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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宣誓就职，前排左起林文英董事、拿督林钦耀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拿督陈尚成副董事长、中

学部家协主席陈伟后、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黄秀玉校长、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宋石儒律

师、卢金峰副董事长、陈家福校长、拿督林宽城副董事长、拿督戴良业副董事长、小学部家协主席郭耀星、丹斯里

林顺平董事及杨志伟律师。 

黄乐仪师整理报导 

4月18日（星期六），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举行宣

誓就职礼。我校董事长丹

斯里杨忠礼博士指配合兴

华中小学迎来 68周年庆

典，全体董事、家教协会

成员和校友会成员将群策

群力，积极进取壮大学校

业务发展，以成为巴生华

文中小学的名校。 

他说，随着学校完成多项重大发展计划后，校方

将朝着上述目标前进，加强实

现为国家发展培育基础人才。 

目前，董事会已完成兴华

中小学的建校工作、校史编篡

等，往后希望大家继续通力合

作，共同为兴华中小学在现有

的成就基础上持续发展，创下

辉煌的明天。  理事们宣誓将群策群力，积极进取壮大学校业务发展。 

赞扬创校者睿智 

他也赞扬兴华创校者的睿智，以及历任校

长办校的远见。 

“回顾兴华中小学一路走来的风风雨雨，

希望大家能够多珍惜及懂得饮水思源，把前辈

发展学校的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他指出，理事们也不会忘记所有为兴华中

小学献出知识、智慧、才能、精力的各界热心

人士。他向卸任的董事、家教协会成员及校友

会理事致上谢意，感谢他们过去为学校校务发

展所作出的努力。他希望所有爱校和热爱华文

教育的工作者，可以继续合作，一齐带领兴华

中小学走向辉煌的明天。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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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导:  朱钰煊（高二文商义）、叶颂晴（高一理忠）、 
          洪欣玲（高一理信）、杨佩琪（初二仁）、 
          许皖淇（初二仁）、林芊如（初一廉）、 
          陈慧仪（初一廉）、潘雯义（初一智）、 
          陈文莫（初一勇）、郑亦婷（初一勇）、 
          郑育文（高一理忠） 

法律顾问：宋石儒律师 

董 事 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 

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副董事长：卢金峰、拿督戴良业、拿督陈尚

成、拿督林宽城 

总 务：苏顺昌   副总务：尤瑞泉、刘金城 

财 政：翁绍好   副财政：黄淑缘 

查 账：颜建义、陈静翔律师 

联 络：余 安、陈伟后、李慧玲、叶进来、

朱运铁★ 

董 事：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丹斯里拿督

李深静、丹斯里锺廷森、丹斯里林顺平、丹斯

里拿督方天兴、拿督黄景裕、拿督林钦耀、拿

督黄东春、拿督锺文兴、拿督吴亚烈、拿督林

成国、黄添才、黄玉枝、林文英、林明玉、林

清居、颜长生、陈玉珠、陈仁海、陈文添、沈

才坤、锺如兰、邱顺裕、高添发、李维念、廖

应良、徐赞强、郭耀星、吕清便、苏新龙★、

黄初兴★、杨婉卿★、林国士★、陈祈福#、

陈冬兴#、许晋福 

注: ★号为校友会代表; # 号为家教协会代表 

（2015 年 ～ 2017 年） 

 兴华中学第23届董事会全体理事合影留念。  

 兴华中学第12届家教协会全体理事合影留念。  

（2015 年 ～ 2016 年） 

文接上页 

（2015 年 ～ 2017 年） 

顾问：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陈炳顺、 

尤瑞泉、拿督李平福、卢金峰、颜建义、 

黄秀玉校长、陈家福校长 

法律顾问 ：杨志伟律师、林宏志律师、林益来律师  

主    席 ：余  安  署理主席 ：陈静翔 

副 主 席 ：颜长生、叶进来 

总    务 ：（正）林奉隆  （副）郭清建 

财    政 ：苏新龙  联    络 ：叶国琛 

中 文 书 ：沈专丽  国 文 书 ：吴清德 

文    教 ：（正）林秋菱  （副）杨婉卿 

康    乐 ：（正）吕怀毅  （副）王振扬 

理  事 ：黄初兴、李增注、李慧玲、林爱心、 

           林国士、朱运铁、杨淑红、吴文安、  

           陈锦祥、黄绥兼、潘诗慧 

查     账：苏进存、苏进强（非理事，由大会选出）  

主  席：陈伟后   副主席：刘金城、陈祈福 

秘  书：李荣兴   副秘书：覃秀娴 

财  政：陈冬兴   查  账：骆蓉蓉、陈雪虹 

理  事：郭耀星 洪国如 林国士 吕怀毅 钟胜宏 

孙雪珠 陈飞彪 刘俊良 叶康年 李德华 

谢锡福  苏进存  刘兼阀 苏爱云  谢广婷 

 兴华中小学第37届校友会全体理事合影留念。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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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师报导 

