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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邝家乐制作的华中钟楼模型（郑传德摄）

103周年校庆

华中钟楼乐高模型赠母校
冠

病疫情暴发已两年，今年华
中校友会虽然仍无法举办晚
宴，但得以复办实体聚会。校友
邝家乐制作的华中钟楼乐高模型
也赠予母校，也成了今年校庆的
一大亮点。
今年母校华侨中学庆祝103周
年校庆，华中校友会于3月19日在
华中文化中心展厅举办庆祝活动。
包括华侨中学彭俊豪校长、南洋女

中黄君颖校长、南洋中小幼校友会
蔡莹莹会长、邝家乐学长、华中国
际学校代表以及华中校友会成员等
40余人出席了庆祝活动。
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在致
辞时指出，服务校友、回馈母校
是校友会的基本宗旨。校友会也设
立了华中校友会砥砺自强奖，颁发
给华中与华中国际学校的应届毕业
生，奖励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砥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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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品学兼优。黄龙金也鼓励他
们加入华中校友会，回馈母校。
华中钟楼是由英国著名建
筑师John Bennett设计，于1925
年竣工。它与新加坡另一国家古
迹——维多利亚剧院的设计师同属
一人。华中钟楼走过的岁月，也是
新加坡历史的写照。
制作华中钟楼乐高模型的校
友邝家乐是Artisan Bricks（arti-

华中校友会是母校
与校友的桥梁，是搭
建不同年代校友之
间联系、让校友回馈
母校的重要渠道以
及情感交流站。
全体嘉宾起立唱校歌。（郑传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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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bricks.com）的创办人。他用
4000多片乐高砌成了华中钟楼模
型。邝家乐希望通过乐高积木制
作的模型，让人们的脸上露出微
笑。2012年起，他就经常被本地
媒体报道。
华中校长彭俊豪对华中校友
会捐赠钟楼模型表示感谢，并表
示将把钟楼模型摆放在翻新后的华
中文物馆。他说：“华中校友会是
母校与校友的桥梁，是搭建不同年
代校友之间联系、让校友回馈母校
的重要渠道以及情感交流站。”
八位获颁华中校友会砥砺自
强奖的校友，各自获得1000元的

奖学金。他们不仅在去年A水准会
考中考获佳绩，在应付繁重的课业
之余，也不忘为学校为社区服务，
并且在面对人生的各种挑战中，发
挥顽强的意志力。
彭俊豪勉励六位 获奖
者：“今日你们以华中为荣，他
日华中以你们为荣。”
校友会还准备了以乐高砖块
砌成的南洋女中钟楼模型，献给
南洋中小幼校友会，敬贺南洋女
子中学校创校105周年。南洋中
小幼校友会蔡莹莹会长则回赠一
幅“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墨
宝给华中校友会。

南洋中小幼校 友会
蔡莹莹会长（左二
）
黄 龙金（左三）以
及校 友 邝家 乐（右 、华中校 友会会长
）一起为南洋女中
楼模型揭幕。（郑
钟
传德摄）

友
金（右）与校
友会会长黄龙 ）
校
中
华
、
）
豪（左
传德摄
华中校长彭俊 为钟楼模型揭幕。（郑
起
一
）
中
（
乐
邝家

华中校友会砥砺自强奖获奖名单
华侨中学

华中国际学校

Ng Si Jie, Elizabeth 黄思洁

Tan Jiarong 谭佳榕

Ashleigh Catherine Long-Yee Hearn 向朗怡

Angelina Ng Xiu Qi 黄修齐

Koh Zhi-Xuan (Xu Zhi Xuan) 许智轩

Verrell Evan Chandra 陈克辉

Lee Ru Ye Laura 李侞晔

Hoo Hoi Tzer 何凯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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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校103周年

华中颐年俱乐部主办
寒川学长新书《书写华岗》导读会
 林碧峰

寒川学长说他已酝酿再出版
几本书

3月21日是华中人不会
忘记的日子。这一天，
是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
校的校庆!
跨地域诗人，华岗的孩子寒
川，在这喜庆的日子，出版名为
《书写华岗》辑子，为母校祝寿！
华中大家庭之一的华中颐年
俱乐部，趁此良辰吉日，在3月
19日（星期六）下午2时，在芳林
苑四楼会所，举行《寒川学长新
书<书写华岗>》导读会，重温莘
莘学子就读华中时的浪漫、美好
日子，和那个“大时代”的点点
滴滴！
导读会由该会总务，也是写
作人林碧峰学长，笔名林野负责导
读；主持是该会会员、孔教会财务
长陈华明学长。

由于疫情的关系，华中
颐年俱乐部只开放给前20
名报名者参加，与会者
都全程戴口罩。
《书写华岗》是
寒川学长在这半年
（2021年9月到2022
年3月）来出版的第
三本书，之前两本分
别是2021年9月的《高
梁三题》和2022年1月
的《世说寒川》。
《书写华岗》原来是要
在2022年3月21日，母校103周
年校庆日正式出版，为了配合3月
19日华中颐年俱乐部的《寒川学
长新书<书写华岗>导读会》，先

送出40多本给出席导读会的华中
校友和各界文友。
《书写华岗》一书列为国际
书号：978-981-18-3998-6，共分
三辑和一个附录，四部份收录了
辑一《随笔》文章33篇、辑二《人
物》15篇、辑三《报导》10篇和
附录6篇，分别为林乔、王云正、
吕尚原（2篇）、李全和林野的文
章和寒川本人的后记。
《书写华岗》，全书300页，
彩色印刷, 图文並茂。顾名思义，
从书名就知道书写的是母校华中的
点点滴滴，包括人、事和物。
寒川很有感触地说：“这本
书在母校103华诞时出版，算是送
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寒 川学 长（左
）
《书写华岗》 向与会 者 讲 述 写 作
过程，右为导
读人林野

左）赠
陈 兴 庭（ 样的
席
主
部
字
俱乐
年”
华中颐 年 件印有“华中颐
两
会
该
送
川学长
T 恤给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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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寒川学长》

—从寒川的3本近作谈起

 林野

林野
，右为本文作者
图左寒川学长

(一)

