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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芷娟（高二理爱）蔡子菱、赖美恩（初三义）报导 

2005年由家协主办的义卖娱乐市是许多师生与校友难忘的珍贵回忆和经验。阔别6年，由我校主办，
以筹募清寒子弟助学金为目的大型义卖娱乐市，于6月19日（星期日）鸣锣掀幕。全校师生自义卖会前两
个月已开始积极地筹备与宣传，这次619义卖娱乐市所筹募的数额不负众望，共筹获逾146万令吉。 

6月19日（星期日）上午8时，我校义卖娱乐市开幕典礼上管乐团的演奏增添热闹气氛。我校董事会助
学金小组主任卢金峰副董事长在致词时表示，对于这次义卖娱乐市能成功举办，他谨代表筹委会向社会人

士的支持与慷慨解囊表示感谢；并对努力筹备让义卖会活动多姿多彩的老师、同学和热心人士表示谢意。 

文转下页 

开幕嘉宾：左起：署理董事长李平福、雪州议长邓章钦、副董事长卢金峰、校友会主席颜建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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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校友一年10令吉的力量 

  雪州议长邓章钦在致词时鼓励每个校

友都能在毕业后回馈母校，他做了一个假设，“如果每

个校友每年都能为自己的母校捐献10令吉，那么每间独
中即可得到数百万作为学校发展基金，每间独中都能独

立生存。”他也感谢三大机构所付出的努力及社会人士

对华社的坚持，并希望619义卖娱乐市能圆满落幕。 
接着，司仪分别请出所有义卖娱乐市的大会鸣锣

人、击鼓人和剪彩人来进行鸣锣及击鼓仪式，象征着

619义卖娱乐市的开始。 
在我校食堂和泊车场的档口为食物档；国字型大楼

的课室和礼堂为娱乐档；课外活动处在黄景裕讲堂设立

了文娱小舞台；大会物品义卖则在仁爱广场进行。前来

619义卖娱乐市的人络绎不绝，校园附近停车位可谓一
位难求，甚至出现塞车现象，幸亏童军团努力指挥下，

水泄不通的情况改善不少。在泊车场的食物档更是人山

人海，热心的社会人士携家带眷共襄盛举，在

高峰阶段，可谓寸步难移。  

由于校方致力宣传绿色环保意识，许多前

来义卖娱乐市的人都有携带餐具与环保袋，响

应环保；与此同时，我校也派出环保志工团指

导垃圾分类的工作。 

义卖娱乐市于下午2时正结束，各班在完
成善后工作后便进行票券的结算。2011年筹募
清寒子弟助学金义卖会圆满结束。  

卢金峰副董事长于义卖娱乐市上致词全文。 

今早，兴华中学在这里举办2011年619筹募助
学金义卖娱乐市，我谨代表筹委会同仁热烈欢迎诸

位大会鸣锣人、击鼓人、剪彩人、赞助人、家长、

老师、同学和嘉宾们的踊跃出席，你们的热心支

持，慷慨解囊，使今天的义卖会取得最大的成功！ 

本校举办这项义卖娱乐市，主要的宗旨是： 

一、本校的清寒子弟助学金，由于数额有限，

不能满足需求，我们希望通过这项筹募活动，加强

助学金，使更多清寒子弟受益。 

二、落实兴华师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提升身

体力行及感悟教育的效能。 

三、培养学生的办事能力，人际沟通能力以及

团队协作能力。 

四、体现家教、社会人士以及同学们互助友爱

的精神。 

此次筹款，原本定下保守的目标：50万元。可
是，当筹募引擎启动之后，由于目标明确，义意不

凡，董家教、校友、同学们都积极推动，慷慨解

囊，而商家和社会人士也给予热烈赞助和支持，使

义款纷至沓来，扶摇直上，截今已突破百万元大

关，这种卓越的成绩，

是兴华精神的发挥，也

是广大社会人士关心教

育，珍惜人才，维护母

语教育，捍卫民族文化

伟大精神的体现。 

我要特别感谢尊敬

的雪州议长邓章钦议

员，他除了拨款，也在

百忙中抽空出席加油鼓

励。著名男高音庄学忠也莅临呈献雄壮洪亮的

歌声娱宾，并为听众签名，为这个义卖会锦上

添花，增添光彩，谢谢你们！ 

我也要代表筹委会同仁感谢老师、同学和

热心人士，为义卖会准备了各种食物、娱乐、

游戏、义卖档位、文娱小舞台呈献演出、天文

台让嘉宾们观赏天象，可说是包罗万象，应有

尽有，使这项义卖娱乐市更具魅力、多姿多彩

和圆满成功。谢谢！ 

卢金峰副董事长 

 

