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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斯里陈开蓉董事捐献 210 万令吉
成立兴华英语教学中心师生培训信托基金

■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前排中）设立 210 万令吉的兴华英语教学中心师生培训信托基金，并由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
（前排左二）、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前排右二）、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前排左一）及校友会副主席叶进来
董事（前排右一）托管。后排左一起为黄秀玉校长、罗章武律师及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见证签署信托合
约仪式。

黄乐仪老师报道
3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时30分，我校潘斯里
陈开蓉董事宣布设立210万令吉的兴华英语教学中心
师生培训信托基金，以协助推行兴华英语教学中心的

额基金纳入原有巴生兴华中学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
陈开蓉大专助学金之母金。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信托基金永续运作，也对
四位信托人有绝对的信心。”

发展。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表示，自2009年英语教学中

四位信托人在罗章武律师、黄秀玉校长及英

心成立至今其个人陆续捐款资助已达120万令吉，至

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见证下签署信托合

今剩余存款80万令吉，而今她将另捐献130万令吉现

约。

金，将信托基金增加至210万令吉总额，200万令吉存
入定期存款，10万令吉则存入基金下的来往户口。

《兴华月报》就信托基金的成立与潘斯里陈开
蓉董事进行访谈，下述为访谈内容：

她说：“成立信托基金的宗旨是为了协助兴华中
学英语教学的师生培训，在我还在世时，200万令吉

潘斯里您好，特别成立英语中心师生培训基

的母金和利息，不得被动用。之后，信托人可以运用

金，您的初衷是什么？

基金的利息，但永远不可动用母金。来往户口的钱，

答：早期兴华英语教学比较薄弱，那时大概是

可用以协助兴华英语教学中心师生培训的不时之需。

60年前，我是兴华的校友，我现在已经86岁了，自

如果不敷应用我将持续增加捐款拨入来往户口。信托

从成立英语中心，在校长、副校长的领导以及各位

基金由四位信托人（现任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校

老师的努力付出下，兴华的英语水平与日俱增、深

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以及校

获好评，学生的学术成绩也非常理想。希望同学们

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事）托管，其中拿督李平福担任

在兴华的六年学习生涯中，不但要把中华文化的根

主席，无论四人是否继续担任兴华董事，信托人一职

基打好，同时也能充分学好和掌握好英文这门重要

不受影响。并且此基金是一个独立户口，由信托人管

学科，对英文也应用自如，以便毕业之后，无论在

理。”她表示，倘若英语教学中心不再操作，则将全

职场上或继续升学的道路上，能顺畅无阻地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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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我最深的感触就是，这些年来兴华在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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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以及国内外的大学接轨。我希望自己的小小奉
献，能够让兴华的学生永远受益。

自资助以来，对我校英语教学中心的发展满意
吗？
答：我觉得非常满意，否则也不会决定注入200万母
金，成立信托基金，使英语教学中心的软体得以永续
发展。我只希望学生能受益，同时可以帮助老师们
提升教学水平，教师的素质与勤劳付出很重要，兴华
的教师十分任劳任怨，这些年来培育英才、为兴华付
出，我要感谢老师们。此外，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以
及行政团队，在他们的领导之下，我校英语水平大幅
提升、成绩有目共睹。

的成绩表现使我感到很欣慰，看到兴华学生英语水
平大幅提升，我感到十分光荣。

如今正式成立信托基金，您最大的期望是什
么？
答：我期望老师们教学上持续提升，其实老师们是
很辛苦的，兴华的英文老师教学上非常的落力、非
常为学生着想，激起我内心的感动，我才那么不遗
余力拿出我的老本钱给他们发展教育，使兴华的学
生永远受益。老师们任劳任怨、不辞劳苦的付出，
这个我们要非常感谢，也非常感动。
英语教学中心虽以本人的名字命名，但它是属
于兴华中学的，也是属于大家的，希望大家发挥群
策群力的精神和力量，把英语教学中心发展成一个

您自2009年以来陆陆续续拨款资助兴华英语教
学活动，至今设立210万令吉信托基金，一路走
来，有什么让您特别感触的事？

科学和现代化的英语培训中心，让全体学生都有机
会学好英文，也让所有同学们将来毕业之后都能拥
有一把迈向成功之路的钥匙。

潘斯里陈开蓉英语教学中心基金历年资助的主要教师专业成长
活动及学生培训活动如下：
2009年

采购MML – Longman English Interactive 互动式英语学习电脑软件及Phantosys 管理系统

2010~2011年

14位老师参加由英国文化协会开设为期一年的在职培训课程，考取剑桥大学英语教学专业文凭（Inservice Certificat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Cambridge ESOL）

2012年

主办雪隆森独中英语教学研讨会

2013年

主办Process Writing 工作坊

2014年

主办Project-based Learning 工作坊（马六甲）

2015~2016年

24位老师参加由英国文化协会开设为期两年的在职培训课程，考取中学英语教学专业文凭
（Certificate in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2011年~2016年

资助共5位老师完成英文教学硕士学位（Nottingham University 1位；Taylor’s University 4
位）

2014~2016年

资助共8位老师出席The Malaysia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ssociation英语教师教学研讨会

2015年

外派教师参加第二届亚太教育评估研讨会、第二届博雅教育研讨会、高思维教学研讨会

2016~2017年

外派教师出席雪隆森英语教学研讨会

2016~2017年

学生英语辩论培训、学生综合能力竞赛活动（Hin Hua 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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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诚感人，
人亦诚而应
初二级诚信讲座
李铭欣、王可芊（初二和）报道
我校于3月28日（星期二）下午1时50分，在
科技大讲堂举行一场由初二级联学生自治会主办
的“诚信讲座”，主讲人为苏进存副校长。苏副
校长向同学们讲述:一个好的品德需包含诚信、
正直、忠贞、友善等，当中最被强调的是诚信，
而其首要表现在人格特质上，学业表现则是次
要。何谓诚信？诚信就是诚实、守信用。“诚”
与“信”相互贯通，互为表里，意义即是表里合
■ 苏进存副校长

一、诚恳不虚伪、言出必行等。
此外，苏副校长与同学们分享了一则家喻户

诚信是一种自律的能力，能做到自我约束；诚信是一种

晓的寓言故事 ——《狼来了》。故事里的牧童因

负责的表现，能担当自己应尽的责任；诚信是一种无欺

为贪玩，总爱虚报说“狼来了！狼来了！”，结

的行径，能向他人坦白不欺骗；诚信也是一种好品德，

果当真狼来时，村民却不施予援手。这说明做人

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人。

要有诚信，否则将无法被人相信。

总的来说，人立足于世上，靠的就是诚信二字。没

诚信是沟通心灵的桥梁，那些善于欺骗的

有诚信，即没有朋友；没有诚信，即寸步难行。所谓“

人，将永远到不了桥的另一端。至于那些总不守

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你若以诚恳的态度去打动

信用的人，渐渐地也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因此

他人，对方也会用诚恳的态度来回应你。

诚信是自律

福的事情。但要博得别人的信任，就先要从自身开

林莉媛（初二廉）

始，不自欺、也不做欺人的事。

苏副校长给我们举了几
个关于诚信的故事作例子，
让我更了解诚信这个词的含
义 ——诚信是自律。每个人
都可以选择要或不要实践诚

诚信是态度
卢韦宏（初二义）
经过这次讲座，我对“诚

信，你的选择决定了你的人格，也决定了别人怎

信”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苏副校

么看待你。

长说：“诚”是一种态度；一旦

讲座中提到一个老板的故事，他在面试中不

缺少了诚信，就再也无法取信于

录取某位学历很高的人，只因调查显示那人有多

他人，如同《狼来了》故事里的小孩最终失去了村民

次搭车逃票的记录。老板需要真正“德才兼备”

们的信任。

的人来协助经营公司，因此，在芸芸人才中，更
看重的是道德性质而非学历。
诚信是道德修养，成才做事的前提与基础。
若一个人能被许多人相信着，将会是一件非常幸

此外，苏副校长也提及，诚信甚至比知识更为重
要，即便你是个神童或学霸，如果没有诚信也不会受
人欢迎。“一言之美，贵于千金”，因此我希望大家
都能用诚信的态度对待每个人、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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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知多少？
高二级外宾演讲
李澎桐、蔡绿芝（高二理孝）报道
我校高二级联学生自治会于4月4日（星
期二），下午1时50分至3时10分在科技大楼
陈开蓉讲堂举办了一场基本急救常识讲座。
主讲人为王淑贤校友，她是小儿科专科医
师，也是国际认证哺乳顾问，目前于巴生小
豆豆小儿专科诊所执业。
她提到了4个急救措施，分别为基本
■ 王淑贤医生

心肺复苏术（CPR），哈姆立克急救、烧
烫伤急救和运动伤害急救。她所传授的基
本心肺复苏术的版本为“叫叫CABD”，此

懂得如何应对紧急状况

急救法适用于昏迷者。第一个“叫”，是

郑桂妮老师（数学老师）

指评估昏迷者的意识；第二个“叫”，是

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很好、非常

指呼叫救护车；C是指胸部按压（chest

有知识性的讲座。在这之后的隔一天

compression）；A(airway)是去除呼吸道异

上辅导课时，我问班上的同学：“如

物；B（breathing）往昏迷者嘴里吹气；D使

果真的不幸发生了类似的紧急状况，

用除颤器（defibrillator）。

谁敢为受难者急救？”结果大部分

第二，哈姆立克急救法，适用于异物阻

的同学都没把握做CPR和哈姆立克急

塞咽管的患者，步骤如下，到患者身后，弓

救，担心施力过大伤害到受难者，

步（一脚前，一脚后），一手握拳，置于患

或认为自己不够专业不能胜任。而烫伤与运动伤害急救，

者肚脐上方，拳眼往内，另一手置于握拳的

大部分人都比较敢做，因为比较容易操作，也没什么危险

手的前方并施力往内压，直到异物被吐出。

性。无可否认，经过这次讲座，我的确增长了知识，粗略

第三，烧烫伤急救的口诀为“冲、脱、泡、

知道当发生类似的紧急状况时要如何应对，不至于完全束

盖、送”。冲，冷水不断冲洗伤口，直到不

手无策。

痛为止；脱，小心脱掉衣物，过程中避免弄
破水泡；泡，将伤口泡在冷水里10至30分
钟；盖，使用干净的纱布或棉质衣物覆盖在

每个人都该掌握急救技能
洪福孝老师（物理老师）

伤口上；送，送往医院接受治疗。最后一项

人的生命很脆弱，一件小意外足

为运动伤害急救，方法与口诀为“RICE”

以令人丧命，为此，我认为这场讲座

，R-Rest 休息；I-Ice 冰敷；C-Compression

非常有意义。掌握了这些急救知识，

压迫患部；E-Elevation 抬高。

同学们若在现实中遇到突发情况，便

听完这场讲座，我们意识到“急救与生

可及时运用在伤者身上，救回一条人

活息息相关”，任何人都难免会发生一些危

命。此外，我觉得校方可邀请更多的

急情况，甚至意外伤害。即使自己未受到病

专业人员到校教导同学，让他们掌握

痛伤害，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在旅游出门

更多的急救技能。我认为这个讲座不止在校园，对全国公

的路上，有时也会遇到紧急突发的场面，需

民都很重要，急救工作不应该只由医生来做，所有人都应

要你伸出手。通过对这些急救知识的学习，

该掌握这项技能，以备不时之需。其实我本身早就想要推

相信以后遇到突发的医疗情况时，我们可以

行类似讲座，很感谢有是次机会，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加以

更好地处理，更好地帮助别人。所以，学点

推广，让更多学生受益。

急救知识实在是件重要而有意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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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 2.0 ？ Trappist-1

天文讲座
■ 陈日佳博士

张羽晴（高一理仁）报道
2月22日，美国宇航局（NASA）举行发布会，宣

2.0？Trappist-1”。陈日佳博士毕业于英国谢菲

布发现了第一个包含七个地球大小行星的行星系统。

尔大学化工系,现执教于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而七个行星中，其中三个行星位于母恒星附近的可居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住区，其中一个岩石行星上还可能含有液态水。该行

陈博士擅长火箭燃料、材料和微水流的研究。

星系统距离地球约40光年（235万亿英里），由于位

Trappist-1 是被比利时科研队发现的另外一个

于太阳系之外，因此被科学地称作地外行星。而这个

太阳系。Trappist-1里的“太阳”只有土星体积那

地外行星系统则被称作Trappist-1。

般大，而其中的七颗行星则围绕着它的“太阳”运

为了让我校学生更加了解Trappist-1，天文学
会及史地学会于4月6日（星期四）联办了一场天文

行。那些行星并没有特别的名字，依序编号为b至
h。

讲座，邀请陈日佳博士在我校黄景裕讲堂主讲“地球

■ 以上图片显示了 Trappist-1 及太阳系中，行星的公转周期、距离其恒星（即太阳）的距离、行星的半径及质量。从上
图中我们能得知，Trappist-1 的面积小过太阳系，若放进太阳系里，几乎小得看不见   （图见下页），而且各个行星
间的距离非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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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现Trappist-1后，未来我们可以进行观察

到带着大家展开太空旅行，甚至登陆其他的行星。

（Observe）、飞越（Flypast）、围绕（Orbiting）

最后，陈日佳博士总结：“在这世上，还有许

、登陆（Landing）。所谓观察，即指人类从改进太

多未知的事物和未解决的问题，因此未来的事物还

空望远镜着手，以便能发现更多的新事物。而飞越、

需要你们年轻的一代去探索！”勉励大家怀抱热忱

围绕、登陆则指，未来或许人类的科技昌明，能进展

探索天文，写下人类历史新篇章。

珍惜地球

担任主持备受鼓励

郑育文（高三理忠）

黄昱嘉（初一智）

这场讲座使我获益良

我 和 育 文 学 姐 担

多，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迷失

任“Trappist-1”讲座的

在目前安逸的生活，忘了“

主持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居安思危”。人类社会不断

我们时常相约下课时一起

发展、文明进步，却导致我

练稿，育文学姐也耐心地指

们的周遭环境变得更差、

导我，以便我在主持当天更

更脏，这样的地球着实让人

有信心。在主持的当儿，我

心疼！身为罪魁祸首的人类，可曾对自己的行为

感到非常紧张，生怕忘词或说错话，因为这是我

感到一点点罪恶？目前困扰我们的是：到底人类

第一次担任主持人。育文学姐也在讲座会前鼓励

是否应该选择移居地球以外、放弃这个孕育了我

我，最终我们顺利完成任务，我为此感到非常高

们数万年的地球？还是选择从今以后好好地对待

兴。

她、爱护她呢？

通过讲座，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地外行星系统

陈博士的讲座，使我深刻体会到一个星球要

Trappist-1，增广天文知识。我也非常感谢天文

孕育出众多五彩纷呈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容易，我

学会及育文学姐的提拔，让我能趁此磨炼自己。

们能够在这里呼吸、学习，是多么地幸运，希望

所谓：“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相信以后

大家好好珍惜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

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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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ver Trappist-1”星系展
天文学会供稿
我校天文学会于4月4日至4月7日，在仁爱广
场举办了“Discover Trappist-1”星系展。这项
活动是为了让同学们对该星系有更深层的认识，
并激发天文学习的兴趣，同时培养天文学会会员
的团队合作精神和办事能力。
展 览 中 呈 现 了 目 前 天 文 学 家 观
测“Trappist-1”所得到的最新消
息。Trappist-1是一颗表面温度极低的超冷红矮

