018年9月14日的晚上。

当夕阳西下的时分，三三两两的同学

缓步走上熟悉的山岗，大家的心情开始从

平静变得激动。对一些同学来说，这是他

们毕业后第一次踏入母校，屹立山岗的两

行大树，婀娜多姿宛如当年，仿佛在向昔

日学子发出亲切的召唤。

有同学在踏进熟悉的钟楼时发出了

惊叹：礼堂完全变了样！当年的礼堂讲台

和讲台前一排排的木椅，已经全然不见

踪影。在讲台上端黄仲涵堂几个大字，也

已移到前方，取而代之的是钟楼后方的

嘉庚堂了。

是的，斗转星移，50年不变是政治上

的术语，要求半个世纪完全没有改变只能

是一种奢求。与其缅怀过去，我们倒不如

看看现在，只要变得更好、更符合大多

数人的愿望，那就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发

展，就是一种正面的改变。

有同学要去找钟楼旁那棵大树，看看

当年树上挂着的那口校钟还在不在？也有

人要去找虎豹楼、图书馆，更多的同学则

涌到文史馆，一睹母校的百年发展路程。

当越来越多的同学抵达，陈韦汛同学

扛着沉重的摄影器材，在钟楼前义务为大

家拍照留念。有三两个死党的合影，也有

一班一班的合照。开席之前，全体180位

左右的高中和中四毕业同学，以及受邀

前来的几位老师、校长等，也就来个热热

闹闹的大团圆合照。

晚宴开始时，当庄严的校歌引子从播

音器传来，全体同学以最崇高的敬意，激

情地跟随着那首熟悉的旋律引吭高歌，

这时，在嘉庚堂灯光的照耀下，时光和泪

光已浑为一体，岁月与人生的感慨，也许

只有歌者最能体会。

两道佳肴之后，几位嘉宾分别上台

简短致辞，华中董事长李德龙呼吁同学

们以华中精神支持和推动母校的发展；

华中校长彭俊豪则希望同学们热烈参与

2019年举办的华中百年大庆；工委会主

席黄志华同学则追溯他发起这次聚会的

缘由，他同时也表达了对这种意义深长

的聚会能薪火相传的期望。教师代表戴

文锦老师在即兴般的讲话中作一番点将

录，把他所熟悉并表现优异的同学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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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旧会上同学们、老师和校长在钟楼前的全体照。前排左一为工委会主席黄志华。

台面，讲话虽略嫌冗长，但老人家娓娓道

来条理分明，且记忆如此之清晰，确实令

人深深折服。

讲话之后，由傅志宽同学带领大家

走入了时光隧道。当年所有高中和中四

班同学的玉照和部分同学的活动照片，

一一在屏幕上亮相，这些泛黄的旧照片

唤起了同学们的美好记忆，加上志宽同

学谈笑风生，亦庄亦谐，引来现场阵阵掌

声和欢笑。

晚宴上的余兴节目，是由王勇诚同学

和余共华同学主导的大家唱节目，十多首

大家耳熟能详的通俗歌曲如《往事只能回

味》《今宵多珍重》《绿岛小夜曲》等等，

是陪伴着大家成长的精神粮食，也因此立

即引起大家的共鸣，让满堂同学重温了一

场又一场的旧梦。

当然，晚宴上当司仪的许志慧同学，

在舞台上妙语如珠、出口成章，临场发挥

了过人的机智，表现可圈可点。

晚宴在10点结束前，与会的每一

位同学领取了一个由李志刚同学 精

心设计的“华中50”锁匙扣，作为这

次聚会的纪念品。其实晚宴的成功举

办，还有赖于许多参与筹备和策划的

幕后工作者，其中如吕基砲同学的积

1968年的周会。

Chapter_4&5&6_��&��&��_V5 KHL.indd   609 20/2/19   1:44 PM



610

百

年

华

中

情

千

古

文

艺

不

朽

事

极和全方位的协调，俨然是大内总管；李

春成同学掌管聚会的钱财开支，是我们

的财政部长。此外，陈鹏仲副校长借出

场地和提供音响配备、华中童军团总团

长李大辉派出多位童军协助维持现场交

通和秩序等等，都可以说是这次聚会的

幕后英雄。

散 会后，还 有 好 多同 学 在 现 场 流

连，显然大家对这个难得的聚会有或

多或少的依恋。

50年就这样静悄悄地过去，许多

同学的样貌肯定有所改变，虽然大多

数人不至于完全走样，但当晚碰面时

还是有些同学需要停顿好几秒，然后

凭猜测提到正确或不正确的姓名。然

而，有趣的是，同学们当年的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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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中四毕业班全体师生合影。

1968年高中毕业班全体师生合影。

1968年中四毕业。作者
简介

大家却是记得清清楚楚：什么美国佬、

山芭佬、小黑人、屁王……，只要有人提

到某位同学的绰号，大家就大嚷：哦，是

XXX！

是的，欢乐时光总是那么地短暂，我

们期待另一次相聚，另一轮的精彩，另一

回的叙旧。如果不是50年，那就10年、5

年，或者是每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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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
⊙陈志锐

“所以，新学年的开始，我就送大家

这两个字——‘开创’。”

话毕，我在讲堂的第一排坐了下来，

背对着你们60多双兴奋而充满期待的眼

睛，思绪仍然起伏着，这是我们老师第一

次见新生时的讲话，我在极有限的介绍

时间内，把内心的热切期盼浓缩成两个

字— —开创，寄望甫上高中的你们有个

崭新的开端，一个个人独有的学习起点。

然而，我的初衷是那么的广大，设

想又是那么深远、寄望又是如此殷切，

以致急促的语气只把我的原意透露了一

半。许多支离破碎的思绪仍哽在喉际：

我没能交代这“开创”构思的出处，未来

得及分享个人的开创经验，又忘了叮咛开

创过程中的必然挫折。背对你们坐下后，

我为腹稿“开”了个头，“创”作了这篇弥

补和填充。

话说上个世纪末，我照例习惯在年

关为自己的经历总结陈词并为来年从长

计议。我才惊觉生命中的偏转把我引到

了陌生、甚至是无人的境地，唯有自我

发现、自我创造适应之道，才让我安然

走来，当然那也不一定是外在灾难或生

存危机，却是更扼人的精神困境或心灵

瓶颈。

其中，例如找不到我们真正想阅读的

杂志、可以任意投稿的园地之后，我们干

脆就自己动手办杂志，让一本记载我们理

念的小众刊物在地下秘密流通（仿佛像两

期没有身分字号的私生子，淌流着我们的

文学DNA）。又如见到青少年文坛的冷清

和奖励等积极作用的缺乏，我们又凭空创

出了一个学生文学奖，接着又像从魔术师

帽子中意外般地变出了赞助和经费，连电

台、报章和网络上的宣传，也似乎是始料

未及的。再如身处教育机制的众多规规

矩矩之中，我一再构思着如何让行径以

至思想都日趋统一的学生有比较不一样

的学习，有更多可能的用脑方式，其中有

如每周一佳作的“不如读书”计划、文学

日记般的“文学手札”、借助音符刺激文

字灵感的音乐冥想创作课、似模似样的 

《茶馆》拍摄纪实课……写着、写着，我

却开始心惊了，深怕读者的你们早已不

耐烦于我的细碎，甚至把我的举例封为

炫耀。

我静默了好一阵，其实，这也是我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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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想警告你们的必然陷阱，在绝大部分

的开创过程中，前方的开路者总会被后

头约定俗成的缰绳所羁绊。忌妒的眼神

是锋芒锐利的箭，习以为常的安定和熟

悉感，更是许多人画地自限的囚牢——几

乎就仅能孑然孤身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的道路上摸索前进，跌撞而行，你们就极

可能在未舔尝到开创的丝毫甘甜前，便

已遍尝孤独的悲戚和不为人解的苦衷。

身为开路先锋，你们将是毫无军队的将

领，没有指南针的探险家，甚或没有参考

书的研究员，在开创成功之前，必定先开

创了大量的考验，甚至失败。

然而，正是这独有的行路旖旎令人

无限向往，正是这独享的崎岖与克服崎

岖使开创的过程满布魅力。开创，是一

种生活态度，也可以是一种面临困顿时

1991年华初毕业，

第一届语特学生，后

返校任教。剑桥大学

汉学博士。现为国立

教育学院副教授。

作者
简介

1990年第一批语文特选课程的同学举行讨论会。

的出路；开创，对正值盛年的你们，可以

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积极学习心态，可以

是新鲜兴趣的从头培养，可以是长远理

想的基础铺垫，也当然可以只是一种新

的记笔记方式。我多么热切期盼你们开

创自己的学习生涯、人生规划，然后走出

一条绝无仅有的动人风光。

简单地说，就是开、创、自、己。

你们的语文特选课程导师
寄望于2001年春天的黄城讲堂A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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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情抒 
⊙魏宝玲