文接封面 

部分大会开幕人。 

义卖娱乐市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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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乐团演奏为义卖娱乐市增添气氛。 出席义卖娱乐市的嘉宾。 

上图：车

龙排至高

架桥上。 

左图：同

学们使尽

绝招招揽

生意。 

上图：一眼

望去只见人

头攒动。 

右图：同学

们充当移动

广告，图出

奇制胜。 

齐心善后。 

冠军歌王庄学忠义唱。 

义工们协助家长垃圾分类。 

新鲜菜心、

羊角豆，快

来选哦。 

这里有好吃的哦。 

义卖娱乐市专辑 

英语教学
中心售卖

糕

点及提供
娱兴节目

。 

天文台开

放供来宾

观测太阳

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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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美静师 

开始计划卖饮料，然后换成水果，最后卖的

是包子、矿泉水、杂菜贩、饼干和巧克力等。我

们的班刚开始筹备义卖会的时候，完全没有头

绪，都是走一步在计划下一步进行着。第一次以

老师的身份准备义卖会，虽然中学的时候也曾参

与过，但经验还是相当不足。所幸获得班上同学

的家长许多帮助，帮忙载货物、提供货源等，让

原本不知道要卖什么的我们，得以顺利“开档”。 

由始至终都是非常新鲜且具挑战的尝试。师

生共同讨论和策划，设想所有的可能性以做好准

备。期间还到同学家吃饭、出外买材料和讨价还

价等。无法忘记提供我们包子的老板，是一位不

会写华文的华人，他说：“这些包子没关系，要

支持华校，华人才不会像我这样不会写华文

字。”老伴说着，用笔“画”出自己的中文名

字，既感动又哀伤。此外，义卖会前一天和十多

位学生挤在一间小房间内包装花朵，同学们放学

后的汗味被花香覆盖成独特的、令人愉悦的芬芳。 

布置的那一天，我们的就遇到问题，不防水

的招牌该如何保存、该如何固定等问题。这一切

虽显现我们缺乏考量，但同时也在增加我们往后

的经验。义卖会当天，一早我们就遇到了瓶颈。

平时活泼可爱的同学们，在面对人潮、推销等事

情，完全不知所措。早上8点半的时候，同学已经
很着急的问我：“老师，怎么办我们不会推销？

他们都不要买，我们今天一定卖不完了。”然而

到了中午，同学们已经进入最佳状态，也学会如何推

销食品。我在档口后端和同学们一起整理货物和垃

圾，从背后默默欣赏着同学们的尝试和改变。“倒数

十分钟，父亲节大拍卖！”义卖会结束，我们班上的

货物全部都卖出去，班上的欢呼声，同学们的喜悦，

让我深刻的感觉到这6小时非凡的意义。 
善后的部分更是让我惊喜。一开始就担心着同

学们会不会不了了之或是草草了事。结算票卷后，我

把一些用具放到办公室好让同学们明天“认领”，来

回约5分钟的时间。当我从办公室回到义卖会现场时,
同学们已经把善后工作完成，出乎预料且非常欣喜。 

看到同学们前后的差异，让我非常感动。短暂

的时间内，快速的成长，同学们都有各种收获。结束

后同学们不断的问：“我们的货物是怎样卖完的？”

“我们的花看起来枯枯的，为什么卖得出去？”我不

知道花是怎样卖出去的， 我也不知道东西怎样销空

的。；我只看到，初二孝的同学们在短短的六小时成

长了，从不知所措到“天下无敌”，我乐见并且尽是

感动。对于我来说，成绩固然重要，但同学们的体会

和成长更是无价。  

义卖会前的准备工作、义卖会当天以及善后，

都让我看到班上的同学们热心、积极的一面。原来学

生有那么多无限的潜能，如果没有义卖会，或许我这

教育新丁无法如此深刻体会到多方面教育的功效和意

义。这一次的义卖会，不只拉近师生的距离，更增加

了班上的默契和凝聚力，是一个相当宝贵的学习机

会。 

从搬水到准备食物到现炒现卖，同学们都亲力亲为。 

通过义卖，同学们的体会与成长是无价的。右为卢美静师。 

华乐团

与舞蹈

社合手

于文艺

小舞台

演出

《粱

祝》。 

义卖娱乐市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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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达成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的精