■ 天文学会精心举办“Discover Trappist-1”星系展。

星，距离地球约40光年，在天球上位于宝瓶座。

在这次星系展中，天文学会会员合力将所得资料

今年2月22日，美国太空总署(NASA)宣布发现了七

规划成以下八个展出部分：“Trappist-1的概括、发

颗与地球大小相似的系外行星围绕着Trappist-1

现与命名”、“行星上影响生命发展的特征”、“行

运转，并且其中可能至少有三颗行星位于适居带

星适居性”、“水对生命的重要性”、“适合的恒星

内。因此可以想象，如果该系统其他四颗行星上

系统”、“适居带”、“适居行星所具备的条件”，

有液态水，或许也是适合生命存在的。

以及“Trappist-1的恒星状态”。

希望观展后能深思

珍惜所居住的地球

郑育文（星系展总策划、高三理忠）

张羽晴（天文学会副文书、高一理仁）

筹办的过程中其实遇到了

拿到资料展的题目之

许多困难，尤其很多资料是

前，我对这个课题不是很理

我们还不确定也无法查证的，

解，只知道最近美国太空总

所以一直都在反复的检查、询

署(NASA)发现了一个类地行

问、思考，付出了大量时间和

星的系统。直到负责的同学

精力。

寄来相关资料，需要各组制

我相信很多人都对这个“
新的太阳系”充满着兴趣，毕

作海报，那时候我才真正认
识“Trappist-1”。

竟这是第一次有机会可以去寻找我们在宇宙里的同

科学家从各种角度鉴定这些行星是否与地球相

伴，证明我们并不孤单。但是我却有个疑问，到底

似，且适居性是否高，在鉴定过程中发现了其中一

和“外星人”接触是好是坏？如果对方友善，那是最

个行星上有液态水的痕迹。当然，要判断其是否适

理想不过；当然也有一定的机率是对方不怀好意，他

合人类居住不止需要水，还需要氧气、适合的温度

们也许正虎视眈眈我们现有的资源。

等条件。从这些条件来看，我们得知要发现一个适

我更觉得在寻找“新地球”的同时，应该爱护我

合人类居住的星球非常困难。因此，身为地球的一

们的家园，也保护地球上的每一个生命，大家都是平

份子，应该好好地照顾我们的家园，防止生态继续

等的，没有谁亏欠了谁，没有谁应该被支配。人类社

被破坏。

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导致环境变得更污染，身为

所谓集腋成裘，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具有环保

罪魁祸首的我们可曾反省？我在搜寻资料的同时，深

意识，就能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趁现在还来得及

刻体会到了一个行星要孕育出生命是多么的不容易，

挽回，我们必须极力保护环境，不让污染恶化，珍

因此希望大家在看了星系展后能有所深思。

惜我们现有的居住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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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摊位

2017年 4月号

探索科学奥妙！

初三科学小摊
林筠晶（初三平）、王馨贤（初三礼）报道
为了提高学生探索科学奥妙的兴趣，营造校园
科学研究风气及提高学生的科学表达能力，科学教
研组结合初三同学，于4月10日至4月14日（星期一
至五），每天一休在仁爱广场举办为期一周的科学
小摊展。每一天共有12个班级24摊，即每班2摊，5
天共120个摊位参展。全体初三级学生在四科科学
老师指导下，以各式千奇百怪的科学小实验吸引观

■ 混入丁烷的肥皂实验，体验手心窜火。

众探索科学的奥妙、增添学习科学的趣味性。
科学小摊的内容天天不同、天天精彩，包括：
冰雪奇缘、大象牙膏、左拥右抱的气球、失传的
化学食谱、无字天书、相煎何太急、柠檬之怒、黑
火山、电池火车、仙女变恶魔等，让现场的同学及
师长目不暇给。其中，以制作食物的摊位最广受欢
迎，如：手摇冰淇淋、爆米花朵朵开、自制糖条及
Home made cheese等。每一天负责掌管摊位的同学
一边忙着现场做实验，一边向围观的群众解释相关
科学原理，场面十分热闹。
黄秀玉校长、副校长和各科老师也纷纷到场为

■ 神奇的实验 , 让在场的同学精神为之一振。

同学们加油打气。老师们仿佛变成了学生，认真地
聆听同学们讲解科学原理。老师们手上都有一张贴
纸，可以把贴纸投给当天表
现最佳的摊位，同学们都使
出浑身解数，发挥三寸不烂
之舌，只为“博师一贴”，
师生走出课堂、互励互学，
场面一片欢欣。连续5天的初
三级科学小摊活动于4月14日
上午9时30分画上圆满的句

扫 描 QR 码 观 赏 当
天 盛 况。 或 链 接 :
https://goo.gl/RpX2lH

点。

■ 科学小摊圆满举行，感恩师长们的辛劳。
左一起为洪梅珠老师、吴佩芬老师、黄秀
玉校长、许梅韵副校长、吴立龄老师及林
为正老师。

■ 校长与老师们到各个小摊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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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探索未来科学世界
吴佩芬老师（科学教研组组长）
为提供学生一个发挥对科
学热诚的平台；并让学生感受
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的探索与
思路，是今年举办初三科学小
摊的主要目的。学生将过去三
年所学的科学知识内化，再以
不同的呈现方式吸引前来参观
■ 水火箭一发冲天。

的师生们进入趣味科学世界，
一同体验科学的学习乐趣。
维他命C发现者、1937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
圣捷尔吉（Albert Szent-Gyorgyi） 曾说：“去看
每个人都看得见的东西，去想没有人曾经想过的事
情”。这句话激励了许多后来年轻科学家大胆地探索
未来科学世界。因此我希望初三学生能藉由科学小
摊，作为他们对科学展望的分享平台，大胆地说出他
们所选的实验演示未来可以用在哪些领域、以怎样的
科学方式去造福人群。
在此要非常感谢学生们的努力、全体初三科学老

■ 懒人冰淇淋制作容易且快速，得到同学们热烈的响应。

师：吴立龄老师、洪梅珠老师与林为正老师的指导，
实验室助理颜川原先生与徐子逸先生的协助；图书馆
黄英莲主任配合此活动在馆内展示相关图书和学生作
品，以及推介传阅《创新发明》一书，在各方鼎力支
持下，让本年度科学小摊得以成功展出。

增强自主学习能力
陈虹君老师（华文科老师）
这次的科学小摊展，令我
印象深刻的是解剖猪眼睛和蚂
蚁养殖这两个组别。没想到
■ 同学们在示范制作非牛顿流体。

学生们对此方面的知识如此巩
固，且操作技术精湛。这些实
验都是学生自己去搜寻资料、
讨论和进行研究的，因此可增
强他们自主学习的能力，鼓励
他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课题展开深入的研究。今年的
科学小摊增加了老师投选“今日之星”的部分，更认
真地去操作及讲解，足见学习的积极性。唯一可惜的
是，活动只有区区35分钟，部分学生的演示为仓促，
如果时间增长，相信学生们的表现一定会更棒。

■ 解剖猪眼睛的小摊让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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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N HUA MONTHLY

文接上页

2017年 4月号

专业的小科学家
颜义穅（高二文商平）
这是我第二次参观初三
科学小摊展，还真后悔过
去并没有好好地参观。在我
初中的时候，并没有这项
活动，我觉得这项活动可以
提升学生对科学的兴趣与知
识，非常有意义。除此，也

■ 谁是吹箭手？那就是我。

可以大大提升各摊位负责同学的表达能力，训练他
们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和吵杂的环境下，简洁有力地
表达各项实验。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把手浸在有丁烷成分
的肥皂水里，接着掌心捧起一把肥皂水，负责同学
点燃我手中的肥皂水，“砰！”我的手心竟然着火
了，但我只觉得掌心温温的，并没有烫伤，感觉非
常神奇！
当天，同学们的表现各有千秋，大家都准备周
全、动作熟练，看起来就是专业的小科学家！至于
有待加强的部分，我建议同学们在讲解的时候要更

■ 你从未见过的泡泡就是这样制作出来的。

有自信，避免讲解中途降低声量，加上环境吵杂，
听讲解的人会很吃力。希望大家更具自信、勇敢
发言，即使失误了，也不要灰心，因为人不是完
美的，失败能让我们学习更多、表现得越来越好！

激发对科学的兴趣
陈昭茹（初三礼）
科学小摊让我获益良
多，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和实验，令我大开眼界。初
■ 制作无字天书，留着我的秘密在里面。

三的同学们都非常棒，从制
作海报、示范实验到解释原
理，大家都用心完成。
基本上负责同学对各种提问都能对答如流，让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解剖猪眼睛实验，这是非常创意
又大胆的呈现。另一个是手窜火焰的实验，负责演
示的同学用手掌捞取有丁烷肥的皂泡，随后点火，
手上立刻窜起一团火焰，由于泡沫的保护，手心不
会烧伤，十分神奇！我认为这项活动能够引起同学
们想要尝试做科学实验，或学习更多额外知识的兴
趣，激发他们更加自动自发地学习新知。

■ 带上特制眼镜观看 3D 电影。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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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科学小摊

照片花絮

■ 以各种趣味的科学小实验吸引观众认识千奇百怪的科
学原理，增添学习科学的趣味性。

■ 各式科学小实验，寓学于乐。

■ 同学们为校长讲解养殖蚂蚁的注意事项。

■ 同学忙着现场做实验及解释相关科学原理。

■ 每一位老师手上都有一张贴纸，决定了每天“今日之
星”的诞生。

■ 掌握科学原理就可以制作出有趣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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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的成就与挑战

2017 年班级与学会领袖培训营

■ 参与学会和班级领袖培训营的同学们于结训时与师长合影。坐者右起为吕俍駩老师、黄佳雯老师、何永良讲师、谢锡
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刘久进副主任、梁耀文老师。

王立恩（高三文商和）报道
为提升班级与学会领袖敢于实践目标的领导素养，以加强班
级与学会活动的管理与推展，我校训导处联合课外活动处于3月
19日（星期日），上午8时至下午4时在朝阳堂举办班级与学会领
袖培训营，共有近300位学会与班级干部参与其盛。营会荣幸邀
请到何永良讲师主讲“自我形象定位：你是一位怎样的领导人？
你如何去领导人？”；Illusionist Animation Studio的创办人
兼执行长吴志成讲师则主讲“领袖的成就与挑战”。
何永良讲师表示：“成为领导人之前必须先了解自己、认识
自己。”他强调“不以权力，而以魅力领导别人”，并通过游戏

■ 何永良讲师

环节让营员进一步理解身为领导人的特质，即必须懂得欣赏他
人、主动积极等。
接着，吴志成讲师与大家分享“领袖的成就与挑战”，他通
过自身的职场领导经验，仔细分析了领导过程中将会遇到的各种
问题。他说，打造完美的团队并不容易，领导人必须凝聚团队、
说服成员建立共同的目标，并且带领伙伴们向前迈进，当团队
出现文化与信念分歧等问题时，领导人必须坚定目标，展开协
调与积极沟通。吴讲师也提到，身为领导人，必须非常明确团队
走向，才能引领团队走上正轨，并时时贯彻“主动积极、真诚坦
白、寻求沟通”等原则。
他总结：“领导人要让能带给你正面影响的人围绕左右，如
此才能时刻保有积极向上的心态。”

■ 吴志成讲师

同学们互相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沟通，
场面有趣之余，也让大家领悟了沟通与

午餐后，营员在讲师指导下学习“影响力沟通”的沟通模

讲话的差别——所谓讲话，只是纯粹的聊

式，何永良讲师表示，沟通时领导人必须学会放下身段，不以

天；而沟通，则是双方为了达成共识与

命令的方式、让双方处于平等的立场进行沟通。在模拟场景下，

互相理解而进行的谈话。懂得使用影响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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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来进行沟通，就能成为一位更具说服力的领袖。
小休片刻后，来到了活动尾声。何永良讲师带
领同学们总结当天所学，引导大家拟出行动计划，

认识自己，提升领导能力
关盛秧（高三文商和）

把所学知识转化成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本次培训营

营会中，我学到了如何正确

让与会者获益良多，除了更进一步了解自己、学习

地领导团队，我发现本身的领导

不同的沟通技巧以及从前辈身上汲取经验，更懂得

方式过于独裁，以致无法和团队

了所谓“领导”的意义 ——领导并非一种身份，而

协作完成任务。这次培训营不仅

是一个完善自己、探索自己的过程。

教会我领导的技巧，也让我更深
入地认识自己、掌握自己的优缺
点。此外，我也更清楚地认识自
己的错误，并从中改善。我建议
营会增加游戏与互动环节，让大家动起来，因为大部
分时间一直坐着听讲较沉闷。我很开心能在高中最后
一年参加培训营，让自己成为更好的领袖。

学习领导与沟通技巧
王子怡（初三智）
这是我首次参加领袖培训
营，活动并没有想象中沉闷，而
是获益良多，我不仅学习了很多
平日课堂上无法获取的新知，还
认识到身为一个领导者在群体之
中应扮演的角色。此外，活动也
让我对自己有更深一层的探索和
了解，学习到带领一个团队的知识与沟通技巧，以及
如何扮演好领导者的身份。

■ 通过游戏环节让营员进一步理解身为领导人的特质，
即必须懂得欣赏他人、主动积极等。

■ 模拟场景下，同学们互相扮演不同的角色进行沟通，场面有趣之余，也让大家领悟沟通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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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 The excited winners of HELO 2017 posing with Mdm Boo, Head of ELC and Vice-Principal and judges.
Reported by ELC
20 March 2017 was just the third day of the school
holidays. However, it marked a significant day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because we held an enriching
and fun-filled English language event at the school early
in the morning. Yes! It was Hin Hua 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This event included a variety of activities,
with the aims to provide our learners with a supportive
English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to enhance their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in using English.
13 teams consisting of 39 participants from all
levels excitedly joined the games. Md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gave an inspiring speech to start off the Olympiad.
She mentioned that the Senior Three students have
been giving their constructive comments on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ELC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hey sincerely urged that ELC could organise a wide
variety of language-related activities for our students.
With this in mind at all times,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decided to come up with something special
for our learners this year. Hin Hua English Language
Olympiad was thus initiated, followed by several
discussions, and preparation started in stages when
ideas took shape. All happened at the end of last year,
carried on to year 2017 and materialised today.
Mdm Boo specifically expressed her appreciation
towards all the English teachers for their time and
effort in ensuring the smooth running of this oneday event. Additionally, she extended her heartfelt
thanks to the ELC patron, Puan Sri Kai Yeong Yeoh,

for her generosity in sponsoring all the prizes for
this event. She emphasized that ELC teachers will
be continuously working together in introducing
creative idea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o motivate
our students.
The participating teams started registering at
7.30am. and each team received a bag consisted of
lanyards, a program booklet and stationery to be used
during the competitions. The first competition to
kickstart was Listen Up!.
In Listen up! there were two tasks involved,
which were note taking from a video and creating a
mind map. The competition started with a 5-minute
video being played twice. The participants watched
and listened attentively to the video and took notes.
They then created a mind map based on the content
following the Buzan Mind Mapping Laws. The
completed mind maps were displayed for judging
and voting by other participants, staff,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mind map that was created by Phang
May Chih (S1 Melbourne), Yong Huey Yee (S1
Washington) and Annabelle Kang Huei Min (S1
Canberra) from Team 3 had got the highest score
combined (the judges and votes). They were thus
declared the winner of the Best Mind Map.
According to Ms Prem, the chief judge, all
the judges were impressed by the way how the
participants had presented the details in their mind
maps. They successfully demonstrated creativity
and good colour coordination, and the key points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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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well-reflected in their mind maps. As for the
WOW factor, the images were well portrayed but
some participants had not adhered to Buzan mind map
concepts which emphasises on colour coordination,
connection, images and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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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w Terng Fong (J3 Chicago) and Lai Zi Xuan (J3
Chicago), from Team 10, and encouraged all of the
participants to continue to pursue excellenc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 The winners of the best mind map receiving their award from
Mdm Boo.

