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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暐雯（高一理忠）报导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
会主席拿督陈尚成博
士，以母亲名义，捐献5
万令吉予学校。

2月19 日（星期六），九队醒
狮采青贺岁队员聚集在朝阳礼堂，
出席辛卯年的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庆
功宴。出席者还包括醒狮采青贺岁
工委会主席拿督陈尚成博士、署理
董事长李平福、副董事长颜振聪、
卢金峰、董事苏顺昌、尤瑞泉、家
协理事苏金陵、校友会主席颜建义

以及校长郑瑞玉等。
拿督陈尚成博士在致词时指出，近年来，巴生四独中新
生数目不断爆满，许多的新生都是因为成绩不优越而无法进
入独中就读，一些则因为国、英文科的成绩达不到标准而必
须放弃升学。他们很容易就会误入歧途，促使各种社会问题
频频出现。他建议说，若各独中的董事部能考虑开办分校，
让那些无法进入独中就读的学生也能成为独中的一分子，那
将会是一件令大家欢喜的好事。独中生这几年来的优异表
现，大家都有目共睹。
此外，他提到，今年的醒狮队伍仅筹到51万8千令吉，
无法达到所订60万令吉的目标，主要的原因是新年的气氛渐
渐比以往逊色了，并没以往那般的热闹，或多或少影响了采
青的成绩。最后，拿督陈尚成在宴上宣布，他以母亲的名
义，捐献5万令吉予学校，使筹款数额增至56万8千令吉。

今年是拿督陈尚成博士第4次出任工
委 会 主 席 重 职（2006、2007、2008、
2011），其奉献与承担对年青校友起了
示范作用，深获大家的赞许。
庆功宴上，参与表演的团体有华乐
团、管乐团、舞蹈社、相声社以及合唱
团。华乐团演奏了《金蛇狂舞》《欢腾
的日子》等乐曲，一首接一首的乐曲让
人陶醉其中。舞蹈社则为现场观众呈现
名为《好日子》和《热情的红太阳》的
舞蹈表演，这带有点传统味道及充满热
情 的 舞 曲 真 是 让 人 欢 欣 鼓 舞。邓 世 轩
（高一理爱）及谢一为（高二理信）为
大 家 呈 献 相 声 表 演，题 为《笑 的 探
讨》，另 外 邓 世 轩 也 呈 献 了 一 段 贯 口
《莽 撞 人》； 合 唱 团 演 唱 了《福 气》
《天天好天》等歌曲。现场的气氛即刻
变得热闹，大家都与合唱团一起歌唱、
欢舞。管乐团也演奏了几首动人的乐曲
《北国之春》《You Raise Me Up》。
最后电话招青组的同学为大家献唱
了一首歌——《新年童趣》，并祝愿大
家天天好天、吉祥康泰、步步高升，为
庆功宴画上休止符。

各队获奖队伍与工委会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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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围在国字型各楼层内走廊观看表演。