时隔10多年没有新书出版，却
在短短的半年內，一口气推出了三
本书！
这位作家不是别人，他是一位
在80年代末即积极参与校友会编务
迄今的华岗孩子，一位跨地域的诗人
一一寒川学长。
他刚出版的第一本是诗集：
《高粱三题》，2021年9月18日初版，
列为国际书号：978-981-18-2644-3，
收录了60首诗作、11首中英对译作
品, 以及5首诗作歌谱。
也是校友会编务顾问的寒川学
长说：“这是我时隔21年后的第7本
个人诗集，平素太忙，疏于创作，尤
其是诗歌 。”
第二本是《世说寒川》，2022
年1月18日出版， 共收录了60多位
各地诗人、作家和学者的80多篇作
品。写就这篇文章时，还来不及看
到这本书；不过，寒川学长相告，
书中有一篇是我的文章，刊于1978
年4月份，当时建屋发展局出版的

《家》杂志“组屋圈內”栏目里，文
章题目是《我所认识的寒川》，笔名
也是用“林野”。当年寒川学长任职
人民协会《民众报》，而我是《新明
日报》的一名记者，业余为《家》杂
志写写专访，赚点“外快”。
第三本书是《书写华岗》，全书
300页，也是彩色印刷, 图文並茂。
顾名思义，从书名就知道书写的是
母校华中的点点滴滴。
寒川学长若有感触地说：
“这本
书计划在母校103华诞时出版，算是
送给母校的生日礼物！”
他继续说：
“里面也收录了你的
一篇作品。”
是的，那是一篇关于寒川学长
书写母校情怀诗作的剖析文章，见于
2013年8月第57期的华中校友会《华
岭》会讯第19页里，篇名为《一颗红
豆一世情一一也谈寒川的<红豆>与
<钟楼>》，笔名林乔。
在写这篇文章时，寒川学长发
信息告知出版社刚送来样稿做第2
校，他得在新年期间仔细校阅。

(二)

寒川学长不仅是我的华中学
长，我和他也是来自同一间小学：
崇福学校（当年就读时校名还是崇
福女学校，颇感尴尬！）
；但是彼此
相知相熟却迟至70年代中大家都在
职场时！
寒川学长很照顾我这个学弟
（据知他对其他年轻写作者亦是如
此），经常鼓励我多写；1976年时，
更让我在他主编的《民众报》里刊
登我撰写的短篇小说。初提拙笔写
小说，颇感吃力，但在寒川学长的
鼓励和鞭策下，终于完成那不成熟
的“短篇”，见于1976年7月30日起
连续9期刊载于《民众报》，篇名是
《枯槁的园圃》，也是用“林野”的
笔名。
这个“短篇”后来也收录在2011
年4月21日出版的拙作《红尘拾遗》
一书的第83页到第102页里。
寒 川 学 长 在 给 我 的《 红 尘
拾 遗》写《序》时 提到书中收录

的《昔日岗上今朝情》是这么说
的：“《红尘拾遗》中尚有一篇《昔
日岗上今朝情》，是我在1999年主
编《华岗依旧》时，林野兄仗义相
助，应邀所写的一篇山岗学习生活
回忆录......。”
其实，
“仗义相助”倒是不敢
当，只是学长厚爱，自当献丑！而让
我印象深刻和感激的是，当《华岗依
旧》出版及新书发布会时，我身在新
西兰作“寓公”，也不知道会否返回，
但是，寒川学长却留了一本，等我回
来交给我。一年半后回来，碰面时寒
川学长双手交来，深感谢意！

(三)

寒川学长是一位古道热肠的
文人，他不仅驰骋于狮岛文坛，是
此地文艺团体，例如70年代的“岛
屿文化社”、8、90年代的“新加坡

文艺协会”， 以及“锡山文艺中心”
等等的中坚份子，协助推动文艺，不
遗余力。
寒川学长活躍于世界华文文
坛，在他向当时的世华秘书长符兆
祥先生大力推荐下，
“新加坡文艺
协会”和“锡山文艺中心”，分别于
2004年与2006年起，受邀参与“世
界华文作家大会”。他协助推动新加
坡文艺发展，却低调做事，要不是“
南安艺文社”社长李成利博士有一
次提起，很多人都不知道呢！
而作为“印尼女婿”，寒川在
印尼严禁华文书报进口的年代，敢
于“走私”华文书刊，敢于在1998年
8月“第三届世界华文作家大会”上
怒斥印尼排华，以及在推动印尼华
文写作和出版，甚至亚细安各国的
华文写作与出版也是不遗余力，被誉
为“印华文学的功臣”
；他也先后无

《书写华岗》
导读会花絮

偿为印尼《国际日报》统筹《东盟文
艺》
（2010年5月18日迄今）、
《印华
日报》主编《东盟园地》
（2014年10
月18日迄今），孜孜而不言倦！
寒川祖籍金门，5岁来新，台湾
著名报导文学作家杨树清说：
“ 寒川
是南洋的金门籍作家中，作品原乡情
愫表达最浓烈的一位。”在寒川已出
版的20多部著作里，便有《古厝》、
《金门系列》《
, 文学回原乡》等五、
六部有关金门原乡的作品。
寒川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
印尼、马来西亚等亚细安国家或地
区，甚至世界各地的文友都有往
来，作品都有他的“笔迹”，说他是
一位“跨地域的诗人”并不为过。
要写“寒川”，三言两语是无
法尽详；要说“寒川”，岂是一朝一
夕得了！
2022年1月26日写于望梅小筑

全神贯注地听讲
出席导读会的会友

右)
明学长（
华
陈
持
读会主
华岗》导
《书写 林野学长
员
与导读
幸运的会友
欧
寒川》一书 阳孙 泰（穿蓝衣者）
，左为颐年
从
俱乐部副主 寒川学长手中接过《
席黄俊仁，
世
右为总务林 说
碧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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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华中大家庭新春团拜
线上交流不间断

 林瑷婷

又到了挥别金牛，拥抱雄
虎， 辞旧迎新 的时候。
依照惯例，华中校友会在
农历新年期间，必举办新
春团拜， 让华中大家庭众
人共聚一堂， 互贺新年，
今年当也不例外。
然而，今年农历新年前，眼
看本地疫情尚不明朗，校友会的
理事们于是决定再次通过预录新
春庆典的方式，举行2022年华中
大家庭新春团拜。精心制作的新
春团拜视频已于2022年2月13日
（农历正月十三） 通过校友会社
交媒体渠道播出。
虽然不是现场表演，团拜的
节目仍精彩纷呈，各华中大家庭
单位都各尽其力，或歌或舞或演，