The event ‘Shake the Spears’, was a competition
that involved writing a poem based on an image. They
had to collaborate with their members to produce a
poem based on the projected image. Soft music was
played to create a relaxed and casual atmosphere. It
took the teams close to 10 minutes to get their ‘creative
juices’ going as the image was rather unexpected and
abstract. As time progressed, the teams were seen getting
enthusiastic and deeply engaged in their discussions.
Some teams got each of their members to write a poem
and then they chose the best from the lot, while others,
were still putting their heads together to arrive at one
poem, unanimously. It was very stimulating to the
observing teachers to see the ‘poets’ emerging from
within their students. Soon after they had drafted their
poems, the teams excitedly took off and keyed in the
poems at the Multi-media labs at ELC. There was a lot
of ‘hustle and bustle’ as the team members made last
minute changes to their drafts on their computers. At
the ring of a bell, the competition ended and the teams
adjourned for their tea break, anxiously in anticipation
of the results. In the meantime, the poems were quickly
printed and displayed for viewing, voting and judging.
In her feedback, the judge Ms. Jilian Estrop,
expressed her great awe at the impressive outcome,
which had been blended with brilliant effort and ended
by saying that the ‘teams had effortlessly done what
poetry should do.’ She revealed in the observation
that the teams had communicated the theme well and
thought ‘out-of-the-box.’ This was in relation to the
difficulty level of the theme, which required quick
and profound thinking. She had noticed that the
variety of poems presented had been designed around
nature, technology and family. Ms. Jilian extended her
congratulations to every team, especially the best poem
winners, Joshua Lim Jia Sheng (J3 Chicago), Bernard

■ Participants were busy working on their masterpiece.

■ The winners of the best poem receiving their award from
Ms. Jilian Estrop.

■ An abstract image projected for poem writing.
In Screw the Alphabet, which was actually a
Scrabble game, participants from different teams
were re-assigned to groups of 3 to compete with one
another at different tables. After a short briefing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dapted from the standard
Scrabble rules and how words on a Scrabble board
are formed, all the 36 participants got down to work,
taking turns to form words as quickly as they could.
The game lasted 30 minutes. The participants had an
exciting though mentally exhausting time, trying to
come up with impressive words that would secure
them higher scores. It was not easy at first as most
of the participants did not have much exposure to
this board game. They needed to learn how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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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placed, how the total score of a
word was added up, the meaning of
‘double/triple letter’ and ‘double/triple word’ score
and so on and so forth. At the end of the game, though
not many long words were spotted, it was good to see
some less common words like taunt, rabid, teal, felon
and pug on the Scrabble boards. This goes to show
that some Hin Hua students are very well-read and do
have a reasonably high level of vocabulary. The highest
score was 124, secured by Lai Zi Xuan (J3 Chicago)
from Team 10 and he was ultimately declared the Best
Speller.
In her comment, one of the judges, Mrs Siow said
that playing Scrabble is an excellent way to improve
one’s word power and hoped that this event was just
the beginning for the participants and that they would
start playing the game more and promote it among their
peers.
文接上页

■ Participants deep in thought trying to come up with impressive
words.

2017年 4月号

of the ELC debate club, gave his general comments
on the presentations based on his point of view.
He first complimented that most speakers had the
ability to come up with speeches connected to the
themes chosen.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messages
conveyed through their speeches should reach out
to the audience. Most importantly, Mr. Muqriz
highlighted that the student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have a huge amount of talents based on his
observation for the past one year. He felt amazed to
see students being able to give a good presentation
in just 45 minutes. Overall, he congratulated the
participants on their great performances. Finally,
the Best Speaker was announced. Derek Yuen Yee
Jun (S1 Washington) from Team 5 who delivered
a speech entitled ‘Are you smarter than your smart
phone?’ was declared as the winner. Even though it
was a challenging competition, the participants as
well as the audience had a great wonderful time.

■ Participants enthusiastically preparing their speech within
the time allotted.

■ Lai Zi Xuan receiving his prize after being
declared the Best Speller.

In Tedx Hin Hua, 13 themes had been pre-designed
for the participants. Each team was required to send a
representative to pick a theme from the selection box
and collaborate with their team members to write a
3-minute speech that depicted the theme chosen. The
competitors were allocated 45 minutes to prepare the
speech without depending on any electronic devices.
The participants were seen enthusiastically discussing
to gather ideas for the speech-writing. Though the
presenters looked nervous, they managed to come
up with wonderful speeches with tremendous ideas.
After all the speakers had delivered their speeches,
Mr. Muqriz, the chief judge, also the debate trainer

■ Derek Yuen Yee Jun receiving his prize
after being declared the Best Speaker.

The Olympiad came to an end at 3.30 pm
after the comments given by the chief judges and
winners’ names announced. The participants truly
had a great and enriching time having participated
in all the challenging competitions. The whole event
ended with a group photo portraying a sense of
accomplishment among all that were involved. It was
indeed a successful event organised for the first time
by ELC. We look forward to organising more funfilled activities and competitions for our students in
the near future.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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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与发现
第 38 届校园现场绘画比赛

■ 许梅韵副校长（右二）主持揭题仪式，美术组老师手持各级题目。左起为黄宝珠老师、曾新植老师、李增注老师、
谢金聪老师。

林楷泽（初三平）陈文艳 ( 初二忠 ) 报道
为了培养同学们对美术的兴趣，进而提高学生

接着，由许梅韵副校长主持揭题仪式，许副校

们的美术素养，我校美术科教研组于3月11日（星期

长用毛笔沾水将木盒外层的宣纸捅破，并取出木盒

六）主办了第38届全校现场绘画比赛，共有501人参

里的宝藏，而比赛题目就在其中，展现出今年的主

赛。

题“突破与发现”。 各级题目如下：

李增注老师在开幕仪式致词时表示，校园现场绘

初一级：静物写生

画比赛是一个让同学们展现美术才华的平台，并从中

初二级：我在大人国里、读书乐、海底马戏团

总结自己的思路和美术技巧，也藉此自我挑战、寻求

初三级：一场精彩的表演、游记、时间停止

突破。

高一级：新春活动、心目中的兴华人文走廊、乘坐

“是项赛事已进入了第38届。遥想30多年前，我
也是其中一位参赛者，大约参与了从第4届至第10届

时光机回到未来
高二和高三级：户外写生——我爱兴华

的赛事。我觉得，每次的参与总能让自己的思维和技

此次的全校绘画比赛于中午12时结束，校方邀

巧有更大的提升和进步，使我拓展思路，做好准备不

请了来自校外的三位资深老师，即：美国国家水彩

断自我挑战与突破。”

画会署名会员谢盛财老师、马来西亚董总课程发展

他强调，当今世界对美术的需求更广泛，无论是
在实用或精神方面，社会上一切人、事、物皆涉及设

局美术学科编辑张厚耀老师，以及美术工作者周靖
化老师，于3月11日到校评审。

计、规划、布置等美感。因此，与美术相关的职业也
越来越多，越发专业。倘若同学们在校期间能够培养
出美的修养和内涵，将受用一生。
“在美的世界里，我们要有技巧，拓展独立思
考、经验、想象和联想力等，进而通往创作的世界充
份发挥创造力。以前，人类产生在天上飞的想法，今
天我们终于可以乘坐飞机来去自如。创造力是改变世
界的最大动力！”
他期许同学们善用绘画技巧、经验、想象和联想
力发挥创意，启动自身潜能。
■ 许梅韵副校长为本年度赛事主题“突破与发现”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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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分享会及颁奖典礼

■ 成果分享会及颁奖典礼圆满举行。左一起为李增注老师、周靖化评审老师、张厚耀评审老师、黄宝珠老师、谢金聪
老师、谢盛财评审老师、李宛沄 老师、陈品键老师、曾新植老师。

4月6日（星期四）下午1时50分至下午3时05
分，第38届现场绘画比赛于黄景裕讲堂举行成果
分享会暨颁奖典礼。
评审们依序为比赛进行讲评，点出各级参赛
作品的优劣点。周靖化老师指出，初一级学生
在造型、光线捕抓与立体感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概
念，但景物和背景的凝聚力不足，他建议同学们
强调物或景的色彩亮度。此外，初二级许多同学
在画“我在大人国里”时，人物的大小比例过于
接近而无法明显体现出“大人”及“小人”的不
同。另一方面，他也赞扬同学们拥有处理画面的

■ 初一级的主题是静物写生。

能力，展现作品的张力。
张厚耀老师则说，参赛学生的平均水平让他
感到惊艳。他觉得一幅画要有故事，让旁人从画
中了解“故事”是作品的意义所在。一人的创意
思考及设计都是透过视觉及经验的阅历累积产
生，其中高三生已经可以从画中看出他们的自主
思考及展现多元画风。
最后，谢盛财老师勉励大家继续寻求突破，
以此精进自己。他强调一个人的创作要有自我风
格，将客观的事物融汇自己的情感及想法，才能
创作出真正完美的画。
讲评结束后，便是万众瞩目的颁奖仪式了，
参赛者个个既紧张又兴奋。本次比赛得奖人数共
93人，其中以初三级20人获奖占最多数。

■ 高二和高三级户外写生——我爱兴华。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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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届校园现场绘画得奖名单
组别

特优奖

优秀奖

佳作奖

初一级 黄寿彤（初一和）、
蔡浚禧（初一智）、
黄慧仪（初一仁）、
邹欣彤（初一信）

陈颖莹（初一爱）、
许琼尹（初一廉）、
林芯亦（初一礼）、
蔡 瑾（初一和）

谢宜静（初一礼）、陈云起（初一礼）、
谢英姿（初一仁）、刘乐莹（初一义）、
洪豪康（初一仁）、叶家欣（初一智）、
陈艺丹（初一勇）、张舒雯（初一孝）

初二级 尤瑾若（初二廉）、
夏恩权（初二平）、
叶炜錤（初二礼）

欧至琛（初二平）、
戴婉琦（初二信）、
徐鸿杰（初二爱）、
张慷旭（初二平）

梁馨匀（初二忠）、李芝逸（初二和）、
颜慧仪（初二爱）、陈矜寰（初二义）、
黄亿晶（初二勇）、邢雯晴（初二智）、
郑惠心（初二孝）

初三级 林恺婷（初三孝）、
张岱安（初三忠）、
林凯霈（初三仁）、
林宣妤（初三智）、

颜杰毅（初三义）、
冯渝萱（初三孝）、
谢永康（初三孝）、
洪伟恭（初三礼）、
张欣昀（初三和）、
杜沛学（初三孝）

蔡菱恩（初三廉）、刘若菱（初三仁）、
王子怡（初三智）、林芊如（初三廉）、
余康尔（初三爱）、曾怜喻（初三忠）、
杨凯欣（初三礼）、陈慧甜（初三和）、
林子蔚（初三智）、陈彦霏（初三义）

高一级 施婉琪（高一理义）、
江慧敏（高一理爱）、
李衍凯（高一文商和）、 张靖茹（高一文商和）、
洪湘怡（高一文商智）
徐佩雯（高一理爱）

吕敏瑜（高一理信）、彭美绮（高一文商廉）、
王蔚昱（高一理信）、陈 慜（高一文商平）、
黄延程（高一理信）、杨微仪（高一文商平）、
吴欣怡（高一理爱）、颜洁茹（高一文商和）、
王欣怡（高一文商智）

高二级 吴静儿（高二理孝）、
李思仪（高二理忠）、
陈永盛（高二理爱）

颜彤钰（高二文商和）、黄寿莹（高二理信）、
黄祺翔（高二理仁） 、胡沛孶（高二理仁）、
辜明慧（高二理忠） 、徐莹芯（高二文商勇）

曾千芸（高二文商廉）、
关孟意（高二理仁）、
潘韵如（高二文商廉）、
陈盈静（高二理信）、
叶铭衡（高二文商智）

高三级 张晓豫（高三文商和）、 陈旭颖（高三文商廉）、 孙佳卉（高三文商廉）、郑 斌（高三理仁）、
陈欣淇（高三文商廉）、 林晓琦（高三理爱）、
莫韵霖（高三文商信）、李艺灵（高三文商和）、
陈捷皓（高三文商平）
王 毅（高三理仁）
郑婧娴（高三理忠）、 谢裕延（高三文商信）

■ 评审老师为绘画比赛选出最优秀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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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重视美育传承