向来不善舞文弄墨的我，适逢华中

百年诞辰，也学多情人提笔抒怀，写一封

对华中情感的告白。

打开记忆的门，第一次踏入华中校门

的时候，山坡旁枝繁叶茂的雨树、古色古

香的校舍、宽敞夺目的体育场、巍峨雄伟

的钟楼……全都扑向我，占据了我所有的

视线，我的心莫名地欣喜。霎时间，直觉

告诉了我，我好喜欢这里。就这样，我在

华中任教了七年。

在执教的这段日子里，我喜欢上华中

的气宇轩昂，眉宇之间透着真龙之气。一

直以来，我都把华中看成是一条活脱脱

的龙，盘踞在华岗，而我们这些后辈在他

怀里学习、成长，堪称是名副其实的龙的

传人。我特别喜欢华中“龙腾云涌，得志

气舒”的飒爽雄姿。他胸怀壮志，能文能

武，世界就是他的舞台，任他腾云驾雾，

任他大展拳脚，任他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

奇迹。而我，是奇迹的迷恋者。

一直以来，我都坚信着：只要华中

在，就有无限的可能；只要华中在，便处

处都有奇迹。华中的奇迹不是平白无故

从天而降的，而是靠领导者的智慧、胆

识和魄力打造出来的。俗话说：“龙要腾

云，虎要御风”，风云成就龙虎，而历任校

长、院长和董事就是华中的风云。华中经

历了百年岁月的磨练和百年风雨的洗涤，

如今已成为世界级学府，驰名海内外。他

从特选中学升格为自主学校，随后又执行

直通车计划，屡次掀开了教育史上崭新的

一页。他能备受世人的肯定，成为新加坡

教育界的表率，皆有赖于历任校长、院长

及董事们的苦心经营；他能“龙转金身出

云头”，在教育界出类拔萃，也是靠全体

教职员和学生们的辛勤耕耘。有感于“龙

飞龙跃靠龙人”，在此，容我深情一笔，

以表对龙人（全体华中教职员/子弟）的

敬意及感念。

七年执鞭，一晃即逝。我和学生们一

起学习、一起活动、一起生活，是喜欢，

也是享受。教学相长，我为学生们传道、

授业、解惑，学生们为我提供了精进教学

及自我成长的机会。我伴着他们一起成

长，发现华中学生活泼调皮，率直可爱。

他们勇敢无惧，对人生无所畏缩，勇于

争取自己想要的。他们教会了我：只要你

勇敢，世界就会让路；只要你无惧，命运

就会屈服。我们要做掌控自己未来的主

人。我从学生们的学习生活中获得了很多

启发，是他们给了我满满的青春活力和体

验，让我的人生增添了许多精彩。

在华中教书，第一年教师节收到的第

一份礼物是学生送的相思豆。我望着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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璃瓶里鲜红浑圆的相思豆，惊喜万分。随

后我又担心让学生破费了，立即问学生豆

从何处来？花了多少钱买来的？不料，他

告诉我不花分文，是从校园里就地取来

的。我这才知道华中钟楼左右两侧各植

有一棵壮硕的相思豆树，随着季节开花结

果。我真的没想到这名男学生平日大咧咧

的，不拘小节，竟然经常提早到校，就是

为了多捡几颗相思豆送老师。原来，华中

学生也可以如此细腻、多情。后来，我每

次经过钟楼，总会多望几眼这两棵相思

豆树，对王维的诗句“红豆生南国，春来

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更

加倾心。不知植树者是何人？当初植这两

棵树有何用意？莫非他是想借它们来慰

藉自己对华中的情思？此人用情至深，令

人感动。

站在创办人陈嘉庚先贤的铜像前，我

喜欢问学生：你们看到了什么？这时候学

生们会对着我傻笑，有些则摇了摇头，算

是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想再过些时候，等

到他们步入社会，就会和现在的我一样，

学会端详陈嘉庚先贤铜像的英姿，看到

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诉说着他一生

的精彩：勤力经商，倾家兴学；为人处事

必求“诚信”，凡事坚守“毅力”，善始善

终，永不言败……这等可贵的精神毫不

保留地散播在华中校园，等待着大家去

发掘、去感受、去落实，进而将之形成一

种华中精神。希望这样的精神能深植于

师生们的心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

每当踏入“光前堂”，我脑海就会浮

现出乐善好施的李光前先生，因为有他

继承了陈嘉庚先贤的无私奉献、热心教

育，华中才得以重新出发，并在教育界绽

放异彩。来到鼎昌楼，迎接我的是记忆中

已故总统王鼎昌校友慈蔼的笑容，他让

我见证了“今日你以华中为荣，他日华中

以你为傲”的不变真理。这些说明了华中

地灵人杰，蕴含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十分

宝贵。前辈们创下了无数的丰功伟绩，无

非是想激励我们这些小辈，见贤思齐，并

以他们作为自己人生的楷模。我有幸能成

为华中的一分子，实感幸福！

身为华文老师的我，对华中校园的浓

厚华族传统气息更是情有独钟。我喜欢

操场草坪上的“自强不息”，也喜欢思源

坊“饮水思源”的寓意。它们展现了华族

文化的精髓：前者激励我要不断自我力

求突破，发奋图强；后者提醒我要懂得感

恩戴德，不可忘本，尤其是对前辈们的辛

勤付出，更要懂得怀抱感激。在教学上，

我喜欢和学生们交流这些传统文化的精

髓，期盼学生们能将之落实到生活中，做

一个道道地地的龙的传人。

回想当年（90年代），睿智的杜辉生

校长掌校的时候，积极推动文化活动。华

中每年都会举办“华族文化日”的活动。

在华文部主任也就是现任副校长陈鹏仲

的努力带领下，华文部老师和全校所有的

1997年中华文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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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都会一起投入活动中，进行各种华族

文化专题探讨及比赛。这样的活动将华族

文化栩栩如生地呈献在大家面前，也把许

多抽象的传统文化或将被人遗忘的传统

习俗具体化和形象化。“华族文化日”的

活动结合了理论与实践，通过不同形式展

现，既活泼又有趣，效果十分显著。这令

我异常感动，没想到在英文至上的新加坡

教育体系中，我可以重新寻获华文老师存

在的更大价值和使命感，能在中华文化的

传承上看到了曙光，我的一颗心顿时温暖

起来，找到了归属感。因此，华中变成了

我的第二个家，我满心欢喜地住进了华中

宿舍，闻到了浓郁的华校传统风味。 

在华中这个大家庭生活，我感受到了

温度，那是暖暖的。当时的华文主任是陈

鹏仲副校长，他不只幽默风趣，对华文部

老师更是关爱有加。他平日经常对我们

嘘寒问暖，在教学上也不时给我们鼓励

与打气，传递了很多正能量和欢乐。大家

一起为教育事业付出，彼此互相分享、关

照与扶持，生活十分愉快和充实。我还记

得张桂珠老师经常给大家递送关怀，昨

天送来一个大苹果，今天又递来一串鲜

美的葡萄，我们吃在嘴里，甜在心底。还

有，校长秘书饶婴苓小姐，获知我身怀六

甲，时不时就会炖燕窝或熬补汤给我进

补，而陈丽英处长也在我分娩后送来自

己珍藏多年的旧婴儿衣服，让我深深感

动……太多太多这类华中温情暖人心的

例子，无法一一道尽。

《周易》“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

息。”杜校长在周会上经常都会提起它，

并阐明华中校训“自强不息”的独特意

义，相信大家对它已是耳熟能详了。而

我，每次都会想到《周易》的另一句话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华中培育

莘莘学子，教导他们要效法天的刚强不

息，效法地的宽广厚实，能承担载育万

物的重任。这样的精神十分崇高，行之不

易，但它确实在众多华中子弟的身上体现

出来了，而校友梁文福在5月26日举办的

慈善演唱会《爱的名字2018》就是一个

典型的实例。华中子弟能有如此高尚的

品德，以博爱的胸襟，宽大的气度去关爱

及帮助有需要的人，并把爱的种子播撒

在世间，与人为善，完善自我，这是何等

了不起的事！说到这儿，我忍不住要为他

们鼓掌欢呼，鞠躬敬礼一番！

1999年为了照顾孩子，我迫不得已

离开了华中。2004年丈夫病逝（他也是华

中初中部华文老师），我独自挑起了养育

孩子的重任。陪着孩子成长和创业的日

子多有波折，是“自强不息”砥砺着我，

给了我力量和勇气，让我不断力求突破，

朝更广、更远的方向前进。不只如此，女

儿也深受华中的影响，她去年刚从华中高

中部毕业。在华中就读期间，她虽无法鹤

立鸡群，但身心方面的发展十分健全。经

过华中两年的教化，她成长了很多。跌

倒了，她懂得自己站起来；受伤了，她懂

得自我愈合。还有，胜利时，她学会了收

敛锋芒；喜悦时，她学会了与他人分享快

乐。近日，她在网上开了一间花店，积极

经营花店生意，把所赚到的盈利捐献给

慈善机构。看到她努力接订单、包花、送

花的背影，突然我发现她也是一朵可爱、

善良的花，正到处传递幽幽的清香……我

想，这或许也是华中精神的另一种小爱的

体现，“赠人玫瑰，手留余香”。

有句话说：爱屋及乌。我爱华中，也

爱守护着钟楼的那一片天。伫立在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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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眺望这一片蔚蓝的天，它对我来说是