为大家呈现演出。表演者们卯足全
力，掌镜者也兢兢业业，力图呈现
和记录最好、最美的瞬间，让线上
观看的华中大家庭都能感受到新春
的气息，过年的喜庆气氛与华中人
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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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担任节目司仪的还是两
位年轻有为的学弟学妹。他们分
别是来自高中部的崔泽宇学弟和
来自国际学校的杜依雯学妹。泽宇
是司仪“老手”，去年也曾主持线
上新春团拜。今年录制当天，他带

领学妹依雯走流程，态度认真。录
制过程顺利快捷，他功不可没。
团拜工委会会长谢明聪学长
做简短致辞后，节目掀开序幕，
由获奖无数，身手犀利的华中武
术队打头阵。年轻学弟时而耍枪，
时而挥棍，时而滚地，既有雄赳赳
的刀剑枪影，也有优雅的太极拳，
在镜头前把十八般武艺都挥洒得淋
漓尽致。再加上新颖的电音配乐，
这段表演令人耳目一新，吸引了不
少眼球。
之 后 上 台 是 每 年 团 拜
的“常客”——华中华乐团。华
乐团为大家演奏了两首轻快的新
春组曲，把新年气氛炒上来。 接
着是成立不久的 华中校友会舞蹈
团出场了。曼妙的舞姿，优美的
音乐，这个完美组合的表演， 也

为整个节目加分不少。
其他参与演出的还包括华中
国际学校的好几组学生。他们分别
呈献了动感的现代舞和幽默的双簧
表演，表现亮丽，引来震震掌声。
校友会的几个美声组合也没
有缺席。近年来，由于冠病疫情，
校友会合唱团和校友会华中之声
合唱团许久未能在公开场合与观
众见面，想必想念他们的校友应
该不少。

这次这两组都借团拜舞台，
华丽转身，将好几首熟悉的曲目带
给大家。新鲜的编曲和表演方式、
加上沉稳的台风，让在线观看的老
朋友们回味无穷。
最后压轴表演是华中24节令
鼓队伍，整个庆典的文艺表演节目
就在雄赳赳气昂昂的鼓声中落幕。
团拜自然少不了拜年环节。
视频中也穿插了包括华中校长，
国际学校校长，董事长，管委会主

华乐团为大家演奏了两首
轻快的新春组曲，把新年
气氛炒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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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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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华中校友会会长，华初校友会
会长和颐年俱乐部会长们预录的新
春祝福。华中校友会会长黄龙金学
长也致辞感谢各单位的大力配合支
持，新春团拜才能够不间断进行。
他也寄望来年疫情消退后，大家能
再重聚一堂，面对面地互贺新年，
共赏新春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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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拜工委会向整个制作视频
团队致敬。他们包括专业摄像师傅
们、学校指导老师们、剧场技术专
家们以及所有劳苦功高的表演者。
感谢大家齐心合作，录影过程才能
那么顺利快捷，仅用一个周末，一
气呵成完成。校友会秘书处同仁多
方协调，也功不可没。

校友会舞团首次外演

《华艺 颂春》

月光与繁华的灯火映射在新加坡河面上，激情与炽热洋溢着这座城市。晚
风轻轻吹过，少女们伴随着这如歌如梦的夜晚，在滨海艺术中心户外舞台
上也翩翩起舞......
 马菁

2022

年2月13日，华中校
友会舞团在滨海艺
术中心户外舞台进行了自成立以来
的首次对外公演：《华艺 • 颂春》。
《华艺 • 颂春》的七只舞蹈以多元
舞种在虎年正月十三为新加坡献
上了最真挚的新春祝福。舞蹈包含
了：藏族、傣族、汉唐、古典、芭蕾
等舞种。从描绘了青藏高原沐浴节
的《天浴》，到优雅欢乐的芭蕾舞
《艾斯米拉达》，到走进上海弄堂
女人静谧美好生活的《晨光曲》......
每支舞蹈可谓扣人心弦，用音乐、
灯光与舞姿带引观众从那繁华都
市走进到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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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成功的舞台演出背后，更
是华中校友会舞团近四个月的付
出与努力。作为华中2021届的毕业
生和华中校友会舞团的一员，我也
有幸参与这次演出。校友们有些已
在工作，有些还在上学。然而，无论
从组织，到排练，到服装道具采购，
到宣传等等都是由校友会会员们亲
自所完成。校友们对舞蹈的热忱与
付出也让我们这届学妹深受启发。
作为最年轻一届的毕业生，我
们在A Level考试后不久就与学姐
们进入了筹备与排练。每周一次到
两次的训练也成为了我们的日常。
这为期三个月的筹备中，我们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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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到熟练，到精雕细刻动作和情
感......校友会舞团让我再次感受到
那些曾经在校园里挥洒青春汗水
的日子......学姐们会带领我们进行
排练，与我们讲解和探讨舞蹈的
背景与特性，使我们真正投入到舞
中。在陈丽莉老师的专业指导下，
我们也学会更好地与舞蹈中的角
色产生共鸣，最后再将这份情感传
递给观众......

在高中时，同样参与表演艺术
类课外活动的我，明显感受到了疫
情在过去两年对于表演艺术的影
响。幸运的是，随着疫情在本地逐
渐稳定，表演艺术也再次恢复了生
机。这次对外公演让我们再次感
受到了舞台的魅力与观众的热情！
舞台上的我们，水袖飘摇，身
体伴随音乐的节奏摆动着，享受着
舞台上的那一片刻.....舞台下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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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与台上的舞者一同共情，看的如
痴如醉，陶醉在那美丽的夜晚......
感谢华中校友会舞团让校友
们在毕业后能继续互相保持联系，
继续追求我们对舞蹈和舞台的热
爱！华中校友会舞团不仅聚集了同
样热爱舞蹈的校友们，也让艺术与
文化继续给予传承与发扬！

华中（香港）校友会举行追思会
哀恸创会会长郑良生病逝

华

中（香港）校友会创会会长郑
良生学长不幸于2021年12月
12日病逝香港。
2021年12月21日，在现任会长
马宝焕学长的带领下，为郑良生学
长举行了一场追思会。出席当天追
思会的除了郑良生学长夫人、眷属
外，还有华中居住当地的校友们和
其亲朋好友。
会上，马宝焕会长致悼辞时缅
怀良生学长在就读华中时的种种事
迹和他领导香港华中校友会所作的
努力！
以下是马宝焕会长追悼辞全文：
郑良生老会长夫人及眷属、各
位校友、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怀著哀伤，也怀著
敬意在这里悼念我们华中香港校
友会创会会长郑良生先生。郑会长
的一生，是一个热爱国家、热爱民
族、关心故土、敢为正义献身，怀
有大爱之心的知识份子自强奋斗
的一生。他是我们华中校友学习的
榜样，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郑会长出生在一个小康的家
庭，中学就读新加坡华侨中学。这
是一所有浓厚学习风气和爱国传
统的学校。在中学时期，他就是一
个有正义感、有歌舞才华、有领导
能力的学生。他积极地参加了为维
护华文教育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