奖项是额外惊喜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教研组组长）

吴静儿（高二理孝，高二级特优奖）

美术领域非常宽广，随着时

参加了五年绘画比赛，今

代嬗变，要求也不一样。现今美

年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一次，

术教育也随着各方面的要求逐

题目为户外写生——我爱兴

步有新的内涵、教法，步向更广

华。动笔前，我一直思考：

面的学习。艺术是人类智慧、思

透过校园写生，该如何表达出

想、感情的结晶，其丰富的内涵

“我爱兴华”？

是培养审美观点和艺术创造力的

从美术室领了画板，踏出

优质土壤。由始至终我们都将学

门外，早晨的一束曙光照耀

习美术的正确观念及思维传授给学生们，除了课堂内

着兴华大楼，这画面为我带来灵感。我绕了校园一

所安排的教学课程外，也有许多课外的辅助教材，带

小圈，最后还是回到原点作画。这个地点写生条件

领学生户外写生以作观察，掌握对景的捕抓和理解经

不太理想，阳光较晒，况且要捕捉那道光线并不容

由光照射而呈现色彩的含义——是光创造了五彩缤纷的

易，随着太阳一点一点地升起，我画着画着竟满头

色彩世界。

大汗。

本赛场中高二级、高三级是户外写生，以“我爱

起好了稿，我就随着本身的喜好上色。我喜欢

兴华”来展现写生之画面，参赛者自各个视域的画面

多彩的画面，因此并没有考虑把景物画得很逼真，

表达各具特色。此外，学校也极力鼓励学生们参与校

那道光线就凭着印象描绘出来。我想表达的是“兴

外的艺术类活动或比赛，不仅希冀大家共同循序渐进

华就是一个充满温暖阳光，伴我成长的好地方”。

掌握各阶段技巧和步骤，将美术的认知与见解传承下

这次比赛我全情投入，把自己的想法透过画笔

去，更期盼大家在美术领域绽放异彩。

表达出来就很满足了，至于获奖，是额外的惊喜。

作品表达对母校的情感

绘画拓展丰富的想象力

张晓豫 （高三文商和，高三级特优奖）

叶炜錤 (初二礼，初二级特优奖)

当我得知自己得奖时，感到

其实我并没有想到自己会

很惊讶也很开心。由于我的画法

得特优奖，感觉蛮惊讶的。

类似抽象画，所以担心他人看不

我的参赛题目是“读书乐”

懂。我的作品概念较自由，完全

，也许在他人眼中，阅读是

没有条理可言，我采用类似油画

沉闷的事，可是对我来说，

的画法，刚开始是铅笔的草稿，

每次阅读时我都会在脑海

过后就把水彩颜料挖出来，厚厚

里描绘故事，穿梭想象的世

的涂在上面。我的画风自由、随

界，一点都不乏味，因此我

性，象征着兴华自由、创新的风气。

希望与大家分享这一切。

此次参赛的作品题目为“我爱兴华”，刚开始我

过程中，我对作品不断进行修改，即使呈交作

觉得有点难以表达，一时之间不晓得该用什么样的方

品时依然对画中的某部分彩色感到不满意，精益求

式表现对学校6年来的情感，因此索性把校园所有的建

精就是我作画的原则。在比赛中荣获特优奖，使我

筑楼层全部画出来 每一栋代表着我从初中入学至今在

对自己的绘画能力更具信心。绘画是一件令人感到

兴华的成长，充满着许多美好的回忆。作品完成后，

愉快的事，我诚心希望以后能够继续透过绘画扩展

我本身感到很满意。

想象力，与大家分享脑海中一闪而过的美好画面。

最后我要感谢美术老师们的支持与指导，增强我
的绘画能力，让我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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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8 届校园现场绘画比赛
特优作品

■ 高二级特优：吴静儿（高二理孝）
   题目：我爱兴华
■ 高三级特优：张晓豫（高三文商和）
   题目：我爱兴华

■ 初一级特优：黄寿彤（初一和）
   题目：静物写生

■ 高一级特优：洪湘怡（高一文商智）
   题目：乘坐时光机回到未来

■ 初三级特优：张岱安（初三忠）
   题目：游记

■ 初二级特优：夏恩权（初二平）
   题目：海底马戏团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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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常識比賽
关心社会

关注社会议题

■ 高中组冠军高二理忠的参赛队员（右）和亚军高二理信的参赛队员（左）与颁奖嘉宾李荣兴老师（中）合影。

苏瑜静 ( 初二仁 ) 王可芊（初二和）报道
在学长团、图书馆服务团及史地学会的用心筹备
下，第22届全校常识比赛于4月13日（星期四）下午2

纪念品予评审老师以示感谢。评审老师有苏进存副
校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及朱伟杰老师。

时，在科技大楼大讲堂顺利举行，场面热烈且座无虚

决赛是以电脑同步投射题目与计分的方式进

席。往年的全校常识比赛都吸引了不少初一至高三的

行，并配合电子按钮控制抢答，若比赛双方都抢答

学生报名参加，今年也不例外，较早前于4月6日（星

或补答错误，该题则开放予观众抢答，回答正确将

期四）进行的初赛经过一番龙争虎斗，最后进入决赛

获得奖励，赛程紧张刺激。高初中组别各有60道题

的队伍有初三廉、初三和、高二理忠和高二理信。决

目，在经过精彩绝伦的竞争后，最后胜出的队伍为

赛当天，大会首先颁发了初赛个人优胜奖，接着颁发

初三廉及高二理忠。

高中组团体奖：
刘凯铷、蔡维泽、罗加竣、郑声蔚（高二理忠）
王景涛、谢雯婕、黄恺洁、朱汶炅（高二理信）

平日关注时事新闻
王景涛（高二理信，高中个人冠军）
每一年我都参加校内常识

高中组个人优胜奖：

比赛，这次只预设自己会得

1.王景涛（高二理信）；2.蔡潍泽（高二理忠）

奖，但没想到会得高中组个人

；3.苏俊涛（高一理忠）、林暐晙（高三理孝）、

优胜首奖。我曾代表学校参加

郑声蔚（高二理忠）、黎美芯（高二理忠）；4.刘

校外常识比赛，例如华教常识

凯铷（高二理忠）、萧正为（高三文商信）、郑俊

比赛、陈嘉庚常识比赛等。平

伟（高一理孝）；5.伍铭惠（高三理爱）、乡旻卉

时会关注时事新闻，但是并没

（高二文商智）、林如心（高一理义）；6.吴静儿

有刻意阅读参考书，目前高二

（高二理孝）

生活比较紧凑，所以不再保持每天阅报的习惯了。我
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历史和政治，历史是人类社会进
程的反映，通过历史我们可以推断出社会未来的发展
方向；而观察政治人物的表现也让我感到饶有兴趣，
从中往往可以推敲人性较复杂面向。话说回来，对于
自己得到优胜首奖，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感
想。由于老师的推荐，我会继续参加明年的校内常识
比赛。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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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中组冠军初三廉的参赛队员（右）和亚军初三和的参赛队员（左）与颁奖嘉宾朱伟杰老师（中）合影。

初中组团体奖：
冠军：蔡菱恩、洪元斌、王安鸿、李钧皓（初三廉）
亚军：陈胜业、刘莉怡、陈慧甜、杨卣鑫（初三和）

培养默契与团队精神
蔡菱恩（初三廉，初中个人及团体冠军）
获知自己是初中组个人优

初中组个人优胜奖：

胜首奖得主后，我感到非常

1.蔡菱恩（初三廉）；2.吴书航（初三孝）、陈文莫

高兴，同时也肯定了自己的能

（初三勇）；3.吴奕茹（初三爱）；4.许智翔（初一

力。在准备比赛的当儿，除上

忠）、林膺铨（初三义）；5.林家谦（初一忠）；6.

网找资料以外，我和组员们

唐梓珅（初二仁）；7.苏荣蔚（初三爱）、陈胜业

都抽出时间向学长姐们请教问

（初三和）、洪元斌（初三廉）、林镇勇（初三平）

题，但我还是觉得平时就该多

；8.夏柔恩（初三勇）

看些课外书，这对自己更有帮
助。而广泛的常识范畴里，我对历史和国际新闻这两
方面最感兴趣。此外，组员之间在参赛过程中，培养
了默契与团队精神，这是我最大的收获。

■ 高中组个人优胜奖得主与颁奖嘉宾李荣兴老师（中）合影。

■ 初中组个人优胜奖得主与颁奖嘉宾朱伟杰老师（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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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华语辩论比赛

■ 冠军高三文商廉 / 礼的参赛队员（左）和亚军高一理仁的参赛队员（右）与评审和师长合影。右五起为苏进存副校长、
谢锡福副校长、黄秀玉校长、胡逸山博士、庄兴亮校友及郑名烈先生。

何婉婷 ( 初三爱 ) 报道
为了激发学生对辩论及时事的兴趣，进而提升思

正方：高三文商廉/礼 ＜应以成败论英雄＞

维及学习辩论的方法，由课外活动处主办、辩论学会

（洪佳雯、黄时恩、陈筱暄、李彩雯）

及少年服务团协办，高中华语辩论比赛从3月16日、17

反方：高一理仁 ＜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日、30日、31日以及4月4日，分别在课室和黄景裕讲

（黄振鸿、刘伟忠、黄钲皓、陈子扬）

堂举行初赛、复赛和半决赛。备受瞩目的决赛则于4月
11日(星期二) 下午1时55分至3时05分在朝阳堂举行。

双方辩手使出浑身解数证明己方立场，你来
我往地对辩，经过一轮激烈的唇枪舌战，正方高

从初赛到半决赛，相关辩题如下：

三文商廉/礼赢得冠军，高一理仁荣获亚军，季军

＜女性比男性更需要关怀；男性比女性更需要关

为高二理孝，决赛最佳辩论员是李彩雯。决赛评

怀＞、＜成功路上好对手比好伙伴更重要；成功路上

判团由华社研究中心董事及著名时事评论人郑名

好伙伴比好对手更重要＞、＜国产车普腾被收购对我

烈先生、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

国是好事；国产车普腾被收购对我国不是好事＞、＜

学院兼任高级研究学者胡逸山博士，以及新加坡

苏格拉底应该选择逃狱；苏格拉底不应该选择逃狱＞

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系硕士庄兴亮校友担任。

、＜好人难做；好人不难做＞＜人生而平等；人生而
不平等＞。
大会邀请多位校内老师和辩论校队队友担任评

综合三位评审的总结意见如下：
第一，我校个别辩论员实力几乎可以和大学并驾
齐驱，不过辩论员需注意辩论时的姿态，不宜随

审，在多场比赛中，荣获最佳辩论员者如下：

意摇晃，以及语言的表达有待加强。

初赛：李彩雯（高三文商廉）、方玮琳（高二理忠）

第二，自由辩环节，每位队员轮流发表，而不是

、吴静儿（高二理孝）、陈欣滢（高二理义）、叶静

只靠一名队员在支撑，因为评分栏上是要评每位

霜（高二文商礼）、陈子扬（高一理仁）、邱钟宏（

队员的分数。

高一理爱/义）、张恺恩（高一文商平）、张峻赫（高

第三，辩论员要分秒必争，善加利用辩论时间。

一文商礼）

有同学在时间还未结束时就已经发表结束。

复赛：李彩雯（高三文商廉）、方玮琳（高二理忠）

第四，在提到一些相关事件和人物名称时，应精

、陈祺源（高二理孝）、陈子杨（高一理仁）、王景

简带过此事件或人物，避免观众或评审听不明

涛（高二理信）、

白。

第二复赛：李彩雯（高三文商廉/礼）、方玮琳（高二

今年度高中华语辩论比赛共有22支队伍报名

理忠）、陈慧琪（高二理孝）、陈子扬（高一理仁）

参赛，为历年参赛队伍最多的一次，从初赛至决

半决赛：李彩雯（高三文商廉/礼）

赛共进行了21场比赛，除决赛邀请校外专业人士

决赛：李彩雯（高三文商廉/礼）

担任评判外，其它场次比赛多由我校老师及若干
前辩论校队队友担任，他们是：苏进存副校长、

成功晋级决赛的队伍是：

2017年 4月号
李荣兴主任、严伟扬老师、朱伟杰老师、李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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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詹荣贵老师、李伟彰老师、黄乐仪老师、

认真备赛就是最佳表现

朱键鸿老师、庄晓毓老师、黄才扬老师、邱谊东

李彩雯（高三文商廉，决赛最佳辩论员）

老师、黄佳雯老师、许微微老师、陈伟轩老师、

我已经在辩论校队6年了，而

郭珂儿老师、邱咏芳老师、林惠芳老师、李尉帷

这是我最后一次参赛，算是中学

老师、梁志强老师、林纪一校友、余枃崠校友、

辩论生涯的收官之作。此次我方

吴婕琦校友、陈可馨校友等。

荣获冠军，我也当选了最佳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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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我觉得辩论其实并不简单，

促进思辨与经验
陈筱暄（高三文商廉，决赛冠军队伍/正方代表）
参加辩论比赛是因为正
好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大家一拍即合。另一方面，
我也想弥补高一没有拿奖的
遗憾。我认为通过辩论赛能
带给我们的获益是促进思辨
与累积经验，辩论的机会不
常有，所以格外珍惜。尤其
当对手也认真投入其中时，场上的互动交锋就是
最大的收获和愉悦。赛前我会收集大量数据和资
料，反复梳理概念，并和队友进行模拟辩，到了
场上才不会词不达意。
整场比赛下来，我认为尚未达到激辩后的欢
畅淋漓，对手的表现可以加强力度。至于我的团
队，我认为大家已经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最大的
努力了。能和队友并肩战斗，我感到很踏实，他
们是无可挑剔的。最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希望每一场比赛，无论是正反双方的准备功
夫都要到家，才能将最好的一面展示给观众。与
大家共勉之，加油！

一场接着一场击败对手晋级决
赛，名副其实的过关斩将，过程
当中我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知识，
包括增强逻辑思维、提高收集资料与编排场上论述的能
力。当然，我很享受场上与对手交锋的脑力激荡。能在
众多队伍中胜出，除了感谢队友的帮助与配合，让我无
后顾之忧安心比赛，也很感谢评审的赏识。其实每一位
认真为比赛付出的人都是最佳辩手，大家都很棒！
对于整体赛制，我有一些建议，在时间的控制上，
我明白校方需要把关才能确保所有赛事都能在限期内完
成，但是我希望条件允许的话，还是稍微延长时间，才
能让辩手有足够的时间尽情发挥。此次出现了两次轮空
现象，个人认为下次可以制作并张贴对垒表，可避免再
出现这样的情况。此外，有任何赛制上的更改，也希望
校方能早日通知，毕竟这对于辩手是有一定的影响。
辩论带给我的最大收获是合宜的时间安排和对压力
的适当调整，因为高三会面临很多的测验和大量的功
课，在比赛和学业双重压力之下，我曾面临健康上的问
题，但是一关闯过一关，发现自己的抗压能力提升了，
回到生活上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精准地完成更多事情，
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
在整场比赛中，我对自己及团队的表现感到很满
意，因为大家都愿意互相配合与学习。对于自身的表
现，可说已经尽力，无愧于心。最后，希望更多学弟妹
步入辩论活动的殿堂，理解辩论不仅仅是口舌之争或空
洞的吵架，而是有助灵活思考变通的训练，辩论存在无
穷乐趣，望更多人能发掘之。