3月28日（星期六）上午11时，我校家教协会在

黄景裕讲堂召开 2015 年度会员大会暨第十二届理事选

举，共有41位家长及96位教师出席，达到大会法定

人数。会员们通过大会推选新届理事，同时与校方交

流、对学校教育课题提出建设性意见。 

家教协会主席余安对过去一

年各理事无私的付出表示感谢，

理事们众志成城完成多项活动和

建设，如：举办4场亲子教育讲

座，整修校门，整修围篱、雨盖

人行道，改善校园饮水系统等。

大部分的活动经费来自去年的旋

转餐厅义卖，共筹募61万令吉，

其中拨款30万令吉提升图书馆设

备及拨款20万令吉作为校园篱笆维修费用。 

家协财政李慧玲透露，家协的财务状况良好，希

望来年大家能同心协力筹集更多款项。家协秘书李荣

兴老师总结全年会务报告，大会复准及检讨前期大会

会议记录，一致接纳2014年会务报告。 

大会就家长关注的教育问题展开亲善交流，议题

包括：全校15台饮水机更换滤芯与供应饮水系统、

学 生 报 考 PT3 以 及 SPM 考 试 的 疑 虑、消 费 税

（GST）是否纳入商科课程、是否推行双轨制课程

以及关注保安人员值勤态度等。针对家长提出的疑

问，家协主席余安、黄秀玉校长及各处室主任都一一

详细解答。 

本届理事改选，现场共有20名家长理事获提

余安主席（中） 为大众汇报家协在过去一年的各项活动。家长理事陈劲仁（左一）、家长理事拿督黄耀佳(左二)、

家长理事郭耀星（左三）、家长理事陈祈福（左四）、副主席刘金城（左五）、副主席陈伟后（右四）、财政李慧

玲（右三）、家长理事吕怀毅（右二）、家长理事吴清德（右一）。 

 

 余安主席 

会员大会暨第十二届理事选举，家长及教师亲善

交流。 

 出席的家长非常关注教育课题，纷纷提出看法和

建议。 

名，其中14名高票者当选新届理事，依序

为：叶康年、陈伟后、刘俊良、陈冬兴、刘

金城、林国士、孙雪珠、陈祈福、洪国如、

郭耀星、钟胜宏、吕怀毅、李德华及陈飞

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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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颂晴（高一理忠）洪欣玲（高一理信） 

陈文莫（初一勇）采访报导 

我校高中华语辩论比赛正式开跑，赛事从3

月26日、27日、31日、4月2日、7日及9日，分

别在黄景裕讲堂及忠礼堂进行初赛、复赛和半决

赛。万众瞩目的大决赛则在4月14日（星期二）

于朝阳堂举行。是项赛事由我校课外活动处主

催、辩论学会及少年服务团协办，听众是全体高

中生，旨在激发学生对辩论及时事的兴趣，进而

提升思维与学习辩论。 

从初赛至半决赛，相关辩题如下：《维持社

会秩序，法律或道德更重要》、《逆境或顺境更

有利于人成长》、《应或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苏格拉底应该或不应该选择逃狱》及《人际关

系中坦率或隐忍更能解决矛盾》。大会邀请校内

多位老师担任评判，在多场赛事中，荣获最佳辩

论员者有：邱凯柔（高三文商平）、陈柯亦（高

三理忠）、黄义斌（高二理信）、林勤勇（高二

理忠）、李晟（高三理忠）、吴婕绮（高二文

商义）、林纪鸿（高三理忠）、蔡伊维（高

二理孝）、黄义斌（高二理信）、黄时恩

（高二文商平）及林如意（高三文商平）。 

进入精彩绝伦的大决赛，成功晋级展开

对辩的队伍是：  

正方：人际关系中隐忍更能解决矛盾  

高三文商平（黎家亮、陈富德、邱凯

柔、林如意） 

反方：人际关系中坦率更能解决矛盾  

高二文商义（郑淑齐、陈可馨、林子

芊、吴婕绮） 

双方辩手使出浑身解数证明己方立场，两

支队伍势均力敌，经过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

由反方：高二文商义以一票之差获胜！最佳辩

论员是正方林如意。 

大决赛评判团为著名时评专栏作者郑名烈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目前为华社研

究中心董事）、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

及我校前辩论校队队员张嘉俊校友。郑名烈表

示，相较于去年，今年的高中组水平明显提

升。去年雪隆八独中辩论赛，我校初中组荣获

冠军，他认为今年高中组表现优异，也有机会

在该项赛事脱颖而出。他建议同学们举证时采

用的例子应该生动、多样，参赛者要多加注意

仪态和语气、表现要淡定，避免内容空洞的争

执，和不断重复同样的例证，避免看着稿念。

他表示，同学们在辩论这条路上还有许多进步

的空间，必须继续努力、改进再改进！ 

 进入精彩绝伦的大决赛，成功晋级展开对辩的队伍有高三文商平（左）对垒高二文商义（右）。  

 

决赛评判团为郑名烈先生（右一起）、谢锡福副校长

及张嘉俊校友。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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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压力为推动力 
林子芊(高二文商义，辩论赛冠军队） 

初一时，我纯粹因为对辩论

的好奇心加入辩论赛，然后一直

坚持到现在。走过5年再回首，我

觉得辩论是一种思维上的磨练，

让我们笃思明辨。这次在决赛中

险胜，我觉得很幸运，对手仅以

一票之差落败，实力也很强。比

赛前，我们会一起讨论辩题和建立架构，培养彼此

之间的默契。此外，我们也会模拟赛况与自己的队

员进行辩论，从中发现己方立场论证不足的地方加

以改进。决赛进行时，看见台下黑压压的观众，真

的很紧张，害怕会出错或结巴。不过，我把压力化

为推动力，鼓励自己要做得更加棒！ 

 

辩论使我更周详思考 
陈可馨(高二文商义，辩论赛冠军队） 

决赛的辩论环节结束后，我

的心情很平静，因为无论如何我

们都已经尽力了，没留下什么遗

憾。当裁判宣布我们获胜时，我

觉得很讶异，因为对方辩友的实

力也很强大。比赛时我们不可轻

敌，应认真做好万全的准备。辩

文接上页 

 

 

论不只是训练口才，也促进我们的思辨能

力、面对是非对错，并衡量其标准。辩论影

响我在生活上与人交谈时，会更周详地思

考。我也要在此感谢其他队友，他们肯牺牲

自己的宝贵时间放学后留下来一起做准备，

为比赛竭尽所能。 

 

