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2024年度 

理事会就职典礼
简单却不失隆重

华中校友会2021/2024年度
理事会就职典礼，9月19日

（星期日）下午2时，在华中文化
中心剧场举行。

就职典礼的主宾暨监誓人是
黄志明学长。

由于冠病疫情关系，这次的
就职典礼除了30名宣誓理事外，
应邀出席观礼的嘉宾仅有华中董
事会董事长李喜隆、华中管委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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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林伟杰医生、名誉会长杨有瑞、
黄世荣、华中颐年俱乐部主席陈兴
庭、出版/编辑顾问吕纪葆、內部
查账王政钦、黄立敏等学长，而
学校方面是华中校长彭俊豪学长、
陈鹏仲处长等。

当选会长黄龙金在致词时，
首先感谢黄志明学长拨冗出席本
届理事会就职典礼并主持监誓，
也感谢校友会各位顾问出席观礼。

黄龙金会长重申再次被推选
为本届理事会会长，深感荣幸之
余，更感到的是责任重大。

他说：“团结华中校友，回
馈母校，是校友会的宗旨，也是
我们理事会的职责所在。”

黄龙金会长在致词时不忘向
前辈学长们、历任会长与理事会
致敬。

他表示，校友会成立至今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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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会长续说：“这几年，我
们修改了章程，在原有的永久会员
和准会员的基础上，增加了普通会
员制度，志在吸引更多校友加入校
友会；在保留传统活动组的同时，
也开辟新活动组，以创造一个老中
青各年龄层都能接受的多元活动架
构。目前校友会活动组多达21个，还
有一些正在酝酿组织中。”

在回馈华侨中学、华中国际学
校方面，黄龙金会长指出：“我们
和学校也保持良好及密切的联系
和互动，校友会除了每年给学弟学
妹们发放奖学金外，也在经费上或
以提供如展厅、录音室等场地的方
式，资助或赞助学生的一些活动。
学校也长期开放一些场地和设备
给校友会多个活动组，让他们开展
活动。”

此外，“我们也多次赞助与支
持由家长会组织的活动。我们每一
期《华岭》会讯也都报导学校的重
要动态，也给华中各校的学生一个
抒发文思文采的平台。”他说。

会长在由衷地感谢华侨中学、
华中国际学校一路来给予校友会
的支持的同时也说：“校友会也珍
惜校友会与董事会，华初校友会和
颐年俱乐部的互动， 也感激各单
位一路协助与支持我会的发展。”

会长在强调校友会坚守本分，
招收、服务和凝聚各属的华中群
体方面，提到以往校友会的领导们
曾有合并、合组华中校友会与华初
校友会的意念；也不时有合并、合

组华中校友会与华初校友会的传
言。无论传言如何，在此，会长申
明：“我和本届理事都没有这个意
愿，这不是我和我会本届理事会同
仁的工作中心。华中何其大，老中
青，各路英雄云集，不同的单位都
各有所司，我会坚信大家都能坚守
本分，招收，服务和凝聚各属的华
中群体，大家和睦共存。本届华中
校友会理事也将以此为我会工作
的座右铭。”

2023年，校友会将迎来100周
年华诞。

会长表示：我们会集思广益，
筹备百年会庆，一为向百年来为校
友会做出贡献的无数前辈校友致
敬，二是为校友会奠下拉开新纪元
的一个美丽新起点。

最后，会长总结道：理事会肩
负着会员们的委托，要做的事情还
有很多，我们将朝着既定的目标，
和大家一起共谋发展，共创美好
明天！

主宾暨监誓人黄志明学长在较
早时致词中感谢校友会邀请他作为
主宾，让他再一次有机会回到母校，
不仅一览学校的风采，更可贵的是
能和老同学们见面！

黄 志 明 学 长 回 顾 历 史 时 
说：“华中校友会创立于1923年，是
本地历史最悠久的校友会之一！”

他表示，这是先辈学长、学姐
们无私奉献，才能有今天的规模。

因此，他认为，校友会要与时
并进，在保留传统之余，也要不断会长黄龙金（左）代表校友会赠送一套 “华中人”乐高玩偶予主宾黄志明学长

前财政郭和安学长（左）移交财务文件予

新任财政洪铭逢学长（右），中为黄龙金

会长见证

黄龙金会长致词

谢明聪副会长（左）在誓词上签名。中坐者监誓人黄志明学长、黄龙金会长（右）

近百年，前辈学长们、历任会长与
理事会为我们奠定了基础，巩固
了校友会今天的成绩，既有我们
自己的会所，也有一套成熟的运作
制度。

但是，黄会长说：“信息化时
代，再加上冠病带来的挑战，如何
让这间百年老店保持活力，继续发
展，也能不间断地回馈母校，是我
们必须面对和跨越的考验。”

他指出，为了与时并进，在保
留传统的前提下，我们得不懈调整
或改革一些已不合时宜的旧条规
旧做法，顺应时代和人情的变化，
以符合现实情况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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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
对于如 何“保留传 统 ”? 如

何“创新”?
黄志明学长指出，“保留传统”

方面就是“仍旧以中文作会议记录，
会员大会也是以华语进行。”

而“创新”呢？就是“社交媒体
平台，中英双语与会员沟通。”

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会上也
代表校友会赠送一套“华中人”乐高
玩偶予黄志明学长。这套玩偶包括
华侨中学男生、华中高中部男女生
和华中国际学校男女生。

当天下午的就职典礼，除了
黄志明学长监誓及见证当选理事
在誓词上签名外，前任财政郭和安
学长和现任财政洪铭逢学长也交
接财务文件。

由于冠病疫情，就职典礼简单
但不失隆重，会上也呈献了两项节
目；首先是典礼前，由刚在去年
成立的校友会武术队首次亮相，
呈献刀剑棍枪、长拳、南拳和太
极综合性武术表演。

第 二 项 节 目 则 是 典 礼 尾 声
前，由校友舞蹈团表演的女子傣
族群舞：《山灵》。

主宾黄志明学长致词

校友武术队健儿们的武术表演

扫描二维码
看就职典礼
精彩片段

校友武术队表演 校友舞蹈团表演 阅读会长演讲全文

女子傣族群舞：《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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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会长
谢明聪