黎颖祯（高二理爱）彭荟意（初三信）朱钰凌（初三和）报导

春意悄悄地来到了兴华，悬挂有序的红灯笼把兴华园染得红彤彤的，让兴华
人都沉醉于这浓厚的新春气息中……农历新年，是华人的传统节日，而挥春比赛更
是我校历年不断传承及延续的传统活动。
挥春比赛
1月29日（星期六）上午7时45分，全体同学陆陆续续集合在国字型大楼内走
廊，兴花园顿时人声沸腾。闹哄哄的声音，红彤彤的校园布臵，使校园尽显新春的
热闹气氛。挥春开笔仪式书法家及嘉宾在同学们热烈的掌声中入场。
2011年辛卯年挥春比赛开笔仪式就在华乐团的演奏下掀开序幕。华乐团为增
添新春的浓厚气息，演奏生气勃勃的几首曲目《太阳出来喜洋洋》《金蛇狂舞》
等。舞蹈社呈现了一支动人的新春舞蹈——《好日子》为这场文化盛宴助兴，寓意
着新年的到来对华人同胞象征的大好日子。
接着，我校书画艺术顾问吴亚鸿先生，书法老师夏振基师及叶宝心师陆续开
笔挥毫。各位书法家及嘉宾的一挥一毫都表现出了书法之美，围观走廊上的同学看
了不禁赞叹。开笔仪式在华乐团演奏《财神到》之际，圆满地结束。同时，全体同
学到指定的地点尽情的挥毫。整个校园不但弥漫了淡淡的墨香，更被挥春的红纸，
染成一片布满文化气息及新春气氛的红海。挥春比赛于上午9时40分在欢乐的气氛
下圆满结束。
新春醒狮采青队伍授旗礼
上午10时40分，同学们再次集合在国字型各楼层，一睹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
伍首次在兴华园进行授旗礼。醒狮采青队员们精神奕奕、气势蓬勃地集合在兴华园
准备就绪，同学们如雷的掌声为此授旗礼掀开序幕。
为了发扬中华文化、为筹措学校的经费，我校新春醒狮采青贺岁活动坚持了
26个年头。这项活动更包含了爱校精神、团结等教育精神，深获三机构、家长及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郑瑞玉校长、马季勋师

编辑:刘美娥师、卢美静师、林敏萍师

摄影:摄影学会、资讯室、谢锡福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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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挥春开笔仪式嘉宾与董事、
老师们合影。
右图下：高中同学于朝阳礼堂挥
毫。图为同学们秀出得意的作品。

上图：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首次于
兴华园举行。

文转下页

右图：九头醒狮于农历新年前先向师生
们拜个早年。图为动作敏捷的醒狮与工
委会成员合影。

华教人士的支持。
首先是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主
席拿督陈尚成博士致词。他表示，各
位醒狮队员为学校所作出的贡献及付
出是值得且有意义的，并在此勉励各位同学给予狮
队队员最大的鼓励与支持。此外，他引用了郑瑞玉
校长的一句话——钱用在有用的地方，是一种幸
福。他说，狮队队员把时间用在有用的地方也是一
种幸福。他也表示，非常感激那些开创兴华的所有
人，让他有这个机会当上工委会主席，让他从中学
习到不少。他更希望辛卯年醒狮筹款活动可以突破
60万。
他认为，醒狮采青贺岁活动除了可以舞出吉
祥，带出新年气氛，再来就是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他呼吁全体师生，把这项慈善的信息发扬出
去，发扬中华文化的精神，并达致目标。陈尚成博
士在致辞时不忘贴心地提醒队员们在出队期间要注
意个人的安全，遵守纪律，好好展现狮队的平台，
以获得更多各界人士的支持。最后，他预祝全体师
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紧接着的活动是狮队代表刘瑞泰（高三文商
廉）及邓素琪（高三理仁）带领全体醒狮采青贺
岁队员在总指挥颜振聪副董事长及工委会主席拿
督陈尚成博士的见证下进行宣誓，此时的场面由
热闹变成了严肃。深具意义的授旗礼象征着醒狮
采青贺岁队员已准备就绪出征了。接着，就是同
学们最期待的醒狮表演。醒狮采青队员这几个月
的艰辛苦练都可从他们熟练地舞艺中看出，精湛
的舞艺也让同学们目不转睛。这场表演现有八头
金狮作为开路先锋而最后则以加入一头白狮，把
全场的气氛带入当天的最高潮！以往都是在朝阳
堂进行授旗礼及醒狮表演，今年改成了兴华园不
但能更清楚地看到狮队队员的表演，更能深刻的
感受到他们的无私奉献与付出，努力地营造一个
喜气洋洋的新春佳节气氛。
授旗礼在浓厚的欢乐气氛中画上了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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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在夜幕低垂中散发。