发挥临场反应 
林如意（高三文商平，决赛最佳辩论员） 

当我知道自己荣获最佳

辩论员时，其实心情还蛮平

静的，毕竟这不是我第一次

获 得 殊 荣。我 认 为 这 场

“战”打得不是很好，没有

发挥到最高水准。赛前我会

和队友一起讨论并多加练

习，我们设想对手的立场并想办法反驳他们

的立论。我并没有特别把辩词背起来，因为

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一切只能临场发挥。 

在辩场上，辩手们和对手理论时往往有

种想破口大骂的冲动，因此克制情绪是很重

要的，要时时注意语气和仪态，保持冷静。

我从初一就喜欢辩论，觉得辩论是一场君子

之战，通过思辨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的问

题，然后再集思广益改善它。未来我会继续

坚持往辩论的路发展，希望更多人投入并发

现它的乐趣。 

 

 初二仁生动的演绎方式赢得初二

级冠军。 

 初三廉脱颖而出获初三级冠军。 

文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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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雯义（初一智）林芊如（初一廉）报导 

4月7日（星期二）我校在朝阳堂举办

了诗歌朗诵大决赛，当天全体初中生齐聚

一堂，为各自的班级加油打气，场面热

闹。共有11支队伍晋级，包括：初一级3

组、初二级4组及初三级4组。当天比赛竞

争激烈，各队伍七情上面引吭朗诵，精湛

的演出让人拍手叫好。 

同学们落力演出，赛会评审老师对他

们的演出表示赞赏，并在成绩揭晓后以

“胜不骄，败不馁”来劝勉同学们奋发向

上，精益求精。 

组别 冠军 亚军 季军 优秀 

初一级 初一爱 

《雨声说些什么》 

初一义 

《假如你不够快乐》 

初一信 

《雨声说些什么》 —— 

初二级 初二仁 

《回答》 

初二信 

《我们小小的班级》 —— 

初二孝《青春寄语》 

初二智《雨声说些什么》 

初三级 初三廉 

《全力以赴》 

初三和 

《初三和》 —— 

初三孝《青春万岁》 

初三礼《一切》 

老师用心指导 
陈诗盈（初三廉） 

我班荣获初三级冠

军，很感谢詹荣贵老师，

在练习过程中，尽心尽力

指导我们，提出建设性的

意见，让我们不断改进。

我们班可以赢得冠军，我

感到很骄傲。 

 

评审给予肯定 
贺字宁（初二仁）  

我们荣获初二级冠军，能够脱颖

而出有赖全班同学的合作。我很谢谢老

师的付出和鼓励，也感谢全班同学的努

力及评审给予我们的肯定。 

 

虚心合作 
钟思恩（初一爱）  

经过一番龙争虎斗，我班荣获初

一级冠军，我感到很满意。我很感谢

同学们的配合与合作。他们心胸宽

阔，当其他人提出意见时，大家都会

虚心接受、不会引起纷争。虽然夺得

冠军，但是我们也不会因此而骄傲

的。 

 

失败是成功之母 
黄宇航（初一廉） 

虽然初一廉只差一分就可以进入

决赛了，但我

们 还 是 不 气

馁。我觉得失

败是成功的起点，只要我们吸取

经验不断求进步，大家团结合

作，明年还是有机会进入决赛。

我想对班上的同学说：“团结就

是力量，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

一起加油吧！” 

 初一爱凭《雨声说些什么》荣获初一级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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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The Forum Competition 2015 was held 

successfully at the YTL Hall on 31st March 

2015. After going through a competitive  

selection round, which took place before the 

March school break, nine teams from  

different English classes, ranging from  

Senior One to Senior Three, managed to  

enter the finals. Each team was comprised of 

a chairperson and three panel speakers. They 

touched on a variety of topics, which included 

education, culture, disease and language. The 

judges, teachers and their supporters were 

very impressed by their presentations.  

Mrs Siow, the chief judge, praised that 

the participants had demonstrated fluency 

and accuracy in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use 

of a wide range of vocabulary. However, 

there was a room for improvement.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mind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making eye contact among the 

panelists. They were also discouraged from 

depending too much on memorising. In brief, 

the  judges  were  very  proud  of  their  

achievements. 

The first place  winners of The Forum  Competition was (left 

to right） Tan  Kei  Yi  (S3 Chicago)、Yip Xue Qian (S3 

Chicago)、Lee Sheng (S3 Chicago) 、Khoo Hui Yong (S3 

Chicago). 

Hard work is the precious gift 

Phang De Yuan (S2 Adelaide)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my  awesome 

team  and  my  amazing 

English  teacher,  Miss  

Juliana Choo. The compe-

tition was fierce and we 

did our best  and prayed 

for the worst,  and by a 

stroke  of  luck  we  were 

victorious  and  achieved 2nd place in the 

forum competition.  I hope to one day be-

come a good speaker like President Barack 

Obama, Mr. Lee Kuan Yew, Prime Minister 

Najib and many others, they are my idols. 

Speaking isn’t something that can be taught – 

it is  something  that  requires hours of 

watching television shows like How I Met 

Your  Mother,  The  Simpsons,  SpongeBob 文转第9页 

Squarepants, Mickey Mouse Clubhouse, Naruto and the 

like. I don’t believe that there is a truly correct way of 

speaking; it is more whether the audience or judges like 

the way you speak or not, so I was very lucky.  I think 

forums are great, but I hope there will be other types of 

competitions in the future. 

 

An unforgettable journey   

Lee Sheng  (S3 Chicago) 

 Speaking  of  this  competition,  I 

would say that it was surely a pleasura-

ble ride all the way. What made all this 

meaningful was the journey. When we 

first started practising, we jokingly said 

that we wanted to represent the class to 

take part in this competition and win 

the competition.  Surprisingly,  it  was 

truly a dream come true as we had  

never thought it would really happen. Along the journey, 

there were fun times as well as hard times. It was really a 

good lesson to learn to cope with different opinions and 

we also spent much of our time to draft the script. We 

constantly  commented  on  each  other's  pronunciation, 

speech and style. Awarded as the best speaker, I think that 

I was lucky to have my team members, Hui Yong, Ke Yi 

and Xue Qian from S3 Chicago and also Ms Evon, our 

English teacher, who helped me a lot in improving my 

presentation skills. I was definitely surprised having won 

the best speaker  as my  team  members  were  equally 

excellent. I would say that winning the title was really 

awesome. Thanks to the judges and everyone who had 

made  this  come  true.  This is one of the  sweetest 

experiences I have ever had in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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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orted by ELC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2015 kicked off 

on 24 March 2015 during the assembly for Junior level 

classes, which was the first time this event was held in 

such a grand fashion. In addition to improving speaking 

skills  such  as  pronunciation  and  enunciation,  choral 

speaking encourages teamwork and for students to be 

creative in the way they convey the message within their 

texts.  