的学生运动。如反对在校学生服兵
役的“五 • 一三”运动（编按：1954
年）、反对毒害青年身心的反“色
情文化”运动、搞“高、初中毕业班
叙别会”演出以及为筹建“南洋大
学”的义演等。因而赢得同学们的
尊敬。
中 学 毕 业 后 ，他 进 入 新 加
坡“南洋大学”。这是上世纪五十
年代，在东南亚唯一的华文大学。
所以这所大学也自然成为反殖和
维护华文教育的堡垒。正是华中的
奋斗精神，使良生和有正义感的南
大同学站到了这一歷史潮流前头，
成为争取“国家独立”的中坚力量，
成为社会的精英。
大学毕业后，良生到香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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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作为一家精密机械公司的经
理，他主持公司对中国的进出口贸
易。在这期间，他为中国的社会主
义工业化，帮助引进了国外的精密
机械设备，也为中国的机械出口，积
极设法开拓海外市场而作出贡献。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怀抱，
我们无不欢欣鼓舞。为了在新的
历史时期，能够继续为祖国做出贡
献，郑会长积极团结在香港的华中
同学，筹组华中（香港）校友会。在
1998年，在新加坡华中（香港）校友
会刚刚成立的第一届委员会上，被
推选为副会长，而在第二届（2001
年）至第七届（2019年）的委员会，
都被推选为会长。
在这19年间，他团结和领导

在香港华中校友，参与香港的爱国
社会活动，鼓励校友为祖国的改革
开放作出新的贡献。他利用各种机
会，倡议赞助各地校友互访联谊，
特别加强香港校友会与海内外各地
校友会的来往。他有意为中新两国
校友和人民之间的交往构建友谊的
桥梁，并对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
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譬如提
倡和积极推动组织“全球华中校友
嘉年华会”，使分别多年的校友有
机会欢聚，加深彼此感情。他鼓励
大家共同为母校的发展多做贡献。
在这19年期间，在郑会长的推
动下，共举办了七届“全球华中校友
嘉年华会”。基本上，郑会长都参与
了每一届“嘉年华会”的策划工作，
出钱出力。
其次，郑会长在2019年，还应
邀参与新加坡华中校友会、华中颐

年俱乐部，为筹办庆祝母校100周
年大庆的工作。而后，他又带领香
港代表团参加华中创校100周年庆
典，让香港华中校友有幸参加了这
一人生难忘的聚会，有机会表达校
友对母校栽培的感恩。
除此，郑会长事无大小，他都
照应周到。每一年的华中（香港）
校友会成立周年大会，他都会租借
宝桦台的会所或其户外烧烤场地，
举行会员大会，鼓励校友主动把煮
好的、拿手的东南亚美食，带来大
家分享。其夫人春姐也亲自準备了
大锅咖哩羊肉，以饗校友。这样一
年一次的聚会，让校友能够一解对
家乡美食的相思之苦。郑会长的有
心安排，至今我们深深回味。
郑会长平时对校友也很关心
爱护，只要他时间可以安排，都会
与有关委员去探望身体不适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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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治病校友。譬如他得知符致川校
友因病而不堪沉重医药费用的负
担时，他主动赞助，并鼓励校友互
爱互助等等。
总之，在郑会长主持华中（香
港）校友会工作期间，他不辞辛苦，
总和委员一道，凡事亲力亲为。他
善於团结华中校友、关心华中作为
东南亚华文教育重镇的发展、关心
中新两国人民胞波情谊的发展。他
所做的这许多工作，获得了各地校
友的赞赏，也为华中（香港）校友会
赢得良好的声誉。
他不愧是“南大”和“华中”
培养出来的好学生，也是我们敬仰
的好学长！
安息吧，郑会长，我们永远怀
念您！

诗三首

(Unsplash/Michele Purin)

华中（香港）校友会吴瑞光学长

风入松·落叶
秋风秋雨晚秋霜,
四野舞残黄。
韬光谁忆生机旺，
油油绿、一染千岗。
莫道青红难续，
色衰落落情长。

(Unsplash/Aakash Mally)

(Unsplash/Dorian Baumann)

鹧鸪天 ·
炉峰秋咏
一野秋声醒翠微，
炉峰天籁遏云低。
层林灼灼红黄染，
远水悠悠烟雾飞。

飘零不问向何方，
面对恶流狂。
雪凌冰葬初心在，
化春泥、沃野迎芳。
梦里山川灵秀，
茫茫鬱鬱苍苍。

在水一方
三迭韵

寒逼羁居又一春，孤帆远影卷帘人。
鹊桥何处苦寻梦，冷月凉衾也汗巾。

风激荡，
雨迷凄，
凭栏此日引秋思。
鹊桥有渡寻无处，
梦到长河霜冻时。

落尽桃红寒袭春，难為崔护惜花人。
千年一问还低首，梅雨知时识暖巾。
寒烟杏雨暮江春，寞寞酒家归路人。
有待山花阳煦昳，称觞不忘白纶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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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词三首

柯世利

【南州春色】随春老
随春老，柳依依。丁香开过，向暮雨淋漓。
忍看缤纷铺满地，又被子规啼。  
寂默披衾倚坐。多情牵系，相顾杳无期。
挹挹幽怀万绪。霜痕镜里，诗鬓凄迷。
陈事流年，留残心底。尝缅忆、娇燕香泥。  
欲扫荒园寻迹，修阻路依稀。
《钦定词谱》汪溪梅体

词林正韵／中华通韵

(Unsplash/SQ He)

【长相思慢】春游寄思
地籁喧幽，天时破暖，觅径云路相通。
春光绿野浩荡。鸠鸣林下，谷邃山空。
顾步从容。任登临万象，眇视鸿濛。
水影冲瀜。驭翩翻、柳岸熏风。
教飞絮牵萦。怅触良辰好景，散蜃消虹。  
千秋阆苑，琼岛芳洲，棹影游踪。
庭花落满。对窗前、言笑怡融。   
剩如今、留念心上，依然绻缱深衷。
《钦定词谱》柳永体

词林正韵／中华新韵
(Unsplash/Joshua Woroniecki)