一种自在与宁静。但对华中学生而言，这

一片蓝天，却充满着无限的梦想、无限的

希望、无限的憧憬。它是学生们织梦、寻

梦、追梦的天地。“望着蓝天，心想着什

么，把它画下来，只要你努力去争取，它

就有可能会变成真的。”百年来，华中一

直都为学生提供了实现自己梦想的平台，

任学生尽情挥洒热忱、发挥创意、追求理

想，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将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华中肩负着兴

学育人的使命，任重道远。一百年春风，

一百年雨露，浇灌出一百年桃李芬芳，

造就出一百年群星灿烂。在这漫长的百

年岁月里，华中才俊辈出，他们为华中谱

写了一页又一页既精彩又光荣的历史。在

此，我诚盼华中不只是百年受人赞誉，而

是千年、万年以后，仍然深受世人讴歌！

毕业于国立台湾 

师范大学国文系，

曾于1993年至 

1999年在华侨中学

初中部担任华文及

中华文学老师。

作者
简介

请容我再深情一笔，由衷祝贺华中百年

华诞再创辉煌，明天更美好！

一条小溪，流淌着对大海的向往；

一片绿叶，饱含着对大树的感激；一句

祝福，充满着对华中的深情。我虽离开

华中十几载，依然思悠悠，念悠悠，就让

我将这份牵念系于华中钟楼两侧的相思

豆树，与华中生生相守，世世相思……

伫立在钟楼前眺望一片蔚蓝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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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还记得2002年小六会考后，老师在

班上发下选校表格，我回到家就开始填。

第一选择：华侨中学   

第二选择：英华自主  

那时表哥已经在英华，我心想有个伴

也不错。至于选华中，是因为有人来道南

宣传，印象不错，就这么简单。至于顺序

也没想太多。

笔尖一提一落，竟已十六载。

小时候读《水浒传》，读到鲁智深圆

寂，书中附此偈语：“钱塘江上潮信来，

今日方知我是我”，自此念念不忘。求学

路上，曾多次自问，如果当初进的不是华

中，我究竟又会是谁？以下写的便是和

母校的这段缘分。回忆甚多，无从一一落

笔，且分三部记录，以表心意。

比梦真——那年的你，那年的我

家里有幅画，藏了十余年。奇妙得

很。既无木框，也无画布，有时想找它又

找不着。可是恰逢黄昏，它总会悄悄地跑

到窗台边，倒挂我眼前。画中线条由浅至

深，天马—铜尊—石坡，渐渐浮现。前方不

定处，一抹绿中，球友嬉笑，引我出神……

三部记录表心意    
⊙黄建諹

云低燕归天欲老，群木入梦。暖暖西

风，悄悄沁我心扉。树叶影子往地上逃，

一并起舞。清风随手，解下一天积累的包

袱，吹得骨头酥。我笑了，指头意在把玩

那树荫下，道道金光，鞋尖欲前又止。

天底下最舒服的温度，叫小醉。

借你的容颜，衬一缕金石阶，一地昏

晚红。坐仰天，环抱膝。

慨然。

世间此刻，有你，有我。再无其他。

脸颊上微微吹过的，尽是梦想。

一切都停止了。唯有心在跳动。

初涉情义

Staff room 和 Block C 之间，有根圆

柱，题着“戏剧中心”四个大红字，再往

右便是剧场大门。这就是我第二个家。俗

称贼船。

我是到了华中才和舞台结缘的。参加

戏剧学会的同学对黑这个颜色不陌生。天

没亮就进剧场，夜晚演出后卸妆收拾服

装道具，出剧场时凌晨已近。情义二字，

就是在这黑暗中体会到的。从此大伙一

并上了贼船。

讨 论 剧 情、舞 美 是我 们 的 茶 余 饭

后，六月假期注定要邂逅那木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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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华岗剧坊露营，其实就是一群

男生在学校过夜。夜里不睡觉，躺在课室

外水泥砖上，银饼凌空，不解馋。又听得

草木窃窃私语。我们不甘寂寞，跟着一起

说，恨不得把这宇宙间的事都说一遍。

绒绒的夜，是万变的舞台，理想在天

际间上演。一场又一场谢幕，我们牵手鞠

躬齐声欢呼。

诸位神明，请见我等炽热的心，换

彼此一生的情，誓愿结义，永为手足坚

不断。

何以见情深？请君只看那嘉庚堂边，

青竹月下引白溪，水声潺潺，梦里依依。

我是我

致母校：

多少个夜晚，月点柏油，大雨漆成银

砖，我独自踏步那弯弯的斜坡，是你的

沉默给我勇气，做回我自己。是你让我知

性，容我思想在此拓展。

还记得每逢课间休息，都会穿过长

廊到图书馆去，先给光前先生鞠个躬，再

上二楼翻书。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陶渊明这首诗，是当时误打误撞翻

到的，现在还会朗诵。我爱这山水宝地，

在我成长中呵护着我，惯着我，纵容我的

执拗，放任我挥手欲揽山河的冲动。蓦然

回首，涛声渐缓。竟已十六载。

道狭草木长，

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地有多广？尽在我双足间。

世界有多大？

大不过我心中这片蓝天。

待到桂竹花开时，

愿您依旧。

2003年至2006年 

就读于华侨中学。
作者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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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华中 
⊙赖康豪

今日路过鼎昌楼前的斜道，停车场

旁的刺桐树被修剪了半截，一叶不留，就

像一个伫立的保安，注视着每一辆进进

出出的轿车。然而，我却期待那一年看过

的艳红如火焰的刺桐花，再次装点这条

路上匆忙赶路的心情。

因为方便生活的关系，我们一家住

在华苑五年多。华苑坐落在华中国际学

校第一栋校舍的后院，依坡而建；小坡

建筑朝东可一览市区所有高楼，一片城

市景观尽入眼帘。宿舍往西靠着华中宿

舍楼群，可一瞥楼中人们的生活气息。

我们住在七楼，透过窗外，可以俯瞰旁

边的有地住宅和花开季节里特别美丽的

两株风铃木。偶尔可见到红锦绿鸠和黑

枕黄郦栖息在风铃树上。或许四周绿树

环绕，各种禽鸟经常停息，尤其是清晨时

分啼声不绝于耳。客厅窗前整排青龙木

黄花盛开时更是一道美景。夜里尤其清

静，凡尘喧嚣根本就进不来，倒是虫鸣蛙

声处处，像是孩子们进入梦乡的摇篮曲。

周日，天未亮时，两个孩子会去校门

口搭公车上学。沿着斜道走过鼎昌楼，经

过校友会大楼，一片深蓝色是池畔被晨

风吹起的忧郁，装饰着孩子们周末跳进

水中的美梦。7点多，这条斜道是校内最

繁忙的车道，行人匆匆，车水马龙；这跟

假期里的景象，相差十万八千里，因为闲

情让你发现路旁香味幽幽开出的水梅，

小白花点点，还有榆树落叶纷飞，枯黄一

片的步道。我还记得跟孩子们开过一个

玩笑，说在这条斜道上别快速奔跑，因

为限速不可超过每小时15公里。那天，

天空突然下起大雨，我们刚从3号门外出

回来，为了不被淋得像落汤鸡而冲向5号

门的方向，那时奔跑的速度肯定超过了

限速，还好没有被罚款。这条斜坡道，由

3号门公车站入口延伸至5号门的出口，途

经4号门旁的鼎昌楼，约有800米吧！其

实很多时候都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赶时间

的一条通道而已，没有人会在意沿途上

有些什么东西。

华中校园，在没有上课的时候，格外

宁静，我们可以悠游各处。比如礼堂外

的鲤鱼池，清澈见底，鱼儿自在悠游，与

一角的树群相映成趣，柳叶翩翩起舞，

都把我们视若旁人。这些都是从我们住

处离开校园时新发现的景色。往前走，林

义顺、陈嘉庚、李光前的铜雕都在一条线

上。他们与华中的故事都是太太给孩子

们讲述历史的生动题材，从小就是成长

故事中的部分记忆。然而，孩子们最爱的

还是在钟楼前的两棵相思树下捡红豆。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

撷，此物最相思。”王维写的《红豆》早

已被姐弟俩背得滚瓜烂熟了。印象中，这

两株相思树都长得很高大，仿佛伸向天

空最黑深处，树枝旁都结满了闪闪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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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星星。树下可见到两个埋头勤捡红豆