陈美蒨（初三平）洪咏仪（初三信）陈洁滢（初二廉）报导

“萝卜年”“活泼年”欢天喜地庆团圆是宿舍为期两
天的新春活动主题。“萝卜年”指的是兔年，“活泼年”则
是活泼的学生。1月27日（星期四）5时正，总舍监郑友师
及副总舍监陈智能师，在朝阳堂一起鸣锣开幕。
首先是醒狮贺岁，在场的同学都被醒狮及大头佛闹得
不亦乐乎。约30分钟后，同学们便移步到食堂与房友们共
进晚餐，仿佛正与家人吃着团圆饭，进餐时还常常传出笑
声。
晚餐后，同学回到7楼的活动中心许愿。大家专心的
写下愿望，并挂在绳子上，期待着愿望的实现。而后是对
联比赛的环节，此活动的目的是发扬华人的传统文化，提
升外籍生学习华文的风气及加深对对联的了解。宿舍生们
都很积极尝试解读所挂着的对联，场面热烘烘的，热闹极
了。一会儿，大家熟悉的财神爷出现了，同学们都围着财
神爷拿糖果。到了晚上9时30分，一首首新年歌通过播放
器散播到宿舍各角落，同学们所写的祝福也一一被念出。
45分钟后，同学们便关灯休息了。

为了营造春节热闹的气氛，促进住校生
的合作精神和培养住校生的认同感与向心
力，宿舍自治会举办了走廊布臵比赛。1月
28日（星期五）晚上8时，男女宿舍生便趁
这一年一度的机会，到彼此的“地盘”参观
布臵。这项比赛强调必须使用环保物品来布
臵。不管是房门上还是走廊，四处都挂满了
红彤彤的春联和同学们的杰作，空气中弥漫
着浓厚的新春气息。
约莫1小时后，大多数的宿舍生便到活
动中心享用年饼。宿舍生有的边吃边聊天，
有的边吃边看对联。这一刻，所有人的嘴角
都是上扬的，仿佛在庆祝新年。又到了点歌
寄语的时刻，宿舍生各自回到宿舍与房友们
畅谈。年歌的播放，寄语的念出，伴着同学
们开心的心情，随空飘扬。
春意浓厚的新春活动，让宿舍生对宿舍
更有归属感，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为新的一
年期许和努力。

文接下页

发给老师们，校园里人声沸腾，喜庆的气氛弥漫
校园。

很开心
卢美静师

我觉得很开心，既能拿到
财神爷的红包，又能近距离接
触醒狮，更增加了新春的愉快
气氛。在此恭祝全体师生新年
快乐、“兔”起扬眉。

了解兴华醒狮特色
陈颖毅师

在这个下课，我瞬间感染到了新年的气氛。

从中，也让我了解兴华醒狮的特
色。
希望在这兔年里，每个人都
可以很和谐地度过每一天。

时间长一些更好
Ms.Joanah

今天，是我在兴华第一次看
到 这 样 的 场 面。醒 狮 队 做 得 很
好，只是太快了。我建议下一次
时间可以长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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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锦雯（初三信）报导

2 月 7 日 至 10 日，我
校图书馆与商务印书
馆（马）有限公司在
仁爱广场举办了为期
5 天 的“春 节 书
展”。开放时间是早
上8时至下午5时。是项于农历新年期间举行的书
展是我校的例常活动，用意是除了可以让同学们
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书籍外，另一方面，因老
师带狮队出外采青而无法到校授课的班级，行政
上则安排该班级参观书展或欣赏电影。

带来方便
黄晓桦（高一文商平）

我觉得这场书展不但带给大家方便，且让我
们可以藉着这个机会看更多的书，增进知识。我
认为阅读不但可提高自身的语文能力，并可提升
写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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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更多的书
陈颖嫣（高二文商忠）

很高兴学校举办书展。透过书展，我可以看到更
多我从没看过的书籍，也可让其他同学买到对他们有
益的书。从小，我对阅读就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在
买一本书之前，我一定会考量这本书是否适合我和值
不值得阅读。阅读不但使我见识广博，且让我了解与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人事物。

轻易取得好书
马季勋师

商务印书馆又再次来到我校校园举办书展。书展
里全都是精选的书籍，这方便了全体师生，可以更轻
易地取得好书，不必亲自去逛书局。此外，我们也可
以将金钱用在购买书籍，才不至于将金钱花在不适当
的地方。本次的书展所含书籍的种类包罗万象，其书
籍都适于全体学生，不过一些较专业的书籍，适于教
职员用于扩大视野，从而提升自我。