Chia Min Chong
南洋华侨中学

1988-1991
华中初级学院

1992-1993

副秘书长
李萦怀

Lee Rong Hwai
南洋华侨中学

1980-1983
华中初级学院

1984-1985

副会长
郭和安

Kek Ho Ann
南洋华侨中学

1987-1990
华中初级学院

1991-1992

副会长
林瑷婷

Lim Ai Teng
华中初级学院

1986-1987

副秘书长
黄贵贵

Wong Quee Quee 
Jeffrey

南洋华侨中学
1988-1991

华中初级学院
1992-1993

副财政
张慧仪

Marinda Teo
 华中初级学院 

1992-1993

财政
洪铭逢

Ang Ming Hong
南洋华侨中学 

1977-1980

副会长
郑苡娜

Cheng Yiina 
华中初级学院

1974-1975

秘书长
黄仕文

Ng Shih Boon
南洋华侨中学

1980-1983
华中初级学院

1984-1985

会长
黄龙金

Ng Leng Kim Jimmy
南洋华侨中学 

1979-1982

理事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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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
马华卿

Ma Huaqing  
华侨中学 
2005-2010

理事
朱麒杰
Zhu Qijie

华侨中学
2010-2013

理事
李宗珉

Lee Chong Ming
南洋华侨中学 

1990-1993

理事
王迎阳

Wang Yingyang
华中初级学院

1996-1997

理事
郑传德

Tay Thuan Teck 
南洋华侨中学

1988-1991
华中初级学院 

1992-1993

理事
谭富华

Tan Fu-Hwa
南洋华侨中学  

1988-1991
华中初级学院 

1992-1993

理事
许振义

Koh Chin Yee 
南洋华侨中学

1981-1985
华中初级学院 

1986-1987

理事
周发兴

Chew Phak Heng
南洋华侨中学 

1964-1969

理事
林碧峰

Lim Pheck Hong 
南洋华侨中学

1964-1967 
1969-1970

理事
谢福仁

Seah Hock Jin
南洋华侨中学 

1964-1969

理事
黄俊耀

Huang JunYao
华侨中学 (高中部)

2007-2008

理事
苏奕达
Soh Yi Da

华侨中学 
2002-2007

理事
陈兴庭

Tan Hin Teng
南洋华侨中学

1964-1969

理事
林伟胜

Lim Wei Sheng, 
Shawn 

华侨中学(高中部)
2004-2005

理事
陈夏仪

Hasni Artan @ 
Christy Tan
华中初级学院

1989-1991

理事
成秉洋

Seng Bingyang
南洋华侨中学

2001-2004
华侨中学(高中部)

2005-2006

理事
林向明

Lim Siang Meng
南洋华侨中学

1980-1983
华中初级学院 

1984-1985

理事
朱晓彤

Zhu XiaoTong
 华侨中学(高中部)

2011-2012

理事
杨静萍

Yeo Jing Ping
华中初级学院

1985-1986

理事
叶荣波

Yap Eng Poo
南洋华侨中学

1964-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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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理事介绍

华中校友会
（2021-2024）理事会

会长 ： 黄龙金

副会长 ： 郑苡娜、林瑷婷、谢明聪、郭和安

秘书长 ： 黄仕文

副秘书长 ： 黄贵贵、李萦怀

财政 ： 洪铭逢

副财政 ： 张慧仪

理事 ： 周发兴、陈夏仪、黄俊耀、王迎阳、许振义、李宗珉、林碧峰、 
林向阳、林伟胜、马华卿、谢福仁、成秉洋、苏奕达、谭富华、 
陈兴庭、郑传德、叶荣波、杨静萍、朱麒杰、朱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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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校友会于2021年6月27日
上午10点30分进行年度常

年会员大会。 
原先以为如果疫情稳定，至

少部分会员可能可以到场再聚一
堂，进行实体和线上双频道会议。 

不料人算不如天算，政府5月
下旬进一步收紧防疫措施，为遵
从“提高戒备第二阶段”的管制要

求，校友会也只能改变计划，放弃
实体会议的安排。 

临时更动，对秘书处同仁来
说，固然是增加了一些额外的工作
量，可是这毕竟已经不是校友会首
次进行线上会议，对流程和技术
处理方面，秘书处都颇有经验了，
也汲取了去年首次线上会员大会
以后，会员们提出的许多珍贵的反

馈和意见，务必将第二次线上会员
大会办得更完善。 

当天，共有71位永久会员“出
席”，人数略比去年高，这让人鼓
舞，表示更多会员们都接受及支持
这种新常态下的处理方式。  

和 往 年 一 样 ，本 届 大 会 由
会长发言掀开序幕。即将卸任的 
2019/2021年度理事会会长黄龙
金学长报告，因为疫情关系，今年
的102周年校庆，大家还是无法
回校庆祝。校友会决定举办比赛，
以“爱我华中”为主题，邀请学生组
队制作短视频，从中评选最佳视频
作为生日献礼，为母校庆生。

另外会长也说明2023年校友
会将庆祝百年华诞，接下来几年
内，除了筹备百年庆，来届理事会
也应该多思考如何继往开来，带领
校友会迈向新纪元。 

2021年也是改朝换届的一
年， 2019/2021理事会的任期结
束，选举委员会主席郑苡娜学姐在
会上宣布，共有30位会员提名参
选2021/2024年度理事会选举，依
照章程，因为候选人不超过30人，
全自动中选，组成2021/2024 年度
理事会。 

会议也通过接纳2020年度常
务报告及财政报告，及继续委任
Unity Assurance PAC为外部审计
师等。 

大会于当天上午11点30分顺利
结束，我们下届的常年大会再见！

新常态下的线上2021年度
华中校友会常年会员大会

2023年校友会将庆祝成立百年，接下来几年内，除了筹备百年庆，
来届理事会也应将多思考如何继往开来，带领校友会迈向新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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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届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于9月揭晓。今年共有来

