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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部、校友会、家教协会成员及教师代表切蛋糕庆祝我校 70 岁生日。前排为陈祈福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学生代表长杨凯雯同学、黄秀玉校长、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
峰副董事长、教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陈学琛同学、苏顺昌董事。

兴华 70·跨越篇章
70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黄乐仪老师报道
今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取了一个深具意义的主题 —— 兴华70·跨越篇章。兴华从草创初期建校至今已
七十个年头，一路的风霜晴朗，犹如一本无尽的书籍，书写着各种精彩的时刻。这里铭刻着兴华历代奋斗的
身影、风雨摧残的艰辛，以及师生的欢歌笑语。历代前贤的艰辛，我们铭记于心，烙印书扉。70周年，又是
一个新的篇章，站在这新的起点，兴华人将继续携手同行，为兴华的未来开创更美好的乐章。
~70周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会~
6月16日（星期五），我校全体师生一同迎接主
题为“兴华70•跨越篇章”的70周年校庆暨教师节
庆典。“兴华70•跨越篇章”，寓意迈向新的里程
碑，兴华全体同仁在欢庆创校70周年之际，继续携
手同行，为兴华的未来与发展，开创更美好的篇章。
上午8时，学生分别齐聚朝阳堂、陈开蓉大讲堂
和黄景裕讲堂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校尊敬的董事、
家协与校友会理事、老师们步入朝阳堂。全体肃立
唱国歌和校歌后，便由董事长丹斯里杨忠礼博士致
词。他说，我校今年最大型的建设项目——人文走
廊，已经顺利展开，完成后将与科技大楼纵横相呼
应，为兴华中学“人文科技相结合”的教育核心构
建强大的鹰架。回首70年前创校的宗旨，我们没有

■ 同学们怀着感恩心献上康乃馨予师长以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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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是学生代表致词，学长团荣誉学长杨凯
雯（高三文商义）代表全体同学向学校和老师们表
示感谢。她说，兴华优美的校园环境、现代化的教
学设施、经验丰富的教师队伍，为同学们提供了一
个理想的学习环境。
“我们感恩在心，必将勤奋学习，来日秉持着
兴华人的精神回馈母校。”
■ 三机构理事与全体 3600 名学生共聚在礼堂及讲堂，
庆祝 70 周年校庆。

辜负当年创办人的心愿，期许兴华以更强大的力
量、更稳健的脚步，迈向另一个高峰！
黄秀玉校长致词时表示，21世纪是易变
（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
（complex）、模糊（ambiguous）的世界，学校教
育团队感受到世界的脉动，致力培养能够应对未来
的挑战、适应力强、有能力造福未来社会、改变社
会的优秀人才。

借此庆典，大会也颁发教职员服务奖，得奖名
单如下：
服务年资

教职员

35年

李锦华老师

20年

苏进存副校长、黄志光主任、
李贤丽老师、颜毓菁老师、
刘美娥老师、李增注老师、
沈瑰心老师、林春兰老师、
黄雅幼老师、沈专丽小姐

15年

叶雅幼老师、李贤慧老师、
莫建华先生

10年

马佩君老师、颜友玲老师、
MISS REGINA、黄轩辉老师

■ 获教职员服务奖的同仁与三机构理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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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三学生组成的合唱团献唱两首歌曲，深情地表达对师长的谢意。

接着，高三同学代表全体同学献花给师长及献
唱《教师颂》、《以您为荣》。配合70周年校庆，
大会播放70周年校庆祝贺短片，兴华上下一心，共
襄热力。其后，我校大家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
董事长带领董事会、校友会、家教协会全体理事、
正副校长、各行政主任、各科教研组组长、教职员
联谊会正副主席、学生代表校庆暨教师节庆典筹委
会主席陈学琛同学以及学长团荣誉学长杨凯雯同学
上台，联合主持切蛋糕仪式。
上午9时45分，洋溢温馨与祝福的庆典圆满结
束，大会恭请师长们移步到仁爱广场享用茶点，许
多学生纷纷向老师献上祝福卡片和小礼物，并与
师长合影留念。

■ 同学们把握机会与师长合影。

从付出中学习
陈学琛（高二理孝，学长团团长兼70周年校庆暨教
师节庆典筹委会主席）
3个月左右的筹备时间，
一开始肩负重任，不免感到
有些压力，担心有所疏漏。
庆幸的是，过程中得到许多
前辈的提点，让我们的团队
可以更顺利地完成整个筹备
工作。
“兴华70•跨越篇章”
是我们构思的庆典主题，我们也依此设计了一个
logo，以诠释其中的含义。此外，在第一阶段的仪
式及第二阶段的学生团体表演结束后，我们也积极
推动第三阶段的师生联谊活动。临近庆典前一周的
每个一休，我们也在仁爱广场展开一系列的宣传与
布置活动。楼梯间的海报、食堂墙的布置到庞大的