Each class in the Junior Section was encouraged to 

conduct choral speaking as a speaking activity of the first 

semester  and  register for  the  selection  round.  The  

students tried their very best to write or edit their script 

based on poems or short 

stories with creativity. 

They then practised 

with movement, pitch, 

tone,  volume  and  

special sound effect to 

demonstrate the beauty 

of English Language. 

Out of the nine 

English classes that 

were shortlisted for 

finals, Junior Three 

classes swept the top 

three prizes: in first place 

was J3 Washington, 

f o l l o we d   b y   J 3 

Birmingham in second 

p lace  and then  J3 

Manchester in third 

place. The two con-

solation prizes were 

The Champion of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J3 Washington.  

Choral speaking enhanced the spirit of teamwork and creativity.  

won by J2 Adelaide and J2 Melbourne. There 

was a new award introduced in this year’s 

competition -- the award for Best Conductor -- 

which was won by Tang Sheng Wei of J3  

Birmingham.  

Ms. Sastina, the chief judge, praised the 

participating  classes  for  their  efforts,  and  

commended them on their performances. The 

competition had also provided the students 

with opportunity to display their talent and 

creativity as well as to enhance team spirit 

among the students when nearly 35 students of 

a  class  managed  to  read  out  a  short  text  

harmoniously. 

 

Champion Team  

Oh Yue Ning, Eileen (J3 Washington) 

It all started with an announcement. News about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spread, and soon 

everyone knew about it. That included our class, J3 

Washington.  After  having  a  discussion,  it  was 

unanimously  decided  that  our  theme  would  be 

“Stop Bully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Internet and 

everyone’s cooperation, our final product was a 

huge success. 

There was not much time for us to prepare, we realized. We did 

our best in a few weeks and practiced as much as we could. On the day 

 of the competition, our presenta-

tion was better than usual. Way 

better. 

When we knew that we got 

the first prize, we were ecstatic. 

Thunderous claps,  booming 

cheers, deafening shouts. But it 

was a good one, really.  It will be 

a memorable  experience  for 

everyone  of  us,  including  Ms. 

Chua !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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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ers of The Forum Competition 2015 

Prize Name Class 

1st Tan Kei Yi 、Yip Xue Qian 、Lee Sheng 、Khoo Hui Yong  S3 Chicago 

2nd Phang De Yuan 、Wong Khai Jian 、Ng Kok Kiat 、 

Phang Biao Hong  

S2 Adelaide 

3rd Lim Jade 、Lim Zu Ee 、Lim Faye 、Yong Kai Wen  S1 Melbourne 

Consolation Lim Ji Yi 、Ng Zi Pan、Tang Xian Hui 、Chung Ker Li S2 Wellington 

Consolation Florence Wee Si Chyi 、Ng En Yi 、Goh Yee Leng 、 

Lee Si Yu  

S2 Adelaide 

Best Chairperson Phang De Yuan  S2 Adelaide 

Best Speaker Lee Sheng  S3 Chicago 

Winner of the Best Conductor award 

Tang Sheng Wei (J3 Birmingham) 

        I’ve  never 

thought of winning 

the  award  as  the 

Best  Conductor, 

and I really appre-

ciate it.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Junior 1 

English teacher, Ms. Juliana Choo, for 

choosing me as the conductor. I played 

the same role in the following year, too. 

This is our last year participating in the 

Choral Speaking Competition as we are 

in Junior Three. We wrote the script 

ourselves in Google Drive with some 

guidance from our teacher. We put in a 

lot of effort, practising hard, but in a fun 

way.  Although   I   have  been  the 

conductor in the past two years, I was 

still a little nervous because of stress. 

On the stage, smiling, I told myself to 

keep calm so that my friends could have 

faith in me. Time flew by very fast, but 

I  enjoyed  every  second and  every 

J3 Birmingham was awarded by the 1st-runner-up. 

J3 Manchester was awarded by the 2nd-runner-up. 

文接第7页 

 

movement on stage. Thank 

you,  everyone,  for  making 

this possible. 

文接上页 

 The 1st-runner-up of The Forum  Competition was 

(left to right) Phang De Yuan ( S2  Adelaide )  、 

Wong  Khai Jian  ( S2 Adelaide) 、Ng Kok Kiat 

(S2 Adelaide) 、Phang Biao Hong  (S2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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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兴华中学家教协会 
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 

联合主办  家长成长讲座                                                                                                                                                                                                                                                                                                                                                                                                                                                    

建立优质的亲子关系， 
从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心理需求谈起 

日期： 30-5-2015（星期六） 

时间： 晚上7点半至9点半           

地点： 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 

 主讲：郑如安博士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辅导与咨商所博士 

 高雄亲紫屋专业顾问（亲子工作室） 

 《陪着你玩》游戏治疗团队督导 

曾任高雄市学生辅导与咨商中心主任、高雄咨商心理公会连任两届理事

长、社团法人高雄生命线主任、台湾游戏治疗学会秘书长。多年来积极推

广辅导教育、社会工作、亲子教育以及游戏治疗，获得热烈的回馈。 

 

城邦出版集团、星洲日报、 
兴华中学、兴华中学家教协会、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 