的小孩，期待今天夜里可以装满随身携

带的玻璃瓶子。

陈嘉庚铜雕前有一排整齐矗立的雨

树，其中一株下面坐落着“天下之马”铜

雕，这马形如蓄势待发，有一冲天伏骥之

态。站在树下俯瞰，宽广的操场和田径跑

道一览无遗。青红之间，开阔胸怀；居高

临下，壮怀激烈，不失为观景言志之地。

我们都喜爱在日落之后到这里散步、跑

步、闲聊、拉小提琴，甚至躺卧在草地上

仰望星空。太太曾说过，她很喜欢微风

处飘着悠远的琴声，因为这样可以感觉

自己更贴近自然中的清风明月。灯火灿烂

的钟楼主建筑此刻在我们眼里，就像冉

冉升天的一枚火箭，一展冲天之势，航向

天际。孩子们最爱在草地上干扰那些栖

息的布谷鸟，说惊动它们飞起来的感觉

很有成就感。我想，这大概就是姐弟俩

爱恶作剧的童趣吧！而我，更喜欢的是天

空中的明月，仿佛垂手可得又遥不可及。

陈嘉庚地铁站开通后，我们为了寻

找捷径，竟然发现了离开校园的第三条

道路。这路相当隐蔽，在校园主要建筑群

后的小道，紧挨着邻近的公寓。沿途云树

苍茏，树荫郁郁；坡道崎岖难行，雨后更

是泥泞处处。途中，你会发现那头样子温

顺，警醒躺卧着的石头狮子。只要步行约

800米，就可到达初级学院的诚毅楼，楼

内以前有台三角钢琴，姐弟俩都弹过，

尤其是在周末里，琴声特别悠扬动听。

据说，这是黄城大本营，《周易》中“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

德载物。”的几个大字就铭刻在其中一栋

楼的墙上，可见这与主楼操场前“自强不

息，学以致用”八个大字一脉相承。回首

华中的历史，“自强不息”四个字印证了

近百年来筚路蓝缕开创新猷的精神。在

一个艳阳高照的午后，我们又发现了一条

顺利抵达陈嘉庚站的幽辟小径。

住在华中宿舍的五年里，这三条进进

出出校园的路，可说遍布我们日日夜夜所

走过的足迹，期间驻足留意过的花草树

木、鱼虫鸟蛙、清风明月、热天雨天等，

都是记忆中的点点滴滴；这些仿佛让自

己置身在一座远离城市喧嚣后花园中的

群象，可说是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

记忆。感谢华中，让我拥有了人生中最美

好的一段记忆。

鼎昌楼前的刺桐花啊！愿你明年再

次以艳红灿烂的花开，再次成为装点华中

百年校庆的其中一颗树，成为见证这个历

史时刻的一道风景。

华中国际学校华文 

教师，2013年一家人

搬进华中国际学校 

宿舍“华苑”生活， 

2018年离开宿舍，

惟执教至今。

作者
简介

华中的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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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was in Singapore for four years, 

and spent them all at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HCIS). I was then 

relatively young, and it was not easy 

settling down on your own in a foreign 

country. But there was support and help 

in all avenues, from accommodation to 

academic. 

In the boarding school, I was 

well taken care of by a large, loving 

community. Boarding mentors were 

like my guardian, counsellor and friend. 

They gave me valuable advice and lent 

me listening ears for the problems I 

faced. I learnt to live better and became 

more independent. The mentors were 

also unknowingly a bunch of talented 

individuals from diverse background. I 

remembered playing badminton with 

one of them, talking about psychology 

with another, and hearing stories about 

their hometowns from all of them. Life 

at the boarding school was never dull.

In school, the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was memorable. Teachers were 

dedicated and knowledgeable. Not 

only were they concerned about my 

studies, they were also supportive in my 

My Journey, Our Story
⊙Yap Pui Min

pursuit of extra-curriculum activities, 

which ranged from starting from scratch 

an event, to doing sports and taking up 

leadership roles. I was presented with 

many opportunities and vast room to 

develop myself, both academically and 

non-academically. I also forged many 

friendship, and today many of these 

close friends have spread their wings 

across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This is not just my story, but the 

story for many of my HCIS counterparts. 

HCIS provided us with a conduc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one which is 

multi-dimensional with learning not only 

restricted within classrooms but outside 

too. “Internationalism”, “Innovation” 

and “Independence” are not just the 

school motto, but life-long values that all 

ex-students strive to embody, even long 

after our graduation. I am sure many 

would agree that HCIS made us what 

we are, and our success is attributed to 

the school. 

On a personal note, I wondered why 

the aroma of a running track, wherever 

this may be, always reminded me of 

Hwa Chong. Perhaps it was be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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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where I first picked up running 

as a sport, which to date I am still 

passionate about. Or perhaps the Hwa 

Chong running track was my favourite 

spot to distress after an overwhelming 

day in school; or perhaps that was 

just a place where many interesting 

conversations flowed during evening 

after-dinner strolls. In other words, 

the running track brings to me many 

pleasant memories. To me, this is a very 

interesting experience, as very often, 

memories are triggered by visual or 

auditory stimulation, rarely by olfactory. I 

am very grateful to the school for helping 

me form such wonderful memories to 

live with,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 am sure every Hwa Chong old 

boy would miss something about the 

school, be it the food, the fruit juice 

stall, the generous food vendors, the 

water fountain, the swimming pool or 

particularly the people – teachers and 

friends. The guiding principle of Hwa 

Chong – 饮水思源 – constantly reminds 

me that we cannot take for granted all 

that we enjoyed in Hwa Chong, and 

that these are fruits of labour by our 

Yap was from the 
HCIS class of 2015.

forerunners. When we have the ability, 

we should remember to give back to 

our school, so that the next generation 

can benefit from quality education. 

I hope Hwa Chong will continue to 

nurture global citizens who live with 

passion and lead with compassion.

On behalf of my schoolmates, I 

congratulate Hwa Chong on your 

wonderful 100th birthday. Here is a 

fun fact – on 21 March 1919, the day 

Hwa Chong was founded in Singapo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globe,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was 

established as the first Communist 

regime in Europe following the Russian 

October Revolution.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only lasted 133 days, 

but Hwa Chong not only outlast the 

Hungarian Soviet Republic, it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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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ep Back in Time at HCIS
⊙Sarah Goh

Turning back the clock and as sixteen 

years of memories flash through my 

mind, it feels like I am watching an 

unfinished film – blur and confusing at 

some points, and yet strikingly clear at 

other points, and the entire relm tinted 

with thoughts and emotions. It seems I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r yet nothing 

much at all. But regardless of what had 

lit up or dulled my youth, I will always 

treasure my time as a student in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HCIS).

I grew up in the United States, 

attended a public school until the 

seventh grade, and then home-

schooled until the decision was made 

for me to study in Singapore. Of course, 

I looked forward to returning to school, 

but I never expected to gain more than 

the construct of my elementary school 

memories. 

I soon realised that every day in HCIS 

is an invaluable memory in itself. 

I have only been at HCIS for one 

and a half years, and frankly am just 

one among the sea of students – 

attending classes, studying earnestly 

and socialising with friends day in and 

day out. But I cherish every moment I 

am in school and would take time to 

appreciate even the smallest details of 

my school life. 

All my teachers strive to inculcate 

a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 and moral 

integrity in every student. While this 

is something universally applauded, 

the work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 

especially when more often than not, 

teachers' efforts elicited no more than 

exasperated sighs from students. Yet 

somehow their words are indelible. 

I remember my teacher chiding our 

class for not being respectful during 

the flag-raising ceremony. I remember 

my physics teacher patiently explaining 

to us the importance of setting goals 

and achieving them.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how my tennis coach solemnly 

imparting to us the axioms of life 

through tennis games. 

I had laughed at these, as they were 

not in the syllabus, but looking back, I 

realise that these were what helped me 

develop my character and appreciate 

my mistakes. If I close my eyes, a 

motley collection of classmates, desks, 

chairs and a half-erased whiteboard 

in a classroom setting came to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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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 can see myself, as a Year Four 

student, with head resting on elbow, 

listening to  lectures from teacher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ciprocating love 

and empathy of our parents. To me, 

even an ordinary lesson like this is an 

unforgettable memory. 

Life lessons apart, my time in HCIS 

has enriched my understanding of 

my own culture. What seems ordinary 

or even taken for granted by many 

students turned out to be a precious 

experience to me – such as teachers 

using a medley of Chinese proverbs 

and Hokkien phrases like ‘chim’s and 

‘paiseh’s. I delight in the immersive 

experience of attending a school where 

east-west cultures converge. I made 

friends among classmates from diverse 

nationalities, and also gained exposure 

to different culture, including colloquial 

slang and popular trends that color 

their respective lives. These are high 

school memories that will stay with me 

for a lifetime. 

And last but not least, even thoug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t HCIS appear 

rigid, these are in fact what distinguish 

this school's mission to groom principled 

and responsible young people. When 

I first set foot in HCIS, I was surprised 

by the norm practice here, being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have to greet 

each other before a lesson commence. 

I had never seen students stand, bow 

and greet their teachers in my previous 

school-going experiences, and for 

weeks I could only bring myself to dip 

my head slightly while murmuring a 

near-soundless “hello”. I was even more 

intrigued by the attention teachers 

paid to students’ attire – uniforms, 

dress codes and attire checks may be 

the standard practice in Singapore 

but certainly not in the US! However, 

I appreciate how the customary 

greetings helped to build mutual 

respect between student and teacher, 

as well as the common identity and 

notions of unity that a proper uniform 

reflects. I could see the understated 

and yet memorable beauty behind 

such ostensibly mundane aspects of 

my school life.

Sometimes it is the most 

unremarkable happenings in daily life 

that leave the sweetest memories in 

one's life. At times, it is precisely the 

humdrum routines so loathed when 

young that leave the greatest, lifelong 

salutary impact on one’s journey in life. 

Winding the clock forward, I may lose 

myself amidst all the schoolwork, exams 

and lessons that preoccupy my present 

self.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to savor every 

moment of my time as a student in HCIS. 