■ 同学们献上满满的祝福。

舞台设计等等，点点滴滴都是筹委们的用心付出，
以表达对学校、老师的深深感激。
这些过程也许让人感到很吃力，但与其说是付
出，不如说我们正在学习。感谢校方，给予我们
这么一个学习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展现自我、培养
办事能力。最后，我想借此机会感谢每位筹委的
付出、各位老师的协助，以及全体师生们的共同参
与，若有不足之处，还望多多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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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礼董事长：
回首 70，不负前贤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于6月16日校
庆暨教师节庆典上致词全文：
本校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
峰、校长黄秀玉、校友会主席余安、家教协会主席
陈伟后、各位三机构理事、老师和同学们，早安。
70年前的今天，有一批教师、家长和学生，因
为坚持自己对教和学的理想，创立了兴华中学，希
望给巴生的华社一间优质的独中。在那个物资匮
乏、许多人还在为生活拼搏的年代，这批兴华中学
的创校者，凭着惊人的热情毅力，靠着挨家挨户劝
捐筹款招生，一点一滴，一砖一瓦，一步一脚印，
经过几代人的传承，走到了今天的创校70周年。
对比当年的亚答屋和低潮期的三十多个学生，
今天的兴华，有四栋设备现代完善的教学和行政
楼，学生人数也增加到我们校园可以负荷的饱和
点。学生们在学术、才艺和运动领域，频频创下令
人骄傲的成绩，老师的教学也不断结合新的教育理
念和科技，董事部、校友会、家教协会也配合学校
师生的需求，在硬体和软体的建设上不断努力支
援，大家群策群力，不断朝着兴华中学“人文科技
面向未来”的愿景迈进。
在刚刚过去的学校假期里，学校配合董总协办
了全国独中教育研讨会，同时也轮值主办雪隆八独
中球类赛。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向广大的友校师生展
现了兴华人能干、高效率、友善的精神，收获了奖
牌之余，也收获了不少赞赏。期间，我校接待了来
自香港大学的教育家程介明教授，请教了办学的意
见。程教授返回香港后在他的专栏里，形容兴华
中学是马来西亚独中的翘楚，具大校风范。这个赞
美，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提醒我们不能满足
于现状，而是进一步确认改进的方向和方法，才能
继续扮演领航的角色。

■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创校70周年，我校今年最大型的建设项目就是
从图书馆延伸出去的校史馆、音乐中心、墨艺轩、
美术中心所串连开来的人文走廊，它已经顺利展
开，完成后将与科技大楼纵横相呼应，为兴华中
学“人文科技相结合”的教育核心构建强大的鹰
架，让全体师生成为具有人文科技素养的新生代，
并成为华文独中美丽的一幅人文风景。
创校70年，兴华中学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校友估
计有两万多人，随着2016年9月兴华校友会北京分
会的成立，今年6月4日也跟着成立了台湾分会，我
期待校友会能集合更多人的力量和智慧，以更多元
的模式回馈母校。
如今我们回头看70年前创校的宗旨，我们没有
辜负当年创办人的心愿。在此我以创办人之一兼现
任董事长的身份向当年的创办人致敬，并期许兴华
中学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稳健的脚步，迈向另一个
高峰！
今天也是本校庆祝教师节的日子。教师节是社
会对老师工作的肯定与赞扬。你们的辛勤刻苦换来
了本校教学成绩的辉煌，得到了社会认可与家长的
赞誉。此时此刻鲜花和掌声属于你们，永远的光荣
属于你们。我在此祝福老师们教学相长，身体健康
家庭幸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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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秀玉校长：
期许把华文独中打造成
国际知名的教育品牌
黄秀玉校长于6月16日校庆暨教师节庆典
上致词全文：
尊敬的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
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校友会主席余安先生、
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先生、各位三机构理事、各位
老师、各位媒体朋友、在座同学以及在讲堂、大讲
堂的老师同学们，大家早安！
今年我校庆祝70大寿，在大家长丹斯里杨忠礼
董事长的带领下，兴华儿女准备了一系列庆祝
活动：
打头阵的是，今天以学长团为首全体同学自主
精心筹划，为庆祝学校70岁生日与成长，为肯定和
歌颂老师的奉献，举办温馨隆重的校庆暨教师节庆
典。感谢同学们的用心！
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借今天这个盛会，让我们一起总结过去，展望
未来。
兴华中学创立于1947年6月15日。经历70年的
艰苦奋斗，改革创新，跨越不同时期的挑战和考
验，如今有不错的成就，是历代兴华人齐心奋斗的
成果。
兴华过去近40年，在郑校长带领下，教育团队
不断巩固、革新，全力经营，建构了坚忍不拔，持
续学习、探究，与时并进，不断更新的组织文化，
为兴华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稳固基础。

■ 黄秀玉校长

近10年来，在当年的创办人学生代表杨董事长
投入参与下，师生福利和软硬体建设快速成长。校
务行政方面，以各部门共商协作，分层次分责领
导，实践ISO品质管理制度，朝向更科学化、民主
化的集体决策与领导；在主动积极、有共同愿景和
使命的专业教师团队的努力耕耘下，同学们活泼进
取。在硬体建设与维护方面更得到三机构理事专
业的协助。在大家合力经营下，造就了今日积极正
向、互助共学、和谐共享、朝气蓬勃的温馨校园。
兴华已然被誉为独中翘楚。
接轨21世纪世界教育改革趋势
然而，这几年近500所私立学校和国际学校如
雨后春笋般建立，给原本就不容易的独中带来了不
小的挑战和冲击。 虽然如此，学校教育团队一直以
来，秉持积极正向、与时并进、不断更新的态度和
精神，持续不懈的学习与探研，兴华的教育理念和
教育措施一直是与21世纪世界教育改革趋势接轨，
教师团队和学生社群都有全方位不殊的表现。我们
期许把马来西亚特有的华文独中打造成国际知名的
教育品牌。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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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除了传承中华文化及品格教育，我们
培养学生自觉、自学、自律、自我教育、自主发
展的能力；落实协作、探究、发现、创新、问题导
向、专题研究等学习方法及云端科技的应用；建构
21世纪关键的4C能力、终生学习的能力、全球化的
视野和思维以及服务社会的情操。