联合主办  教育讲座                                                                                                                                                                                                                                                                                                                                                                                                          

主讲：夏惠汶博士 
台湾文化大学建筑系、美国行政管理硕士、澳洲国立大学文学硕士、哲学博士。 

台湾开平餐饮学校创办人，将一般传统的填鸭式教育成功转型为让孩子翻身、可以顺性发

展自己兴趣专长的后现代人文教育。  

著有《翻锅的滋味》、《亲子关系全垒打》、《爱、要流动》、《餐饮礼仪与文化》、

《摸着石头过河：一个顽童校长的办学历程》、《乱有道理的学校：开平团队深度对话》。  

31-5-2015（星期日）  

早上10点至中午12点 

兴华中学科技大楼大讲堂 ，要尊重，要流动 

注:有意出席者，可洽家协秘书李荣兴师（017-9461961）。  

注:有意购买票券者，可洽家协秘书李荣兴师（017-9461961）或覃秀娴师（012-5331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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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庆福老师颁发纪念品给李荣兴主任，感谢他拨冗主讲

让初二生更了解“诚信”的意义。 

杨佩琪（初二仁）报导 

4月14日（星期二）初二级联于科技大楼

讲堂举行了“诚信讲座”，主讲者为训导处主

任李荣兴老师。讲座会开始前，负责指导初二

级联论坛的李庆福师颁赠纪念品给李主任，感

谢他拨冗主讲让初二生更了解“诚信”的意义。 

李主任表示，中小学是品德形成的关键

期，而“诚信”是初二级德育的重点目标。所

谓诚信，就是指诚实，守信用，说老实话，办

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样才能赢取他人的信

赖。他指出，现今学生常见的问题行为包括:对

人不尊重，对事不用心，对地不感恩以及对物

不珍惜；校园中也曾出现学生作弊、抄作业、

无故拖欠学费，网上侮辱及欺骗他人，发表不负

责任的言论等情况。这些都是没有诚信的劣行，

必须加以改善。 

李主任指出，诚实是信任的前提及基础，

而信任则是诚实的具体表现。我们必须学会对

他人、工作及家人诚实，也要以真诚的态度面

对自己，言行一致。诚信是沟通心灵的桥梁，

善于欺骗的人，永远到不了桥的另一端。 

此外，李主任建议把诚信条规定为：一、

我不说谎话；二、我要谨慎承诺并信守约定；

三、我要真心善待别人；四、我要勇敢承认自

己的错误并改过。他进一步阐述，诚信是一种

自律、负责的表现，做到了以上几点，就同于

实践了校训中“礼义廉耻”的实质精神：规规矩

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以

及切切实实的觉悟。 

李主任也和同学们分享了几则关于诚信的

故事，其中包括脍炙人口的《狼来了》、《商

鞅变法：徙木为信》、《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

及美国总统林肯的故事，他总结时用“以诚实赢

得信赖”这句话作为这些小故事的核心价值观。 

最后，李主任表示他十分期待同学们在初

二级诚信测验中的表现，诚信测验是“礼义廉

耻”精神的具体表现。讲座会结束前，他以

“诚实与否，决定于个人的表现”与同学们共

勉。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下，初二级诚信讲座圆满

结束。 

坚守信用，说到做到  

吕德勋（初二义） 

座谈会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

老师所说的其中一个故事《周幽

王烽火戏诸侯》，这个故事活泼

生动，具有真实感，以一国之君

因戏言而亡国，告诫我们不可随

意欺骗他人。此外，我认为所谓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们一定要坚守信用，

说到就要做到。 

 

将诚信的美德发扬光大  

郭靖轩（初二廉） 

通过这次的诚信讲座，让我

更深一层地了解 “诚信”的含

义。通过讲座会，我学到了被人

信任的重要性和种种人生的大道

理。此外，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

意义的讲座会，应该要每年举办

一次，好让后辈都能学习到诚信

的重要性，并将诚信的美德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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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充分的准备 

云薇渊（初三廉） 

这是我第一次参赛，去年我参

加了中华文化常识比赛，老师建议

我进一步参加全国华教常识比赛。

赛前三个星期，我每天都抽空阅读

《华教常识手册》，并且上网浏览

新闻。比赛当天，我满怀信心可以

进入决赛，但是当我看了考题后，

发现题目比预期的难。明

年我会更加努力提升自

己，相信只要有做好充分

的准备，一定可以答对超

过80%的考题。 

 

许皖淇（初二仁）陈慧仪（初一廉） 

郑亦婷（初一勇）报导 

雪隆华校校友会联合会在3月28日（星

期六）下午2时至3时在我校黄景裕讲堂举办

永强杯华教常识比赛。是项赛事也在其他15

个赛场同步进行。 

凡雪隆地区的华校校友、华团人士、大

专生、中学生、小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此州际

赛事，比赛主旨是让大众更了解我国的华教

历史和资讯，以宣传华教精神。这活动也提

醒我们现今华教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所

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华教发展史

上，先辈们的奋斗和努力才能缔造今日华教盛

况，我们应心存感恩。 

比赛方式采用选择题进行，根据主办单

位提供的《华教常识手册》、最新华教新闻

及华教资料书刊出题。比赛分为个人组及团

体组同时进行。为了鼓励雪隆区大众积极参

与，大会特颁发奖状和丰厚奖金给优胜者，

冠、亚、季军得主将各获奖杯一座。 

我校学生多年来踊跃参赛，代表队伍都

是校内常识比赛的佼佼者，在研读华教史的

同时，也为校争光！ 

了解华教与独中发展 

梁耀文师（课外活动处助理）  

华教常识比赛是我校

传统赛事，比赛不仅为了得

奖及为校争光，更重要是让

更多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

了解大马华教与独中的过去

及发展，也勿忘我们的母语

教育及民族的根。希望在学

校积极推广中华文化下，能吸引更多学生积极

参与及备赛。 

 