【鹧鸪天】明月千里寄相思
月照苍茫院静宁，临窗形影顾伶仃。
浮沉前事嗟如梦，寥落离怀意未平。
人千里，夜三更。欲相遥问总无凭。
光中飞镜传心印，寄我音书慰远情。
《钦定词谱》晏几道体
(Unsplash/Javar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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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林正韵／中华通韵

他乡故事

 张珈玮 4P

有

一群人选择远离故土，去看
未见的天空，从脚下开始改
变命运的河道。于是，我们都有了
同一个名字——异乡人。
“当初我们为什么离开，后来
为什么又选择留下。”自从登上飞
机，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这个问题
就一直萦绕于我脑海。这一切，真
的值得吗？究竟什么样的终点，才
能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或
许对于留学生来说，人生就是一场
不停取舍和选择的比赛。
九月初到新加坡，一切对于我
来说都是陌生的，不熟悉中又透着
新鲜，让人欲罢不能。我在闲暇之
时走街串巷，打卡过各种网红店，
也为城市中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驻
足停留，不禁感慨这一热带岛国的
文化多元性。我像个孩童一样，对
一切不熟悉的事物都保留着最原
始的好奇。然而当新鲜感慢慢退
去，深夜时分，如浪潮般涌上心头

从前以为，头顶一片瓦，
便能抵挡他乡风雨。后来
才明白，乡愁原来是个无
穷解。

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是一
种隔阂，在不停地提醒着我，我是
一个外乡人。这种孤独有时像粘稠
的深色液体，慢慢地将我淹没，在
梦醒时分，我已然喘不过气；它有
时又像坚硬厚实的玻璃，透明但是
无情，我看得到另一头，可我却未
曾能够穿越这层障壁。
从前以为，头顶一片瓦，便能
抵挡他乡风雨。后来才明白，乡愁
原来是个无穷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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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拨通家人的电话，所
有的不如意，都变成了淡淡的一
句“我过得很好。”我们本不应该
这样的，对着我们至亲至爱的人面
不改色的说谎。可是也许正是因为
每个远走他乡的人，都背负着太多
的期望，所以我们不得不一边把
所有的哽咽藏在人迹罕至的角落，
藏起曾有过的心酸，把最好的一面
展示给我们在乎的人，一边安慰自
己，这只不过是善意的谎言罢了，
无伤大雅。
村上春树说，世界上存在着不
能流泪的悲伤，这种悲伤无法向人
解释，它永远一成不变，如无风夜
晚的雪花。那一个偷偷把眼泪咽
下去的夜晚，我觉得我成了不动声
色的大人。成长是漫长而痛苦的，
它也许会让你更加坚强，但也同时
剥夺了童年时的随性与天真。对
过去的留恋，是对未来的不确定。
一直认为成长是一个矛盾的过程，

因为心中有梦，所以暗里有光，遥遥无期，那又怎样，踮起脚尖，就更接近
阳光。这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不妨大胆一些，用破釜沉舟的勇
气和少年特有的傲气，拼尽所有去追一个梦。

像是亲手折断自己的翅膀，然后为
自己筑起高高的围墙，好让自己看
上去百毒不侵。但好在我们都有信
念，它像黑夜中的灯塔，让我们在
迷茫时找到方向，让每一步都走得
更加坚定。再长的夜也会有天亮的
时候，再远的路也终将到达，带着
信念的力量熬过这一阵，
下一站就
是黎明。
也许是为了自己的梦想，我们
总得放弃些什么对我们来说意义非
凡的东西，因此我们毅然选择背上
沉重的行囊，在人海中飘荡。从前
以为没有人会是一座孤岛，可结伴
同行的默契，却在筑起防备的瞬间
被打破。每一个离开家乡的人内心
都寄生着一种不可言说的孤独。陌
生的环境，不熟悉的人们，这些好
像都在考验我们是否仍坚定地握
着我们的梦想。
故事重播折叠，星星又落疲惫
的肩，呼啸地铁我看过蝴蝶。在早
班地铁上，总是能看到各种肤色却
同样行色匆匆的人们。同一节车厢
里，聚集了金发的欧洲人，黑头发
黑眼睛的华人以及皮肤黝黑的印

乡音改，何处来？我们
都随地壳流浪，时间会懂
得每一个他乡追梦人的倔
强。云无心写倦飞，风伴
暮霭盼晴朗，我把故乡穿
身上。

度人，这样的冲突令我着迷。我喜
欢这里，因为它够大够包容，如果
你才华横溢，你就可以功成名就，
如果你平凡但是却很努力，也能小
富即安。新加坡的多文化融合，为
在这里打拼的追梦人提供了更多
的机遇。
脚下不曾狂野，人生海海本似
冒险，拥挤楼宇偶然遇鲸跃。某个
傍晚，与三两好友相约，在滨海湾
游玩。当摩天轮达到最高点时，天
色已经暗下来了，抬头，不禁被眼前
的夜景所震撼。这是我最喜欢的角
落之一，繁华间施舍我片刻，让我看
到自己内心的最深处。世界太大了，
显得我们都太渺小了，微不足道的。
如果孤独是一种能量，会不会在某
一时刻同时共振，将灯火通明的城
市顿时四分五裂，从此陷入无尽深
渊。我们天真的以为当我们相拥着
寂寞，表面的热闹便能够驱散孤
独。可是这么多盏灯火，真的有两
盏之间会存在共鸣吗？我怀疑。
可是我想实现我的梦想，我想
继续走我的路，就算会觉得疲惫，
逆风跑也无所谓。因为心中有梦，
所以暗里有光，遥遥无期，那又怎
样，踮起脚尖，就更接近阳光。这
短短的一生，我们最终都会失去，
不妨大胆一些，用破釜沉舟的勇气
和少年特有的傲气，拼尽所有去追
一个梦。
千禧年后出生的我们，很多人
从小到大被教育的就只有三个字，
就是我要赢。于是焦虑成了每一个
异乡人的家常便饭。我们总以为这
就是通往幸福的最佳路径，但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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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或许是一生只能看见一次的沿
途风景。别走的太远就忘了，当时是
为什么出发；别跑得太快，就在无
数的岔路口迷失了自己。把自己交
给繁忙，得到的是踏实，却不是真
实。不要误入歧途，忘了梦想的方
向，信念的归处。
又是一年雨季，绵绵细雨，嘀
嘀嗒嗒地敲打在我的心沿，让我又
不禁回想起家乡的点滴。我想念家
乡慢慢变红的枫叶，我喜欢踩在落
叶上咔嚓咔嚓的响声；我想念家乡
的甜口的小吃，丝丝甜意总能慰藉
我的心灵；就连平日里惹人厌的冬
天如今都变得如此可爱，我渴望感
受四季的变化。从学校宿舍望着窗
外的云彩，家乡的他们，也在和我
凝视同一片晚霞吗？
乡音改，何处来？我们都随地
壳流浪，时间会懂得每一个他乡追
梦人的倔强。云无心写倦飞，风伴
暮霭盼晴朗，我把故乡穿身上。夜
半时梦醒，谁的理想，划过城市缝
隙，才拾起等团圆的日历，等着我
的，会是那一桌温热的年夜饭吗，
还是那久违的一个拥抱？
离开的理由，我们或许可以找
到很多。但留下来的理由，其实一
个就够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一个坚定的信念，也可能是一个只
属于自己的夜晚。而正是我们平凡
而又美好的梦想，支撑着我们一次
次穿越风浪，因为我们明白，我们
只是用短暂的离开，在换取更长久
的相聚。
这是我的故事，也是他们的故
事，这是属于每一个异乡人的故事 。

