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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沛妤（高一文商忠）张巧苑（高

二理忠）杨雨庭（高一文商平）报导 

为增添新年佳节的浓烈气氛，并贯彻

传承中华文化的理念，我校比照往年举办

挥春比赛。 

2月11日（星期四）为我校庚寅年挥
春比赛，近3千名师生于国字型大楼各楼
层围观，一睹在“天井”开笔仪式的风

采。兴华园红彤彤大小灯笼高高挂，顿时

满园春色，校园弥漫过年的文化气息。 

华乐团和中华武术团在这春浓意厚的

文化盛会里演奏助兴，掀开了开笔仪式的

序幕。在梁汉奎教练的指导与指挥下，华

乐团团员穿着红彤彤唐装，演奏节庆歌

乐，欢畅《财神到》《恭喜发财》《迎春

花》等曲目，鼓乐琴声恰似长长的丝绸般

回荡在众人耳际，为场面带来无比欢乐的

气氛。中华武术团也特别为是项盛会呈献

挥春比赛开笔仪式舞龙、武术表演。 

书法家集体开笔，右三起：吴亚鸿、夏

振基、郑校长、赖全合、叶宝心。 

武术、耍旗和舞龙表演，真个是祥龙飞舞喜欲狂。 

四位书法家现场挥毫 
挥春比赛开笔仪式紧接着演奏节目之后登场。我校邀

请到我国著名水墨画家，也是博雅艺术中心院长及我校书

画艺术顾问吴亚鸿先生、我校书法课及书法研习社指导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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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夏振基师、巴生休闲书艺术空间创办人赖全