自163所学校的约340名教师获
1265份提名，八位教师最后脱颖
而出。本校高中部中国通识教师
梁勇博士是其中一位。

2007年教育部刚推出中国
通识课程时就已在华中执教的梁
勇博士告诉《华岭》，这是他首

次获颁此奖项，既是肯定，也是
鞭策。他感叹，高中两年是同学
们的人生转折点，“能陪着这批
优秀青年一起成长，教学相长，
相互成就，静待花开，是难得的
福气。”

华中百年积淀下来的良好学
术风尚和宽松的学术环境、双文
化团队的协作精神以及双文化课

创新教学助学生认识当代中国

马华卿

要培养同学基于跨文化知识、技能、态度而能够和中
国在同一思想频道沟通的交际能力，让本地学生更
好地了解中国很关键。

梁勇博士鼓励同学们养成良好的生活、
学习以及思维习惯，然后把优秀当成习
惯。（受访者提供）

2019年11月，赴中国浸濡的学生们到访深
圳优必选科技并参观机器人。（受访者提供）

梁勇博士获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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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内在张力，是让梁勇博士一
路坚持至今的动力。

这些年，华中双文化课程成
功打造出了自身的品牌。梁勇博
士认为，一方面在于创新思维能
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则是以聚合
思维、发散性思维、批判性思维
等思维训练作为核心纲举目张。

“要培养同学基于跨文化知
识、技能、态度而能够和中国在
同一思想频道沟通的交际能力，
让本地学生更好地了解中国很关
键。”

冠 病 疫 情 暴 发 前 ， 除 了 课
堂教学，赴中国浸濡也是重要环
节，譬如到集美祭拜陈嘉庚先
生；到中国大学交流研修、接触
学术前沿；到中国知名企业参观
了解发展脉动；到山村支教，走
近民间，学会关爱。

2019年带同学们从广州前往
贵州浸濡的一个“小插曲”让梁
勇博士印象深刻。旅行社订票出

问题导致全团70多人必须在三分
钟内在一个中途站下车。同学们
相互配合，竟完成了这看似不可
能的任务。

“高铁呼啸而去，阴冷的雨
丝飘荡在夜幕中，同学们却无比
激动，欢呼声响彻空旷的夜空，
华中师生真是好样的！”

疫情期间出国受阻，于是华
中与友校举办了线上跨国论坛，
探讨当代中国发展与转型。华中
双文化课程这些年也进行不少创
新尝试，包括在情境教学中让同
学们模拟“中央领导”“农民
工”等角色，以及根据教学内容
针对性地透过大众媒体内容激发
同学们对“剩女”等当代中国社
会现象的兴趣。

梁 勇 博 士 常 强 调 “ 通 ” 的
重要性：这是一个不断曾累的含
义，其核心内容是跨文化视野的
培养，主要涵盖本土情怀、亚洲
视角以及全球视野三方面。

梁勇博士常强调“通”
的重要性：这是一个不
断曾累的含义，其核心
内容是跨文化视野的
培养，主要涵盖本土情
怀、亚洲视角以及全球
视野三方面。

2019年12月，赴中国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司镇中心小学支教的“大朋友”们与小朋友们玩游戏。（受访者提供）

梁勇博士获全国杰出华文教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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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她“Cikgu Tan”。
陈慧姗老师告诉《华岭》，华

中马来文课程的特色是在课程设
计上深入浅出。除了中二学生必修
的马来口语课程（conversational 
Malay），学生也可自中一起，选
择修读更深入的马来文特别课程
（Malay Special Programme）。

据悉，马来口语课程每周一
堂课，不设考试；马来文特别课程
的学生除了参加校内的考试，也能
在中四参加该科目的O水准考试。
一些学生因为父母的鼓励而选择

Cikgu Tan教华中子弟 

认识马来文化

耕耘华岗21载

马华卿

修读马来文，其他则是出于自己的
兴趣。

陈慧姗老师透露，华中的马
来文课程除了让学生掌握这门语
文，也十分注重让学生了解马来同
胞的习俗及宗教等方面的知识，
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譬如，学
生有机会认识马来饮食礼节、藤球
（sepak takraw）等马来族风俗；
冠病疫情前，还可以到马来西亚寄
宿（homestay），与马来家庭共处
四天三夜、第一手体验当地文化、
锻炼口语。

“Mak cik, Ramly burger ini 
berapa ringgit?”

在新加坡学好马来文，其用处
绝不仅限于周末越过长堤，去新山
买个汉堡、问问价格而已。

许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在华
中这所特选学校里，有一部分学
生不仅会说华语和英语，还会说马
来语。

其 实 ， 马 来 文 课 程 已 经 在
华中开办20多年了。自2000年
起，陈慧姗老师就在华中教马来
文。多年来，同学们都亲切地称

陈慧姗老师。（受访者提供）

孙雪玲政务部长（左一）与同学们交流。
（取自孙雪玲面簿）

12



陈慧姗老师感言，在华中教书
这些年来，她感到最欣慰的事就是
以前教过的学生仍然记得“Cikgu 
Tan”，甚至来学校看望她。

被问及如何才能学好马来文
时，陈慧姗老师笑说，“上课的
时候要认真，日常生活中要勇敢
地开口练习，就能更快地掌握这
门语言。”

华中校友李志豪回忆，2004
年他中四毕业前，陈慧姗老师是他
的马来文老师。李志豪目前是一名
理财服务高级经理，他在工作中经
常与马来客户接洽。

李志豪感叹，自己从未料到会
在毕业多年后，在工作中用到马来
文。因此，他鼓励学弟学妹们学好
这门语言，踏入社会后很可能派上

疫情前，参加马
来西亚寄宿活动
的学生参与制作
马 来 传 统 糕 点
dodol。（受访
者提供）

疫情前，参加马来西亚寄宿活动的学生品尝安邦饭

（nasi ambeng）。（受访者提供）

扫描二维码
看孙雪玲面簿直播回放

用场，毕竟在新加坡有很多使用马
来文的机会。

华中马来文课程也受到教育
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政务部长
孙雪玲的关注。8月30日，她来到
华中，与马来口语课程的同学们进
行了近距离交流，并通过其面簿专
页直播。