雪隆区公开组团体冠军：校友队-彭一沁、李志翔、

黄意棱、林凯扬  

雪隆区公开组个人冠军：李志翔   

雪隆区公开组个人亚军：彭一沁 

雪隆区公开组个人安慰奖：林凯扬、黄意棱、卓己安

注：获奖校友皆2014年毕业校友 

雪隆区团体中学组安慰奖：第一队-李晟（高三理

忠）、詹含章（高三理忠）、陈柯亦（高三理忠）、

洪佳瑜（高三理忠）、郑以璇（高三文商信）  

雪隆区团体中学组安慰奖：第二队-詹亨一（高二理

忠）、林纪一（高二理忠）、蔡子晴（高二理忠）、

林勤勇（高二理忠）、颜賐饷（高二理孝） 

雪隆区团体中学组安慰奖：第三队-张艳凌（高三文

商和）、邱佃（高三理孝）、刘泽丰（高三理仁）、

黄慕耘（高二理忠）、伍楒烷（高二理忠） 

雪隆区个人中学组安慰奖：李晟（高三理忠）、詹含

章（高三理忠）  

兹将比赛成绩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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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佩琪（初二仁）报导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新加坡维多利亚中学、

滨华中学、光华国中以及斯里肯邦安国中于3月20日

（星期六）莅临我校，与我校管乐团偕手在朝阳堂举

行新马管乐团交流会，缔造音符交会互放的光彩。 

此交流会吸引了众多热爱音乐的学生、家长、校

友前来观赏，场面热闹热烈，是一次难得的跨国音乐

交流飨宴。 

成立于1965年的新加坡维多利亚中学管乐团，

团员经过严格训练，在各管乐比赛中频获佳绩，也常

常受邀到各处巡回演出。 

交流会由我校刚加入管乐团的新成员演奏

《Chorus Of Frog》及《Marry Had A Little Lamb》

拉开序幕，展现新生3个月来的学习成果。接着，各

校代表上台交换纪念品，搭建友谊之桥梁。 

在交流会上，我校管乐团演奏《Vesuvius》及

《Hymn To The Sun》；滨华中学带来《Instant 

Concert》和《To Be A Vavid Star》；斯里肯邦安国

中为大家呈现 《And Then The Ocean Glows》和

《Ketaran Jiwa》；光华国中演奏了《Chroma》、

《The Great Motherland》和《Zumba》。最后，新

加坡维多利亚中学管乐团带来《Os Passaros Do 

Brazil》以及《Primavera》。全场听众沉浸在曼妙

的音乐里，首首经典歌曲扣人心弦。四校管乐团精湛

的演出赢得满堂喝彩，也擦出友谊的火花。  

观摩学习提升自己 

陈彦文（高二理忠，交流会筹委会主席） 

虽然我们在表演前已

充分准备，但难免会有突

发状况，值得称赞的是筹

委们反应机警，能够临危

不乱地解决问题。音乐是

需要互相观摩学习的，每

间学校都有其亮点，通过

交流，我们吸收他校所长以提升自己。 

 

四校各有所长 
何冰雯（初二仁，管乐团团员） 

这次的交流会圆满举

行，令我获益良多。由于

时间紧迫，我们必须在一

个星期内勤练所有歌曲，

以便演出顺利。我觉得各

校乐团的演出都很精彩，

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

方。这次的交流会为我们提供一个互相切磋

学习的好机会，是个很好的交流平台。 

 

 

 我校管乐团与新加坡维多利亚中学管乐团欢喜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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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参与者开心大合照。前排左起：陈伟量讲师、覃秀娴主任、李明锭讲师、陈国华主任、林伟安营长、黄钰

梅营长。 

郑育文（高一理忠）报导 

我校宿舍生自治会执委及各楼层干部于3

月19日至21日在摩立黄金海岸度假村参加了

宿舍教育管理委员会筹办的“宿舍干部培训

营”。共有41位营员和10位筹委老师及2位校

友参与其盛，营员被分成四组，组名分别为：

天龙八部、恶狼传说、凤鱼之巅以及光亮之翼。 

营会首日，由李明锭讲师为营员们讲授

“团康活动之带领技巧和演练”，营员们随着

李讲师融入团康舞，并且参与许多团康游戏，

过程中欢笑声此起彼落，欢乐融融。李讲师寓

教于乐，设计了一些益智游戏让大家从玩乐中

学习，譬如：让四组分别比赛拼图或用橡皮圈

绑成绳子跳绳。营员们从中学习如何在各项活

动培养不自私、互相鼓励的团队精神。 

此外，陈伟量讲师为大家讲授“谁搬走了

我的奶酪？”，透过生动有趣的影片向大家揭

示故事中隐藏的道理：在人生道路上，我们要

勇于改变，勇于踏出自己的第一步。 

第二天，陈伟量讲师再次为营员们带来了

两个不同主题的演讲：“团队精神”及“在领

导与被领导之间”。他认为，团队精神是成功

重要的因素之一。学习团队精神，有助于我们

在人生大步迈进。其后，筹委老师准备了“斯

芬克斯之谜”活动，让营员过关斩将闯关。游

戏益智且具挑战性，但营员们都很配合老师的指

示奋力夺标。 

晚上，“潘多拉的盒子”活动进行前，营员

们用布蒙上了双眼，而老师则在活动进行时将营

员一一带到不同地方去，让各组组长在最短的时

间内将组员们找回来。这项活动旨在让营员们了

解我们在生活中不是孤军奋战的，身旁还有着许

多人在支持你，就像营歌，《逆风飞翔》中提到

的：不要害

怕 会 受 伤，

总有人在你身

旁为你加油！ 

历 经 为

期三天两夜

的“2015 年

宿舍干部培

训 营”，营

员们更为进

步、成 长，

将来在逆风

飞翔的岁月

里 愈 发 坚

毅、勇敢。 

 