合先生以及Art Makers艺术礼品创办人兼我校
美术老师叶宝心师主持开笔仪式及现场挥毫，分别题了

“一 片 天”、“扬 威”、“艺 起 过 年”及“虎 来 好

势”，皆有祝福及勉励全体师生之意。 

接着，书法家们在同学们的欢乐声及华乐悠扬的旋

律下集体挥毫。其中有吴亚鸿先生的“耕耘”，夏振基师刚劲有力的

“虎”字，赖全合先生题的“大日子”以及叶宝心师的“四季丰润，

连年有余”。整个红彤彤的校园在淡淡墨香的衬托下更是显得一片春意盎然，欣欣向荣。 

满校春色 
开笔仪式结束后，学生挥春比赛接着开始。上午8时40分，

同学纷纷到各自的比赛场地，包括班上、兴花园、小食堂、仁爱

广场、礼堂尽情挥毫。此刻的校园犹如春浓意厚的文化盛会，好

个“满园春色动人情”。 

兹公布挥春比赛特优奖名单： 

初一级：颜锦宏（初一廉）陈靖静（初一礼）贾雪晨（初一平） 

初二级：蔡子菱（初二义）黄可欣（初二和）林津萱（初二信） 

初三级：叶建勇（初三爱）王沁仪（初三忠）刘苡而（初三礼） 

高一级：周冰雪（高一文商仁）殷勤玮（高一文商忠）杨舒菀（高一理爱） 

高二级：曾婉盈（高二理孝）郑理恩（高二理忠）赖文艺（高二文商爱） 

高三级：萧润阳（高三理和）杨柔昉（高三理信）郑亦涵（高三文商礼） 

教职员、校友组：邝美玉师、何劲举、林明冠  

文接封面 

黄劲翰（高三理平）报导 

教师组挥春比赛提早在2月9日（星期
二）于墨艺轩进行。此活动别于往年，除

我校谙华文老师及不谙华文老师，亦公开

让校友参加。 

陈欣怡师：发扬中华文化 

我特别怀念学生时期挥春比赛的时光，

借此参加比赛感受新春气氛，并以自身之

力发扬中华文化。 

Ms Juliana Choo：对书法有兴趣 
我本身受英文教育长大，从没学过中

文。但我对书法有兴趣，想尝试学习。这次

比赛志在参与，不在得奖。 

黄煌城校友：希望校方广泛宣传此活动 

我感觉很亲切，特别有新春的新春气

息。我希望校方广泛宣传此活动，让更多校

友参与其中。  

同学们展示自己的挥春作品，兴华园顿时呈现片片绿叶红花。 

  华乐团现场演奏多首动听的节庆歌曲，为场面增色不少。 

先上报纸上热热身。 

班上同学围个大圈圈，耀眼的

红纸告诉我们春节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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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联会极力推动校园文化 
课外活动处供稿、侯沛妤（高一文商忠）采访 

我校高三毕联会为迎接庚寅年到来，将高三

级课室外走廊布置成红彤彤的“新春走廊”，在

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春意昂然，为即虎年增添年的

色彩和文化的内涵。 

“新春走廊”是我校历年来首次以主题走廊

方式进行的新春活动。2月3日（星期三）为是项
活动的开幕礼，我校董事钟如兰、校长郑瑞玉、

副校长黄秀玉、课外活动主任谢锡福、体育主任

苏爱云、教务主任许梅韵、毕联会负责老师张兴

钤师、王秀凤师、陈丽丽师、颜毓菁师、汤菁绿

师、黄德胜师及多位老师都受邀前来观礼，场面

热烈，师生同乐，洋溢浓浓春意。 

是项为期4天的“迎春走廊”活动以文化氛
围为主，除展示同学们的布置设计才华外，也展

示同学们的挥春、书法、剪纸等作品。毕联会也

安排各班同学于每天第二次休息节前来参加及观

赏各项活动如醒狮采青、财神爷拜年、大头佛贺

岁等。现场播放新年歌曲，桌上摆放一盒盒年饼

和糖果，并设有各种摊位，让同学们挥毫、剪纸

及猜灯谜等。 

  毕联会总负责老师林金花师

表示，高三毕联会由高三各班学

生组成，今年共有八班高三班

级，四班文商科、三班理科及一

班电机电子工程科，共计三百余

位应届毕业生。历年来按课外活

动处规定组成高三毕联会，统筹

高三同学各方面业务，如毕业

刊、叙别茶会、升学辅导讲座、

爱校献金、联谊活动及带领全校

学生进行社会关怀活动等。 

林金花师表示，“新春走廊”活动是今年的

创举，希望同学们藉此凝聚高三各班情谊，培养

办事能力，推动校园文化，以便展现扮演学长姐

的榜样。 

学生反应热烈 
此别开生面活动获师生们热烈反应，多位同

学参与灯谜比赛、书法挥毫，长长的走廊弥漫了

春来的朝气。来自初一廉的林已涛指出，新春走

廊富新年气氛，春节似提早来到人间了。林同学

表示很佩服挥毫的学长姐们。 

来自高一理信的陈蔚认为，高三的学长姐们

很有心思，为大家准备了这么好的活

动。陈同学说:“他们一定牺牲了很多
时间，才把走廊布置得这么漂亮！” 

筹备面临的难题皆能迎刃而解 
毕联会主席郑亦涵（高三文商

礼）透露，起初对于新春走廊没具体

的概念，加上经验不足，在筹备过程

中面对了不少问题，但在老师的体谅

郑瑞玉校长为虎脸（虎年）点睛，祝福高三同学像老虎一

样勇往直前，学好本领，考好成绩。  

 师生齐聚新春走廊，欢愉之情尽在脸上。 

毕联会主席郑亦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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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联会总负责老

师林金花 



HIN HUA MONTHLY         2010年 2月号    4 

邹智聪师报导 

一年一度的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授旗礼在2月10日
（星期三）于朝阳礼堂举行。我校董家教校友代表和全校