体、群、美、劳的全面学习与发展；84%满意学校
的品德教育和生活教育；82%满意学校的科技教
育；80%满意学校的人文教育；84%满意学校的整
体教学素质；87%认为学校是一个安全、和乐的场
所，孩子喜欢来学校；89%认为孩子爱学校、以身
为兴华生为荣；高达90%家长对学校教育有信心。
从数据看来，还有我们要继续努力改善的空间。感
谢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肯定与支持。

现今，人们常以“VUCA”来形容当下的21世
纪，即易变（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
、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的世界。
在这大数据时代，颠覆性的科技，正不断地在改变
我们现有的生活，旧行业被迅速淘汰，新行业应运
而生。如果无法确实掌握21世纪所需的能力，很容
易被整个时代的洪流所吞没。学校教育团队感受到
世界的脉动，兴华所培养的学生，必须能够应对未
来的挑战、适应力强、是有能力造福未来社会、改
变社会的优秀人才。

再次感谢三机构对学校教育理想的全力支持，
及对师生无微不至的关爱；感谢老师们对教育事业
的奉献与对学生的爱护；更重要的是，我们每一位
同学心怀抱负、勤奋学习，体现良好品格与自主发
展能力；这一切的和合，提供了学校教育更上一层
楼的能量，让学校的发展充满了无限可能。

家长对学校教育满意度高
5月26日的家长日，学校进行全体家长对学校
教育满意度调查显示：86%家长认为学校协助孩子
健康快乐的成长；86%家长认为学校的校风与学习
风气健康、正向、校园文化对孩子起着积极正向的
影响；85%认为学校措施能促成学生们在德、智、

祝福兴华万古长青！老师们教师节快
乐！Happy Teacher's Day!

兴华70岁了，在年近90，老当益壮的杨董事长
带领下，风华正茂！而今更以崭新的姿态，昂首迎
向未来，兴华将继续以不断自我超越的热情，以恢
弘的视野，跨越篇章。

祝愿各位安康快乐！同学们学习愉快！

2017年 6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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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服務獎教職員感言
李锦华老师（在校服务35年）
教书已成为我的终身
事业，育人已是我的日常
工作。感谢兴华能让我在
这个平台自我实现。
谢谢大家。

苏进存副校长（在校服务20年）
1985年进入兴华学
习，走过青涩的青少年阶
段，1996年返回母校服
务，瞬间走过二十光景了。
兴华在我的生命中有
着特殊的意义，她协助我
成长，给予我无数的学习
机会，让我在教育行知路
上有所体悟，心里满满的
感激，教育工作是我一生的志业，感谢三机构无私
奉献，大力建设兴华，感谢教育工作伙伴们相互扶
持，感谢同学们，你们特有的兴华学生气质与精
神，成为兴华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线，丰富了兴华
校园文化，希望你们在兴华六年充实精彩。
盼兴华再写一页教育传奇，再造一部兴华
春秋。

黄志光主任（在校服务20年）
没有了学生，教师的
教育角色无从发挥。我期
许自己抱持正能量，继续
为学生、为兴华服务！
看见学生成人成才，
是老师们最高兴的事，我
真切希望全体同学天天进
步、自强不息！
我向全体同学敬礼，因为你们是兴华未来的守
护者，你们是国家未来的奉献者！

李贤丽老师（在校服务20年）
二十年不长
当我读着大学
寻寻觅觅
独上高楼
二十年不短
当我埋首教学
俯仰其间
为伊憔悴
二十年不长
当我静心觉知
天地悠悠
蓦然
回首......

颜毓菁老师（在校服务20年）
感谢这些年在兴华的
日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
馨，希望未来能够再接再
厉，让这个家更美好。二
十年走来，踏踏实实，一
步一脚印。感动于自己的
坚持与热情，更感恩兴华
这个大家庭支持与鼓励。
因为兴华，让我有机会和
一群热心教育、有使命感的“有心人”一起共事、
一起努力、一起成长。因为兴华，让我有机会陪伴
一届届不同特质的同学，和他们一起学习、沟通与
分享，这是人生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你们，我不得
不一再鞭策自己要努力、要改变、要一再磨练自己
的修为，成长之余也有机会影响他人。
小时候，曾和父亲说我的心愿是：一辈子读
书。现在回想，当老师真的就是达成心愿了，一辈
子都有需要阅读，真好。
二十年不长也不短了，能在巴生落地生根、开
花结果，如今孩子也进了兴华，除了感恩，我更知
道要付出，要珍惜，把正向的能量发散出去。
最后我也要对自己说：二十年，太好了。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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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美娥老师（在校服务20年）

沈瑰心老师（在校服务20年）

对不起
有时沉闷的课堂让你
们昏昏欲睡。
有时我并没有把您的
教诲记在心头。

20年在兴华是一个成
长的历程，是我乐于学习
的地方。每天除了例常上
课，处理班务，和同学分
享人生哲理是我的喜乐。

谢谢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
体谅与包容，让我有机会
深思、成长......