Sarah is a Year Six 
student in class IB1P 
at HCIS. She will be 
graduating from the IB 
Diploma Programme 
this year (2019). 

ABOUT 
THE 

AU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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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驹过隙，光阴荏苒，海天边的一

线，有着雾的飘逸、云树下的碎影、篆刻

光的足迹。在笔下翻腾的回忆，正是蓦然

回首之时，我与华中的点点滴滴……

百年华中，有着他的严谨，鞭策着

我们奋斗，为自己开天辟地。还记得中二

的EOY，还记得一次次的coursework，

华中用他的严谨推动了我，让我发现学

习也有另一片天地。当时我想在日后学习

华中两年    
⊙苗亦周

历史，可是老师却说，由于人太多，我的

历史总评必须考到6才能扣响历史的大

门，而我，那个曾经没有目标的青年，历

史的水平仅仅是1的等级……说句实话，

那天晚上，我辗转反侧，当时我恨，恨学

校为什么要求这么高，阻拦了我学习历史

的足迹。可是，为了我唯一喜爱的学科，

我第一次有了目标，有了梦想。考前的两

周，我发狠地复习，咖啡喝了两大包，体

华中用她的严谨推动了我，让我发现学习有另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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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掉了10公斤。拿到卷子的瞬间，我释然

了，在“History”后面，赫然是一个6。现

在，坐在教室的中间，明亮的灯开着，我

突然觉得自己曾经很傻，若不是学校的严

格要求，我恐怕很难拥有目标和理想。

我 也 记 得 上 学 段 刚 做 完 的

coursework，当时拿到历史老师分发的

题目，我的题目竟是“对百花齐放运动这

个略有小众的运动的研究”。当时我全然

不解，可是，我坚持了下去，翻过政府的

文献，也读过学者的著作，最后一个词

打完的时候，我不再不解，取而代之的则

是成功的喜悦。是啊！膂力方刚，经营四

方，前途浩且长……

百年华中，有着他的辛勤，传授我们

知识，使思想渐渐充盈。记得在2017年

一个周六晚上，英语老师叫我去办公室

找她，因为我的一份作业需要修改。不得

不说，当时我相当的震惊。周六晚上，这

样一个应当好好休息的时间，老师竟然

还在工作，批改我们的文章。从此，出于

对这位老师的尊敬，我愈发付出精力学

习英文。其后，作为一名中国学生，我竟

然在English as first language的测验中

得到了7分的总评。

记得那年的每一个晚上，在晚间自

习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我的华文老师穿

过走道，走向教学楼，而那时，也已是戌

时。更记得今晚，7点半，就在我走去教室

晚间自习的路上时，我碰到了历史老师。

他拍拍我肩膀，提醒我要考试了，努力学

习。那一瞬间，我又找到了那年那个周六

的感觉。是啊！7点半，一个老师应下班的

时间，历史老师还是在教育的第一线，也

不知他吃完饭了吗？更不知道，这样辛勤

地教育着我们的老师还有多少？

北京人，在深圳长大， 

2016年6月入学华中国

际学校，现（2018年）

为中四学生。

作者
简介

百年华中，有着他的温馨，更有他的

关怀。2017年第四学段，由于各种原因

的积累，我的胆结石发病了。那个夜里，

我从睡梦中疼醒，尽管已是丑时，然而宿

管却还是尽心尽力的把我送进了医院，

直到我办完住院手续才离开，而那时，早

已经天亮了。后来，病情加重，我回国动

手术，记得当我向学校通报病情并且告

知期末考试不能参加时，学校并没有忙

着告诉我补考安排和准备内容，仅仅是

让两位班主任发来邮件慰问我。是啊！

这就是时雨春风的感觉。

迎着海天辽阔的广袤而来，在云树苍

茏之中留下足迹。人寿几何？逝如朝霜。

时无重至，华不再阳。今生缘会，必将永

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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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阴似箭，岁月如 梭，先贤创办新

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华中），转瞬间已

是10 0年。草创初期筚路蓝缕、二战日

据、50年代英殖民政府残酷镇压，风风

雨雨，一路走来崎岖曲折，却屹立不倒，

茁壮成长，桃李满天下，实有赖于历届董

事会、学校领导层、校友会理事们的同心

协力，及广大社会人士忠贞不渝的支持与

爱护，方能有今天辉煌亮丽的成绩。

母校华中之有异于其他本国学府，不

仅在于历史悠久，更在于她保存与发扬

了创校以来的优良传统与精神：“自強不

息，学以致用”。随着时代社会的要求，

母校华英双语并重，但让莘莘学子们有更

宽广和自由的发展空间；课余也能发挥其

他领域的才华，继续在体育、文化等项目

获得丰硕的成果，闻名遐迩。

建立一个富有道德价值和文化底蕴

的优质富裕社会是我们的建国目标。在这

方面，学校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母校华中贯徹东方人固

吴定基 
新加坡华侨中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1999年-2002年）

华中校友会会长（1998年-2002年）

华中颐年俱乐部名誉会长（2000年至今）

华 中 贯 徹 东 方 人 固 有 的

优 良 传 统 ， 校 务 必 将

蒸 蒸 日 上 ， “ 雄 立 狮 岛 ，

式 是 炎 荒 ， 万 世 其 无 疆 ”。

有的优良传统，校务必将蒸蒸日上，“雄立

狮岛，式是炎荒，万世其无疆”。

展望将来，华中大家庭的六个单位：

华中董事会、新加坡华侨中学、华中国际

学校、华中颐年俱乐部、华中校友会，以

及华初校友会必能精诚团结，互相包容

与支援，集思广益，让母校迈向更美好的

未来，造就更多社会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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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华侨中学创校100周年，

这是学校发展重要的里程碑，也标志着

学校砥砺发展后取得的亮丽成就。

在全体华中人的协作努力、社会人

士的热心支持下，学校于2005年至2009

年期间，先后完成了行政楼、科学楼、美

术中心、鼎昌楼学生领袖训练中心等设

备，并在北京设立了华中卫星学校，全力

支持学校当时带头在新加坡推展的六年

制直通车综合课程，不只深化学生对中

国的了解，更加强他们对领导能力与国

际视野的学习。为发展学校成为世界级

教育中心，在扎实严谨直通车综合课程

的基础上，学校更推展未来学校、华中

综合寄宿计划。为更有效衔接中学部共

识联的发展，高中部推出育人学团制，逐

步完善六年制五育并重、全面育人的体

系。学校继往开来，逐年屡创佳绩，这和

全体华中人精益求精、努力奋进的精神是

分不开的。 

我有信心，在现任学校董事会、管理

委员会各成员、校长与教职员、校友会以

及全体华中人的通力协作下，校务将会百

尺竿头，更上层楼。值此华中百年校庆，

衷心祝愿华中再接再厉，再创辉煌。

杨禧年 
新加坡华侨中学公司董事会董事长（2003年-2007年）

华侨中学管理委员会主席（2003年-2009年）

学 校 继 往 开 来 ， 逐 年 屡 创 佳 绩 ，

这 和 全 体 华 中 人

精 益 求 精 、 努 力 奋 进 的 精 神

是 分 不 开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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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中学自创校以来，历届领导本

着先贤兴学的精神，弘扬以“自强不息”

为根本的核心价值观，为社会、为国家培

养了一代代具献身精神、关爱社会的各

界领袖和社会栋梁。悠悠百年，巍然屹

立华岗的母校经历了整个世纪的洗礼，

积淀了华中独特的文化底蕴，为树人大

业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一向并重数理和人文教育的华中，

随 着世界 格局的变迁，学 校 办 学的深

广度因时制宜，借助跨学科的研究开拓

学生的多元视角，促进科学与人文的交

流，在新时代碰撞出新的火花。在数理

方面，华中学子有机会积极拓展科研领

域、接触尖端科技的研究，并与世界级

专家、学者如诺贝尔奖得主等有近距离

接触。人文方面，学生通过包括中西文史

哲的比较研究和探讨，深化人文素养，让

华中学子涉入双语、双文化的渠道。

不仅于此，华中老师在作息中，也适

时融汇了“企业精神”于教学中，灌输学

子不畏惧尝试与革新、从失败中学习的

精神，这也无形中辅佐了校方“自强不

息”的治学核心。

百年校史，积累了百年无形资产，

用以回馈社会。“华中大家庭”精神崇尚

发挥互助关怀、照顾到每位学生和成员

王勇诚
华中校友会会长（2008年-2016年）

华中管理委员会主席（2009年12月-2017年6月）

百 年 校 史 ，

积 累 了 百 年

无 形 资 产 ，

用 以 回 馈 社 会 。

的发展，而华中历届校友群中人才济济，

学校师生大可加强校友与合作伙伴的联

系，提供更多元化的资源和平台，让学生

在课堂以外也有更丰富的学习体验。将

之延伸，学校可加强与友校，特别是邻里

学校的联系，营造有效的氛围，促进不同

种族、文化、阶层之间的深层交流与互敬

互重。华中人身体力行将“己立立人、己

达达人”的理念付诸行动输出校外，是 

“爱我华中”的最大体现。

展望未来，校方将持续优化教学素

质，追求卓越，以学生为本位，贯彻符合

新世代发展、社会新需求、“五育并重”