从
山
到
海
 许天歌 4P

改

革开放的热潮，终于在很多
年后跨过高山大海来到了湖
北那远离县城，被千沟万壑包裹着
的小山村里。但却是以这样一种无
情的方式。
为了早点完成学业去工作的
她，这年读完了中专，等待着被分
配个售货员或是生产线工人的工
作，靠着铁饭碗平平稳稳地生活。
山外的那些东西，其实也不是没想
过吧，但在山里拿着勉强维持生计
的工资度过余生好像是注定的事。
但那年，是1996年。毕业生分
配工作的制度在那年刚好被取消。
一切注定一切计划都忽地幻灭，那
是她第一次体会到挤满心头无法
释怀的迷茫和绝望。
报纸上、广播里，改革开放推
动经济特区发展、外资企业引进的
新闻也在铺天盖地灌进这个遥远
的村落。找不到前路的她，就这样
晕乎乎地和乡里人背着行李一起踏
上了从山到海的路。为了节省路费，
她乘大巴在土路上颠簸到县城，在
船上经历了漏水，在湖南坐上了一
个座位挤三四个人的绿皮火车，就

这样摇摇晃晃到了珠海。三天三夜
的时间里，她看着窗外的蛮荒山麓
变成了浪花翻卷的银沙滩，看着土
屋和田埂变成了整齐排开的高楼
与交汇通达的马路。还有那片只在
地理书里出现过的，筛洒着千万点
灯火与阳光的大海。
那已经是她做梦也没敢想过
的繁华了。
四处打听后，她去了人才招聘
市场，怀着忐忑递出自己的毕业证
书和第一份简历。也是这张毕业证
书，让她得到了一份她从未想过的
好工作。她进入了一家外资公司做
统计员。在那时，一份能拥有办公
室、不需要倒班的工作，让她激动
到话都说不出来。统计产量、成品、
考勤，也让她曾经学到的知识真正
发挥出了价值。那些昼夜运转的机
器，那些被一双双手创造出来的成
品，那混合着汽油味和嘎吱声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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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都让她沉醉。
她逐渐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城
市。她从没想过自己能有机会在国
家的支持下进入广州外语外贸大
学读完本科，她从没想过自己会在
海边靠在他的肩上和他一起看夕
阳缓缓沉入大海，海风轻轻撩起额
角的头发。她没想过能有机会来到
无锡，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工作。
她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好多
好多次感叹，要是没有改革开放，
她现在也许还在田间地头早出晚
归，或者在一个枯燥无味的工作上
重复着每一天，甚至连圆小时候的
梦去武汉玩的机会都没有。
所谓改革开放，并不是给她安
排好平稳的一生，而是给她机会换
一种更有挑战的方式写一段不一
样的故事。这四个字是在告诉她，
过了垭口，就是平原。走出大山，
就是大海。

(Unsplash/Sanni Sahil)

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华中国际学校 4 Principled何曦

苏

轼 于《 水 调 歌 头 》中 写
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
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借着一世
间的自然规律于银辉月夜下抒发
沉重的乡愁。水满则溢，月满则亏，
世间难以有人能够逃脱这一宿命。
它存在于自然，无奈于生活，痛苦
于生命。
纵观世间万象，历史长河，水
满则溢，月满则亏可谓是亘古不变
的道理。它是月亮美好的圆满，却
转瞬即逝；它是运动员披靡的巅
峰，却终坠神坛；它是王朝辉煌的
盛世，却终于百年。它是人们笑谈
的骄傲曾经，它是流传人间的时代
印记，它是难舍难分的别离。它无
孔不入地浸透着/影响着/操纵着历
史、现实与未来。
而这一道理背后的道理也不
难剖析。从经济学角度来说，企业
为了利益最大化，可以提高产出以

减少平均生产成本。开始时，伴随
着产出的提升，成本确实快速下
降。然而，它达到一定程度时，会触
底反弹。也就是说，不断提升的产
出反而会提高生产成本。经济学中
给出的解释是固定成本的增加，生
产效率的下降或是过多供应的困
扰。在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我们仿佛有一双无形的手，试图握
住生活中的点滴。时间长了，抑或
是机缘巧合下捡到了惊喜，手握之
物积累得也就多了。然而，手的大
小是有限的，出去外界的干扰，手
部的肌肉也不能保证时刻紧绷，总
有松懈的时候。于是，一次不经意
的松手，拥有的很快便会流逝，正
是顺应了这一自然规律。
既然避无可避，那人们便应从
容应对。人生漫漫，有些东西总会
失去，有些旅客总会离开。没有人
不害怕失去，没有人喜欢别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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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选择留个世界一个伟岸
的背影，也可以在新的领域从头来
过。正如丁宁轰轰烈烈的退役，亦
如露西亚哈里斯坦然满足的放弃。
与自然规律抗衡固然有值得称赞的
勇气与坚毅，可又何必落得满身狼
狈呢？挣扎于既定的现实是不可取
的，放手于无法改变的定局是智慧
的。以顺其自然的心态做最后的挽
留，以怡然自得的微笑放开那双紧
握的手，是一种幸福，一种解脱。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以此美好的祝愿作为《水调
歌头》的结尾。细腻如他，深谙水
满则溢，月满则亏的道理；豁达如
他。留下长长久久，千里婵娟的祝
愿。我们应享受当下的美好而不贪
恋一时的光芒，不惧完美的消逝。
生得自然，活得轻松。