兴华很多地方有我走
过的踪迹。兴华餐厅有浓
浓的兴华味和咖啡情。兴
华园弥漫着人文气息。兴
华图书馆是我流连的地方，我看着它改进更新。兴
华已度过了70年的岁月，我有幸见证了它20年的光
景，并和它一起向前迈进。

李增注老师（在校服务20年）
在兴华教学二十年，
与同学们、同事、家长、
董事、校友、校长、老师
们的相处，如同一家人，
相聚甚欢，非常感恩。
而作为老师，我常想
的是“师者何为也？”
走过二十年，这答
案，依然会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幻莫测。
教育家徐悲鸿所言甚是：
“每个人的一生，都应该给后代留下一些高尚
有益的东西。”
在教育路上，我会继续持之以恒，勇往向前。
在“美育”这一块田园里，启发同学们，留下
更灿烂和多姿多彩的美丽花朵。

感谢兴华，感恩所有同行的人。

林春兰老师（在校服务20年）
时间飞逝，转眼间在
兴华执教20年了！
每一年所教的班级，
学生的活泼可爱、阳光般
的灿烂笑容、朝气勃勃，
都让我留下美好的回忆。
当和学生在一起时，总感
觉快乐无比，他们使我的
生活增添了许多色彩。
同事之间的相互关心、嘘寒问暖，使我深深地
感受到大家的真心诚意、和蔼可亲！
在此，非常感谢学校给我学习的机会及在职
进修。
兴华，谢谢您！有您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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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雅幼老师（在校服务20年）
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
教育工作犹如春风化
雨，润物细无声，点点滴
滴，悠然我心！
为人师的二十年来，
我学习着、实践着；努力
着、进取着；奉献着、收
获着，这一切在我生命
中留下了足迹。
教学工作苦乐相伴，教书育人，就像喝一杯苦
茶，开始时会有些苦，但是很快便会回味出丝丝的
甜味。 教学也是一种享受，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
享受着与学生一起学习的日子。我一直把学生当着
是自己的孩子来教育，只有带着真诚的心去走近孩
子、关心孩子，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每
当前一年教过的学生特地跑来办公室向我问好或与
我聊天、看到学生送来的教师节贺卡、自己教过的
学生有所改进与成就时，内心是无比欣慰的! 同学
们让我享受到成长的喜悦和当老师的乐趣。

沈专丽小姐（在校服务20年）
20年了，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更何况是守在
同一个岗位。一份工作要
坚持20年，主要是喜欢
这份工作，也享受这份工
作。如不喜欢的话，就无
法坚持下去。
刚到的时候，怕早上
爬不起来，又怕做不来，
还好蔡娣姐很耐心地给我指导。再加上工作及环境
熟悉了，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在工作中，虽然有时
忙，不过还是忙得很开心。认识到一些朋友，也领
略到工作的乐趣，也观察到一些人生百态及领略到
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在此，我想感谢前校长及母校给我机会，可以
回来母校服务，也感谢曾经支援、鼓励及帮助过我
的人，谢谢您们！
祝：母校七十，校运昌隆！

最后感恩兴华、感恩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的
人与事，因为你们，丰富了我的生命！

叶雅幼老师（在校服务15年）
谢谢大家的支持、包
容及鼓励，因为陪我度过
这漫长的15年。在这一段
日子里，令我最开心的事
是每当看到一批又一批的
同学毕业、升学就业、成
人成才，心里感到无限的
欣慰。
感恩兴华给予我这个
舞台献出一点绵力。最后祝福所有兴华人心想事
成、永乐安康。

李贤慧老师（在校服务15年）
求学时在兴华学知识；
就业了在兴华学做事。
谢谢兴华的师长和同事们，
这么多年来给予我的指导和包容。
谢谢大家；谢谢兴华。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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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建华先生（在校服务15年）

Miss Regina（在校服务10年）

感谢这些年在兴华的
日子，让我感受到家的温
馨，希望未来能够再接再
厉，让这个家更美好。

I still remember when
I first came to Hin Hua
High School, the new
teaching block was newly
opened and so was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At that time not once did
I even think of or even
imagine that I would last
here for 10 years. What do
you know? This is my 11th year and I’m still here!
I’m not going to lie and say that these 10 years
had passed me very fast like a breeze. It was more
like a roller-coaster, filled with ups and downs, tears
and laughter, sweet memories and unimaginable
challenges. Nevertheless, every single experience
shaped and molded me to what I am now.
All my success and achievement in life wouldn’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Hin Hua High School.
It enabled me to complete my Master’s Degree at
Taylor’s University, several teaching certificates
from British Council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a
couple of research papers one of which I presented
at One Arts Centre Kobe Japan recently. All with the
help of Hin Hua High School.

马佩君老师（在校服务10年）
谢谢学校提供很棒的
教学环境，谢谢一路陪伴
的同事和学生，才有站在
这里的我，谢谢。

颜友玲老师（在校服务10年）
教育的核心含义是帮
助认知自己。教育不仅仅
是传授给人知识，更是提
高个人的修为，增强我们
对于生命的感受力，从而
更好地认知自己，并且不
断地提升自己。我认为，
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也
是指引我们每位教育工作
者前行希望的明灯。在兴华服务了十年，感谢兴
华，感谢校方栽培，感谢一路陪我一起成长的同事
们。谢谢兴华。