办公室里锣鼓喧天。

林津萱（初三信）报导，李欣薇、李敏（初三义）采访

1月28日（星期五）第二次休息节，校园里传
出阵阵响亮的锣鼓声。我校醒狮团组队伍到各个
办公部门向老师拜早年。响彻云霄的鼓声与老师
们愉快地笑声笼罩着整个校园，到处都洋溢着新
春的气息。这是教职员联谊会每年都会举办的春
节活动。
两组醒狮队到综合大楼三楼办公室、二楼图
书馆和四楼电脑教学中心去舞狮贺年、送柑派红
包，老师们个个眉开眼笑，欢心地接受醒狮队捎

来的祝福和喜庆的热闹气氛。
一组醒狮队则从国字型大楼出发到课外活动
处、二楼教师办公室、训导处、英语教学中心去拜
年。途中老师们、同学们嘴角都泛起欢乐的笑容，
也有老师拿起相机拍下醒狮、财神爷和大头佛，场
面温馨热闹。
另一组狮队浩浩荡荡地从体育处出发，依序地
向贩卖处、总务处和大小餐厅等处拜年。财神爷和
敲锣击鼓的队员紧跟着醒狮，沿途也将柑和红包分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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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导处供稿

学校德育工作是一个系统性教育，结合目前“学生
十大守则”“一日行为规范”“习惯养成教育”等措
施，从学校实际情况和学生特点出发的原则，把德育工
作的阶段性和全程性结合起来，由低到高循序渐进，实
行各年级全程系列教育。各级重点如下：初一级：礼
仪、初二级：诚信、初三级：立志、高一级：奋发、高
二级：责任、高三级：感恩。
在德育教育实施过程中，通过老师在疏导、激励、
示范、实践中全面提高德育的实效性，让学生在学习生
活中不断提高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能力，并强调在德育
活动中发展和提高学生的道德判断能力；提高思想认
知，培养学生诚实守信，自尊自强，勤劳勇敢；开拓进
取的个性品格，落实思想道德教育，共同构筑寓德于
教、全员育人的新格局。

初一级德育重点：礼仪
所谓“礼”，是以得当的态度和行为来表示对他人
的尊敬，是内心的尊重外化于型表。
礼仪的功能很多，从个人修养的角度来看，它可以
说是一个人内在修养和素质的外在表现；礼仪得体有助
促进人际的改善与和谐社会的塑造。

因此学校将从举办新生始业辅导，养成教
育常规要求，举行主题班会谈礼仪，“集会礼
仪从我做起”级联论坛等系列教育活动来提升
学生有关礼仪的素养。
自古以来，有许多礼仪的典故流传，不外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学礼，无以立”。以
下例举一个有关礼仪的典故与大家分享：

孔融让梨
孔融是东汉末年著
名的文学家，建安七子之
一。孔融四岁的时候，常
常 和 哥 哥 一 块 吃 梨。每
次，孔融总是拿一个最小
的梨子。有一次，爸爸看
见了，问道：“你为什么总是拿小的而不拿大
的呢？”孔融说：“我是弟弟，年龄最小，应
该吃小的，大的还是让给哥哥吃吧！”
孔融小小年纪就懂得兄弟姐妹相互礼让、
相互帮助、团结友爱的道理，使全家人都感到
惊喜。从此，孔融让梨的故事也就流传千载，
成为团结友爱的典范。

舞完狮后，全体队员齐声祝贺客户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与校长来张合照，再欢欢喜喜出队去。