已修读马来口语课程两个学
段的叶浩民同学说，新加坡有很多
人说马来语，他认为学马来文是了
解马来同胞文化的渠道之一。金俊
洋同学则建议，同学们可以与父母
分享马来文和华文、英文的不同，
从而让父母也能了解马来文化。

华中的马来文课程除了让学生掌
握这门语文，也十分注重让学生
了解马来同胞的习俗及宗教等方
面的知识，拓宽学生的文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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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男孩，静静地，坐在一张
长椅上。 

他们望着脚下的大地，山下壮
阔的山河。这里的长河与中国万马
奔腾的黄河、秀美壮丽的雅鲁藏布
江不同。这里的河流有着欧洲河流
特有的蜿蜒秀美之感，令人身心放
松，内心喧嚣不再。

视线往上，便是那绵延千里的
群峰。个个都有着傲人的“身姿”
，半山之处绿林环绕，山顶则常年
带着一顶雪白的帽子，调皮的迟迟
不肯摘下来。常理来说，此时山顶
处应有一群飞鸟，与山水交映，构
成一幅赏心悦目的山水画，我们的
主人公们此时也应与飞鸟周旋，互
相逗趣。 

可这里并没有飞鸟，出于某种
原因鸟类并不欢喜在此处翱翔。
此时若非群山的隔阂，天空真可谓
是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百里天空，
一览无余。 

这里也并不只是一处秀美之
山峰。这里是希特勒最后的根据
地，他的总指挥部。昔日的战火纷

童
年

华中国际学校 余乐鹏（4C）

飞、心毒手狠已然消失，留下一片
花的海洋，在阳光的照射下，微笑
着，一切都暖洋洋的。历史长河留
下的唯一线索，似乎也仅剩蜿蜒
小道旁的一处十字架，默默地“注
视”着人们不经意间吐露的心声，
似乎想从人们的一举一动中找到
当今外面世界的模样，日复一日地
沉思着什么。 

三个男孩可不知道十字架的
意思，他们随即把视线转回前方山
河，任何人从他们脸上的笑容都能
感受到他们心中充满着幸福、满
足、还有一丝丝爬山的疲倦。他们
体会不到所谓历史的厚重感，只觉
当下便是最美好的时刻。

他们发誓要永 远 在一起
玩耍，一起度过人生最重要的
阶段，永远当一起打网球的最
好球友……  时间的厚重与轻
快，很难让人相信两者俱存。
世界用了不到百年时间翻开了
新的篇章；而男孩们也用了不
到十年时间，便各奔东西，为
寻找人生的意义各自踏上旅

途，为自己的生活翻开新的篇章。 
十年后的三个男孩，都生活在

不同的国家，很少相聚。其中一位
交了不少新朋友，已不再说母语；
一位从小便贪玩，此时正思考着如
何把欢乐通过某种媒介传给世界；
而第三位，一时两眼望向书桌前的
墙，不时地笑上两下，一时想起什
么，马上便写了下来……  

他们的生活都很忙，很少联
系。但他们心中都还记得，有一个
德国群峰之间的清晨，他们爬山劳
累后坐了下来，慢慢地呼吸着山间
的空气，感受着彼此的陪伴，不觉
已十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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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国际学校 何雨桐 (4I)

四月的长江下游已经开始有了
夏天的影子，即使是清晨，太

阳也已经把乐园内的空气烘烤出香
甜的气息。大脑得到指令，将多巴
胺传输到所有神经末梢，我迈着轻
盈的步伐顺着青石板路向那座美丽
的城堡走去。

整齐有序的事物总是能给人带
来愉悦。青石板好像一块块新鲜出
炉的饼干，被人细心地垒好，鞋底
咔嗒咔嗒的脆响是咀嚼幸福的声
音。奶油色的栏杆想必是蛋白糖，
角落里偶尔脱落下一小块碎片，马
上被馋嘴的孩子捡起。栏杆外的
灌木和松树大概使用了翻糖的工
艺，不然为什么连树梢都有一种圆
滚滚的可爱？

错落有致的事物则能带来繁
复琳琅的美感。这座庞大的城堡只
有到了脚下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它的
辉煌：深深浅浅的墙砖是火候不一
的费南雪，塔尖鱼鳞形的瓦片如果
拆下来会不会变成甜蜜的马卡龙？
两座敦实的门楼守卫着城堡里那

些斑斓的梦，宽敞的露台曾经见识
过辛德瑞拉的水晶鞋和她一心二
用的舞步，幽深的拱廊和贝儿一起
发现了野兽即将凋零的秘密，蔷薇
编织成瑰丽的花窗，注视着那沉睡
的娇艳容颜，高高低低的塔楼习惯
了囚禁一只失去自由的小鸟，不知
它们中的哪一座会垂下麦穗般灿
烂的长发。

不过，这些都比不过最高的尖
塔里悬挂的钟，每当它雄浑绵长的
钟声响起时，所有魔法消失无踪，
爱与希望滋生发芽，灰扑扑的姑娘
不再受人欺凌，野兽找回了谦逊温
柔，沉睡的美人等到了真爱，小鸟
冲出笼子尽情翱翔。这座宏伟华丽
的城堡装满了我儿时千奇百怪的
幻想和幼稚天真的憧憬，现在我仰
望着它，却感觉它依然被罩在小小
的水晶球里，它永远是属于我的，
摆在床头的梦境。