黄轩辉老师（在校服务10年）
因缘之下，我来到兴华已经十年。
教育路上，能为独中服务、育人、传承华教，
深感骄傲与荣幸。
感谢校长，给我机会。
感谢家人，给我鼓励。
感谢同事，给我支持。
感谢学生，给我能量。
期许自己成为教育界的终身志工，
带着喜悦，与兴华人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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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 70·跨越篇章
70 周年校庆暨教师节余兴节目
陈慧仪（初三廉）林筠晶（初三平）报道
6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时25分，全
体师生集合到朝阳堂及大讲堂观赏校庆暨教
师节余兴节目。各个学生团体表演别开生
面，精彩的演出博得满堂喝彩。

■ 活力四射的醒狮团表演 “鲤跃龙门”。

■ 口琴社吹奏了两首曲子，让人听出耳油。

首先，由合唱团演唱《Moving On》和
《Tumbalalaika》，为庆典拉开序幕。接
着，相声社趣味十足的相声，令在场的观众
捧腹大笑、拍手叫好。活力四射的醒狮团表
演 “鲤跃龙门”，在 LED灯搭配下，呈现
极佳的视觉效果。随后，口琴社吹奏了两首
曲子，第一首是广受热捧的电视剧“三生三
世十里桃花”片尾曲《凉凉》，第二首则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漂向北方》，让人听
出耳油。
接着登场的，是气宇轩昂的跆拳道团
员，他们功夫到家、刚劲有力，还把套拳结
合时下舞蹈，令人惊叹连连。舞蹈社不遑多
让，为大家呈献“舞武激扬”。这是一支结
合武功元素的舞蹈，刚柔交织地表现充满热
血的青少年，为追求梦想坚韧不拔地奋斗，
以及坚持到底的精神。优美的舞姿，让观众
赞不绝口。
吉他社弹奏了三首曲子，第一首
《Madrigale》，由英国音乐家Archille
Shimonetti所写，是结合小提琴的古典歌

■ 相声社趣味十
足的相声，令
在场的观众捧
腹大笑。

■ 合唱团演唱《Moving On》和《Tumbalalaika》，为庆典拉开序幕。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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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他社弹奏了三首曲子，极富律动与感染力。

■ 排球校队也为大家带来“排球表演”，敏捷的身手叫
人赞叹！

曲。第二首《Close To You》，是木匠兄妹乐团
（The Carpenters）的名曲，极富律动与感染力。
最后一首则是近期流行的华文歌曲《演员》，观众
沉醉其中，并随着曲声举起手中用灯光照亮的水
瓶，整个礼堂在黑暗中顿时呈现五光十色。

人赞叹！最后，由魔术社呈献魔术表演。第一位魔
术师在演出前邀请一位观众上台。过后，魔术师拿
出卫生纸，和观众一起跳卫生纸之舞，再把卫生纸
塞进嘴，拉出2米长的卫生纸，令人捧腹大笑！第
二位魔术师带来精彩的“鸽剧魅影”，观众全神贯
注，希望能从中找出破绽，然而魔术师成功迷惑了
众人。

扯铃社为大家呈献“铃兴”，高难度技巧博得
满堂喝彩。接着，神采飞扬的中华武术团上场表
演“传龙旗武”。两位领队举旗带领队员出场，气
势震撼。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杨国斌老师与陈文
杰老师所带来的“单刀串枪”，这是精武十套中长
器械与短器械的对练套路，全套动作精悍古朴，极
具功架，十分传神，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掌声如雷。
排球校队也为大家带来“排球表演”，除了展
示热身，也表演了基本的垫球与传球动作、花式垫
球、传球基本扣球以及花式扣球等，敏捷的身手叫

大约中午12时40分，校庆暨教师节余兴节目圆
满结束。下午1时，配合校庆暨教师节庆典，排球
校队在朝阳堂举办了一场“Captain Ball”比赛；
烹饪学会则在烹饪室举办烹饪比赛。这两场比赛主
打师生协力，每个参赛组别由老师搭配五、六位学
生联手竞赛。除了可以让参赛者互相切磋球艺与厨
艺，也促进了师生情感，真是一举两得啊！

■ 师生一起参加 Captain Ball 比赛。
■ 气宇轩昂的跆拳道团员，他们功夫到家、刚劲有力。

■ 师生一起参加烹饪比赛。
■ 魔术师精湛的演出，观众全
神贯注。

■ 杨国斌老师与陈文杰老师所带来的“单
刀串枪”，观众们看得目瞪口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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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兴华中小学教师节晚宴

■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同仁向老师们祝贺教师节快乐。左二起为颜建义董事、陈家福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尤瑞
泉董事、家教协会副主席陈祈福董事、黄秀玉校长、副董事长拿督陈尚成、中小学联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校友会
理事黄绥兼、拿督林钦耀董事、小学董事长卢金峰、中学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苏顺昌董事。

黄乐仪老师报道
6月17日（星期六），兴华中小学举行教师节
晚宴，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表示，今年适
逢我校创校70周年，兴华是经过几代人的传承，一
点一滴建设起来的华文教育堡垒。
“在前人的办校毅力和现今全体师生和五机构
同仁的努力之下，我们才享有今天的成就。俗语
说：‘创业难，守业更难’，在办学的道路上，也
是同样的道理。要守着教育这份事业，守护我们华
人子弟学术、品德上的高位，老师们扮演了无法取
代的角色。”
塑造快乐平和的老师群
他勉励老师们在教学的事业上，除了不间断自
我提升、充实自己的专业知识，还要时时刻刻以身
作则，在言语、行为和思想上成为学生的楷模。
“老师们年复一年的汲汲经营，所付出的心力
无法以数据来计算。我和全体五机构同仁在此高度
赞赏表扬全体兴华的老师们，无论学生成年后的事
业成就是高还是低，老师们至少捍卫了华人子弟品
德上的优秀传统、传承延续了中华文化，这个对民
族对社会对国家的贡献，值得敬仰。”
他也期许老师们在忙碌的教学生涯中，除了协
助学生们经营学术和品格上的素养，也能善待自己
经营自己平和的待人处世态度、建立平衡的人生观
和维持良好的生活素质，毕竟有了快乐平和的老师
群，才能塑造出更快乐平和的学生们。