■ 双方辩手使出浑身解数证明己方立场，两支队伍势均力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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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雪隆森独中历史科教学研讨会
与皇城考察活动
黄乐仪老师报道
4月22日（星期六）我校6位历史及社科老师：
严伟杨老师、梁志强老师、庄慧敏老师、朱键鸿老
师、邱谊东老师以及黄乐仪老师，一同前往巴生中
华独中参与2017年雪隆森独中历史科教学研讨会与
皇城考察活动。是项活动旨在提升各校历史科的教
学与发展，并促进历史科教师的互动与交流，达致
资源共享，同时提升历史教师的专业知识，促进校
际互助与合作。
活动内容包括皇城考察，老师们在导览员带领
下从巴生火车站步行至苏丹阿都阿兹斯皇家展览
馆，沿途考察建于1890年的百年火车站、老街商店
如：中国酒店、桥底盛发肉骨茶、探索巴生后街古
早味等。此外，众人也见识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历史
建筑古迹，如：自1857年坐落于巴生河畔的拉惹阿
都拉仓库，在我国独立前的锡米开采高峰期用来库

■ 老师们在导览员带领下从巴生火车站步行至苏丹阿都阿
兹斯皇家展览馆，沿途考察建于 1890 年的百年火车站、
老街商店。

存武器、锡米和粮食。建于1901年的印度回教堂，
是印裔回教徒的信仰与社交中心。坐落于林茂交界
处的维多利亚建筑风貌消防局，其主要结构与建筑
设计仍然完整保持百年前的原貌。这些英殖民时期
所留下的古老文化遗产，尽管今时不如往日，但这
地方最吸引人的，正是其洗尽繁华的过往与厚重历
史。

■ 我校参与 2017 年雪隆森独中历史科教学研讨会与皇城考
察活动的 6 位历史及社科老师。左一起朱键鸿老师、严
伟杨老师、邱谊东老师、庄慧敏老师、黄乐仪老师及梁
志强老师

■ 印度回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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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阿都阿兹斯皇家展览馆，有巴生“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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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阿都阿兹斯皇家展览馆。

的美名，建于1909年，原是英殖民的行政办公室，
二战期间成为日军军事机构，我国独立后成为地
方政府办公室。馆内展示我国第11任最高元首暨
雪 州 第 8 任 苏 丹 —— 已 故 苏 丹 沙 拉 胡 丁 （ S u l t a n
Salahuddin Abdul Aziz）的私人珍藏、皇室珠宝与
服饰等。
参观了白宫，老师们回到中华独中享用道地的
美味肉骨茶。午餐后，大会安排了主题为“吉隆
坡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的静态展，通过此
展让老师们了解吉隆坡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的事
迹，及其对吉隆坡所作出的贡献。

■ 参观“吉隆坡开埠功臣——甲必丹叶亚来”的静态展。

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专题讲座，大会荣邀毕业于新加坡国
立大学中文系的徐威雄博士为大家主讲“历史教学经验分享”。
徐博士目前是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高级讲师，也是我校《兴华中
学校史系列（三卷四册）》主编。

■ 苏丹阿都阿兹斯皇家展览馆内的收藏品。

他说，历史是人文教育的基础，其教学目的，不外乎“识
时、知人、论世”；一个学生的人文关怀与修养，主要奠基于历
史教育，故历史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历史也许是最难教的科目，不仅是因为它的范围广泛，
人物与事件纷杂，有时还牵涉历史诠释与主观判断的难题。”
■ 拉惹阿都拉仓库。

■ 徐威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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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他以自身在本地大学教授历史课的经验，归纳
教学心得，提出历史教学中可注意的几个要点：
一、教学思想的认知与准备
1.历史老师要善于讲故事：喜欢听故事是人的本
性，如何不照本宣科把故事讲好是关键技巧。
2.引起读史兴趣：读史是一种生命的修养，当我们
有历史意识，我们的生命就有深度。不读史，你就
无法成为合格的文化人。
3.培养历史意识：历史是所有人文学科的基础，历
史意识建构我们对生命的感怀和体认。我们应在不
被官方操纵历史诠释之下，培养历史意识，以“究

■ 参观巴生消防局。

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二、教学内容的要点与方法
1.以通史为坐标：对于各个朝代与时间轴，老师要
能前后贯穿，让学生在学史上掌握全局，而非支离
破碎地拼凑史实。
2.以人物为中心：历史无外乎人，课堂中穿插人物
性格、图像甚至名言，可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
3.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提问、思考和对话，激励学
生认真学习历史，提出的问题要有意思、有重点。
最后，徐博士强调，历史教育攸关于一个民族
与国家的文化兴衰，每一位历史老师都应该体认到

■ 维多利亚建筑风貌的巴生消防局。

这份工作的重任与价值，在教学旅途全力以赴。

引领学生爱上历史

有感新生代对历史兴趣的如此欠缺再加上近几年选

庄慧敏老师（历史老师）

修历史系的学生益发减少，对此他深感忧虑也深恐
本次参与活动，对“历史教

学经验分享”颇有感触。徐博

未来的历史教学会面对断层，故将自己的教学经验
与与会的老师们共享。

士目前任教于博特拉大学，面对

他强调一名历史老师一定要善于讲故事（但却

国内一群来自国中的大专生，他

要有举重落轻的功力，而不是一昧娱乐性的讲古）

发现新生代对时事动脉，对国家

，经此引起学生读史的兴趣藉以培养历史意识。他

无法产生共鸣，严重欠缺历史情

更主张基本的历史教学方法一定要具有以通史为坐

怀。让他益发认为历史教学的贫

标，人物为中心然后再配以问题为导向三大要素。

匮导致目前新生代陷入如此不堪

徐博士深入浅出的叙述，相信让与会者获益良多 。

的局面。

历史本就是一科非常讨好的科目，老师们只要

徐博士强调历史是人类生命的过程，是对时间深

能将生活周遭的一切套入教学，必能引领学生们

度的体会。透过人与时间建立深度的历史意识，藉着

逐步的爱上历史。最后本人仅以读书增添教师的底

历史了解人性与事物的一切，而世上所有伟人的基础

气，鼓励老师们多读书；把书教得好，是一种能力

都来自于对历史的认同，说明了历史的不可或缺。他

与才华。与与会的老师们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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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陆慧欣（高三文商礼）
这是个智慧的时代，也是
个愚昧的时代；这是个充满希
望的春天，也是个令人绝望的
冬天；这是个文化的时代，却
是个伪文化的时代。文化，包
含了种族、习俗、宗教、礼仪

旅

等元素，随着漫漫历史长流，
代代相传。文化，是老祖宗的
智慧底蕴，源于生活，践于生
活。如今社会经济繁荣，大部
分的人已有足够的条件满足自

告
别
伪
文
化

■ 陆慧欣 ( 右 ) 与林金花老师。

己的需求与欲望。于是手机文化、网络文化、流行文化接踵而至，穿梭于你我之间。科技
的文明固然使我们受益，然而当科技的使用已违反了创造者的初衷，我们是否应该觉醒？
林金花老师评论：开宗明义就运用对比、排比的技巧，让人对现今时代不得不去感知。
“觉醒”就是一个觉悟醒觉，是文化的觉醒。巧妙用了反问，提高了必须思考的效果，而
恰恰这个观点是正确的。
我们身边从来不乏“低头族”，也许我们本身就是其中一员。手机市场之大，让我们
机不离身。手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滥用手机已成了一种病态。走在街上，我们总是
可以看到那匆匆的路人都忙着使用手机玩游戏、发微信，甚至观看影片，然而他们都忽略
了长期滑手机潜伏的危机。如今脊椎病，眼疾患者日益年轻化，皆因长期低头玩手机而导
致。预防胜于治疗，难不成我们还要无动于衷吗？
林金花老师评论：将生活且是公认的片段引进文章作为论说的论据，“难不成我们还要无
动于衷吗？”，看官的您，能无动于衷吗？
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文化、值得传承的文化，应该是能为大家带来益处的，而不是荼
毒我们的心灵，蒙蔽我们双眼的文化。在这泛文化的时代，我们更应该建立一道“泛文化
防火墙”，适当地取舍有学习价值的文化，而不是一味从众。这些埋伏在众多文化中的
伪文化，我们应否向之告别？这互联网窜流的时代，已经彻底让我们对互联网产生了依赖
性，不管是在工作或课业上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只要搜寻“谷歌大神”，任何问题都能
迎刃而解。但是，这种风气却在不知不觉中扼杀了我们的思考与创新能力。随着时代的改
变，互联网老少通吃，现在已经很难看到小孩聚在一起跳格子，抛玻璃弹珠了，无论年纪
多小的孩子，只要父母抛一架平板电脑或手机给他们，他们就会熟练地滑着屏幕，并且目
不转睛。
林金花老师评论：所谓“泛文化”，即是什么都假借文化而行。“泛文化”带来的就是
“伪文化”，作者的“告别”是正确的。接下来谈到生活中互联网的影响，从中可以窥见
我们现今如此已经是没有文化传承可言，怎不悲哀呢？
众所周知，韩流风靡全球，在荒谬透顶的凌晨三点，竟可以看到粉丝们痴痴地排队买
票的奇景！多少年纪轻轻的疯狂粉丝在偶像生日之际，又送跑车又送豪宅的，奢侈程度令
人瞠目结舌。当这些林林总总的伪文化，已被我们当成掌上明珠，而一些传统礼仪与习俗
却被我们拒于千里之外时，未来的世界会是个怎样的世界？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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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金花老师评论：“伪文化”的实例，让大家不容小觑。
伪文化固然能带给我们一时的愉悦感，奈何却不是长久之道。虽说真金不怕红炉火，
优良的文化总会被保留下来，可是当大家都拜倒在伪文化的西装裤下，还有谁能捍卫我们
有量的传统文化？聪明的你，赶快擦亮你的双眼，告别伪文化，迎来新世代。去芜存菁，
你我有责，且刻不容缓。别了，伪文化！
林金花老师评论：去除伪文化的重要性，捍卫文化的迫切性，作者朴实的语言让读者明确
感受，这些都不是危言耸听。

文
创

文/黄时恩（高三文商礼）
郭敬明，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著名的作家、编辑、出品
人。他曾经因为家里的反对放弃文科选择理科，但他没有放弃写作，后来他去了上海大
学，依然为了家里的期盼选择了不属于自己的专业。大四那年他选择了辍学，创立了自己

旅

梦
在
心
上
，
我
在
路
上

的工作室，于是有了现在的他。从辍学，到成为现在的郭敬明，他经历了很多，而他还在
路上。
赵越，青年作家、摄影师，来自二线城市，毅然放弃家乡的安逸生活去到北京，开始
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忙碌的大学生活和举目无亲的陌生环境愈显生活的艰辛，后来她在微
信平台建立了公众号“阿司匹林博物馆”，每晚分享文章与照片，再后来，她把这些文章
集结成了书——《阿司匹林博物馆》。从一位普通的大学生，到成为作家，她也经历了很
多，她也还在路上。
他们，都是我很喜欢的作家，每次阅读他们的文章，都让我有种心灵被填满的感觉。
那是一种陪伴的感觉，让我觉得，在这条路上，我不是一个人。
写作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从做出选择的那天起，我便深刻地感受到了，就算到了现
在，在爸爸偶尔地暗示或明示下，还是会不禁地自我怀疑，这条路，真的该继续坚持吗？
在开学的那一周，一位很亲近的老师找了我谈了谈关于升学的事，她略带语重心长地
告诉我，希望我重新考虑以后的路，毕竟写作这条路发展空间有限。老师的这番话，至今
仍然让我耿耿于怀，我知道师长们都是为了我好，却也是因此才让我感到几分气馁、几分
无奈。气馁的是自己无法证明自己的路是可靠的，而无奈的是，我自己也清楚了解这条路
有多艰难。
这条路很艰辛没错，但世界上有什么事是不艰辛的呢？正是因为不容易，坚持才有意
义。
很多人走过这条路，有的还没走到一半就缴械投降；有的几近尽头却放弃逐梦；而更
多的是走得磕磕绊绊但依然还在路上。

2017年 4月号

HIN HUA MONTHLY

31

■ 黄时恩 ( 左 ) 与林金花老师。

这世上，太多人活成了世俗的标准，像工厂里加工的罐头一样，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冷
漠和疏离。于是那些在路上的人，成了这些罐头眼中不切实际的人，逐梦是幻想，只有踏实
做个平淡的罐头在即实际。
不应该是这样的。
不能因为他们活成了不痛不痒的人，就指责那些爱憎分明的人。
我依然相信，虽然偶尔会怀疑自己，但总有人会用尽一切力气去证明梦想的可贵，就像
郭敬明，就像赵越。他们与世界背道而驰，然后活出了自己的样子。
我常常在幻想未来理想的日常，躺在软软的榻榻米上晒着暖暖的阳光，写着心中的文
字，或是读着心仪的文章。这是我的小天堂，到达的路不短，不简单，但我知道，有很多人
跟我一样，怀揣梦想，因为梦在心上，所以不怕一路跌撞。
未来的自己，一定会感激现在拼命的自己。
愿现在的自己，不会辜负未来的自己。
林金花老师评论：梦系方寸，心履路上，淡淡的孤寂敌不过浓浓的憧憬。前人步伐，许是激
励，许是期盼。作者的笔墨，带出前可见古人，后有来者的自己，天地悠悠，不是独自有
梦，有梦而有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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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三月份升学说明会

林纪一报道

三月份，我校共迎来海外3所大专学府的莅访并举办说明会，即日本的Tsuji Culinary Institute、英国
的University of Kent及Cardiff University。

日本烹饪与糕点制作课程说明会
首场说明会于3月9日（星期四）下午3时15
分，由Tsuji

Culinary

Institute通讯部门助理

Yoshihiro Kubo先生主持，共吸引93位同学参与。
Tsuji

Culinary

Institute为烹饪和糕点制

作专门学校，同学可学习烹调西餐、日餐、中餐等
各种菜品；或制作西式点心、日式点心、面包等
各式糕点。Yoshihiro先生表示，Tsuji

Culinary

Institute与美国的The Culinary Institute of

■ Yoshihiro 先生为同学介绍该校的特色。

America(CIA)及法国的Le Cordon Bleu是世界公认
的三大烹饪学校。经过该校扎实的烹饪基础教育，

一流餐厅进行实地研修，通过最佳的环境和经验掌握

学生可把前往“法国留学”当作学习目标。

美食的精髓。接着，Yoshihiro先生向同学们介绍了

该校在法国里昂郊外的两座城堡设立分校，让

该校所提供的课程、校园环境、奖学金制度等，让同

学生能够学习正宗的法国菜和法式糕点。课程由经

学们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升学说明会在下午4时15分

验丰富的法国教授指导模拟实习，学生也能在法国

圆满结束。

英国精算学课程说明会
第二场University

of

Kent精算学说明会则

于3月14日（星期二）下午2时40分举行，主讲人
为该校创新及企业总监兼精算学高级讲师Mr.Nick
Wood，共吸引38名同学参与。University of Kent
是英国东南部肯特郡一所于 1965 年成立的公立研
究型大学，拥有2个位于英国本土的校区,4个在欧
洲的研究中心,并拥有许多来自欧洲的学生,宛如
一个小欧洲，也被喻为“英国的欧洲大学”。Mr.
Nick表示，精算学是一门应用科学，主要运用数学
和统计方法来评估财务和保险行业的长期风险。会
上，Mr.Nick也向在场的同学演示几道有关精算学
的问题，让同学们对精算学有一个初步的印象。说
明会结束前，Mr.Nick也鼓励未来有兴趣往精算学
这一领域发展的同学报考该校，因该校的精算学课
程在英国是备受认可的。说明会于下午3时40分圆
满落幕。