接近正午，太阳功率渐强，畅
快的欢声、嬉闹的笑语加热后搅拌
成醇香的甘纳许，淋在乐园的每个

角落。我随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来到
城堡正面的广场，城堡缀在万里无
云的晴空下，而消失的云彩一定被
人们缤纷的心情浸染，成为手中五
颜六色的棉花糖。城堡前正在举行
表演，音乐喷泉组成一个个让人
眼花缭乱的造型，洁白的水花时而
如玉练飞舞，时而如花苞盛开，时
而汇集如龙直冲云霄，时而散落成
雾烟雨蒙蒙。米奇和他的朋友们高
歌着“梦想会说话”，巨大的玛德
琳中出现一条惬意的小美人鱼，演
员们柔软轻盈的裙摆如同蓬松的
舒芙蕾，观众们举起的相机镜头就
像甜甜圈，圈住一个又一个撒满糖
霜的回忆。旁边的小路上，维尼被
孩子们团团围住，他手中那一大束
气球是注入了碳酸的棒棒糖，快乐
的气泡噼啪作响，随时要飞入天空
的怀抱。我旁观着众人的鼎沸，我
沉浸于众人的欢跃，这里是无忧
无虑的乌托邦，是属于所有人的梦
与爱之城。

 梦与爱
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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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家乡的鼋头渚，它位于太
湖之滨，是一座突入太湖的

岛渚。那儿山水宜人，风景如画，尽
显江南风光。与众不同的是，鼋头渚
以樱花闻名。

白日的鼋头渚总是热闹的。
虫鸣莺啼，游客成群。成片的樱花
树“遮天蔽日”，仔细看去，由内向
外渐变色的粉嫩花瓣，包裹着明
黄色的花蕊，小小的一朵，甚是可
爱。几朵一簇，几簇一株，便有了
这漫山遍野的粉白色，好像傍晚时
分的彩霞间着白云，美不胜收。不
光是树上，空气中也尽是。微风轻
拂，粉白的樱花花瓣随风翩跹，好
像轻盈的蝴蝶，轻点鼻尖，幽香环
绕。等她们都慢慢的都散落到绿油
油的草坪上，也不用急着清理，就
由着她们尽情的随风跳跃翻滚直
到铺满了整个草坪。于是，这地上
也成了一片粉红，像是那十五六岁
的姑娘房里铺的地毯，彰显着年轻

鼋头渚
和活力。几束阳光透过花瓣间的缝
隙洒在这一片粉红上，金黄的光束
却变成了橙黄色的光斑，看着暖暖
的，驱散了初春的寒凉。 

不仅是白日里，夜晚的鼋头渚
更有一番风味。 

夜晚的美丽展露在绕湖而浇
的大道上，路边也种满了樱花树，
各色的小灯珠缠绕在树干上，散发
出五颜六色的光芒，蓝色，紫色，粉
色，白色......不过最好看的，还是渚
内的一座桥，叫做万浪桥。从环湖
大道的某一部分向湖中延伸出两
条小道，然后渐渐的包拢起来形成
一个环，中间就由万浪桥衔接。于
是这就成了一座镶在湖中的桥，显
得淡泊宁静。每当夜晚来临，桥下
围着的一圈光线就会发出暖黄色
的灯光，将这座桥点亮，成为聊聊
太湖中的一个光点。倚着桥远望，
两侧山峦错落，中间湖水溶溶，湖
中岛屿纵横，景色真是变幻无穷。

此时的湖水平静，芬芳就好像是沉
睡了的婴儿，总让人心里漾起无限
的温柔。 

鼋头渚是个古老的中式园渚，
里面有很多的古代风格的亭台楼
阁，游走其中就好像时间也回到了
百年以前，一切都是慢慢的，脚步
也会不由的慢下来，让心灵沉静。 

鼋头渚是我最喜欢的家乡的
一片土地，一年四季都经常光顾。
看着樱花盛开，凋零，飘落，好像
也看到了人生的起起伏伏，总能明
白许多道理，要不说故土养人呢。
如今远渡重洋，留洋读书，每当夜
晚来临，闭上双眼时，脑海中就会
浮现出故土上这片美丽的风景，那
漫山遍野的粉红樱花，抚慰疲惫的
心情，然后传递给我新的力量迎
接新生活。

鼋头渚山水宜人，风景如画，尽显江南风光。
（Unsplash/Zhao Chen）

鼋头渚是个古老的中式园渚。（维基
百科）

华中国际学校 金音多（4I）

16



华中国际学校 谢心怡 (4C)

《光·遇》中的小人扬起轻逸
的斗篷在云海中滑行，梵钟复鸣，
悠扬的钟声在心里久久回荡，这样
的感觉，像一条飘满落叶灰尘的山
间小径突然被一阵风扫净。

梵钟......
上一次听古寺的钟声还是四年

前，在西藏。
又是一声梵钟响，荡开记忆

的涟漪，温柔地把我拉进回忆的漩
涡里。

云层的口袋迸射出黎明的金
光，橙灿灿的颜色如泼墨般倾泻而
下。云浪翻涌，有千军万马之势，腾
腾烈烈。布达拉宫，仿佛一位意气
风发、披甲持戈的将军，岿然不动
地镇守在雪域边关。这一守，便是
一千四百多年。整座宫殿以白宫为
基底，红宫嵌在白宫的正中央，金
顶群在晨曦中熠熠生辉。边玛墙高
低起伏、左右交错，空间层次的错
叠为这座雄伟的宫殿增添了一份历
史的厚重感。“住进布达拉宫，我是
雪域最大的王”，我出神地望着那
绵绵城垣，仓央嘉措豪迈的诗句在
脑中微微回响。

沿着边玛墙拾级而上，淡淡
的奶香萦绕在一呼一吸间。抬头，
白宫墙上有密密麻麻的藏式窗户
点缀，黑色的窗沿渲染着庄重的氛

布达拉宫
围，窗楣上随风晃动的香布
又让这种庄严和肃穆多了分灵动。

踏入宫殿内的一刹，光亮瞬
间退去，只有不远处的几盏酥油灯
在幽暗中如微弱的脉搏般缓缓跳
动，沉静而安然，连同时光也一起
凝固在了灯油中，宁静且安详。酥
油的浓香弥漫在潮湿的空气中，徘
徊在长廊里，挥散不去，牵动着遥
远的、过去的气息。