神。在陈蕴凌同学领导下的筹委团，花

了三个月的时间来敲订主题～忠孝东路

走九遍（庙会和茶馆双主轴），策划、

模拟和完成娱乐档的各项准备。间中同

学开了多次的会议来协商讨论细节，虽

偶有争执，但最后大家都能理性的分析

问题并达成共识。我们也得到了各行政主任、校友及热心

的茶行老板全力支持、支援及配合。我认为，他们是一群

都很有才华，有组织力，有活力且凡事都要求做到最完美

的同学。在最后一周筹备过程中，同学为了准备道具、练

曲及礼品，几乎每天都到凌晨2点才入睡。即便这样，这
对他们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上课时的表现也不会有太大的

影响。义卖娱乐市当天，同学都尽全力投入各自的任务；

一整天下来都没走开，没吃几口饭，没喝几口水，更没上

几次厕所。619当天整体的情况是完美的，动人的。同学
投入任务的画面至今回想还是十分有味的。我高度满意同

学当天的表现，因为他们尽力去做自己的事，不管是在布

置或进行善后工作，再累，也表现得欢喜而没有怨言。对

于我们在这次义卖娱乐市中能获得最佳营业额档口，我及

全体忠班同学都感到很开心，很满足，也很荣幸，因为真

正落实了为清寒学子们献出一份力。 

最后，我想对高三理忠同学说：凡事尽力，过程最

美，统考达标，健康快乐！ 

因为有你们，我们今年很精彩！同学,我们一起努力。 

赵芷娟（高二理爱）、赖美恩、蔡子菱（初三义）采访 

所有班级中，就属娱乐档高三理忠庙会营业额最

高，共筹得RM15,586。 
高三理忠庙会之“忠孝东路走九遍”，位于国字

型大楼三楼C1、C2教室，及图书馆前侧走廊。活动包
括捏面人、算命、踢毽子、投壶、中国结、许愿、中

华文化常识竞战及摄影棚，他们不仅售卖各种糕点、

茶叶和冰糖葫芦，也提供享用茶水的空间，并在指定

时间内，由同学呈现精彩的表演，如华乐、相声等等。 

此外，凡在指定档口购买达标准数量的物品便可

获得印花一枚，收集满各种印花的顾客可换取神秘礼

物。印花共有八种，由同学们自制，亦可作为书签使

用。另外，配合“庙会”主题，许愿场所更是少不了。 

颜毓菁师（高三理忠班导师） 

过去参与过的义卖娱乐市，我所带领

的班级都是经营食物档，而这次是第一次

带领同学经营娱乐档。由于高三理忠的同

学都很热爱中华文化，大部分学生擅长中

华乐器、中华常识、文化艺术等，所以我

们决定以中华庙会及茶馆的形式来呈现；

也只有这样才能让全体同学都能发挥所

 

来到庙会的来宾，坐着品茶，吃着美食，听着华乐。 

算命是庙会常见的活动。 

投壶是

古代士

大夫宴

饮时玩

的一种

投掷游

戏。 

要把

毽子

踢进

洞口

里还

真的

不容

易。 

义卖娱乐市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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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蕴凌（高三理忠义卖娱