■ 杨忠礼董事长带领中小学五机构同仁向老师们祝贺教
师节快乐。

教师是光荣的事业
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代表中小学全体老师和职
员，向关心老师们的嘉宾致以崇高的敬意。他说，
老师不一定能把学生全都教会，但一定不会把学生
教得更坏！
“律师不一定都能打赢官司，医生不一定都能
把病医好。零件不好可以随手丢掉，人却是活的，
有许多因素和变数。我们的信念是：学生都教得
会，只是会的程度不同，老师能够帮助他们达到自
己最高的理想。”
他表示，学生将来的成就取决于老师的教导和
其本身的努力，老师们从事着一项光荣的事业，用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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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与生命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兴华中小学在本
区域皆有不俗的表现，取得好口碑，要归功于老师
们辛勤认真教学、三机构同仁鼎力支持，和谐
同心。
兴华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丰富
晚宴结束前，大会恭请中小学联委会主席朱运
铁董事致闭幕词，他呼吁全体兴华人踊跃出席兴华
70周年校庆系列活动，包括：“与兴华同行”迷
你马拉松、“风雨远航•兴耀七十”史诗舞台剧公
演、学生学艺展、兴华中小学及校友会创立70周年
联欢晚宴、“兴•世代”全国童军营火会暨技艺邀
请赛、兴华大讲堂、创校70周年纪念短片、全球兴
华人寄语活动等。

■ 与大家长杨忠礼董事长伉俪合影。

当天出席者包括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潘斯里
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陈
家福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中学家教协会主
席陈伟后、小学董事长卢金峰、副董事长拿督陈尚
成、黄秀玉校长及中小学五机构理事及教职员。
■ 校友组成的乐团演出多首耳熟能详的歌曲。

■ 校友会成员于摄影区合照，展现活力俏皮的一面。

■ 大家齐聚一堂欢庆教师节。

■ 现场最幸运的两位幸运儿在朱运铁董事（中）手上赢
得一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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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董事长捐献三万马币活动经费
台湾兴华校友会成立

■ 兴华校友会主席余安（左一）授旗予台湾兴华校友会主席陈小山（右三），由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二）与黄秀
玉校长（右一）在场见证。

谢锡福副校长报道
配合兴华创校七十周年纪念及为了凝聚散布
世界各地校友，台湾兴华校友会于6月4日（星期
日）假台北西华饭店成立。

力，是值得鼓励的一件事。他续称，台湾兴华校友
会的成立，是继去年9月15日成立北京兴华校友会后
又一个新里程碑。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亲自率领我校庆贺团前往
见证及庆贺台湾兴华校友会的成立大会，随行者计
有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副董事长卢金峰、黄秀
玉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及

“1947年母校草创初期，为结合校友力量协助
学校发展，在同年12月28日就成立了校友会。校友
会与母校同龄，是当年华教艰难办校的一个特殊历
史缩影。而今年是兴华创校70周年，我身为创办人
之一、第一届校友、现任董事长，又能见证北京、
台湾分会的成立，我珍惜这个非常特殊的缘分。”

由我校三机构成员及资深老师组成的四十余人庆贺团。
杨董事长：凝聚校友对母校的向心力
杨董事长在成立
大会上表示，作为兴
华中学董事会办校的
其中一个重要臂膀，
兴华校友会多年来与
学校并肩携手，共创
许多属于兴华人的集
体记忆，为学校的发
展做出重要贡献。他
说，散落在世界各地
的兴华校友估计有两
万多人，校友会积极
组织联络网，招收新
■ 杨 忠 礼 董 事 长： 兴 华 校 友
会多年来与学校并肩携手， 会员，以积细流而成
共 创 许 多 属 于 兴 华 人 的 集 江海之势，进一步凝
体 记 忆， 为 学 校 的 发 展 做
聚校友对母校的向心

杨董事长表示，兴华近年来在董事会、校友
会、家教协会、学校行政层和全体老师的努力之
下，已经有很多突破，学校建设已经很现代化，教
育水平也不断精进提升。2016年高中统考成绩放
榜，兴华被评为特出考生的学生多达34个人次，为
兴华中学历年来最多，也是全国特出考生最多的学
校，缔造了属于全体兴华人的历史。
他期盼台湾兴华校友会成立后，能集合更多人
的力量和智慧，经常回母校看看，以更多元的模式
回馈母校，让兴华中学能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稳健
的脚步，迈向另一个高峰！
黄校长：兴华教育与世界接轨
黄秀玉校长致词时表示，母校教育团队一直以
来，秉持积极正向、与时并进、不断更新的态度和
精神，持续不懈的学习与探研，兴华的教育理念和