师生出席了这项庄敬肃穆的仪式。 

仪式中，总指挥颜振聪副董事长和工委会主席朱运铁

董事将深具象征意义的队旗授予狮队代表李岩哲（高三理

义）和陈琬莹（高三文商礼），象征兴华庚寅年醒狮贺岁

队伍出征了。 

今年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增添了20头新狮，因此授旗礼
之前先进行了新狮点睛仪式，赞助20头新狮的董事、校友
和社会人士都出席了点睛仪式。 

今年醒狮队共计9支队伍160名学生。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

主席朱运铁董事于授旗礼上致

词全文。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不

知不觉母校的新春采青活动已

经迈入了第25个年头。从1985
年母校成立醒狮团开始，出动

舞狮采青为学校筹款到今天，

我校醒狮团由一支只有4头狮
的狮队发展到现在，已经茁壮

成一支拥有超过20头狮的浩大
队伍。在那个维艰维辛的草创时

代，我何其有幸，能够躬逢其盛。

记得当时我还是个高中生，也和班上同学一齐加入采青工

作的队伍，参与并见证了母校醒狮采青活动的开创历史，

20 

全体点睛人点睛后合影，左八起为戴良业副董事长、李平福署理董事长、朱运铁董事、卢金峰副董事长、颜长生董

事、拿督陈尚成董事、拿督林钦耀董事、校友会主席颜建义、苏顺昌董事。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

主席朱运铁董事。 

颜振聪副董事长与朱运铁董事将狮队队旗授予

狮队代表。 

狮队成员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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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益良多 
郭双升（主席团） 

由于是第一次，因

此我们忽略了很多小细

节。老师的提点，让我

们获益良多。往后的日

子我们都会加油，最后

一年了，要好好去体

验！ 
 

盼来年延续 
萧资胤（毕联会合成股-

总务股） 

  我想我们不只打造

了个充满新春氛围的走

廊，而且还把新春文化

气息带给了大家，希望

来年可以传承下来。 

 

坦然面对挑战 
范凯仁（毕联会合成股-

总务股） 

  从这次的活动，我

学会了如何坦然面对挑

战，如何与人沟通，也

提高了自己的临时反应

能力。  
 

心情喜悦难形容 

黄胜祖（毕联会合成股–文书股） 

  筹备过程中，有矛盾

有协调；从制作时的心情

到开幕时的喜悦，一点一

滴非笔墨所能形容！  

  学长姐们一致表示筹

备过程并不顺利，新春走

廊能办成功，有赖于全体

老师、毕联会理事们、全

体高三生给予的协助及鼎力支持与配合。  

和指点下，大家一边筹备一边

学习，才让活动顺利进行。 

 “新春走廊是毕联会今年主办的第一项
活动，也是历年来的第一次，大家期望都很

高。为筹备活动，我们反复开会讨论、牺牲

了多次下课时间，只希望活动能圆满落

幕。”郑同学补充，“也希望能透过活动把

新年的气氛带给全校的师生们。”  

文接第3页 这些情景今天依然历历在目，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引以为

豪的一件事。 

这么多年来，看到母校校誉蒸蒸日上，学生人数与

日剧增，舞狮队伍一路壮大成长，小弟深感与有荣焉。

但小弟运铁从来没想到，今天能承蒙母校三机构同仁们

看重与厚爱，托以重担。小弟不才，忝为本届采青工委

会主席，深恐有负众望，唯有战战兢兢，与全体工委会

同仁上下齐心协力，全力以赴，誓必将本年度的采青任

务顺利完成，希望不负各位的委托。 

我校成立至今已经63年。在董事会、校友会、校长
和老师们的多年努力下，母校也从早期的“落第生收容

所”发展成全国最好的独中之一。学校的校舍也从国字

型大楼到今天宏伟实用的综合大楼以及富丽堂皇的教学

大楼。回首过去，我认为兴华已经创造了一个属于兴华

人的历史，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兴华精神, 这话怎么说

呢？ 

大家都知道我校现任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是我

校的创办人, 是当年的学生代表。杨董事长在求学时代

时积极的参与学校的各种活动, 是同学中的领袖人物。

在参与学校活动的时候与校方的互动，与师长们的互动, 

使他对学校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这种特殊的感情就

是我刚刚所提的兴华精神。大家想必也都知道我校前任

董事长已故丹斯里林玉静先生，他也是我校的校友；和

杨董事长一样，林先生在求学时代时也是积极的参与学

校的各种活动。他们对兴华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其实，过去每一届的醒狮采青工委会也是兴华精神