的全人教育，并致力于积淀更深厚的华

中历史与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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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教于华中，受恩于华中，在离开

学校后的那么一段漫长的人生中，还是心

系华中，我还清楚的记得以前在这里的点

点滴滴。校园变了，教室变了，但教育的宗

旨始终没变。老师们退休了，但他们的教

诲还在耳边，它给了我过去，更给了我现

在和将来。

母校教给我们知识，更教会了我们感

恩。感恩的心宛如一把钥匙，让我们敞开

充实人生的门扉，朝向更崇高的心境，拥

有更广阔的视野。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只要能

为母校奉献上一点点的绵力，都是我的

荣耀。

在此也真心希望所有华中的莘莘学

子，继续传承和发扬华中的美德，满怀感

恩父母、感恩老师、感恩学校的心，努力

做好我们的学业，注重品德修养，不屈不

饶的在求学道路上迈进。如果有颗感恩

的心，就算人生遇到诸多波折，也可被看

着成长的契机，内心充满感谢。

今天，我已是毕业多年的老学子，在

这里感恩母校的培育，回馈母校曾经为我

的付出，然而更希望年轻的一代能传承母

校的精髓，勇敢的挑战困难，从中成长。

我的母校——华中用一颗宽广、博大

的胸怀吸纳了充满求知欲望的学子；用

真诚、无私的关怀湿润了每一位学子的心

房；用智慧为无数颗苦苦求学的心灵托起

何建昌  
现任华中国际学校主席

希 望 年 轻 的 一 代

能 传 承 母 校 的 精 髓 ，

勇 敢 的 挑 战 困 难 ，

从 中 成 长 。

了飞向梦想的翅膀，并记录着莘莘学子的

成长片段，记录着他们的激情与梦想。

回望过去，让我们为华中曾经取得

的伟大成绩和硕果感到自豪和骄傲，也

憧憬未来，让我们对华中更加灿烂的前

景充满信念和希望。我们坚信，华中将

不负众望，一路高歌挺进，驶向更加辉

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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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中学肩负着非一般的使命，任重

道远。

陈嘉庚先贤以他的决心与勇气，于

1919年与当时南洋华社领袖创办了“新

加坡南洋华侨中学”。华中的创办是华社

集体力量的体现与寄望。在历届董事、社

会人士、校长以及老师的辛勤耕耘下，华

中不负众望，培育无数栋梁之才。

教育是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是没有

句点的工作，100年的辉煌不等于永恒的

绚丽。由衷希望关心华中发展的董事、

校友、社会人士继续全力支持华中校群，

让领导学校的校长专心致志带领华中勇

往直前。日月不高，则光辉不赫；水火不

积，则辉润不博。只有本着自信与自强、传

承与创新，才可以迎接前方艰巨的挑战。

建校百年，回首前尘，飘风过雨，

跌宕起伏，展望未 来，海阔鱼跃，天高

鸟飞。

杜辉生 
校长（1979年-1999年）

只 有 本 着 自 信 与 自 强 、

传 承 与 创 新 ，

才 可 以 迎 接

前 方 艰 巨 的 挑 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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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年 校 史 ， 积 累 了 百 年 无

形 资 产 ， 用 以 回 馈 社 会 。

华中之创办，乃先辈有识之士，于动

荡的年代里，在此土地上擘划更高层次

的教育架构，以保障子孙对祖辈文化的传

承，开启对现代科技文明的学习，培育他

们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有能力和自信应

对挑战，安邦兴业、开创永续发展之路。

如今回首百年，我校虽历尽重重波折，仍

然雄立狮岛，此乃不懈不怠，前仆后继为

华中奋斗的历届学校领导和师生们，以及

关心华中成长的社会人士的骄傲。

展望另一个百年，谨表达个人对母校

的三个期望：

一、在教学内容配合国家政策之外，

能在传承中华文化的使命上建立可循可

续的具体做法，比如精选历来课本上教

过的文章数十篇，编辑成书，中英对照，

给予普及，塑造华中人的共同文化语言。

二、在校景和校园的建设上，宜有总

体的远景规划，对历史性的建筑和景观

须待之以礼，比如钟楼宜恢复原来之色

彩和浑朴的大钟，以昭示对历史的尊重；

环抱大操场的两侧坡道，可种植原来的

康伟民
现任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

环 抱 大 操 场 的 两 侧 坡 道 ，

可 种 植 原 来 的 木 麻 黄 或 柚 木 树 ，

以 展 现 学 子 们

强 健 向 上 之 精 神 。

木麻黄或柚木树，以展现学子们强健向

上之精神。

三、华中毕业 生 和 离休 教 职 员 众

多，且遍及全球，学校宜有机制和专人

负责登录名册，便于存实和联系，以及校

史的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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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校庆终于来了。在此祝母校

生日快乐、万古长青！

在接任华中董事长的六年里，对老一

辈苦心经营，一步一脚印所铸造出来的

华中大家庭精神与氛围，除了钦佩更有所

悟，因此更加丝毫不敢放松与怠慢。毕竟

在经过了几次的风风雨雨后，大家愈觉得

华中大家庭团结、和睦共处的可贵与来之

不易！历史赋予董事部无可推卸的使命，

那就是团结各家庭成员，共创未来！而

董事长的责任就是秉持着正直的操守、 

大公无私的精神，敢于担当，兢兢业业，

把大家庭的精神在日常工作中贯彻并延

续下去，让大家庭各成员，以及董事部各

同仁，在愉快温馨的氛围中，一起工作，

发挥所长。

2013年，董事部就是在这种大家庭

精神的号召下，激起了雄心，鼓起了胆

量，先后完成了华中国际学校运动场、董

事部大楼、华中国际学校新主楼，以及华

中校友会新会所的建设，让美丽的校园

增添新意。董事部也第一次有了自己固

定的会议室与接待厅，结束了近百年来

做无定所的运作方式。而华中文化中心

也悄悄的诞生了。在这里通过各种书画

展和文娱表演，把校园外的文化活动带

进校园；不同的文化艺术活动在此互相

观摩、激荡，增进了校园内的人文气息。

所有这一切，见证了华中大家庭各成员无

私的胸怀，群策群力，以至精诚所至， 

李喜隆
新加坡华侨中学董事长（2009年-2015年）

华中校友会副会长（2006年-2008年）

华中颐年俱乐部名誉会长

历 史 赋 予 董 事 部

无 可 推 卸 的 使 命 ，

那 就 是 团 结 各 家 庭 成 员 ，

共 创 未 来 ！

金石为开的大我精神。

树木培其根，树人培其心，在追求卓

越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重视华中大家庭

精神的延续与传承，毕竟一个优良传统

和精神，是经历了几代人默默的耕耘，历

尽沧桑，呕心沥血，一步一脚印所汇集出

来的智慧与共识，丢失了，要很久才能找

回來！

念兹在兹，在庆祝百年建校之际，我

们更加缅怀先辈们所付出的一切，他们在

华中各个阶段的发展当儿，无论是在创

校初期，初级学院开拓，直通车的实

施，以及华中国际学校的成立，在这

些重要的历史时刻，都选择了以华中大

家庭至上，坚持华中大家庭的团结与传

承，让后来的华中子弟得以在这片美丽

的校园里，继续享受良好教育，编织人生美梦！

有了华中大家庭精神，再过100年，

我相信华中还是风采依旧，美丽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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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祝 愿 华 侨 中 学

继 续 为 国 家

培 育 栋 梁 之 材 ，

再 造 辉 煌 ！

1993年初，我受教育部委任，从立化

中学转调华中初级学院担任院长职务。当

时得到了华初董事长陈共存先生、热心校

友，还有冯焕好副院长，以及全体师生给

予我极大信任和支持，让我很顺利地融

入华初这个温暖的大家庭。

当时华初刚迁回原址，崭新巍峨的

建筑，焕然一新。在新环境中，全体师生

唯一的殷殷期望，就是尽快重整雄风，我

们知道我们必须通过努力拼搏，方可创新

求进。

华初全体同仁上下一心，众志成城。

学院的老师都具有专业的精神，默默地

耕耘，在教学上精益求精。学生尊师重

道，不论在课业学习或是课辅活动方面

都积极进取，力求突破。行政管理上，

教职员工相互支持，合作无间。学院的运

作与表现，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之下更上一 

层楼。

当时为了完善教与学设施，我们也为

学院提出了增添设备计划，包括建设目前

的诚毅楼、图书馆、教师办公室等设备。

梁环清
华中初级学院院长（1993年-1998年）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计划都在我退休离

任前得到了董事部及教育部的批准及支

持。这些设施能成功增设，我们也得到了

社会热心教育人士及副院长和老师们的

协助，我谨此向他们表达衷心的谢意。

我祝愿华侨中学继续为国家培育栋

梁之材，再造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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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了半辈子，看过了一批又一批的

学生，成功的被陶铸成科研、商企及政

界领导者。他们笃志力学，律己甚严，以

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卓越，发挥个人的 

才智。       

个人的成功，不代表国家获益。当华

中整体成就达高峰时，学校把3月21日校

庆变成社区服务日，让所有学生仿效创

校先贤，为社会献上绵力，也让校庆增添

了德育的色彩。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新加坡虽可称

为发达国家，但人民幸福感还有待改善。

一个真正幸福优雅的社会，国民必须有宽

待众生的胸怀，面对弱于己者不但平等

视之，还应用心护之，这是国家真正成功 

之道。

正当学校迎来百年校庆，希望华中校

友们秉承饮水思源的精神，为社会作出贡

献，为国家照顾弱势群体，让新加坡成为

一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潘兆荣 
华中校长（2003年-2017年）

希 望 华 中 校 友 们

秉 承 饮 水 思 源 的 精 神 ，

为 社 会 作 出 贡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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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HCIS), 

as the youngest member of Hwa Chong 

family of schools, feels honoured to be 

part of the prestigious heritage with 

100 years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Premised on the same belief as our 

founders espoused in the year 1919, 

that education paves the way for 

the betterment of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HCIS takes pride in sharpening 

sound fundamentals of learning with 

devoted emphasis on the individual 

students' development. 