舍与 得
 华中国际学校 4 Principled 张珈玮

在

这个嘈杂的世界里，永远不
缺贪婪的怪兽，最终落得一
无所有的下场；也总有看破红尘，
独享清闲的隐士被世俗的纷扰强
行灌输着别人的声音。因此，如何
遵从内心的想法，平衡自己的舍与
得，活出独一无二的人生，变得尤
为重要。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总被长
辈们劝着要相信些什么，不能放
荡不羁，没有信仰。长辈总以一个
高姿态，来教年轻人该做些什么。
网络上的鸡汤文也在一边推波助
澜：“年轻人要有野心，要在最好
的年纪努力奋斗，为世界的建设作
出贡献。否则，就会沦为社会的累
赘。”年轻人被这些看似正能量满

满的声音磨平了棱角，不停地去获
取、去得到，却不曾想过这真的是
我想要的吗？让我们舍去一些嘈
杂，静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少给
自己一些压力，多一些释放，去争
取自己想要的，或许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
也总有些人，被困在欲望的世
界，不得逃脱。他们只想获得更多
的物质、钱财、地位与名誉，却丢
失了自己的初心。你问他们这些能
给他们带来些什么，他们却哑口无
言。然而他们如果舍弃了一些自己
贪婪的欲望，还自己一片净土，或许
他们会发现生活中更多的乐趣以及
自我价值。
这时间外界的纷纷扰扰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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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内心的欲望缠身，都是常人无法
轻易逃脱的社会大环境。在这个疯
狂时代的巨大齿轮下，作为新生血
液，我们又该何去何从？有人说，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缺的是主见，
是自己内心的声音。我认为此言不
假。在迎合社会的同时，或许可以
在某个十字路口，偶尔的驻足，听
听自己的心跳，舍弃他人造成的负
担，舍弃一些无穷无尽的欲望，还
自己一片纯真，才是一条可取的生
存之道。
舍与得，这两条看似相离的道
路，却可以在某些时候相辅相成。
平衡内心的舍与得，才能以更平和
的心态，从容不迫的身姿，与这个
世界握手。

言语的温柔，是送给自己
和他人最美的礼物
 华中国际学校 IB1I 郑欣云

在

当今社会，言语越来越不被
重视。人们习惯了麻木的脱
口而出，而不在意表达的方式和内
容，言语的温柔，在快文化的今天
被一点点忽略、一点点消磨。你是
否常因他人的某一句话而苦恼很
久？你是否也曾在无意间一句话伤
了他人的心？
其实，言语的温柔，是送给自
己和他人最美的礼物！
粗俗的言语，会使交谈双方
都不舒服。一个人或许会对自己说
出的话随意，但一定会在意他人对
自己说的话，没有任何人的内心是
永远冰冷的。一个不尊敬的词汇
会大大打击听者的自尊心，一个粗
俗的字眼会使听者产生厌恶的情
绪，一种随便的表达会使听者被其
冷漠不关心的态度伤透了心。交流

是双方的，在交流中信息和情感同
时在传递。一个人即使说话时没什
么特别的情感，当信息的表达是粗
鲁恶劣时，也会引起对方的负面情
绪。而这种负面情绪也会相应地再
传给那个人。最后双方都会感到不
适、生气、伤心等情绪，负面影响
在不断蔓延，虽然开始时双方都没
有恶意。
温柔言语，可以增进双方感
情。和粗俗言语相对的，温柔的言
语可以使双方收获正面情绪，增进
对对方的好感。赵国的大将廉颇妒
忌被赵王器重的蔺相如，扬言要使
他难堪，而蔺相如却避免与之发生
冲突，用一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
仇”回应。这句话使廉颇瞬间消除
了对蔺相如的偏见，他负荆请罪，
最终与蔺相如成为刎颈之交。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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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九个字中，蔺相如表达了其宽容
谅解，廉颇也因此被感化。假若蔺
相如用激烈的言语回击廉颇，这两
个人必然关系越闹越僵，这对赵国
也是不利的。言语可以是一把刀，
刺痛人的心窝；但言语也可以是和
煦的风，抚慰负面情绪的涟漪，使
重回平静。
言语的温柔需要的更多是共
情的心思而不是刻意的技巧。伊朗
诗人尼扎米曾说过：“发自内心的
话，就能深入人心。”由此可见，要
想说出温柔的言语，心才是最重要
的。很多人为了追求言语温柔，专
门查找技巧，好通过言语温柔达到
某种目的。不知，虚伪本就使言语
不温柔。言语的温柔应该是表达
方式和表达内容上的共情，换位思
考，设身处地去思考他人的烦恼、
他人的需求，发自内心地为他人考
虑，以真诚、细心、投入去感染他
人。这样能使双方都舒服的言语，
才是真正的温柔的言语。
当然，言语的温柔不代表一味
的顺从。培根曾说过：“说话周到
比雄辩好，措词适当比恭维好。”，
由此可见，言语的温柔不是靠恭维
听从来实现的。当有不同意见时，
只要表达适当，不同意的话也不会
影响双方感情，反而可以使思想的
火花迸发，增进感情。这样的“反
对”，何尝不是一种温柔呢？
让我们努力，把最美的礼物送
给自己和他人——言语的温柔！

走过两个时代的人
 华中国际学校IB1R 陶乐妍

我

的外公出生于1945年，他有
一双好看的眼睛，他不经常
笑，话也不多，眼神总是忧郁的，但
每当他向我说起往日的时光时，那
双眼睛里总会放着光。
外公的家里并不富裕，所以他
十三岁开始就参加工作，他从一开
始的小学徒到后来可以独当一面
的建筑师，他用了十年。以前他常
常对我说，总感觉中国在和他一起
长大，最初的小心谨慎到现在成为
可以独当一面的大国，她真的经历
了很多，那时的我还小，只会懵懂
的点头，然后继续去看电视里播放
的动画片，电视机当然比这些老掉
牙的故事好看啊，我理所应当地想
着，外公也不会去反驳什么，只是
静静地看着我，然后眼神深邃地
看着远方。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
的发展也在日益强大，智能生活成
为了二十一世纪所提及最多的一
个词语。外公就是在这个时候才了
解到“手机”这个对他来说无比陌
生的东西，我们手把手的教他，告
诉他该怎么打电话，怎么发消息，
他也认真的学，每到这时我就会很
骄傲，因为他终于不再搬出他以前
老一套的思想来“教唆”我，而是
学会接受新鲜的事物，可每次看到
他那无所适从的手时，我的心中会
感到不安，他就像刚刚出生的小鹿
要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去适应这
个陌生的世界，每到这个时候我虽
然并不理解为什么外公会那么执
着于那个已经老旧，过时的时代，
但是心中不自主的失落感常常让
我感到奇怪。