穿过广场，进入下一个大殿，
金碧辉煌。四周铺满斑斓的壁画，
宛若一个巨大的佛像万花筒，环
视一周，顿感天旋地转。《文成公
主进藏图》的唐卡被静静地安放，
画面工整却不失流畅柔和的美感。
扬风而去的仙鹤，缭绕的云雾，轻
曳的襦裙下摆，流淌着浓郁宗教韵
味的同时恰如其分地保留着只属于
天上宫阙的飘渺与闲适。

灵塔殿内，死寂般的静，酥油
香在空气中泛滥、沉淤，浓得发腻。
供奉达赖喇嘛的灵塔由纯金打造，
镶嵌其上的宝石、珍珠、琥珀和珊
瑚数不胜数。

带着久久无法平息的震撼走
出宫门。用身体丈量土地的朝圣者
仍如潮水，风尘仆仆，贴地俯拜，跪
拜，再立拜，如是重复。他们把信
仰交给双膝和前额，每一次俯身与

大地相触，都是在虔诚地聆听佛
祖走过的脚步。转金筒不停，诵经
声不绝。

天色暗了不少，青色的天空温
柔地在宫殿身后铺展开来。比起将
军，此时的布达拉宫更像是一位迟
暮的智者，遗世独立，严肃而孤独
地端坐在红山顶，远眺着喜马拉雅
头顶的星辰。

“西藏，一块孤独的石头坐满
整个天空。”

海子平淡的诗句在脑中震动。
世人只知布达拉宫的雄伟与壮阔，
却不知它跨越千年的寂寞。“流浪
在拉萨街头，我是世间最美的情
郎”，这是仓央嘉措的后半句诗。
世人只知达赖喇嘛的华丽与风光，
却不懂他只愿“做芸芸众生中的
一个，哪怕一生贫困清苦，浪迹天
涯，只要能爱恨歌哭，心随所愿”
的朴素愿望。在那座金光闪闪、万
人敬仰的神殿里，透过历史厚重的
灰尘，我们是否可以依稀听见他那
一声声沉重的叹息，那是掌权于天
地，心却无法栖息的孤寂。

布达拉宫，一块石头沉默在山
巅，宏大、灿烂，也孤独、冷漠。

转金筒不停，诵经声不绝。 
(Pixabay/POTATO5566)

布达拉宫。（Unsplash/Xuyu C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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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物质需求飞速发展的时
代，享乐之风盛行，“质疑

人心”的理论甚嚣尘上，往往年轻
人会将别人的苦难当成一种赚钱
方式，因而选择不去帮助别人。诚
然，这种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毕
竟“卖惨”赚钱的人并不少，但是
我们依然需要一颗善心、一份坚持
去做那些善良的事，而不是被社会
风气所影响，最后反而使那些真正
需要帮助的人孤立无援。 

依稀记得曾经看过的一则新
闻，一位老人心脏病突发倒在街
上，可是周围的人却冷眼旁观，甚
至于一个好心人上前想要帮助老
人竟被劝阻，因为路人怀疑老人可
能是要制造“碰瓷”的骗子。最终
还是有人看不下去，拨打了医疗急

在这个时代
如何保持善良

华中国际学校 林云祥（Year 3 Bridging）

救热线，老人才捡回一条性命，整
个过程真让人捏一把冷汗。我也有
幸看过一张漫画，画的场景是在一
列地铁上，一位老人站着，座位上
的年轻人毫无反应，仿佛老人家是
透明的。我不禁感叹，现在的社会
风气何时变成这样了呢？难道人与
人之间一点点同理心都丧失了吗？ 

当然还是有的。中国河南洪
灾发生期间，面临倒闭的一家服装
公司捐献了五千万人民币赈灾，而
后被网友“人肉搜索”出其资料，
数以万计的产品被抢购一空，仅数
天利润便远超过去一整年的营收。
被打压的华为公司也捐了三千万，
同时号召旗下员工前往灾区，与救
灾人员一起进行救援工作。 

虽然在现实中，“好人有好报”
只是一种理想境界，事实上乐于助
人的老实人未必真会有什么物质上
的收获与回报，但是他们的心是纯
净、喜悦的，他们所得到的精神财
富远比物质钱财要稀珍得多。他们
也许无法像上述例子般为万千人所
感激，功绩也无法达致如太阳般闪
耀大地，但是他们小小的善举却足
以成为星斗，点缀这充满怀疑和冷
漠的黑暗时代。一两个人的光芒也

许很渺小，其善行算不了什么，但
是只要把这种善行视为一种信仰，
当成一种生活原则，如此一来一两
个人的光芒就会影响并点燃一大片
人，最终大伙儿将一同闪耀。少数
人的善举也有能力牵动一大片人，
渐渐地将“善”视作各自人生的信
条，积少成多，积沙成塔，感化更
多冷漠的心灵，使怀疑、冷漠的风
气褪去，善良助人的风气取而代之
并永存，从而造福更多人。 

我坚信，人心始终是肉做的，
只要每个人的心中仍存有一丝光
亮，只要我们还存有一丝为遭遇不
幸的人伸出援手的念头，社会的未
来就仍然有希望，乐于助人的精神
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退；把善
良真正挂在心上，而并非让社会风
气作为我们人生的向导，被其左右，
仅仅帮助大众认定我们理应援助的
人，而遗忘那些被社会大众忽略、
躲在阴暗角落的一群弱势族群；我
愿所有人都将“至善”作为自我人
生追求的指南针，冷漠的风气将无
法成为社会的风向针与未来导航，
因为可想而见如此的未来图有利
益，却毫无光彩——这不是人的社
会，只是利益的社会。

愿所有人都将“至善”作为自我人生追求的
指南针。（Unsplash/Kelly Sikkema）

在这个物质需求飞速发展的时代，享乐之风

盛行。（Unsplash/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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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是
错误的。人的本能的驱使

是先保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我们
会极其自然地把自己放置在第一
位，而服务他人更像是我们满足自
我精神需求的一种方式，而当人们
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时，我们应
该戴上眼罩无视。 