■ Mr.Nick 演示几道有关精算学的问题，让同学们对精算学
有一个初步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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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研究型大学升学说明会
三月份最后一场升学说明会，我校迎来英
国

Cardiff

University的国际招生事务负责人

Ms. Katie Jones。此说明会于3月16日（星期四）
下午3时15分至4时15分进行，共吸引30名同学出
席。Cardiff University位于英国威尔斯 (Wales)
的卡地夫(Cardiff),是当地以研究闻名的大学,创
建于 1883 年。同时，Cardiff University 也是
唯一一所名列于素有“英国常春藤联盟”美誉的罗
素大学集团的威尔斯大学,由此可见该校拥有良好
的研究声誉。主讲人Ms.Katie表示，卡地夫地区
的生活费相对于伦敦地区的生活费来得低，且同
学们亦有机会学习如何说威尔斯语，对未来欲前往

■ Ms. Katie Jones 赞许我校学生的表现，同学们在会上积极
投入的态度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英国深造的同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该校重视学术

我校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主任李辉祥老师赞许我校学生

研究，拥有多名入选英国学院和皇家工程学院的教

的表现，同学们在会上积极投入的态度给她留下深刻

授，包括 2 名诺贝尔奖得主。会后，Ms.Katie向

的印象。

个人简历与面试技巧工作坊
林纪一报道
为指导学生制作具有个人特色简历与了解面试技

毛球比赛。”，后者更能够让审查员留下深刻的印

巧，以期提高同学升学竞争力，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

象。最后，Ms.Cindy表示个人简历的内容必须整齐

4月15日（星期六）上午9时至中午12时在黄景裕讲堂

地呈现在审查员的眼前，因此条列式是被允许的。

举办“个人简历与面试技巧” (Resume Writing &

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若个人简历的内容不经排

Interview Skills)工作坊，共吸引175位高三学生参

序、杂乱无章，将造成审查员视觉上的不舒服，那

与。

这份个人简历最后只能落到被搁在一旁的下场。

此工作坊的指导老师是来自Sunway

University

至于面试技巧，Ms.Cindy表示，面试当天最好

的Ms. Cindy( Senior Manager of Events & Outreach

提早半个小时抵达面试地点，熟悉一下周遭环境，

Programs )。Ms.Cindy 在教育领域有 17 年的资历,

让自己有时间静下心来，保持冷静。若不幸迟到，

同时拥有超过 30 年与青少年共事的经验，其在大学

也必须在面试时间前半个小时拨电给面试负责人，

里负责审查申请者的个人简历与面试，经验丰富。工

事先通知对方，显示自己是个有责任心之人。进入

作坊分为两个阶段，即上午9时至10时的个人简历工

面试地点后，坐姿须端正，切勿翘脚或摇脚。回答

作坊，及上午10时20分至中午12时的面试技巧工作

问题时，必须有自信且主动积极，唯不宜表现过度

坊。Ms.Cindy幽默诙谐、台风稳健，她以浅白易懂、

自信或持续不停发言，不让面试员说话。Ms.Cindy

平易近人的英语演说，迅速掳获在场学生的注意力。

强调，面试是双向的沟通，就像日常的谈天一样，

Ms.Cindy表示，一份好的个人简历必须拥有撰写

你来我往，不让面试员发言的应征者一定不能给人

者显著的个人特色，每份个人简历都是独一无二的，

留下好的印象。Ms.Cindy也当场点名几位同学出

切莫抄袭网上的个人简历范本。此外，Ms.

来进行模拟面试，并给予同学们回答面试问题的建

Cindy也

提到，我们在写个人简历中本身的得奖记录或曾经参
与过的活动内容时，必须量化内容。举个例子，相较
于“我曾经参加校内外羽毛球比赛”；"我曾参加5
次校内羽毛球比赛，3次县级羽毛球比赛及1次州级羽

议。
中午12时，个人简历与面试技巧工作坊圆满结
束，同学们都获益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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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传播学会出版组
聚·心生活營
第一天

丘杰胜、王康宇（高三文商）报道

为了联系新旧会员的感情、接触与融入大自
然，体验传统手工艺和观察当地文化，大众传播学
会出版组于3月20日（星期一）在霹雳州王涛先生
的憩园民宿举办了三天两夜的生活营，领队老师有
林卿卿老师、郭珂儿老师、黄乐仪老师和梁志强老
师，有40位会员参与。因应去年图书馆7月份的主
题书展 ——阅读与植物，我校有幸邀请了王先生前
来演讲，并得知他在霹雳州开了一家种植桑园的民
宿，富有田园风光。当时，本学会的负责老师就计
划要带领一众会员“逃离城市，感受大自然去”！

■ 富有田园风光的憩园桑林民宿。

当天早上7时，营员们就集合出发，大家都非
常期待这次的旅程，因为这是本学会历届以来首次
外出举办生活营。历经4小时的车程，我们抵达了
藏身在一片树林中的憩园民宿。眼前的老房子没有
让大家哗然，反而有营员被主人热情的狗吓得不停
尖叫。
放好行李后，民宿主人王涛先生就开始介绍民
宿的面貌和历史：“这栋老房子是英国人留下的，
有近百年历史。当时看到这所房子就很喜欢，不
惜花钱将它买下。”憩园民宿贴近大自然，进了
房子再往后院走去就是一大片的山林，空气非常
清新，让一群城市孩子异常兴奋。王先生过着“ ■ 马伟棋先生主讲环保讲座。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种植桑树，同

（Sitiawan）的由来与历史，让大家更了解当地的特

时也会提炼桑叶作茶叶和护肤品，莳花弄草，怡然

色。

自得。王涛先生本身也是位诗人，在这种大自然环

下午3时，王先生请来了青团运副总会长马伟棋先

境下写出不少优美的诗歌。除了民宿的历史，王

生进行一场环保讲座。马先生来自邦咯岛，早前是小

涛先生也介绍当地名字红土坎（Lumut）和实兆远

学教师，离职后和一群朋友共同成立回收再生资源公

2017年 4月号

35

HIN HUA MONTHLY

司“iCYCLE PANGKOR”，设计一套以积分兑现
或兑换物资的回收再生资源系统。马先生非常
提倡环保，主要目的为教导岛民严谨对待生活
中所制造的垃圾及环境污染问题，通过学习将
垃圾分类，在生活中养成环保的好习惯。“我
国的垃圾问题严重化，国民学会处理垃圾，对
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及无害化极为重要。”马
先生如是强调。这场讲座让营员们意识到垃圾
问题的严重性，进而提升环保意识。此外，马
先生也爱好音乐，特为大家献唱两曲来结束他
的讲解。
傍晚时分，营员们进行了1个小时半的康乐
活动，每人都相当享受大自然的环境，露出开

■ 在大自然环境进
行 团 康 活 动， 不
亦乐乎。

心、满意的笑容。

第二天

孙佳萱（初一和）潘沛酉（初一仁）陈慧珊（初一仁）报道

我们在虫鸣声中入睡，醒来的时候，只见天边
一片片紫色的云霞，十分漂亮。我们在大自然中伸
懒腰，用力深呼吸，舒畅愉快。享用了一顿美味的
早餐后，就开始第二天的行程。首先，我们前往参
观手工制作面线的过程。居住于实兆远的手工面线
师陈福光先生今年已65岁，但是他仍然拥有强壮的
身体。每天凌晨4时，他和太太就必须起床开工，
一直忙到中午甚至下午三四点才能结束工作。他们
平均每天能产出25公斤的手工面线。由于陈先生必
须长年累月用手指缝夹起用来支撑面粉的棍子，所
以他的手指关节是凹进去的。陈先生表示在拉面线
时，必须非常专注，随时观察面线的情况。这项看
似简单的工作，做起来很考功夫呢！阳光底下，看
着院子里高高悬挂的面线，是非常壮观的画面。相
信经过这次参观，营员们会更懂得珍惜食物，不随
意浪费辛苦制作出来的食材。

■ 参观手工面线厂。

下一站，我们参观福州饼
家。福州光饼是著名的福州小
吃，原料是面粉、盐巴、葱头、
肉末等。最吸引大家眼球的是烤
光饼的过程，师父把光饼放入用
火炭烤得火红的特制大缸。趋近一看，只见一片
片的光饼贴在缸壁上，传来阵阵的饼香味。我们
现场试吃新鲜出炉的光饼，外皮酥脆，内馅弹牙
可口，十分美味。师父辛勤地在热腾腾的烤缸前
制作一片片的光饼，对传统美食的坚持精神，值
■ 参观福州饼家。

得我们敬仰！

36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4月号

文接上页
接着，我们来到垦场博物馆，这是霹雳州唯一
由基督徒创办的民间博物馆，设于2003年，前身为
1935年建成的牧师楼。博物馆里收藏了许多历史文
物，记载着中国福州基督徒南来所经历的大事件，
其中包括珍贵的垦场生活图片及文物，如圣经、中
药箱、化妆箱、黑胶片、钢琴、烫斗等等五百余
件。两个楼面的展出空间设有垦场文化、经济、教
育及初期教会，每一展出空间均富特色。此外，博
物馆里所播放的影片让我们对霹雳州的整体发展有

■ 参观垦场博物馆。

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随后，我们参观海龟保育中心（Turtle
Convervation And Information Center）。为保
护海龟的繁殖，霹雳州渔农局在海滩上设立了约占
地12公顷的海龟保育中心，用于收集并孵化海龟
蛋，并将孵化后的海龟放归大海。海龟保育中心内
有海龟孵化区、海龟养殖区、海龟博物馆等设施，
是了解海龟生活的重要场所。据王涛先生讲解，乌
龟和海龟不止纹路上的差别，四肢的不同之外，乌
龟遇到敌人攻击时会把身体和头都缩进壳里；而海
龟不会，因此比较容易受伤；小海龟因常要到海面
吸气，导致常常被鸟类食用。经由王涛先生的讲解
后，我们对乌龟与海龟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最后一站，我们来到香枝制作厂参观。能亲眼
目睹平时在庆典时所烧的香枝的制作过程，我们觉
得很新鲜。了解香枝制作后，觉得香枝得来不易，
每一根香枝都由工人亲手制作，每一根都付出了许
多汗水呀！这天的行程，都让我们见识了许多，增
进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 参观香枝制作厂。

晚上的活动是写作时间，老师要求营员们写下
这两天生活营的感想、观察或心得，再交由王涛先
生审核，并选出写得最好的同学，给予点评。王涛
先生在短短的半小时内，根据营员们的作品提出指
点，详细说明写好文章所要注意的事项与应具备的
技巧，为大家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
■ 王涛先生针对同学的心得感想给予点评。

2017年 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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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宇翔（初二孝）报道

■ 郭金登先生为同学们介绍曼绒文友会所举办的各类
活动。
■ 杜尔老师指导制作陶艺“水饺鱼”。

天刚破晓，营员们就起床梳洗后就前往享用皮
蛋瘦肉粥和油条早餐。吃完早餐后，营员们在客
厅集合，由王涛先生为大家介绍来自曼绒福清文友
会的郭金登先生。郭先生分享了在曼绒文友会所举
办的各类活动，并希望营员们把握在中学时期的时
光，多参与生活营并从中学习。他也希望通过这个
平台，营员能发掘自己的才能，培养自我向上的精
神。紧接着，黄乐仪老师主持了一个小文艺活动，
请营员们朗读王涛先生的诗，通过歌唱或朗诵，并
让王涛先生现场点评。
上 午 时 候 ， 陶 艺 大 师 ——杜 尔 老 师 为 大 家 授
课。杜老师毕业于台湾师大美术系硕士，是马来西
亚东方人文艺术馆执行馆长兼策划长，曾举办多场
陶艺展，深获好评。他向营员们介绍陶艺后，便带
领大家到室外制作陶艺“水饺鱼”。
首先将粘土搓成球体，压扁成一个圆形。然
后，将一粒小球包起来，旁边留洞，做成鱼形。接

活动结束后，会员们集合在客厅与王涛先生拍
大合照。曼绒福清公会代表赠送《天定河文集》予
我校。

着为鱼加上眼睛、尾巴。最后，再为鱼画上鱼鳞和

快 乐 的 时 光 总 是 过 得 特 别 快 ， “ 聚 ·心 生 活

装饰。在塑型时，需保持粘土的干燥，否则粘土很

营”就要划上美好的句点，相信在这三天两夜营员

可能会成失败品。经过3小时的制作，还是一个半

们都体验到远离城市，接触大自然的感受，而还从

成品的阶段。制成一个完成品还需经过烘干、上

王涛先生那儿学到了许多写作的技巧，绝对是获益

釉、烧烤后才完成。杜尔老师希望营员们学会珍惜

无穷的一趟旅程！

身边所有细小的事物，知道它们的来源并尊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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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题书展
4 月份新書推介

1. 创意就是这么好玩【薛良凯/科学技术出版社/C176.4】
2. 受益一生的哈佛创意课【盛安之/立信会计出版社/C176.4】
3. 创意就是这么简单【埃里克.瓦尔/中信出版社/C176.4】
4. 创意力：11堂斯坦福创意课【蒂娜.齐莉格/吉林出版/C176.4】
5. 创意是最大的本事【叶舟/中国言实出版社/C176.4】
6. 日常生活中的设计【金宣我/中信出版社/C497.1】
7. 全球一流文案【阿拉斯泰尔.克朗普顿/中信出版社/C497.1】
8. 商业创意 2【贺欣浩/北京时代华文书局/C497.1】
9. 尖叫感【马楠/理工大学/C497.1】
10. 开发故事创意【迈克尔.拉毕格/北京联合出版公司/C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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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社会科学

戴上社会科学的眼镜，
重新了解你我的生活环境
文 / 朱键鸿老师

在我们的生活中，你或许曾有以下提问：
我是怎样的人？
为什么有些人总是很受欢迎？
如何能自由，束缚从哪里来？
我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没办法更上一层楼？
男生要阳刚，女生就要温柔？
为什么来学校就得穿校服？
为什么我在快餐店吃不到猪肉食品？
等等...
这些都不是你的问题，应该说，至少不是