乐市统筹） 

基本上，619义卖
娱乐市推展礼后的起

初，班上同学都处于应

付考试的状态，并不积

极售票。直到期末考结束后，我们才

投入各项准备工作。在义卖娱乐股股

长李荣兴师的鼓励下，大家觉得身为

华人，应传扬中华文化，所以由原本

的食物档转换为娱乐档，经营以“庙

会”为主题的娱乐档。我要感谢黄家

耕同学的姑姑为我们的班征求了大部

分物品，赖全和家长提供我们10几幅
字，供我们复制售卖，再来是谢谢学

校提供了场地上的方便，让庙会顺利

举办。 

当天，我们不仅在活动上宣扬中

华文化，大部分同学更穿着唐装表现

出我们的诚意。 

由于之前未曾参加如此大型活

动，我在筹办过程遇到不少关于器材

与财力缺乏的难题，倍感挫折，所幸

有班导师的建议与帮助，让我学习不

少。这次的义卖娱乐市，不仅让我在

学会更懂得如何组织及筹办活动，在

抗压和人际关系方面上也有所提升。  

黄家耕（高三理忠义卖

娱乐市协助策划） 

能在高中三这一年有

机会参与义卖娱乐市活

动，遗憾总算又少一个

了。 

这次的筹募助学金活

动，老师们及同学们的努

力，相信不只兴华人，社

会人士亦是有目共睹的。

更令人鼓舞的是，许多校

友和家长等热心人士都加

入了阵容，不遗余力地为

活动出钱出力，使活动能

顺利进行，这是我们做学

生必须知道和感恩的。 

义卖娱乐市是一项很

有趣兼意义非凡的活动，

美中不足的是，成功的背

后往往留下一堆堆令人

“叹为观止”的垃圾，目

的达到了，却为这可爱的

地球留下一堆烂摊子。所以，我

认为这次活动最难能可贵的就是

学校不免费提供塑料盒，而是鼓

励群众自行携带环保袋与便当

盒，不但减少了垃圾量、减轻了

垃圾分类工作，还加深了同学们

的环保意识，并为其它义卖活动

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可谓一

举多得。当然，这次活动还是有

许多可以讨论、改进的地方，比

如说营业时间，这些建议相信都

已在检讨会议时提出并记录。 

义卖活动实际上就是一项

教育活动，一项别具意义的户外

教学活动，相信认真参与的同学

应该都学到不少东西吧！此外，

从中也发现到一些初中班级特别

活跃，还有语文班及电机电子工

程班也表现得非常突出，完全不

受年龄小和人数少的限制，委实

令人敬佩赞赏。 

编者按：庙会，又称“庙市”或“节场”,是汉族民间宗教及岁时风俗，

也是中国集市贸易形式之一，其形成与发展和地庙的宗教活动有关，在寺

庙的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多设在庙内及其附近，故名。  

文接下页 

 

应注重孩子在校的行为 
家长：姚亚枬  

  对于家长日，我认为不应只是为了了解

孩子们在课业上的成绩，而是应该注重于他

们在学校的行为，毕竟成绩不代表一切，它

只是我们成长过程中一小部分的必经历程。

我的孩子在课业方面，通常都会自动自发，

从不用我去操心。当孩子的成绩退步时，我

并不会用打骂的方式来解决，反而会去鼓励我的孩子，要他更

努力。对于教育孩子，我认为用心去爱他、鼓励他是非常重要

的，不应只用责备来了事。另外，我很喜欢学校举办的书展，

因为这里的书籍多样化，且很适合中学生阅读。我觉得学生在

课堂上进行报告呈现可以增进他们的表达能力，也可以为他们

未来踏出社会打好基础，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应办讲座 
家长：陈洁佩 

  我希望下次的家长

日应该多些亲子讲座或

升学讲座。亲子讲座可

让亲子间多些交流，而

升学讲座或许可帮助到一些正苦恼着升

学问题的高三生。另一方面，我觉得这

次的书展一般，应增加一些马来文或英

文的书籍，因为毕竟我们处在马来西亚

这个国家，马来文非常重要，而英文则

是国际沟通的主语。对于学校的教学设

备，我认为缺少的是运动场，有点可

惜。  

 

 

义卖娱乐市专辑 
文接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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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静怡（初二仁）黄奕琦（初二忠）彭荟嬑（初三信）报导 