“人生中最美的珍藏，还
是那些往日时光……”在听到
这首歌之前，那个过去的时代仿佛
离我很远。
“……但是只要想起往
日时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这时才真正理解歌词意思的我已
经坐上飞机来到了异国他乡，也才
明白一位老人在这个陌生时代里
的挣扎。
过去，告别即是永别。人们只
能呆在家中的那一小片地方，像坐
井观天的青蛙一样，但那时单纯的
人们从不觉得这就是人生的终点，
我外公也是其中一员，他爱读书，
爱艺术，却在1966年的那一场事故
中化为乌有，那年他二十一岁，就在
这时他遇见了我的外婆，那时单纯
的爱情都在一封封书信中，他们用
朴实的通讯方式吐露心声，用信件
抚慰每晚受伤的心灵，即便是在最
艰苦的时光里，外公的身边还是会
有一群有着同样理想的年轻人，他
总说自己是幸运的，就算那些朋友
们一个又一个的离开，但是每当他
谈起那个曾经浴火重生的时代的时
候眼里总是有光的，就像1976年的
太阳，他说他永远都记得那天，拨开
云雾的那天，这时我总喜欢看着他
的眼睛，终于不是暗淡无光，从他的
眼睛里我仿佛也能回到那天。等日子
终于平稳下来后，生活也慢慢的平
静下来了，时间总是过得很慢，阳光
把他们的影子拉的很长很长……我
不知道他是否也恐慌过，害怕没有
会记得那个陪他一起成长，一起新
生，一起创建所有人未来的时代。
人生很短，但每次和外公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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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时候日子就会变的很长。很
快我也要去远方追寻我的梦想了，
我向他们挥手告别，却在转身之际
猛的意识到，那个时代只能存在我
们的记忆中了，它随着我的离开和
外公年纪的增长渐渐的分崩离析，
在两个时代的争斗中终究还是我
们赢了，那时纯洁美好的爱情和友
谊在现在这个繁华的时代好像都
被高耸的大厦所掩盖，心中虽然失
落但我也明白这是不可避免的，毕
竟一个时代的崛起就象征这另一
个时代的陨落，想到这里我对外公
可以敞开心扉来接受一切的勇气
感到敬佩，他努力的适应不同的时
代的生活，想在其中寻找平衡点，
就算最后的结局是失败的。我不
敢想象，
下一个时代的世界会是怎
样，人们总会忘记我们，忘记我们
所做过的一切，我可能也会像外公
一样努力的去适应，去挣扎。但是
我相信，即使上一个时代消失了，我
们的身边还是会有他们所留下的痕
迹，那时我一定也会像外公一样，
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老歌，想着梦
一般的往日时光，最后再随着那个
曾经属于我们的时代慢慢逝去……
“如今我们变了模样，为了生
活天天奔忙，但是只要想起往日时
光，你的眼睛就会发亮……” ——
《往日时光》

From left to right: Jiang Zhiheng (20S7B), Tan Yi Kai (20S7D), Mr Ng Tong Cheong (Senior Consultant/ Education Technology),
Mr Chan Kwok Leong (Deputy Principal/ Studies and Executive Director, College), Yu Wenhao (20S7D), Tan Jiecong (20S7B)

Hwa Chong Students
Achieve Outstanding Results at the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ling
Challenge (IM2C) 2021

T

he purpose of the IM2C
is to promote the teaching
of mathematical modelling
and applications at all educational
levels for all students. It is based
on the firm belief that students
and teachers need to experience
the power of mathematics to help
better understand, analyze and
solve real world problems outside
of mathematics itself – and to do
so in realistic contexts.
This year, there were 27
countries or region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M2C and 51 teams
competed in the final international
round of judging after selection
at the national or regional level.
Each team was given a modelling
problem to respond to over five
days between 8 March and 21 May.
This year’s problem was
entitled: “Who is the Greatest?”.
Participants were tasked to develop
a model to select the greatest

athlete in an individual sport. A team
from Hwa Chong comprising Jiang
Zhiheng (20S7B), Tan Jiecong
(20S7B), Tan Yi Kai (20S7D), Yu
Wenhao (20S7D) clinched the top
award and was recognized as an
Outstanding Team.
Ultimately, the team only
views this competition as part of
an extended passionate pursuit of
mathematics. Yi Kai, on behalf of
the team, commented that, “We
strongly wish to continue applying
mathematical modelling concepts
and logic in the future, whether it
is for our future careers, or simply
to yield fresh insights about the
world around us. Ultimately, the
boundaries of Mathematics are
limitless, and we all intend to pursue
a math-related degree or career to
further our passions in the field.”
Through the course of the five
days, we were able to apply our skills
in math modelling to solve real-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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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which were definitely
based on more novel and complex
situations than those commonly
found in our examinations. We
ha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experiment with many different
methods and variables in order to
obtain the most logical result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Mr
Ng, our mentor, for guiding us
along every step of the way;
Bangye and other seniors for
sacrificing their time to train us for
the competition.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school management
and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especially our own teachers, for
provid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cultivating our skills and passion
for the subject.
Jiang Zhiheng (20S7B), Tan
Jiecong (20S7B), Tan Yi Kai
(20S7D), Yu Wenhao (20S7D)

晨
 华中国际学校 IB1P 陈姀

【一】

【二】

金鸦雾里藏，

清晨，灰暗的清晨，

天色，沉蓝的天色，

百鸟树中鸣。

流云奔腾在苍穹下，

月白蔓延在天空里，

旷野清风起，

苍穹下只有着灰暗。

天空里褪去着沉蓝。

霞光天际流，

晨风，轻灵的晨风，

远方，迷蒙的远方，

紫气远东升。

鸟声流转在树林间，

希望蕴藏在霞光中，

半蕴迷蒙间，

树林间满溢着轻灵。

霞光中消散着迷蒙。

巨大的金鸦，悄悄地，

广阔的天空，渐渐的，

露出了一点羽毛，

涂满了橘红色彩，

从沉蓝的天色里，

那光明洒满世界，

从迷蒙的远方中。

那希望填满眼底。

昏黄月白并。

晨辉盼草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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