出重要贡献。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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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措施与世界教育改革趋势接轨，教师团队和学
生社群都有全方位不殊的表现。她指出，去年9月
杨董事长亲自领军，搭建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升
学的桥梁，今年将有17名毕业生入读这两所大学。
黄校长表示，一直以来，学校因应时局，抓紧
一切对教育发展有利的机会，推进教育工作，期许
兴华成为培育未来人才的博雅学府。她期许散布世
界各地的校友们，发挥犹如手足之情，互助互勉之
余，也关心、支持母校的发展，为华教和中华文化
的传承，为多元文化在马来西亚共存共荣献出一份
力量，在实现自我的同时，也体现生命的高位价值。
余安主席：联系与沟通旅台校友
兴华校友会主席余安表示，希望台湾兴华校友
会成为旅台校友们相互联系与沟通的桥梁，也是
调节身心的平台，进而发挥互助友爱的精神，让需
要帮助的校友能获得及时的援手；并作为母校的后
盾，随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以协助母校发展；
同时协助加强台马两地的交流，台湾拥有非常丰沛
的教育与文化资源，大马的华社与华文教育，将会
是相互交流中的最大受惠者。

当天出席旅台校友及嘉宾约一百余人，包括台
湾前立委林炳坤、前金门县副县长杨忠全、台湾科
学博物馆馆长孙维新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系教
授李家维等。杨董事长捐献三万马币予台湾兴华校
友会充作活动经费，会上也播映《兴华中学简介》
短片，并安排了旅台兴华校友呈献余兴节目及进行
授旗仪式。
台升恒昌机构董事长捐一百万台币庆贺
值得一提的是，杨忠礼董事长也在隔天宴请台
湾兴华校友会及庆贺团全体成员，出席嘉宾尚有升
恒昌机构董事长江松桦、彰师大校长郭艳光、夫人
郑秋金、副校长李清和、陈明飞及萧辅力主任等。
郭校长在谈话中表示，若台湾兴华校友会有需要举
办任何活动，彰师大将提供场地设备上的支持；席
间在杨忠礼董事长的鼓励下，升恒昌机构董事长江
松桦特别慨捐一百万台币予台湾兴华校友会作为庆
贺，并在全体兴华人齐唱兴华校歌时达到最高潮，
为台湾兴华校友会的成立画下美丽的休止符！

台湾兴华校友会创会会长陈小山表示，台湾是
兴华中学创校以来，海外留学校友人数最多的地
区，但来台深造的学弟妹若在生活学习面对困境，
母校校友会难免会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个问题催生
台湾兴华分会的成立。他希望兴华校友会分会的成
立，可以让旅台校友会有充裕的经费办好活动，让
在台年轻校友因活动而互动交流增加归属感，同时
可以设置会所，会所是一个可以固定开会、聚会活
动、凝聚向心力、安全摆放公共财物、遮雨避雨的家。

■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移交捐款予陈小山，左为
余安董事。

■ 台湾兴华校友会成立大会全体合影，二排坐者左起：苏顺昌董事、朱运铁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校友会主席
余安董事、黄秀玉校长、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卢金峰副董事长、台湾兴华校友会会长陈
小山、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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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与班导师交流，以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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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陪同孩子浏览书展，选购琳琅满目的书籍。

亲师携手引导孩子正向成长
2017 年亲师交流日
林嘉慧 （初三仁）报道
为了让家长更加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我校于
5月26日（星期五）上午8时至下午3时举办了第一
学期的亲师交流日。当天，家长亲自到校领取孩子
的第一学期成绩报告表，同时也借此机会与班导师
交流，以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状况及平时表现，一
同引导孩子下半年的课业学习和生活习惯调整，激
发他们心灵深处自强不息的力量，使他们成为更有
素质的学生。
当天一早家长陆续到校，各个班级精心布置迎
接家长的到来，一些班级甚至准备茶点、学生自制

糕饼款待来宾，家长们受到班上同学的热情招待，
场面温馨。配合家长到校领成绩报告表，我校也举
办了一系列的活动，其中包括由新知图书和大将出
版社在仁爱广场举办的书展，吸引了许多家长，陪
同孩子浏览，选购琳琅满目的书籍。此外，英文学
会和英文俱乐部（English
Club）也与往年一样
在仁爱广场联办了一场英文读物交换活动，学生可
以将旧英文书籍带到现场交换，鼓励大家多阅读英
文书籍。童军团则在兴华园举办展览会与售卖龟苓
膏，为家长到校领取成绩单这一天增添活力。

■ “书书交换”活动获得热烈回响。

■ 童军团在兴华园举办展卖会。
■ 校友会及家教协会积极推展学校各项活动。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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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携手促进孩子成长
余枃崠老师（初三仁导师）
身为毕业校友及新手老师，这是我第一次以教师的身份参与亲师交流日，感觉新鲜
又忐忑。四月份，感谢辅导处与训导处联手为新手班导师提供培训，使我对亲师交流的
流程有大致的概念。家长日前，我所做的准备的工作包括：了解班级的整体学业表现、
各科任老师的回馈、课室的布置工作等。当天，身为班导，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与家长
进行有效的沟通，了解学生在家和在校的综合表现，并对其之后的学习生活提供建议。
担任初三仁的代班导师，有机会为孩子们的发展提供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这对我而言是非常珍贵的机
会。与家长的沟通互动，也让我更进一步了解每个学生的人格特质与家庭背景息息相关。现今社会，家校关
系无可否认是决定一位孩子成长的关键因素。教师的职责不断被扩大，让教师的身心确实承受不少的压力和
责任。唯有家长与教师之间的默契和配合，才能让孩子健康地发展。因此我把握当天与家长沟通的机会，也
期待同学们在亲师交流日领取成绩册后，为上半年的学习生活做个阶段性总结，并在学校假期稍作调整，迎
接更美好的学习生涯。