的另一种体现。从2003年到2005年的拿督黄景裕；2006
年到2008年的拿督陈尚城；2009年的徐赞强，他们都是
我校的校友。 

今年，小弟忝为本届的工委会主席主要是获得几个

好友的鼓励及支持。他们是颜建义、郭英杰、 朱进平和

徐赞强。他们不但只是精神上的支持，他们是行动上及

金钱上的支持，尤其是徐赞强校友。他说: 运铁，你来

当主席，我负责出一半的钱。这也是一种兴华精神的体

现，它发挥了同学们互助友爱、精诚团结的良好精神。 

我认为，我校的醒狮采青活动是最能代表，也是最

能培养这种特殊兴华精神的活动。我相信，如果当年创

校时期就有醒狮采青活动的话， TAN SRI他也一定会加
入。 

大家都知道，舞狮是一种结合武术、舞蹈、体育及

艺术的民俗活动，已经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 非常具有
华族文化的色彩。母校每年的新春采青活动，是一项最

具教育意义的活动，它即是一项推广优良文化的活动，

也是一项筹款活动；它是一项爱校运动，也是一项教育

活动。它不仅能代表及培养刚才我所提的兴华精神，它

也是最能实践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一种教育

活动。 

最后, 我想再次提醒领队和同学们注意以下事项：1. 
纪律；2. 礼仪；3.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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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欣艳、覃信意（高一文商仁）报导 

我校舍务处于2月9日及10日为
宿舍生举办为期两天的新春系列活

动，让宿舍生齐聚一堂感受农历新

年佳节气氛 。 

  总舍监黄

傲霜师表示，

身为华人，大

家应极力推广

中华文化。她

希望宿舍生紧

记万事都应以

和为贵，一切

都宜和谐解

决。 

新春前夕，宿

舍各楼层弥漫着一片“红”，此为

宿舍老师引导同学于活动前布置的

喜气洋洋景象。 

新春系列活动包括吊饰制作比

赛、新春歌唱比赛、参观各楼层、

点歌寄意、团员饭、Fun Fair游戏。 
是项活动皆为增添宿舍新年气

氛、培养学生凝聚力和创造力，也

为发扬中华文化。 

其中吊饰制作比赛，参赛者须

自备红包，参与讨论设计别出心裁

的吊饰。新春歌唱比赛也是一项获

学生热烈反应活动，参赛者借机展

示才华与歌喉，活动在师生高唱新

年曲目下结束。点歌寄意活动是由司

仪透过空中播放点歌曲目并念出祝福

语，处处皆可感受佳节温馨气息。 

舍务处也为全体住宿生举办团

圆餐聚，同学齐聚一堂，有说有

笑，画面温馨。活动在最后一项活

动Fun Fair游戏后画下句点。 

总舍监黄傲霜师 

来自印尼的丘丽佳（高一理信）： 

浓厚的新春气息 

每年新春活动都让我感受到浓厚的新春气息。

我最喜欢吊饰比赛，此活动能培养合作精神。 

 

来自中国的王姝娟（初二平）： 

想起了祖国 

  我想起了祖国，但很开心能感受到新年气氛，

希望能平安幸福渡过今年。 

 

来自韩国的金豫潾(语文班) ： 

感受大马佳节传统习俗 

我深深感受到马来西亚的佳节传统习俗。我

希望能告诉远方的亲朋戚友这里很有趣。 

 