“斯芬克斯之谜”活 

动，让营员过关斩将，

过重重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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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乐仪师采访报导 

曹 丕《典 论》

曰：“盖文章，经国

之大业，不朽之盛

事！”文学是充满个

性的活动，文学教育

中兼含着普世价值和

个性张扬。19至 20

世纪，西方展开工业

革命与文艺复兴，尽

管西方教育以自然科

学见长，但并没有摒

弃人文学科特别是文学的教育。 

孔子提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

以怨”，强调文学教化人伦、移风易俗的作用。

西方圣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曾在《文艺对话

录》等作品中提出文学“陶冶”、“教育”、“净

化”、“精神享受”的功用。 

兴华的教育愿景“人文科技，面向未来”，

涵盖文学教育春风化雨的理念。本期〈兴华人〉

专访毕业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士、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硕士的林清福老师，以及他刚结集成

书的硕士论文《当代马华乡土小说研究》。林老

师的从双重传统（Double Traditions）（注1）

 的理论出发，通过

探讨当代马华小说

让我们了解诞生于

多元民族国土的马

华文学独特性及其

文学传统。 

该书是林清福

老师90年代在新加

坡国立大学念中文

硕 士 班 的 论 文，

1995年申请双福文

学奖得奖后，因故

迟迟未付梓。2013年再度申请获奖，由雪兰莪暨

吉隆坡福建会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1.请老师和我们谈谈您如何对文学产生兴趣？ 

我来自吉打居林小镇，从小受到哥哥影响

而喜爱文学。哥哥常常写作并投稿到报社，在

他的熏陶下我也开始热爱写作。中学我在马六

甲培风中学就读，当时的校长是黄润岳先生，

他鼓励同学们投稿到《学生周报》。我从初中

就开始投稿，这个习惯持续到高中。除了《学

生周报》，我和许多文友互相砥砺，常常投稿

到《新明日报》、《中国报》与《建国日报》

等报社。文章被刊登，我们有股成就感，稿费

虽然微薄，却能激励我们对写作的热忱。 
 

2.我们该如何培养写作能力、增进文采？ 

当年我们热爱写作，也热爱阅读，通过大

量阅读与搜集美文佳作，潜移默化下文笔大有

进展。我常下笔锻炼，将一些有哲理的优美词

句抄录下来，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大学。在中

学时期，一些长辈赞誉我们作品的质量比大学

生强，我想这就是长期充实自己的成果。 
 

3.您最欣赏的作家有哪一些？ 

负笈台湾国立师大期间，我大量阅读名家

作品，我特别欣赏的作家有：张晓风、余光

 

文转下页 

 林清福师（左）将最新出版的书籍与我校前华文教师

廖国平师（右）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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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鲁迅、沈从文、白先勇、李敖、

龙应台、余秋雨及王鼎钧等。鲁迅文笔犀利、思想深

刻；余光中的诗和散文含蓄隽永，韵律优美；李敖下

笔辛辣直接，常针砭时弊；沈从文的笔调清新淡雅、

具有诗意的美感；无论哪一种风格的作品都该多加涉

猎，耳濡目染之下终会内化成属于我们自己的特色。 
 

4. 林老师也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曾代表马来西亚到内

蒙、广西南宁参与世界民歌节演唱，也曾获巴生艺术

贡献奖。请谈谈音乐和文学的关系。 

音乐不能脱离文学，音乐爱好者与文学爱好者兼

具的大有人在。音乐动人的旋律结合文学优美的词藻

给我们的生活营造了美的意境。我认为一个人的人生

不能没有文学与音乐的熏陶，音乐与文学能陶冶性

情、儒雅心灵，甚至转化人格特质。文学教育不仅是

贯穿人一生的教育，同时也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教育。 
 

5. 对于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少年，请老师和他们分享一

些心得及展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我们应该尊重和鼓励。

作为一名文字工作者，在我国的大环境下也许会感觉

较难以发挥抱负。国内以马来文写作的作家，有国家

语文出版局和政府相关机构的支持和奖掖，而马华作

家需要华社提供养分。撇开大环境，喜欢文学还是很

个人的事，我本身对文学的热爱是一辈子的。至今每

年我都会有至少10篇作品（约每月一篇）刊载在报

文接上页 
刊上。 

接着，我也在撰写留台回忆的篇章。这

是应张锦忠等人邀请，准备出版的一本文

集，分享二、三十年前大家留台的点点滴

滴。目前写了4、5千字，在书写过程回顾那

片曾经滋养我文学生命的土地，希望与大家

分享。 
 

6．作为一位艺术工作者，相信家人的鼓励与支

持非常重要。老师会和家人分享与探讨本身

的作品吗？ 

我的家人支持我，他们也会提出鼓励，

比如说“某一篇文章你写得很好啊！”这都

是很窝心的。对于喜欢文学的青少年朋友，

父母及师长应多加鼓励。 

此外，我也曾收到一些读者的回馈，提

及一些作品触动他们的心灵，如：《妈妈的

遗物》、《牵住姐姐的手》、《情牵兴华》

（上）（下），类似的互动与共鸣，是写作

路上的鼓舞。 
 
注1：王润华为《当》写序言：进入地球

村世纪，多元文化是生活的全部，没有多元文

化，文化就没有发展的潜能，马华文学需要双

重传统，即中国文学传统与本土文学传统。 

  草创的兴华快速发展，米粉寮校舍已不符需求，遂于1948年3月成立建筑校舍募捐委员

会，寻购新校地，以另建校舍。后购得使用至今的校址，展开第二代校舍的建设。1951年新校

舍落成，并于10月12日的四周年校庆日上，举行盛大的新校舍开幕典礼。图为全体董事、师生

与观礼嘉宾在新校舍前的大合照。   

文：徐威雄博士 

新校舍开幕典礼   图 说 兴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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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只承认