累了，先歇
一歇。

2011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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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小步
除了不开冷气之外，听说高三
宿舍生也在楼层推行自备餐具之环
保行动，为何他们会特别响应环保
呢？是受老师或同学们的影响？
凯铭回应环保课题从小就耳熟
能详，加上从报纸、电视或网络新
闻看到越来越多的环境灾难发生，
其实大家心里总觉得自己有责任尽
一份力，所以当我们这一级的环保
先锋分子登高一呼，大家就自然而
然动起来了。
国融认为：“我们生活在同一
个环境系统里，绝对是互相影响的。去年我们
的教室在最高楼层，要坚持不开冷气也没办法
做到，因为楼下教室冷气一开，导致热气上
升，走廊高围墙缩小空气对流空间，我们就不
得不开冷气，形成恶性循环。当时我们能做
的，最多只能把温度调高，以便节省一些电量
而已。如今，我们不开冷气，减少热气排放，
相信一定能帮助到较高楼层的班级可以晚一点
才开冷气。所以，环保其实很简单，每一个人
的一小步，就是环保的一大步。”此时，荣烽
灵光一闪说，如果找一天大家一起都不要开冷
气，是否能把我们校园的温度降下来呢？与会
者共同觉得可以不妨一试。

受访的五位同学。左起: 陈凯铭（高三文商爱）、张素怡（高
三文商礼）、颜国融（高三理孝）、莫荣烽（高三文商廉）、
黄佩怡（高三理仁）。

对于在环保课题的宣导上，被问及校方还可以用
什么方式进行比较有效时，与会者都认为可能直接让
同学上台宣导比较有效，因为如果由行政老师报告，
还是有相当多的同学误会认为学校只是为了要省水电
费而已，不但不给予配合，甚至还故意浪费，这是很
遗憾的。如果学校有此需求，高三毕联会当仁不让，
愿意全力支援。

没有人能让世界一下子完全改观，
但每个人每一天都能让世界变得
好一些。
左图：队员们高兴地拿着礼物来
张大合照。

下图：财神
爷、大头
佛、醒狮与
客户来张大
团圆。

上图：掌握了舞狮基
本功，拍起照来也不
一般了。
左图：再苦的练习也
撑过来了。现已成了
美好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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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狭小的兴华校园，高楼不
得不耸立，耸立的高楼也不得不
铁壁铜墙，在铁壁铜墙里活动的
人更不得不仰赖冷气驱走炽热。
大家都说现在的年轻人都是
在冷气房长大的，教他要环保不
吹冷气，简直比要了他的命还痛
苦。
因参与校内周六环保活动，
发现我校各班同学对环保回收表
现主动积极，实属难得，正在赞
叹 之 际，颜 妏 倩 师 告 知 除 此 之
外，高三班级已实施不开冷气的
环保行动，“真的假的？怎么可
能？”我脱口而出。后经毕联会
总负责老师林金花师证实，高三
同学的确自动自发呼吁 不开冷
气，并将之付诸行动。
一切从体谅开始
“其实说实话，响应环保减
碳还不是促使我们不要开冷气的
最大动力，一切倒是因为体谅坐

2011年 2月号

在冷气口底下的同
学开始。”佩怡接
着说：“这些同学
除了上课饱受冷风
吹之外，为了抵御
冷气，又须另携带
寒衣来校，在高三
级已超重的书包
中，它的体积更是
一大累赘。”
就因为这一份
同学爱，高三同学
很快地达到共识，
响应不开冷气的呼
吁。
反而更有精神
天气这么热，
教室里人那么多，
不开冷气，真的不
会影响上课情绪

同学们将瓶瓶罐罐踩扁，减小体积，方便收回。

吗？
“反而更有精神！”与会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不开冷气
之后，我们发现自然空气的流通，反而让我们上课更有精神。”素
怡补充道：“更重要的是，生病传染的现
象更是大大地减低。以前，只要有一人生
病，很快地班上就出现第二人、第三人。
所以，不开冷气之后，我们因而更健康，
比较少人生病了！这种结果反倒是我们之
前没想到的。”
荣烽表示其实高三班级能够做到不需开冷
气，主要是拜教室外的天井所赐，因有此
透天的空间，让空气可以顺畅对流，热空
气不会滞留，就算教室内没开冷气，同学
们也没因此而被“热”到。他希望往后若
校方再有建校计划，应该要特别慎重考虑
建筑物空气流通的问题，除了环保考量之
外，更重要是使用者的健康考量。

各班负责环保的同学将收回物整齐摆放在指定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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