印裔同胞佳娃仁（初一平）： 

感到很开心 

  虽不是华人，但参

加此活动感到很开心，

借此祝福大家身体健

康、快快乐乐。  

住宿生于新春歌曲比赛中载歌载舞。 

Fun Fair游戏让大家笑不拢

咀。 齐心协力期在吊饰制作比

赛中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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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荟嬑、黄巧贞（初二信）朱钰凌（初二和）报导 

 “咚、咚、咚、咚、锵⋯⋯”2月9日（星期二）
第二次休息节，校园传出阵阵震耳锣鼓声。我校醒狮团

4组队伍共20人到各处室向老师们拜个早年！笑声鼓声
笼罩着校园，到处洋溢着浓烈的新春气息！ 

两组醒狮队来到综合大楼三楼办公室、二楼图书馆

和四楼电脑教学中心向老师们舞狮贺年、送柑发红包，

为大家送上庚寅虎年的喜庆和祝福。老师嘴角不乏笑

容、拿起相机与狮头和财神爷拍照，场面热闹温馨。 

其中一组醒狮队伍浩浩荡荡从国字形大搂出发到课

外活动处、训导处、英文中心拜年，校园顿时变得人声

沸腾。 

另一组狮队从体育处出发，喜气的氛围一直蔓延至

贩卖处、休闲区、总务处。财神爷和敲锣击鼓队员紧跟

着醒狮，依序将柑和红包分发给老师们，预祝大家健

康、平安和幸福。  

老师桌上的现代科技产品与承传文化的舞狮技艺相辉映， 

呈现了人文与科技谐合的画面。 

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林爱心师  

  此活动由教职员联谊会和新春

醒狮采青贺岁队共同举办，已成为

兴华的传统。希望可让教职员们开心度虎

年，并增添办公室的新年气氛。  

吴佩芬师 

每年到这个时候，

我都会很享受。其中财

神爷最受我注目，让人

感受到浓浓的新年气

氛。相较下，前几年以

抽签方式派红包会带来

较多的惊喜。  

陈欣怡师  

  此活动可强化中华文化

意识，希望这美好的传统能

继续传承。今年我参与醒狮

采青领队，可与大家同甘共

苦为兴华筹款感觉开心。  

周德胜师 

  我从没体验过这种热闹气氛，

感觉十分新鲜。醒狮、财神爷和大

头娃娃逗得每一位老师都很开心。  

醒狮、财神爷、大头佛齐聚一堂与谢锡福师拜早年。 



HIN HUA MONTHLY         2010年 2月号    8 

首年（1986年）的新狮点睛活动，共有4头新狮 。右一为已故前

任董事长丹斯里林玉静；右三为现任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博士。 

０ 

1987年我校共派出10队狮队于

新年期间向各界拜年。图为大

众传播学会出版组会员在赶制

狮队旗帜。 

杨凯韵（高一理爱）陈蕴凌（高二理忠）报导 

兴华醒狮队迈入第25个年头了！虽然近
年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采取精兵减阵的策

略，醒狮队员们的表现还是一样精彩，他们

从大年初一开始一直忙碌采青贺岁至元宵节

方止。 

这期间，董事、校友、行政人员、教职

员、领队们、醒狮队员和志愿工作人员等都

倾全力参与采青贺岁工作，充分展现了互助

友爱的“兴华精神”。 

对那些没有参与出队的同学来说，醒狮

队可能是神秘的：他们如何苦练功夫？他们

出队时的实况是如何的？大头佛、财神爷是

何风采？负责老师和队员们的感触是什

么？现在就让我们借25周年庆揭开新春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神秘面纱吧！  

陈仁才校友：1985年10

月11日，“兴华校友会

醒狮团”和“兴华中学

醒狮团”联合成立，一

切经费由校友会负责，

队员由母校派学生组

成。醒狮团的成立，也

成了当时各大报章的主

要地方新闻。图为甫成

立的醒狮团于夜间练

习。 

 1 9 8 8年，

“大头佛”和

“财神爷”加

入醒狮团，成

了醒狮团的组

成部份 。 
右图为1988年新春期间醒狮出队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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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韵（高一理爱）/  