其中9所学府

的一些学士学位，而且这些

课程只有中文系、汉语和中

医课程。他呼吁各方继续努

力，进一步向政府、教育部

和各专业团体，争取承认中

国大学学位，以便我国留华

毕业生，有机会在公共服务

领域任职，或在专业领域发

挥所长。 

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马珈表示，中国

高教展的热烈回响让她感到十分欣喜，也十分

感谢各方的努力。在马来西亚举办中国高等教

育展意义深远，不仅有利于我国学生走向中国、

了解中国，加强两国之间在工商科技和金融领域

的合作与交流。透过马中两国教育的合作，也成

功将两国的文化和教育推向另一个高峰。  

我校的管乐团与合唱团在开幕仪式上呈献

两首曲目，分别为〈礼运大同〉及〈欢乐

颂〉，以两首代表中西方文化理想的歌曲来为

大会壮势，也喟出教育的最高理想。接着，我

校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陪同董总

主席叶新田博士及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马

珈联合主持击鼓开幕仪式。 

开幕仪式于上午10时10分结束，正式开

放给各校学生及到访的校外人士参访。董总学

生事务组也在现场设柜台，现场有专业人士提

供生涯发展、升学与奖贷学金谘询服务。此

外，上午11时、下午 1时及3时，大会附设

“留学中国”资讯分享会，在科技大楼五楼电

脑室另设职业兴趣测试供同学们了解自己专长

的发展领域。 

从2003年3月董教总在吉隆坡董教总教育

中心举办了以“卧虎藏龙”为主题的第一届中

国高等教育展至今已进入第十届。本届共有

34所大学参展，参展单位来自上海市、北京

市、天津市、重庆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

省、陕西省、福建省、广东省、四川省等；其中

也包括香港及澳门的大专院校参展，盛况空前！ 

除我校学生外，各友校学生也组团前来参

访，包括：利丰港培华独中、光华独中、育群

国民型中学、培华独立中学、华仁中学、居銮

中华中学等。其中来自中南马11所独中和两所

国中，合共35辆巴士的学生前来观展，预计

当天的人潮达3千人。我校各服务团也到场协

助，以期教育展顺利进行。2015年中国高等

教育展于当天下午4时正圆满结束。 

文接下页 

考虑到中国升学 
郑家恩 （兴华中学高一文商智） 

参观这次的教育展机会实属

难得，一共有30多间大学参展，

每间大学都有各自的特色，为想

去中国深造的同学们提供了多元

化的选择。从中我了解到各大学提供的相关科系资

料，使我开始考虑要到中国升学。我也很开心能参

观这次的教育展，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参观类似的展

览。 

 

父母支持往中国升学 
林颖嘉（光华独中高三生） 

我校辅导处集合了全体高三

生来此参访，让大家获取更多升

学资讯。我升学的首要目标是台

湾交通大学，而第二目标则是中

国南京大学，因此此次的教育展

对我进一步了解升学资讯是有帮

助的。我是理科生，以化学药剂师为目标，我对

自己的成绩也有把握，如能申请到奖学金，那是

最好的。我的父母也十分支持我到中国升学，家

庭及经济方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疑惑获得解答 
苏嘉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高二生） 

我是高二生，其实还没有明

确的升学目标，所以希望透过教

育展增加对中国大学的认识。我念文商科，想报

读的科系着重于文艺或商学之类。虽然此教育展

的说明或有一些不够详尽，但我的疑惑基本上都

得到了解答。父母不反对我去中国升学，因此我

希望将来能进入理想中的大学就读。 

 

 

 

 中国高等教育展吸引大批学生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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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与参展单位代表合影留念。坐者左九起为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中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马珈、叶新田博士及

黄秀玉校长。 

黄乐仪师、朱钰煊（高二文商义）采访报导 

4月17日（星期五）第10届中国高等教育展

于我校朝阳堂掀开序幕。是项盛会由董总与我校

联办，我校有幸第二次与董总联办“中国高等教

育展”，让各界人士前来询问和收集升学资讯，

了解参展单位所提供的博士、硕士、学士课程，

以及中国各高校和省市政府奖学金等优惠，为将

来升学做好准备。 

上午9时举行开幕仪式，我校董事长丹斯里

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及中

国驻马大使馆政务参赞马珈担任开幕嘉宾，我校

三机构成员、友校董事、校长及各中国大学代表

也到场见证。 

董事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表示，21

世纪中国在世界各国外资投资额上独占鳌头，彰

显大国风范。截至3月31日，已经有多达60个国

家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

成员国，显见中国综合国力及国家竞争力在国际

舞台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杨董事长指陈，中国教育采取“科教兴国”

战 略 及 在

“211 工 程”

的 配 套 支 援

下，已取得卓

越的成效。该

国近百所高等

院校进行校际

整合及扩大招

考硕、博士研

究生，朝综合

型大学发展，其中部分大学已成为研究型大

学，并极力与国际接轨，办出具有世界水平的

一流大学。今天，中国在崛起之际负起大国的

责任，领导亚洲国家开发基础建设与发展高教，

中国高教成为青年学子的最佳升学目标。 

董总主席叶新田博士则表示随着赴华深造

在我国逐渐掀起热潮，举办中国高等教育展，

将各大学代表引进马来西亚，广泛提供面对面

了解并掌握中国教育资讯的机会，是董总为社

会大众提供的一项服务。 

他说，根据中国驻马大使馆文化处提供的

数据，我国在中国的留学生人数持续增加，从

2009年的2800人，增至去年的6751人，短短5

年共增加3951人，等于增加了141%，在全部

赴华留学生生源国中排名第14位；其中中国政

府奖学金受惠者有283名，而在我国的中国留

学生人数也达到1万人。 

他说，政府在2012年通过国家学术资格鉴

定局（MQA）宣布，全面承认中国820所高等

学府的学位，但是公共服务局

 由马珈参赞（中）、杨忠礼董事长（右）及叶新田博士（左）共同击鼓掀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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