Since its inception in 2005, HCIS 

has come a long way in imparting quality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enriching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by 

providing them a nurturing environment 

to grow and connect beyond the 

local frontiers. Today, HCIS stands as 

a premier institution that provides a 

unique blend of education embracing 

both an appreciation of Asian values 

and a contemporary global outlook to 

develop students into internationally-

minded citizens. We have set the track 

record of producing International 

JOHN ONG
Acting Principal,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Baccalaureate (IB) graduands moving 

on to pursue tertiary education at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worldwide.

HCIS’ success in its educational 

endeavours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support of the 

Board members and key partners in the 

Hwa Chong family of school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gratitude to our key 

stakeholders as well as school leaders 

and staff who have helped HCIS to 

make the difference in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each child. Last but not 

least, let me wish the Hwa Chong Family 

of Schools many more good years of 

celebration of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as we continue to build on the strengths 

of our people, systems and resources to 

prepa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learners 

for the world of tom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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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寥廓，云树苍茏”“礼门义

路，时雨春风”，这就是我的母校——华

侨中学。

1963年高中毕业后，我投身于五花

八门的社会，历经风雨，面对残酷的现

实，有了母校的教导，自强不息的精神，

让我无所畏惧，奋勇前进。

因机缘巧合，我开始创业，发展园

艺事业。经过多番试验，终于在1990年

成功培育出美丽的黄金雨树，不少政府

机构都竞相购买，在全岛遍植这独特的

树种。我觉得以黄金雨树来绿化母校应

该是最佳的反哺方式，于是将园圃中的

200株黄金雨树、2000多棵各类花卉，

以及200车的肥料无偿地捐献给母校。

之后，我花了九年的时间亲自照料它们。

饮水当思源，感恩当图报。年景虽云

暮，霞光犹灿烂。我乐意为母校作出更

多贡献，也希望广大校友能发扬爱我华

中的精神，献出力量，陪伴母校走向下一

个100年。

麦全安
华中颐年俱乐部会长（2016年7月-2018年6月）

希 望 广 大 校 友 能 发 扬

爱 我 华 中 的 精 神 ，

献 出 力 量 ， 陪 伴 母 校 走 向

下 一 个 1 0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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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纪风云兼程、一甲子培育出千

万栋梁、一百载砥砺自强，百年旅程，华

中人始终秉承着华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薪火相传。 

华中于1919年由华社领袖陈嘉庚先

生创立，1925年迁至现址，是一所自此

不曾搬迁的学府，在如此美好的环境里

学习，可谓是：“前人种树，后人纳凉。”

1974年华中初级学院成立，为华中

大家庭拓展多元化教育的工作注 入活

力、增添生气。华初不负众望，成为本地

顶尖学府之一。 

匆匆两年的初院生涯，是我人生宝

贵的里程碑。华中华初合并后推出直通

车计划，我的儿子也是此计划的生力军，

这是让我感到开心的事。能和儿子一起分

享华中的美与好，不是言语所能表达的。 

母校不仅增长我们知识、塑造我们

的道德品行，也让我们交上人生一辈子

的良师益友。 

华中教职员循循善诱、辛勤耕耘，造

就济济英才，成绩有目共睹。恒久不变的

郭龙琴
华初校友会会长（2018年2月-2019年2月）

母 校 不 仅 增 长 我 们 知 识 、

塑 造 我 们 的 道 德 品 行 ，

也 让 我 们 交 上 人 生 一 辈 子 的

良 师 益 友 。 

是华中人的精神，厚德载物。 

希望校 友能 通 过 校 友会 组 织的活

动，继续维持并且加强和同学们在校园里

经已建立的真诚纯洁的友谊，一同回馈母

校培育之恩。 

愿母校百年千年伟业，继续发扬光

大、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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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华诞2019

1月 3月

1月21日-25日		

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一：	

国际青年科学论坛

2月3日-10日	 	

春到河畔——“新加坡河的过去、

现在与未来”

2月4日		 	

百年队形庆华诞

2月15日

	 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二：

	 华中—南洋教育研讨会

	《百年树人		师道传承》发布会

百人百万支票递交仪式

《百年华中情》纪念特刊付梓

3月9日

		华中历史文化之旅

		新加坡开埠200年先贤展：	

	 陈嘉庚、陈六使和李光前

3月21日

		国专百年同心艺术馆推介仪式

		华中百年华诞万人宴

5月17日-19日	 	

音乐剧《世纪华中》

5月

2月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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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8年，高中部迎来

1171名新生。大家在

歌舞中培养对华中的

凝聚力和归属感。

2: 温馨的中秋夜，

温馨的新谣。

3: 农历新年是华中

子弟团圆的日子。

4: 充满动感的2017年

国庆文娱表演。

9月

7月20日	 	

	“歌声与微笑”合唱团演出

7月21日-26日 	

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三：

亚太青年领袖峰会

7月25日	 	

百人百公里

7月26日	 	

运动会暨嘉年华

7月31日-8月2日	

华中百年华诞系列讲座四：

亚洲青年华语论坛

华岭美展

9月14日	 	

华中中秋庆典

9月19日	 	

校友会高尔夫球赛

百年华诞摄影展

百年同心艺术馆落成典礼

12月

3 4

华中世纪名家珍品展

6月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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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校庆万人宴

	 	 	2019年3月21日傍晚，华中大家庭

的成员出席了在华中大运动场举行的百

年校庆万人宴。

超过12000校友身穿橘红色“华中

百年”纪念T恤，齐唱校歌，盛况空前， 

缔造了新加坡学校校庆晚宴出席人数的

新纪录。

万人宴主宾是我国总理李显龙。多

名第四代领导班子成员，包括教育部长

王乙康，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长傅海燕 

（校友），三巴旺集选区议员兼华中管委

会主席林伟杰医生（校友），贸工部兼教

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校友），总理

公署部长兼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

（校友）以及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

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校友）都参

加了百年校庆晚宴。

滂沱大雨阻挡不了我们爱校的热忱。

李总理和贵宾举杯齐祝华中万寿无疆。

校友会黄龙金会长感谢大家对母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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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大家像华中儿女一样，自强不息， 

这个国家就能继续繁荣昌盛。”

校友李高丰（阿果）向李显龙总理与彭俊豪校长讲述 

他为母校百年华诞所创作的五幅画作。

高中部同学，跳跃的青春。 二十四节令鼓，撼天动地庆百岁。

贵宾们和司仪、全体演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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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楼，您见证母校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化雨宏霑，百年辉煌，火树银花，砥砺自强。

献给母校的巨型生日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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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长杜辉生和华岗桃李合影。

超过1万2000名校友出席万人宴。

破纪录证书，新加坡规模最大的校庆 

晚宴，共有1万2581人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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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系列讲堂
之一	

《华中百年系列讲堂》之一“第11届

国际青年科学论坛”于2019年1月23日

在我校举行，由主宾通讯及新闻部兼文

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沈颖致

开幕词。论坛由我校校友、南洋理工大

学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林杉教授主持。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1 – International Science Youth 

Forum: The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kicked off with the 11th 

International Science Youth Forum. 

The Guest-of-Honour Ms Sim Ann, 

Senior 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 

Ministry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Youth, delivered a welcome address 

at the Forum's Grand Ceremony on 23 

January 2019. Sir Tim Hunt (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 2001) and Dr 

Tuomo Suntola (Millennium Technology 

Prize, 2018) engaged the delegates in 

this inaugural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It was moderated by Professor Ling San, 

Provost and Vice President (Academic),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1

Nobel Laureate Sir Tim Hunt, Professor Ling San and Dr Tuomo Suntola 
at the audience dialogue segment.

通讯及新闻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部长

沈颖致开幕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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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系列讲堂	
之二

《华中百年系列讲堂》之二“华中南

中教育研讨会”于2019年2月15日在我

校举行，当天也为华中出版的百年纪念

特刊《百年树人— —师道传承》举行推

介仪式。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2 – Hwa Chong-Nanyang Education 

Conference: The Conference on 15 

February featured two keynote addresses 

from M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d Coordinating 

Minister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Policies, 

and Professor Pasi Sahlberg, renowned 

Finnish educator, author and scholar. 