社会科学不仅关注个人和社会的面貌，更关

你一个人就可以回答或解决的问题。而是跟

注社会运作规律所形成的秩序，以及人们活动

你，和你所处的大环境有所关系。而社会科

所遵照的规则。社会科学家们会好奇，社会运

学，或许就是可以解答这些问题。

作当中的权力、不平等和差异是如何形成？也会
质疑，我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是否就是正常的生

社会科学所涉及的领域，小至个人、人
际、团体，大致整个社会、国家、国际关系，

活？甚至探索，社会如何影响我们？而我们，又
能怎样改变社会？

向度非常宽广。研究的课题从人类的演化到文
化、环境的历史变迁，个人心理到人际关系之

这个月，欢迎戴上社会科学的眼镜，一同进

间的互动，衣食住行到社会生活的每个部分

入这个形形色色、充满多元及差异的世界，运用

等，包罗万象。

社会科学的视角重新了解你我他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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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拾荒——
三毛的梦
赖佳妤（高三文商信）报道
3月28日（星期二）我校科技楼7

时候，因为她学不会“懋”一字，于是擅

楼举办了一场以三毛作品为主的阅读

自改名为陈平。她总坚持说自己是先会看

分享会，主讲者是翁柳洁老师。与会

书才学认字，可她父亲老是反驳她这一说

的同学们，都像经历了一次的文学盛

法。她很喜欢张乐平的三毛漫画，于是

宴，对三毛其人其作品有了进一步的

就拜张乐平为义父，把自己的笔名取为三

了解与认识。

毛。她的人生经历过许多挫折，虽坎坷，

三毛原名陈懋平，藏族人，出生

但精彩非凡。世人都说她在流浪，可翁老

于1943年3月26日，著作有《滚滚红

师不这么认为，三毛自己也不这么认为。

尘》、《梦里花落知多

翁老师说：“三毛是到了某个地方便定居

少》、《我的宝贝》等

几年，去体验体验那儿的文化及民俗，是

等。她是一个有点任性

令人羡慕的、有收获的，而不是孤独、放

但很有主见的女孩。小

逐式的流浪。”

我要成为漂亮的女孩子
根据翁老师的讲述，三毛是一位潇洒、无拘无束且独特的女生。
她常常到处捡一些可再利用的东西来做一些零碎或有用的摆设与家
具。好几次她在外捡了石头回家，看着这些石头，仿佛会对她提出要
求：“我要成为漂亮的女孩子！”于是，三毛就将它化做了一个漂亮
的小女孩。她花了好一段时间，画了11颗石头，很是精美。她很视这
些作品为宝贝，无奈4颗被偷走了，7颗被保洁佣人拿去当垃圾扔了。
三毛心想“：这石头来自于大自然，现在扔了，就当它重新回到它的
家好了……还有一次，她在外捡了棺材木板，将它制成了家具……”
■ 翁柳洁老师与大家分享三毛的故事。

三毛的成长路上经历了很多挫

写作路上三毛还是很开心的。长大之后，她沉迷于写作的地步是

折。她的理科从来都不好，有一次为

猖狂，经常废寝忘食，无形的压力有时会让她在一天内抽三、四

了考好成绩拼了一回，却被老师当作

十支烟。也许，香烟对她来说那已经是精神寄托，而非上瘾那么

弊惩罚，用笔墨在她脸上围着眼睛画

简单了。

了两个圈圈，并要她在操场上跑两圈
示众。三毛受到强烈打击，从此她便
患上了自闭症，成天封闭在家，足不
出户，甚至割腕自杀。幸运的是，在
一次顾福生老师的帮忙与鼓励下，她
参加了一次投稿，三毛的第一部作品
就此出版了 ——《惑》。三毛见父母
很高兴，想要为父母做些什么事以报
答他们，所以她从此就走上了写作的
道路。虽然一开始是为了父母，但是

■ 学生们专注的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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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的情路
三毛的情路是坎坷的，甚至有人怀疑她曾
外。三毛离开西班牙后便回国，期间她与一位画家
经的丈夫是幻想出来的。她的初恋是她奋力追

相恋。结婚前却发现他是有妇之夫；之后与一位较

回来的，可惜这位初恋男友在她毕业那年宁愿

年长的德国男子相恋，定制结婚名片的当晚，那位

让她到西班牙留学也不愿跟她结婚，于是他们

德国男子却心脏病发死了。陈平第二次自杀，被救

分手了。三毛到西班牙留学时，一位西班牙男

了。再之后她再回到西班牙，重遇荷西，他们终于

子荷西就爱上了三毛。虽然三毛在那段时间曾

结婚了。三毛自此就因为荷西的工作随着荷西到撒

有过几个男朋友，但荷西却一直被拒于千里之

哈拉沙漠居住。

■ 学生们专注的聆听。

■ 翁柳洁老师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关于三毛的故事。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流浪……”
你听过这首歌吗？这就是三毛写的词。大部分

可是差别就在于生活是要去计划、去感受的。而

读者对三毛的第一印象就是“流浪”，也许是因为

生存是得过且过，不去细品慢偿的。三毛的写作生

这首歌吧？它叫《橄榄树》。这词写的正是她在西

涯，除了那废寝忘食的日子外，还有更长的时间是

班牙的心情，有淡淡的哀伤，又有点眷恋之情。

用来感受生活，从而寻找灵感的，所以她才有了不

三毛说过：“写，是重要，而有时搁笔不写，

平凡的一生。

却是更重要。”所以翁柳洁老师常在课堂上都会教

虽然三毛的一生看似风雨不断，可是正因为这

导学生，写作要以生活体裁来为来源。因为生活可

样她才得到了灵感，写出了那么多书。我们虽然

以为我们带来无限的灵感，而且它们会比一切都来

不是作家，可是懂得生活可以令我们找到自己的价

得真实。

值、可以让我们抓紧所有自己需要的机会并不留遗

“认识自己的生命，我热爱生命。”三

毛非常看重生活，而非生存。我们大家都会生存，

憾地走完这一生。

生活的力量剂
吴箬薇，高三理仁
很幸运有机会听这一场的讲座。她一生的体验与经历，可以让人成为学习的榜
样。我欣赏三毛的性格直率，因为在她的一本书里《流星雨》写出了一段语录：“
我爱哭的时候便哭，想笑的时候便笑只要这一切出于自然，不求深刻，只求简
单。”如果有机会，我想慢慢地去欣赏她的作品，作为生活的力量剂。

梦究竟能否实现
取决于内心的决定

的一切更成了他写作的题材。从三毛

郑彩诗，高三文商信

吧？她的文字时刻提醒我们：梦究竟

身上可以反映现今多少人的自由梦，
这也是她作品一直那么受欢迎的原因

小 学 时 期 便 听 过 了 《 橄 榄 树 》 这 首 能否实现取决于内心的决定。三毛内
歌，歌词里似乎倾诉着一个人的孤单，当 心究竟是苦闷还是自由相信只有她自
我知道这首歌源自三毛时更是很诧异。一 己知道，但可以很肯定地说，这是她
个为了追求内心归宿感的女生而选择与丈 想要的生活。短短一个小时的分享会
夫荷西在沙哈拉沙漠过活，那间中所发生 却如同与三毛正式会面，而她的故事依旧值得我们去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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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宁静阅读到深入阅读 系列報道(一)
为 配 合 二 月 份 主 题 书 展“ 阅 读
与 手 帐 ”， 图 书 馆 诚 邀 了 林 双
校友、张岱安同学和王立恩同学
于 2 月 28 日下午 2:40 举办了一
场“快乐记录生活，聪明制作笔
记”分享会。
尤可盈（高三文商信）报道
■分享人，左起张岱安、林双和王立恩

用手帳
記錄生活
林雙
校友

“不管遇到生活上的大小
事，我都爱将其化为文字，再

作到学习再到生活上都有。起到整理生活、提高效
率、管理时间、给生活增加情调等多种好处。

结合手上有的素材，记录进

当天，林双学姐除了展示她图文并茂、丰富多彩

手帐里。”说到这里，林双

的手帐之外，还带了不少她个人珍藏的文具前来与我

学姐举起了手上的那本旅人手

们分享。林双学姐运用盖章、贴纸、纸胶带等文具，

帐（Travellers

Notebook），

结合文字“收录”在她的手帐中，制造了专属于她且

向我们展示里边图文并茂的内容。

独一无二的生活记录。这样热爱生活，奉行美学的态

从原本的写日记，到后来的记账、画图、旅行

度，值得我们学习。

时的文字记录，林双学姐坦言“手帐”的确改变

林双学姐说道：“如果没有写手帐，可能我的生

了她的生活和看世界的态度。她表示，手帐其实

活不会像现在这么精彩，也正因为坚持写手帐，我觉

包含多种元素，除了日记之外，还有日程本、计

得我的人生充满诗意。”在时间的长河中，很多事会

划簿、通讯录、甚至是发票搜集、名片会员卡收

随着时光流逝，唯有一笔一字写下的内容，能让我们

纳、生日提醒、料理食谱、旅行记录等等，从工

在若干年后翻阅，细细咀嚼岁月的滋味。

■林双校友为大家展示她的手帐。
■张岱安同学分享他做笔记的心得。

融匯巧思
創造獨一無二
的筆記

岱安同学表示，刚开始做笔记时，形式很简

法，并坚持下去，我

单，就照抄老师所说或PPT所呈现，内页都是黑

的方式是画图。我对

白的。可是因为本身爱画画，闲来无事就会在笔

图片很敏感，测验时若

记本上画与课文相关的图，笔记才渐渐变得有趣

忘了答案，可以通过联想

起来。后来看老师也没反对，就越画越多，变成

画过的图而想出正确答案。”

了“图文并茂”，让人为之赞叹的精美笔记。岱

当然，随着功课量的逐渐繁重，做这样的笔记难

安笔记上的图都与课文内容相关，比如做地理大

免会花较多的时间，但岱安还是坚持在“画”笔

发现笔记，他画的是船；做遗传学的笔记，他画

记，并且乐在其中，因为他坚信，做笔记是一种

的是染色体等。岱安的巧思，让原本无聊、好像

知识的积累过程，是一种享受。

只能硬记死背的内容“活”起来了，学习变得更
为有趣！
岱安同学说：“要找对自己有效的学习方

張岱安
J3Y

学习没有捷径，与其停在原地抱怨，不如积
极找出问题的症结，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展开
聪明的“求知识之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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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为什么聪明人都用方格笔记本？》

使用方格笔记的好处：
1.横向书写，有助于视野开阔，也有助于思维的统一连贯。
2.笔记最重要是“重现性”，好的笔记应当是能够在翻阅时重现场景。
3.记笔记时学会取舍和精炼。
4.学会对自己提问，并有效标明在笔记上，有能力做总结。
王立恩同学一开场就解

经过运用方格笔

释：“方格笔记本，顾名

记，立恩归纳出了自己

思义就是有别于我们之

制作笔记的心得。第一

前用的直线或空白的

格是“现状”，记录课

笔记，是由一小格、

堂上老师所说的重点；

一小格所组成的。方格笔

第二格是深入思考后得

记本的直横线可以作为辅助

到的见解或衍生出来的

线，方便绘制图表，做出来的

问题点；第三格则是图

為什麼
聰明的人
都用方格筆記
王立恩
S3ACH

笔记有视觉效果，看一眼就可以理解。”此外，

解化所见问题的深层结

在方格笔记本上使用“三分割法”，上面预留空

构，乃整篇课文的结

白处写上“标题”，然后由左至右，将笔记分割

论。三格笔记的优点在

为三个部分，以“事实->解释->行动”的顺序书

于方便复习，我们无需重读长长的课文，只需复

写笔记，有效达到归纳重点，整理思绪的功效。

习第三格的结论和参考第二格的内容。

■ 王立恩同学讲解如何使
   用方格笔记。

总的来说，笔记就是一个删繁就简、理清思维、辅助记忆、总结，以备重现的过程。不管是
生活上的文字记录，整理笔记或者学习方法，这一场分享会，都让我们获益良多。

44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4月号

心思在那，成就就在那。

■郑吉添老师的笔记。

郑吉添老师（化学老师）
“奇怪，我影印好的文件放到哪里去了？”“糟糕，我怎么会忘
记明天的小组会议啊？看来《beauty and the beast》movie
night

泡汤了……”“嗯，上个月汽油的开销是多少了？”“

有没有什么好意见呢？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
人生，总是花很多时间在寻找东西，不管是有

她带来

形还是无形的。若是没有规划，我们的人生将会持

了几本

续、一直不停的在寻找。

手帐及旅

我是在一本关于手帐的书籍上领悟了以上文

游日记，

字，它正好挑起了我对图书馆于三月主办的一场讲

分享着她一

座的兴趣。这一场关于手帐、笔记的小小分享会，

路以来的心得和感想。我被她的一言一语所打动，

却让我有大大的体验与改变。

尤其是旅游手账的重要性！回想起两年前我和友人

分享会当天邀请了本校一位制作笔记非常有心

到台湾背包旅行十九天，整个过程从开始计划到结

思的初三小男生前来分享心得与技巧，岱安当天所

束旅行的确经历很多、回忆满满。当时我们携带的

带来的私人笔记真的是让在场的每一位哗然。虽说

相机是能够捕捉大伙儿在台湾各地的珍贵时刻，

岱安分享时显得有点腼腆，但他那份自然散发出来

却少了文字的记录。现在我才发现原来有旅游日记

自豪感与成就感，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位。我非常激

(traveljournal)这东西可以弥补相机只有影像而

动能够亲眼见证岱安的杰作，每当他翻开一页又一

没有文字的不足啊！说实在的，如今我重看当时背

页的精致笔记时，我心底深处是一次又一次的佩服

包旅行的照片，脑海里仅存零零碎碎的回忆片段，

该学生。回想我念书的时期，从来没花很多心思在

的确很难还原当时候的人、事、物，甚至是感受。

制作笔记上，更不用说设计图案和涂上颜色了。同

只能怪我太迟与这分享会交集，而留下了一点遗

时，我也感动这五年来的教育生涯里遇见了一位在

憾。

设计笔记上心思细腻、成绩和品行亦颇受好评的同

分享会结束后一个星期，我拥有了专属自己的

学，实属难得。岱安的行动证明了一句话：心思在

手账。我相信一本好的手帐，可以写出一百分的人

那，成就就在那。

生。走吧，让我们一起踏上写手帐的旅途吧！

林双的手帐分享亦让在场的每一位眼前一亮。

■林双校友和同学们分享她的手帐。

■分享会结束后，同学们在现场玩起手帐。

■这场分享会吸引了许多同学及老师前来聆听。

■张岱安和同学分享他做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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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阅读报告是立恩同学在2016年断断续续