醒狮采青队队员 

醒狮策划小组狮队负责人 李荣兴师 

“纪律排第一！”李荣兴师指出，

社会人士非常肯定我校醒狮队员的纪

律表现，因此兴华舞狮队必须继续保

持这个强点。 

除了纪律，技术也是训练的重点。

每一年，狮队透过5个训练阶段把青涩的新手栽培
成醒狮能手。在5个训练阶段中的第一和第四阶阶
段，萧斐弘师徒还亲莅指导。 

“我们也没忽略学生的课业。”李老师除了在

训练过程中密切留意学生的课业表现外，每年醒

狮采青贺岁活动结束后，他都会和教务处配合，

安排该年参与出队的队员参加补课。 

李岩哲（高三理义）/ 醒狮采青队队长 

 “礼貌和态度胜于技术！”李岩哲
认为，醒狮队在采青贺岁过程中，一定

要以礼待人，时时紧

记“维护校誉”。 

  李同学透露，中

一那年，看到醒狮队

表演，觉得很有趣，

就加入了醒狮队。 

  “刚开始时，无

论舞狮技术或击鼓什

么的，都学不好，只

能 做 拉 鼓 车 的 工

作！”李同学现在当

上了队长，靠的都是

“坚持”这两个字，

让他在醒狮队走出春天。 
叶惠（高三文商智）/ 醒狮采青队队员 

“很庆幸自己参加了醒狮采青

队，让自己的中学生活增添色彩！”

叶惠指出，当初加入醒狮队，是因为

想体会表演舞狮的滋味，以及借此瞭

解中华文化。 

“采青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有传统文化习俗

的意涵在内。”叶同学说，透过醒狮活动让自己

深刻体会了传统文化的韵味与内涵。 

身兼多个职位的叶同学也透露要兼顾学业与课

外活动，就必须把心态调整好，且要善用时间。 

“善用下课时间，就能完成不少琐杂事务，而

大部分同学却在下课时无所事事，浪费了宝贵时

间。”  

黄卓一（高二理忠）/  

醒狮采青队队员 

“希望在中学生涯能为学校贡

献一份力量！”黄卓一受访时

指出，他是今年才加入醒狮采

青队的，原因是想用最后两年

来为学校服务。 

他感觉参加醒狮队有一股难以言喻的乐趣，

“没参加过就等于没体会过这一股滋味，这是很

特别的新体验。” 

黄同学在校内也是一名课业尖子，他坦承参加

醒狮队一定要有毅力去克服“累”。 

参加醒狮采青活动如何不影响学业？他建议：

功课尽早完成，并且善用零碎的时间。这样既可

为学校献出一份力，也可获得不同的生活体验。 

“狮队虽要冒风雨，不过年轻就是要不畏风雨嘛！”每每醒狮外出采青时，

你就可以感受到她认真的一面。 

文质彬彬的凯韵是位允文允武的活跃学生，在年初刚放榜的初中统考和

PMR，她共拿了16个A。她表示，如能妥善安排时间，醒狮活动和课业是可以兼
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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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第8页兴华狮队历史照片一览 