The Hwa Chong Centennial Publication, 

A Tribute to the Hwa Chong Educator: 

1919-2019,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at this 

occasion.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2

副校长曾文驰博士带领五人编辑委员会，完成了出版特刊的任务。

华中和南洋女中兄妹校，每年都联办华中南洋教育会议。

DPM Tharman Shanmugaratnam, Dr Ng Pak Tee and Prof 
Pasi Sahlberg at the audience dialogue seg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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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历史文化之旅	

世纪华中音乐剧

“华中历史文化之旅”以及“润物

细无声——华商领袖对新加坡教育之贡

献”展览于2019年3月9日举行。交通部

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

庆为这两个活动主持揭幕仪式。

“华中历史文化之旅”由华中高中

部学生担任导览员，以双语为访客讲解

钟楼、陈嘉庚铜像、黄仲涵纪念堂、国专

馆、光前行政楼、林义顺铜像背后的事迹

及华社先贤对华中的贡献。

“润物细无声——华商领袖对新加

坡教育之贡献”巡回展由华中和晚晴园携

“世纪华中”以音乐及歌舞的形式

讲述华中百年的沧桑。音乐剧于2019年 

3月17日至3月19日假新加坡国立大学

文化 中心 剧 场 盛 大 演出。参 与的 演 员

以 及台前 幕后的老师与学生 超 过 5 0 0

名，他 们 是 来自中学 和 高中部18 个 课

程 辅 助活 动团 体，堪 称 年度 大制 作。

观赏演出的贵宾包括 通讯 及新闻部兼

文化 、社 区 及青年部 高级 政 务 部长 沈

交通部兼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

为“华中历史文化之旅”以及“润物细无声——华商

领袖对新加坡教育之贡献”展览主持揭幕仪式。

记忆，随着时空交错。 世味日淡，情谊依然。

袖舞间，声声祝福流淌。

手呈献。适逢新加坡纪念开埠两百年，这

项展览追寻杰出先驱人物的足迹，认识他

们创业的艰辛历程，以及他们热心公益，

造福社会的事迹。

展览在华中展示一个月后，再到其他

地点展出。

颖和贸工部高级 政务 部长许宝琨医生 

（校友）等人。演出好评如潮，口碑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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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队乒乓团体赛

华侨中学和华中校友会（乒乓组）

于2019年6月29日和30日两天在华中（高

中部）室内体育馆联合主办“华中百年

百队乒乓团体赛”。共有128支队伍（约

500多位球员）参赛，创下乒乓赛参赛队

伍和参赛运动员最多之纪录。

华中世纪名家珍藏展	

书画展于2019年6月15日在华中文化

中心艺术展览馆开幕。由华中董事长李德

龙主持开幕仪式，展出31位老师及校友

的百幅杰作。

3 1位 画 家 为：林 学 大、陈 文 希、 

刘抗、钟泗滨、陈宗瑞、吴得先、卢衡、

部分参展画家与嘉宾们合影。

40张球桌同时开打。 和主宾切磋球艺。左起：华中校长彭俊豪、筹委会主席 

蔡国伟、主宾洪维能议员、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

赛事由主宾洪维能学长（裕廊集选

区国会议员）主持开幕。

不分国籍、年龄、性别的运动员，最

小13岁，最高龄为72岁，同时在40张球桌

交流技艺。

张 瘦 石、陈 人 浩 、李 凤 喜 、吕 振 端 、 

林 子 平 、徐 祖 燊 、林 友 权、纪 经 中、 

徐 国 基 、陈 子 权、郑 国 伟 、谢 玉 谦 、 

何 和 应、陶 祚 增、陈 子 凯 、吴 珉 权、 

陈 隆 庆、李 士心 、梁 其 栋 、麦 锦 铫 、 

陈潮光、王瑾、方良和麦毓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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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声与微笑

我校校友会合唱团联合华中高中部

合唱团、华中中学部合唱团、华中之声合

唱团和华中国际学校在2019年7月20日

晚上7点30分在南洋艺术学院李氏基金

剧场举办“歌声与微笑”歌唱晚会。

参与演出者的全体照。

华中中学部合唱团。

华中国际学校的同学舞动华中百年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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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系列讲堂
之三

《华中百年系列讲堂》之三“亚太区

青年领袖峰会”于2019年7月24日在华中

举行。我国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和哈佛大

学中国历史与人类学系麦克普尤约教授

是峰会的主讲人。

We were privileged to host two 

distinguished speakers for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on 24 July. They were Mr George Yeo,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and Senior 

Adviser to both the Kuok Group and 

Kerry Logistics Network; and Professor 

Michael Puett, Walter C. Klein Professor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and History at 

Harvard University.

Hwa Chong Centennial 
Insights Series 3

Presentation of the tokens of appreciation

Distinguished Keynote Speaker Mr George Y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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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华中百年校庆	
百公里接力跑

华中国际学校于2019年7月27日与

28日举办了“华中百年校庆百公里接力

跑”活动。28名华中校友、华侨中学、华

中国际学校职员以及华中国际学校的学

生参与此项活动。7月27日（星期日）下

午4时30分，华中国际学校董事部何建

昌董事长于华中钟楼前宣布100公里接

力跑开始，并传递薪火给第一位接力参

与者。长跑队伍于7月28日早上7时30分

抵达华中钟楼，并成功将火炬传给华中

董事部李德龙董事长，象征了华中精神

薪火相传、继往开来。

参赛健儿合影。

健儿们抵达终点。

On the 28th of July 2019, Hwa Chong 

Institution,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and Nanyang Girls’ School 

came together as a family of schools 

for their annual combined sports meet. 

Leading up to this sports meet,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organized 

a 100km Centennial Run as part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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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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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rch on the 

podium. 

A total of 28 runners from students 

and alumni of Hwa Chong Institution 

and Hwa Chong International School 

ran a combination of distances, with 

the single longest distance of 100km 

signifying the centennial milestone Hwa 

Chong is celebrating.

100km Centennial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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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系列讲堂之四

《华中百年系列讲堂》之四“亚洲青

年华语论坛”，于2019年8月2日在华中举

行。论坛的媒介语为华语。华中有幸邀请

到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

新加坡城市规划大师刘太格（左）说要把规划做好，需具备三个元素：人文学家的心、科学家的脑、艺术家的眼。 

右为王润华教授。

贸工部兼教育部高级政务部长徐芳达聆听华中学生讲述“特选学校的象征物”。

担任大会主宾。我国城市规划大师刘太

格博士与著名学者王润华教授为论坛的

主讲嘉宾。论坛主题是《回顾百年中华文

化在新加坡与东南亚的传播与繁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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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百年校庆
高尔夫球赛

华中校友会与华初校友会联办的“华

中百年校庆高尔夫球赛”在2019年9月19

日假新加坡岛屿俱乐部举行。

球赛获得各届校友热烈支持，共有

33支队伍报名参加。

球赛的主宾是校友黄志明部长。球

赛过后，主办方以晚宴招待参赛者与赞助

商。晚宴上，校友呈献精彩的歌唱节目，

并由工委会主席郑文辉和华中校友会会

长黄龙金赠送纪念品给主宾。黄部长也

在台上即兴动员大家同唱校歌，当“海天

寥廓”的过门音乐响起，校友们纷纷起

立，引吭高歌！

共有33支队伍参加球赛。

球赛主宾校友黄志明部长。

主办单位赠送纪念品给主宾黄志明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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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孙女陈佩仪谈陈嘉庚的家居生活。

华中百年系列讲堂
之五

《华中百年系列讲座》之五“21世纪

陈嘉庚传奇”于2019年10月19日在华中

中学部礼堂举行。演讲及发表论文的专

家学者有：王赓武教授、林耀琦教授、黄

坚立教授、陈毅明教授、李元瑾教授、南

治国博士、徐威雄博士、温仁德先生和陈

佩仪小姐。活动开放给公众参加，反应

热烈。

Professor Wang Gung Wu delivering his keynote spe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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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3月21日，新加坡总统哈莉

玛受邀为华中“国专百年同心艺术馆”主

持开幕典礼。本馆展出新加坡南洋画派

先驱画家陈文希、陈宗瑞、刘抗和钟泗

滨的画作以及我国第二代画家的作品。 

国专百年同心艺术馆开幕典礼

《百年华中情》编委会

哈莉玛总统与嘉宾在一号画廊聆听学生讲解先驱画家陈文希、陈宗瑞、刘抗和钟泗滨等人的画作。

先驱画家卢衡留下的唯一巨型油画也于

本馆展出。由于冠状疫情，学校采取严谨

的防疫措施，开幕典礼得以顺利完成，为

华中百年校庆活动画上美丽句点。

左起：李德龙、黄龙金、许振义、陈鹏仲、庄绍平、郑苡娜、黎运栋、蔡世居、林瑷婷； 

前排左起：彭俊豪、寒川、杨绍强、李成利、黄世荣。

增订版出版日期：2020年3月21日

645-660 Add_on _Chapter_V7 khl.indd   660645-660 Add_on _Chapter_V7 khl.indd   660 21/7/20   8:52 PM21/7/20   8:52 PM



Endspaper.indd   1 20/2/19   2: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