第一学期已悄悄地结束，是时候为自己第一学期的

表现做个总结 ⋯⋯ 

家长到校领取子女成绩报告表 

我校于6月25日（星期六）邀请家长到校领取孩子
的第一学期成绩报告表，藉此让家长和班导师有个交流

的机会，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情况，进而对下一阶段的

学习生活有所计划与安排。领取成绩报告表的时间分为

2个阶段，分别为上午9时至12时，以及下午12时30分至
3时。 

书展 

配合家长日，我校在仁爱广场举办书展，家长可在

等候的当儿购书。书展里售卖各种书籍，包括参考书、

故事书、励志小说等。举办书展不但可以提高学校的阅

读风气，更重要的是让同学们对阅读有更浓厚的兴趣。 

家协招募筹款 

另一方面，家教协会也在仁爱广场设了柜台恳请家

长们乐捐家教协会活动经费。家教协会自1992年成立，
常年颁发学生学业成绩优异奖及学业进步奖、赞助学生

参加校外活动之车费与报名费、校内班级运动竞赛、教

师节晚宴、举办亲子讲座及有益亲师生身心成长的讲座

会等，每年例常开销总额超过RM31,000。因此，家教
协会趁这次家长日在校进行募款，以作为学校日后各种

活动的经费。协调主任林敏萍师指出，家教协会已6年
没有进行筹款，这次的募捐活动家长们都非常积极。 

拍卖义卖娱乐市剩余物品 

此外，我校也在仁爱广场拍卖619义卖娱乐市剩余
物品，各式各样的物品都受到了家长们的热烈响应采

购。 

沟通交流的桥梁 
赖昕颖 （初三信） 

对于家长日，我认为它

是老师、学生与家长三方面

沟通交流的桥梁，家长日除

了可让家长们了解孩子在校

时的表现，也能让老师知道

学生在家时的行为，这使合作更进一步，进

而让学生达到更高的水平。我觉得能在家长

日当天举办书展实在很不错！此外，我希望

可以增加多些外语书，不要局限于华文书

籍。  

书展好处多 
郑皓阳（高一电机电子工程） 

我觉得学校举办书展对

我们很有好处，因为外面的

书都可以在这里买到，可我

觉得还有一点可以改进的是

书展应该增设多一些参考书。对于学校的教

学设备，我觉得已经不错了，但由于我是宿

舍生，我希望宿舍的负责人每次都可以尽快

修理宿舍里损坏的厕所。  

 

 

清销619义卖娱
乐市存货 

副训导主任李荣兴师 

义卖娱乐市物品拍卖会

是为了清销619义卖娱乐市的
存货而举办的，并筹获大约RM9,000，这些

收入将全数纳入清寒子弟助学金的户

口。对于此次义卖会有待改进的空

间，如：大会义卖物品的接纳须更谨

慎、有原则，否则会出现有些工厂将

未卖出且截止日期快到的物品捐献于

大会义卖，而大会义卖无法售出造成

囤货的情况。 

 

 

左图：书展方便师生、家

长购书。 

右图：班导师与家长针对子

女的在校表现进行交流。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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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锡福师报导 

郑瑞玉校长指出，要创造积极正向的校园文化，

主要靠双赢思维。她说，人们对这个时代或事物的理

解，往往会因价值观的差异而不同，双赢思维将有助

于彼此的沟通，凝聚更大的力量。 

郑校长是于5月12日（星期四）在忠礼堂举行主
题为“双赢思维，积极互动～营造和谐、与时俱进的

学习园地”的教育研讨会作开场白时如是指出。她表

示，教育工作者需有使命感才有生命力；教师要不断

和遥远的自己对话，和更高的自己对话，感性与理性

结合，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她期许全体教师展现实

干专业的态度与精神，并从教育事业中获得健康与快

乐的生命。郑校长也感谢林文强博士到来为我校教师

加油打气，希望他的朝气蓬勃能带给大家更大的能

量，继续为教育事业努力。 

世华新时代教育集团总裁林文强博士在发表主题

演讲时表示，“活力”就是要在自己内心中找到正面

的事物、生活正常、心情愉快、思想积极、友谊鼓

舞、正确信仰。拥有美国教育管理博士的林文强说，

老师应学习增强自我力量；能干的人，只在做事上认

真，不在情绪上计较，不能干的人，光在情绪上计

较，不在做事上认真。他续称，教书要有胜解力、服

务要有欢喜力、做事要有休息力。他借罗丹的话说：

“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只要

教师用心， 

就不难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和闪光之处，教育重

视的不只知识，更重视生命体会和自觉。 

他强调，平庸的老师，只会叙述；良好的老师，

懂得讲解；优良

的老师，能够示

范；伟大的老

师，重在启发；

并希望老师能培

养“四能”，能

接受工作上的挑

战，能与时并进

自我期许，能善

与学生家长沟

通，能常散播信

心与希望。 

我校每年都

会举办多次教育研讨会，邀请学有专长学者演

讲，并针对教育工作及发展进行研讨与总结。

是项研讨会是今年第一次举行，在综合交流环

节中，老师们也就学校教学设施、eClass网上
教学平台的功能等教育问题进行讨论。 

郑校长在总结时表示，虽然我们不一定有

同样的看法，但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看法是一致

的、有一定的执着，一点也不能迷糊，因为教

育就是希望。兴华能有今天的局面是前人、众

人点点滴滴累积的成果，我们珍惜这个根基。

只有积极参与，才有共识，认同集体的大方

向，才能有力量继续朝着目标前进。管理好目

标，辛勤劳动就可以看到成果。郑校长最后强

调，教育工作需要集体的努力，只有大家站在

一起，才会更有力量，一切才会变得更好。 

 

全体老师出席教育研讨会，对教育工作及发展进行研讨与总结。 

林文强：教育重视的不只知

识，更重视生命体会和自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