每年农

历新年

将近，

由同学

们志愿

报名组

成的招

青工作

队伍会

在行动

室协助

醒狮队

“招青”。一些志愿工作人员也会随队出

发，协助采青行政工作。  

每年8月
开始至

次年农

历新年

之前，

醒狮队

员们会

在校园

各角落

辛勤苦练，为新一年度的采青舞狮做好准备。

这期间，李荣兴师会在纪律、安全、礼仪各方

面给予指导；而萧斐弘师傅则是醒狮队的技术

顾问。这期间，也是兴华左邻右舍们最“痛

苦”的日子，校方对此深感歉意，并感谢他们

多年来的包容。  

每年农历新年前夕，学校会举行庄重肃穆的

醒狮点睛和授旗礼。  

从大年初

一 到 十

五，每天

清晨 7时
左右就准

备 出 发

了！队员

们个个精

神奕奕准

备迎接新

一天的采

青舞狮。领队、工作人员、正副队长和队员们往往都会

在出发前来张大合照。  

图为1989年1月22日及23日第二届班际醒狮观摩赛一景，

23日当天也是12头新狮点睛的好日子。首届班际舞狮观摩

赛于1987年11月9日及10日举行，共计28支队伍参赛。 

招青工作是醒狮筹款运动的先头部队。在狮队出发向各界

采青贺岁之前，客户的订单主要靠董事、校友、全体师生

沿家挨户的去招青争取来的；另在醒狮出队期间，领队、

队员、工作人员也负起了招青的任务。图为1990年1月17

日的招青仪式。（学生所站之处为今篮球场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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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队

马不停

蹄地赶

往预定

的热心

支持者

住所采

青 舞

狮，如

果中间

有 空

挡，队 员 们 还 会 善 用 时 间 临 时 招 青。 
狮队不畏烈日不怕暴雨，他们充满朝气充满热力！  

你看，它那精湛

的采青技艺！醒

狮队专业的精神，严

谨的纪律深获热心支

持者们赞赏。采青过

程中，队长和两位身

负“带狮”重任的队

员会先和主人家沟

通，了解表演场地、

主人家习俗和忌讳

等。采青过程中狮队

也会秀一秀精彩的破

关 技 艺，不

过一切都以“安全”为最高守则。  

 为推广狮艺，于

1986年成立了“醒

狮采青策划小组”

推动狮团事务。除

了组织班级醒狮

队，全校学生在每

周五和六的早操节

时，由体育老师教

导舞狮基本动作。

图为当年学生在做

早操。 

1 

2 

3 

1990年我校发动了“狮头制作设计比赛”，比赛共分三组：中国狮、本地狮和兴华狮。从扎架、贴纸、晾干（图1：用

竹篾扎起一个狮子头的轮廓，再来将纸糊于骨架上，完成后晾干）到彩绘（图2：先涂色，再上金光漆）、贴装饰，最

后就是一头头充满创意的狮头成品了（图3：同学们的心血结晶）。 

图为1990年1月13日举行

的50头新狮点睛仪式暨

迎春同乐会。50头自制

的狮头在响彻云霄的鼓

声下，同时起舞，

声势浩大，盛况空

前。在宣誓、授旗

礼上，由450人组

成的25支狮队，信

誓旦旦，为学校献

出一份力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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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的新年，天蒙蒙亮，狮队已到北区大巴刹（现已拆迁）

准备就绪。 

庆功宴是庆贺、表彰所有参与醒狮采青活动期间

的无私奉献者，也为在这段时间的辛勤所取得的

丰收成果庆功祝捷。图为1990年露天庆功宴排

场。 

大佛头经常是狮队的焦点人物，温文和

善、动感十足的他是小朋友的最爱。  

形象良好，严守纪律的兴华醒狮队员，总

是散发出无穷的热力，每一滴汗水的背

后，都是华教精神的体现。  

财神爷，最讨主人家开心了！不单小朋

友，男女老少都特别喜爱他，很多人抢着

和他合照呢。  

文接上页 接上页 

1988年的新年，两头五彩缤纷的醒狮于住家前起舞采青。 

于主人家前设梅花椿表演。 

醒狮采青贺岁行动中心掌理一切出队期间的事务。下图为董事、校友、

家长义不容辞地填上带队的日期。李景通董事（写白板者[右下图]）曾

动过心脏绕道手术,今年已70的他，仍然风雨不改，为学校尽心尽力。他

常挂在咀边的一句话：只要学校需要我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