值得欣慰的是，我可以跟我的学生一起探讨村上

写给我的。她花了大半年的时间看了这部长篇小

大叔的文学世界，并且在其文字里找到生活的体

说，而我们也因此有了很多的文字交流，接而产

悟、生命的感动。

生后来我们的“交换日记”。这是一种缘分吧？

想到要推介村上的书，我马上想起了立恩的

我们因为“村上大叔”，交换了很多心得，变

阅读报告。虽然写得不尽完美，但这毕竟是一个

成“亦师亦友”的关系。关于《海边的卡夫卡》

17岁少女的感悟，也是她半年多以来认真阅读的

，立恩书写了不下万字的阅读感想给我，有些心

成果。我去年常在课堂上对他们说：“这世界并

得之精辟，让我不禁惭愧当年17岁的我应该写不

不缺乏资讯，只是缺少感动。越能体会阅读带来

出来。我欣喜，她读《海》的年龄，也正是当年

的乐趣，越有可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创作的基

我接触《海》的年龄！十几年过去了，我从一位

础来自真诚，这里的真，不是指真人、真事，没

懵懂的少年变成一位教师，不变的是，村上大叔

经历过的就不准写，而是指性情的真。”我想，

的小说依然是我的最爱，也陪伴着我成长。而更

我要求的，立恩都做到了。

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
文 / 王立恩（高三文商和）
这是我借的第一本日本作者的小说，因为老师提到过村上春树，所以在图
书馆一瞄到村上春树的书，马上就借了。尽管不认为这是我会看完的书，但还
是有那么一点期待这本书能给我些什么。开始的60多页，我很难专注，因为内
心始终排斥，但有一股很神奇的力量总在吸引着我去打开那本书，我渴望它能
让我看到什么新的东西，跟着一个思想与我相仿的卡夫卡。
“所谓自由，难道就是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坐在街角思索着下一步吗？”
我发现我有点花心，看《小王子》就喜欢小

想去却去不到的旅程的感觉，更让我同样扪心自

王子，看《海边的卡夫卡》就喜欢卡夫卡。其实

问：我要的自由，究竟是怎样的？真正的自由，难

他没什么特别，就是一个少年。然而，他却有着

道是如此寂寞的吗？因为当我真正自由了，意味着

强大的内心与伟大的志向。他沉默寡言，不善表

没有友情束缚，没有家庭、学业的束缚。如果我真

达，最让我喜欢的是他坚持运动且喜爱阅读的习

的享有这种自由，会快乐吗？最后我得出结论：没

惯。这本书有很多独特处，包括他们的对话、日

有人会想拥有一个人在荒岛上度日的自由，至少我

本的景色、人情世故等等，莫名的存在一股强大

就不是。也许我需要的，只是偶尔的孤独而已，让

的吸引力。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思考点是：自由。

自己静下来思考的“自由”。

我很喜欢卡夫卡扪心自问的一个问题：“所谓自

我觉得村上春树是个爱学习的人。书里，他塑

由，难道就是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坐在街角思索

造的卡夫卡的形象是个极度（我认为）学识广泛的

着下一步吗？”我与其他正值叛逆期的青少年一

人（以一个15岁少年来看），他跟图书馆管理员可

样，我们都渴望自由，甚至也有过离家出走的念

以自在地讨论各种图书、音乐和思想方面的知识。

头，但不同的是，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没做；我

若日本人都如此有趣，我想我会爱上日本。

没做，而卡夫卡做了。这不止给我类似亲身经历
（内心独白：其实书读到这里，也还是整本书的五分之一而已，我仍有很多疑惑。那个“叫乌鸦的少
年”究竟是谁？为什么大岛要说自己的孤独是属于特殊的？坦白说，有太多太多不明白的地方。我很想买
下这本书一遍又一遍地看，很希望这本书能陪伴我。不知道看到了结局会不会很舍不得书里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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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了，卡夫卡与我还有个共同点，那就是不

的称号。其实我只是突然有一些想法而已，我无

善交际。我绝对可以因为不会交朋友而伤心一整

法忽略那些想法，所以会在说话的半途中停下来

天。我所表现出的安静、深沉、孤僻都是因为我

安静地思考。这造成能抓得住我的想法的人并不

觉得很累，完全不知道怎么应对交际上的问题。

多，进而影响人际关系。每次在群体里一发言，

（这里卡夫卡比我好多了，他只是不善交际，我

那些人就会被我说出来的话弄得不知怎么反应，

是害怕交际）。很多人都说我的想法、做法、笑

面面相觑，场面十分尴尬。我唯有在书写时，文

点等等都很奇怪，也常常突然就安静下来，这些

字的组织才没有那么奇怪，一开口说话，就很容

奇怪的举动被朋友们调侃，给了我“奇葩1号”

易前言不搭后语。

（内心独白：因此，我一直没有勇气找老师谈话，虽然很想，可是还是觉得把想法写在作业上交
给你比较好。总的来说，这是一本强烈吸引着我的小说，我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把它带给我的奇妙的
感觉记在心底，写在本子里）
看了老师写给我的感言，心里好惆怅啊。一方面对自己17岁遇见《
海》和15年前17岁的你同样看过《海》而开心，一方面是恨不得故事情节
真的发生在现实的无奈。有时候觉得自己真奇怪，都17岁了，怎么还不能
接受自己生命的平凡呢？
一个故事，不可能只有一个主角，那不精彩，也不现实
不过回归正题，这本《海》，我总算快看完了。书内情节渐渐紧张，
似乎真相就快冲出黑暗，但我并不急着看完。想来，是因为害怕看完后就
得告别这本书了吧。
经过我画了故事两个主人翁 ——卡夫卡和中田的故事网，不得不佩服
村上春树的写作铺排技术。当然，我不敢多说什么，好像自己很厉害似
■村上春树著作《海边的卡夫卡》 的，但没有错的话 ，村上的《海》大致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故事的开端，利用二战时期发生的奇怪事件和卡夫卡离家事件作为诱饵，让人不禁联
想这两者到底有什么关联。
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是一种转折。作者并没有拖拉太久，就在我纳闷到底两个主角有什么关联时，
就发生了卡夫卡身上的“血迹事件”，和“中田杀人事件”。两者身上发生了相互有关联的事，一个身
上出现血迹，一个杀了人。故事疑惑度上升，紧张开始升温。
第三个部分，是为最后的一个部分铺排的平静期。中田和星野前往寻找“入口石”和图书馆，卡夫
卡则是在大岛的带领下住进山上，并且单独进入神秘的森林。
第四个部分，答案终于浮出水面，中田和星野打开了入口石，寻到了图书馆遇见了佐伯，卡夫卡抛
开身上和心理的包袱，坚定地走向森林最深处，遇见两个二战时期的兵，进入入口。
从这里，我得出了一些想法：一个故事，不可

的，偶尔来一个让人误以为就要到达高潮部分的渐

能只有一个主角，那不精彩，也不现实。在这故事

强，可渐强后又恢复了平静。第三部分，开始紧张

里，卡夫卡的“坚强梦”，其实是有很多人在旁支

起来，很多时候为了凸显这个部分，作曲者会用

撑着才能达到的。所以，一个人的成功，并不是一

上大量奇奇怪怪的曲调，就像《海》里，卡夫卡走

个人的功劳，因为“真正重要的事，是眼睛无法看

进谜一样的森林。然后在第三个乐章的结尾，会像

见的”。我们的生活亦是如此，当自己到达了一个

中田和星野终于打开“入口石”和找到图书馆后，

新的楼层，该停下来，对那些曾为自己付出，为自

像卡夫卡开始探索内心的世界一样，轻轻地结束，

己带来什么的人、事、物说声真诚的“谢谢”。

停留……一声accent!他们遇见了佐伯，卡夫卡卸

另外，我想把村上的《海》比喻成一首音乐。

下了一切抛开恐惧走向森林深处。故事的最后一个

在古典乐里，乐章一开始就如《海》一样，暗藏

部分，非常紧凑，两者的故事线并列前行。第四乐

汹涌地展开。第二乐章，往往都是平平无奇，轻轻

章，走向结尾——那灿烂的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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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故事情节着实精彩，我不仅体验了一次不一样的旅程，更是欣赏、体会了艺术之美。
对《海边的卡夫卡》人物的看法
看完这部小说，我发现故事里各个人物的配对都有作者独特的用意，我姑且简略谈一谈我对这几
个主角的看法吧。
说到卡夫卡，第一个出现在我脑海的问题是，“他真的坚强吗？”我想换作是
我，我也可以离家体验独立流浪的生活，尽管可能会受苦，我也不会因为“血迹事
件”就回家。对我而言，真正的坚强，并不是你做了多少看似独立的事，而是勇于面
卡夫卡

对内心深处真正惧怕的事情，坦诚地面对自己。这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很难。卡
夫卡做到了，在这谜一样的森林里，他面对了，勇敢了，坚强了。

再来就是佐伯，我实在同情她的遭遇，如果换做是我，原本美好的人生就这样被毁
灭，我也绝对接受不了。可是值得探讨的是，距离爱人离开，已是好久之前的事了，为什
么多年后却依然活得行尸走肉，最后选择自杀？容我这么想：这确实不值得，但对她来说
并不是。我觉得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到个人价值观的问题。我们无法评价别人的价值观，也
很难深刻体会佐伯内心的痛苦，但直面人生的难题，才是真正的勇气呀！佐伯最后选择死

佐伯

亡，是不是也是村上春树“世界观”诠释的棋子呢？在爱情、亲情、友情……甚至面对生
死的时候，我们该以什么力量来应对这一切？
接下来提一提可爱的中田君。中田在故事里不断提醒着我他是个愚钝的人，但相信许
多人并不那么认为。所谓“天赋过人”，是个叫世俗的标准。人们认为比别人更早一步上
大学的小孩是天才，比自己成绩更上一层楼就是学霸......其实不然。简略来说，这个世
界本应是不平凡的，每个人都应当有自己引以为傲的特别之处，而不是只单一地追求同一
中田

个目标。为什么在其他人眼光看来，只有那几个方面特出的人才叫本事呢？中田其实很本
事，他会和猫说话，为人诚实温和。老天特意要把成绩出色的小中田变成一个那么特别的
他，一定有它的含义。因为有他世界不同了。因此，话题又回到了“社会的标准”！这个
世界需要更多不同类型的人，来让它变得更为有趣！

下一位，就是星野君啦！一个好的故事，怎能没有配角呢？星野和中田有点类似，他们
都为自己没有丰富的知识而感到自卑。但其实星野这么一个“没有才能的人”，竟然可以从
音乐里思考一些道理，让我发现艺术有时候不仅仅局限于让人赏心悦目，艺术可以是人们往
内心深处探索的重要媒介。

星野

最后，我想说一说琼尼.沃克这个人。我觉得这个对卡夫卡而言是个诅咒的人，对
中田而言是个杀猫凶手的人并非一个个体，而是命运的化身。他主宰着整个故事，是这
个故事发展起来的源头。他很可恶，但这不就是命运吗？就是因为他如此邪恶，卡夫卡
才得以成为一个坚强的少年，中田才结识了星野，故事才那么地精彩。就算很多事情看
似“命运的安排”，但我们仍有选择的权利。我们并非只能照一个剧本走，不是颓废地
琼尼.沃克

认为一切看命运的安排，而是认认真真度过每一天，准备好自己，让自己有足够的力量
去换取自己想要的剧本，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人生是一场游戏”，说的应当是这个意
思。与其说成功的人注定成功，不如说在你等待着一本从天而降的剧本时，那些人正在
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力量来换取更好的剧本。

最后，谈一谈这本书带给我的影响吧。陪伴了卡夫卡也快半年了，总感觉我也好想像他一样到外头闯
闯。不止如此，《海》也给了我勇气，它说服我也可以像卡夫卡那样不顾一切地追求一个简简单单的理
想，告诉我这道路上，一定会遇见让自己的生命精彩起来的人，经历不平凡的事。这世界上的某一个角
落，肯定也有那么一个人正在努力着、寻觅着，我们最后会走在同一条轨道上，往生命最亮眼的方向飞奔
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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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北大、清大录取的我校毕业生、家长与我校师长合影，坐者右起为：李奎发家长、黄月玲家长、卢金峰副董事长、
黄秀玉校长、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主任、李辉祥主任、陈丽丽老师。

兴华 21 毕业生获北大清大录取
杨董事长期勉做有气度知识分子
谢锡福副校长报道
兴华中学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期勉我校21位今

标。他也感谢在座的家长们过去六年来给予学校

年获得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录取的毕业生在未来的学习

的配合、给予孩子们的支持，并鼓舞大家共同为

旅途中不断精进，能适时展现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又不

成就孩子的未来而努力。

失知识分子的气度，成为品学兼优、进取有为的年轻
人，也成为兴华学弟妹的表率。
得北大及清大录取的见面会上如是表示，他说，北京大

获北京大学录取校友名单
及奖学金类别

学和清华大学不仅是中国最顶尖的大学，在全球多项大

序

杨忠礼是于3月24日（星期五）在我校21位毕业生获

学排名中也一直名列前茅，能获录取，俱见同学们全方
位表现的杰出成绩。杨忠礼续称，他于2016年9月率领兴
华中学教育考察团赴北京参访北大和清大时，建立了友
好关系，两所大学的招生团队也先后到兴华中学来拜访
招生。“以前大学收生只看公共考试成绩，现在清华大
学只需看兴华的成绩，学校成绩逐渐被国际知名大学认
可，这对我校的办学和学生素质是一种肯定。”他说，
同学们去年高中统考成绩表现标青；现在再获北大和清
华两所国际顶尖大学的青睐，更是值得庆贺的事。

姓名

录取院系

奖学金类别

1.

李

晟

元培管理学院

全额

2.

林勤勇

元培管理学院

全额

3.

林纪一

国际关系学院

全额

4.

周万凯

数学科学学院

全额

5.

黄

崧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免学费

6.

李倩惠

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免学费

7.

侯政宇

物理学院

免学费

8.

余枃崠

临床医学

奖学金待定

9.

朱立悦

临床医学

奖学金待定

杨董事长表示，兴华教育考察团在访问北京期间，
见识了中国崛起后的繁荣进步，两间大学都是国家重点
投资的高等学府，各具特色。北大处处散发浓厚的人文
气息，年轻人在做学问的同时也培养本身内敛的气质；
清大的校风则明显推崇高度的专业和自信。不管是温雅
还是自信，都是新一代年轻人该有的综合特质。他说，
两所大学来马来西亚进行招生面试之后，都认为兴华
的学生们精神面貌很阳光、气质好、大方得体、知识面
广、自信。今天见到大家，也确实如此。身为董事长的
他深觉欣慰，因为这也是学校办学成功的其中一个指

获清华大学录取校友名单
及奖学金类别
姓名
林勤勇、黄子馨、黄子鹏、李晟、

奖学金类别
全额

严世轩、陈彩倪、
李书宏、李浩天、庄家业、陈迅、

一等奖

李倩惠、陈彦文
邓世劼
王仁杰、杨丽蒨

二等奖
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