首先，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对方
的人品，用有名的“囚徒困境”作为
例子，警方逮捕了嫌疑犯甲、乙。现
在他们面临两种选择：沉默或背
叛。若一人认罪并检控对方，而对
方若保持沉默，此人将即时获释，
沉默者则将判监十年。若两人都
保持沉默，每人会各服刑五年。两
人都检控对方，则也是各判五年。

所以，
我们闭上了
双眼
华中国际学校 陈翌帆（Year 3 Bridging）

如果情况如上，那任何一个囚犯理
应选择背叛，毫无疑问最优的解决
方案就是互不背叛。然而。关键在
于我们无法知道对方将会作何选
择，而对方肯定也经过了与我们同
样的思考。回归现实，让座这件事
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永远都无
法得知被让座者的想法是恩阳的
或当下的情况值不值得我们去让
座。与囚徒的困境一样，我们只知
道自己的想法，而且清楚能够获得
怎样的回报。

再者，谦让可能会导致他人把
你的给予视作理所当然。当一个友
善的行为被重复运用在同一个人身
上多次后，对方在潜意识中可能会
认为这是理应发生的事情。同理，
当让座的善举发生太多次的时候，
它就会逐渐变成一种社会公知，仿
佛不让座就是一种犯罪。

最后，没有任何人有义务让
座。以“钢琴师理论”来佐证。一觉
醒来，你发现自己突然变成了世界
上最顶级的钢琴家，但你其实从小

就痛恨弹钢琴。如今，你有两个选
择，一是过你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但其他人会因此不开心、不满意；
或者，你去演奏给世人的钢琴家音
乐，世界因此而愉悦，然而你不会。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以顺应社会大众的冀望与压力，但
是结果是自己会失去自我的快乐。
因为社会舆论压力，你举起了那双
该死的钢琴家的手，使劲地敲打着
琴键，台下所有人都如痴如醉地享
受着出自你双手的美妙乐声，然而
你却无法由衷地感到欢喜。一曲奏
毕，台下听众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但不是给你这个人的，而是给顶级
钢琴家的这个身份。你哭了，但又
有谁会在乎你的眼泪为谁而流，为
何而流呢？

当友善的帮助变成一种道德
绑架后，我们便失去了选择的自由
和权利；给陌生人让座让步，却忽
略了自己的真实感受。其实，偶尔
戴上眼罩并不是罪过，而是一种解
脱，从世俗的约束中解脱。

当人们在面对自己的利益受损时，我们应该戴上
眼罩无视。（Unsplash/Oscar Keys）

当一个友善的行为被重复运用在同
一 个人 身上 多 次 后 ，对 方 在 潜 意
识中可能会认为这是理应发生的事
情。(Unsplash/Youssef Nadd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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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留学新加坡，现在很
是想念的却是苏州。

现在就介绍一下我居住的城
市——中国苏州。大家都说上有天
堂，下有苏杭，在我心中苏州就是
名副其实的天堂。这里我最熟的三
个区域分别是：相城区、工业园区
和高新区，而它们就足够代表苏州
这个城市了。

先从相城区说起。这一区虽然
并不繁华，但是充满了我童年的回
忆。区里的公寓和住房到处都是，
当然绿地也是少不了的，只不过因
为时代的发展，绿色空间也几乎都
变成了购物商场和写字楼，不知道
过去我经常去溜达的那块草坪还
在不在。

接下来是工业园区，那儿相
对于相城区可热闹多了，到处的高
楼大厦，最出名的必定是东方之门
（人们因它的外观称它为秋裤）和
九龙仓这两栋代表性建筑物。它
们一个是公寓，另一个是国际金融
中心。在它们旁边的就是苏州最有
名的金鸡湖，而最热闹和人气最盛
的地方就是购物中心——苏州中
心。我还记得以前每个周末都和小

苏 
州
和
我

华中国际学校 陈信 (1K)

学同学一起逛街，真想念那段美好
的时光。

最后就是企业数量最多的高
新区，在我心目中，它就像是新加
坡的一个缩影。那儿虽没有高楼，
但却到处都是绿树葱茏小草到处生
长的地方。苏州夏天的中午，那儿俨
然成了一个“避暑山庄”，是苏州人
避暑游览的好去处。由于高新区位
于太湖西侧，素有“真山真水园中
城，科技人文新天堂”的美誉，同时
也是全中国首批国家级高新区。苏
州就是一座让我魂萦梦牵的地方。

“芭蕾，嗦”是谁喊着击剑的

口号？原来是从小热爱击剑的我
呀！ 

我，一个非常内向但是又是一
个一旦疯起来就停不下来的人，或
许也算一般内向吧！这个内向，主要
体现在“我不是很善于交朋友”，我
爸从小就教我交朋友的方法，说得
最多的就是要多问问题找共同话
题，可是我始终没学会，其实我也
替自己感到焦急。不过后来的一项
运动却让我变得更自信了，那就是
击剑。

我第一次看击剑世界杯的时
候就对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那时我才六岁。不知道是不是
上天的安排，我在上二年级的时
候有幸的接触到了这项运动。后
来便正式加入了击剑队，至今我
已经有了六年的训练史，这六
年来也让我学到了许多击剑技
巧和待人处事之道，总之现在
的我变得自信多了。

这 就是我居住的城市
和一个普通苏州人的介绍，
苏州很普通但却充满了我
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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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国际学校 傅煦景 (1I)

三年前的我迷迷糊糊的就被带
来新加坡了。

虽然在台湾时爸妈有提过要
移民这件事，但没有想到事情会发
生的这么突然。 刚来新加坡时上
的是一所语言中心。虽然不算是正
式的学校，但那是我第一次与不同
国家的学生一起上课。

还记得那时做什么事都需要用
到英文使我感到格外的紧张，导致
我第一天上完课就哭了。 但还好
有语言中心老师们耐心的教导，我
从第一天完全不敢开口到之后已经

可以跟同学们打打闹闹了！多亏有
语言中心老师们的教导与同学们的
陪伴，让我不再对英文感到恐惧。 
这是我迈向学习英文的第一步。 

跟在语言中心相处了半年的
老师、同学们依依不舍的道别后，
我终于可以进到一间正式的学校
了！ 心中充满了澎湃。虽然这间
学校的校区不大，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 这里有更多不同国家的老
师和学生，让我大开眼界。 不仅如
此，学校的科目也变多了。 不再只
有英文和数学，还有活动量大的体

育课，以及生动的美术。我也用了
我当时有限的英文程度，交了几位
知心好友。这个学校里的师生都对
我非常友善，让我再继续努力学习
英文的同时感到非常安心。

可惜，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
由于爸妈希望我可以待在一间中
英文并重的学校，所以决定让我再
次转学。一来为了以免我的中文程
度下降，二来我不管怎么样还是华
人啊，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还是要
有一定的了解。

经过了一番努力后，终于考上
华中国际学校。得知自己考上的那
一瞬间，感到某种无法形容的喜
悦。但这一切都意味着我在学习方
面要加倍的努力。

转到华中后最大的感触就是，
这里的学生都很用功读书，而我一
定要向他们看齐。我在华中的路还
很漫长，希望我可以在这里变成一
位有学问又有内涵的人，长大后才
能够帮助社会。

求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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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韵王维《渭城曲》
云乱河西雨洗尘，风开万仞血衣新；
阳关三叠凉州酒，百战烟消会故人。

古体诗四首

吴瑞光

辛丑清明寄怀
昏鸦噪树低，烟笼渡津迷；
杏雨春声晚，酒旗行色凄。
梦中听楚奏，弦外有灵犀；
会祭怀冰魄，年年颂白衣。

（Pixabay）

（Pixabay）

惠州西湖怀旧二首
九桥八景五湖平，新翠含丹飞瀑声；
烟柳霞烧点点远，倍思西子色空橫。

年来三十忆湖西，书院留香莺不啼；
荔浦晚烟风激荡，山阳笛里韵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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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隔万重山】感丁年    

莺啭喉，燕呢喃，轻递十里风破暖。 
泛浮空翠云淡荡，波漾水揉蓝。 
树扶疎，堤绕迴，相携俦侣游步缓。     
留连花丛笑语嬉，情融恰无间。 

凉叶凋，百花残。惆怅岁时秋色满。 
夜阑萧条和泪墨，觞咏落华笺。 
峭风吹，白露凝，楼高人寂离恨远。 
羁思纷纷尚天涯， 咨嗟感丁年。 

自度词两首
柯世利

【离思】夜未眠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柳风吹彻笛声残，夕阳归远山。  
天涯际，海角沿，知交渐凋阑。
一壶老酒尽馀欢，今宵客梦寒。     

情如缕，两地牵，心绪付云笺。
袂分睽阻已经年，讯音何渺然？       
楼头望，月满圆，栖鸦树翻喧。
望中野色衬岚烟，怊惆夜未眠。

据柯世利自度词【人隔万重山】词谱（双调一百字，前后段各十句、三平韵、二仄韵） 
词林正韵 ／中华通韵

注析：首段用李叔同句，皆源自唐宋诗词，如唐•于良史‘长亭十里外’；宋.梅尧臣‘接长亭，迷远道’；宋•袁去华‘想连天芳草凄迷，短长
亭外’。据柯世利自度词【离思】词谱 (双调九十二字，前后段各十句、八平韵)  
词林正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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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六十年代中便有兴趣写
诗，第—首诗发表于《学习

生活》，时为1965年。两年后，在
华中念高一时，我参加了狮岛青年
出版社举办的“全星中学生诗歌创
作比赛”，在二百多篇参赛作品里，
侥幸获得第一名，无疑给我很大的
鼓励。

翌年，狮岛青年出版社邀我和
友校蓝平昌同学出版《火中的诗》
合集，收录了我获奖的作品《小巷》
及悼念著名作家、我的高中文学史
老师丘絮絮的《火中的诗》等习作。
顺带—笔，《火中的诗》封面，还是
康伟民设计的，他当时是《艺灡》壁
报美术组组长。

自1970年出版《红睡莲》诗
集起，陆续又出版了《在矮树下》
（1975年）、《树的气候》（1979

年）、《银河系列》（1990年）、《金
门系列》（2000年）诗集。

2005年，家乡金门县政府也为
我出版了《古厝》诗集。此外，挚友
棉兰晓星翻译拙诗百首成印尼文，此
即为《多巴湖恋歌》（2008年）。至
于合著的诗文集则有《山岗的脚步》
（1971年）、《岛屿五人诗集》（1974
年）、《山山皆秀色》（1992年）、《小
诗磨坊》（2009年）。

两年前我便有计划出版诗集，
当作是给70岁的自己的一份礼物。
尽管创作少，十多年来不过50多首，
汗颜之余，却也敝帚自珍，很想出版
与大家分享。其时，母校即将迎来
建校百年华诞，我忝为《百年华中
情》纪念文集主编，忙碌自不在话
下。与此同时，母亲身体不适，家
人尽量陪伴在侧，出版计划也就搁

《高粱三题》
出版始末

	寒川

寒川，原名吕基砲，又署吕纪葆，出生于金门县榜林村，五岁随母南下新加坡。1963年至
1968年就读于华侨中学。后毕业于南洋大学中文系。投身笔耕数十年，著作等身，多为诗
歌、评论、游记等；热心文坛与母校事务，担任《华岭》创刊主编，现为编辑顾问，亦为《百
年华中情》主编。

置一旁了！
迈入2021年，新加坡冠病疫

情反反复复，我也尽量蜗居家中。
除了继续联系东盟文友，每周例常
为印尼《国际日报》与《印华日报》
文艺副刊组稿，及为《新报》组稿
之外，我开始整理诗稿，收集图片，
冀求一诗一图一世界。

我把诗作分成五辑，依次为
《神州吟咏》《金门忆旧》《狮城
掇拾》《印尼放歌》《天涯海角》，
第六辑则为中英翻译，同时也收录
了五首歌谱。这里，我要对翻译者
和作曲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与感谢！

在整理歌谱的过程中，承蒙台
湾吕宗宜与王苓、美国高仕进，以及
此地郑苡娜和陈亦君的协助，谨此
由衷地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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