积极正向的学习风气

赏识孩子，关爱孩子

柯素香（家长）

吴宝兰（家长）

我是高三文商平周惠雯的家长，这是我第六
年参加兴华的亲师交流日。我认为亲师交流十分
重要，除了让家长能够从班导师或各个学科老师
那儿，进一步了解孩子在校的学习状态，促进

我觉得亲师交流很重要，我
个人还蛮喜欢出席这项活动，
透过与老师的交流，更深层了解
孩子在校的态度和学习状况。此
外，跟班导老师近距离的互动，

亲师交流之余，也让家长能及时跟进孩子的学
习。
我很高兴女儿能够在兴华求学，最欣慰的是
在校方积极倡导“七大习惯”领导力教育下，孩
子总是能够自动自发地学习，从来不需要我多费
心。希望这种积极正向的学习风气，能够继续
传承下去。

■ 柯素香与就读高三文商平的孩子周惠雯讨论月
报内容。

有助于互相配合协助孩子在学习
的道路上更稳健成长。
我家小孩在兴华就读第三年，我感到很欣慰，孩
子一直遇上很好的老师。她对数学有恐惧感，但每一
年都幸运地遇上好老师，耐心教导与协助她面对课业
上的难题，我觉得满满的感恩。或许我自已还是位年
轻的妈妈，对近年来报导上有学生不堪压力自杀的事
件，时时警惕自已，不要过于束缚孩子，只要孩子在
学习的道路上认真、真诚，将来对自已以及社会尽责
任和有贡献，就足够了。
曾经看过一篇报导，一位新加坡学校校长说过，
在面临考试的学生中，当中必定会有一位完全不懂数
学的艺术家；会有一位对历史毫无兴趣的企业家；会
有一位对化学成绩无所谓的音乐家；会有一位认为体
力比物理重要的运动员。因此，若你的孩子在考试中
考取好成绩，那相当好；若他考得不好，也千万不要
打击他的信心与尊严，告诉孩子:没关系，这只是一场
考试。人生中还有很多值得你去做的事。更重要是要
告诉孩子，无论他考试考几分，你依然爱他们。
最后，我想与大家共勉：请看看孩子们如何征服
世界，一场考试或是在某一领域暂时不理想的成绩，
并不会夺走他们的梦想和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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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絮
年亲师交流日
2017

■ 高一理孝的学生亲手制作各式各样的小饼干招待家
长，深获好评。

■ 在等待的当儿，家长纷纷阅读月报了解校园活动，形成一道 ■ 高三理仁学生准备了降火的罗汉果糖水与自制糕点
招待家长。
美丽的风景。

■ 初一平设置摄影区，让家长与孩子欢喜合照，每一位
家长也获赠一支康乃馨。

■ 初二孝的女同学在门口分发号码、月报与小饼干予莅
临的家长。

■ 高一文商平家长阅读孩子写给家长的信。

■ 管乐团于午餐时段在餐厅前演奏多首动人心弦的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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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絮
年亲师交流日
2017
为迎接亲师交流日，各个班级学生精心布置课室，各展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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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备考，
勇往前行！
初三级联论坛
阮慧卿（初三勇）李永康（初三爱）报道
5月23日（星期二）下午2时，初三级联论坛
在科技大楼陈开蓉大讲堂举行。我校有幸邀请了
李晟校友为初三同学分享个人备考的经验，以应
付繁重的考试。
要如何找到学习的动力？这可以在学习的乐
趣和成就感中找到。因此，我们应该抱着好奇心
去读书，而不是死背硬记。当遇到难题却成功解
题时，心中会泛起前所未有的成就感，从而有了
想要学习的动力，于是开始读书。
李晟校友建议同学们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的
读书时间，且可以制定学习计划，以便有系统的
读书。在学习计划中分成三部分：大计划、中计
划和小计划。大计划为每月规划，中计划为每周
规划，而小计划则为每日规划。
只要订好目标，计算出本身可应用的时间，
再把想读的书或想做的事情都分配到这些时间
里，那么我们便能制定出一个好的学习计划。但
是，切记不要订下太多目标，一来我们不知道下
一刻是否有突发状况而打乱了所有计划，二来也
会把自己逼得太紧，无法放松。
总的来说，学习与备考的方法只有4个步
骤：读书、提问、解题和总结。往往同学们都会
省略步骤1和步骤2，直接进入步骤3，看着历年
考题并解着题目，就认为自己会了，其实不然。
无论做什么都要按部就班，而不是妄想能一步
登天。
李晟校友表示，只要我们开始行动和努力不
懈，找到读书方法，就可以找到读书的动力了。
我们应该从小事做起，慢慢取得进步。最后，詹
荣贵老师以这句话作为论坛结语——“梦想绝不
可能束缚着你，但你能束缚着梦想”。

■ 李 晟 校 友 于 2015 年 高 中 统 考 考 获 9A 优 异 成 绩， 并 获 得
University of Toronto 的 The Lester B. Pearson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 奖学金，修读土木工程学系。

找到备考方法
詹文康（初三义）
这次的演讲激发了我备考的
动力——好奇心。也让我找到了
备考的方法，比如：好好规划与
分配时间、勤做习题并从中探索
解题方案，以及拟定适合自己的
读书方法等。李晟学长的激励有
如在我的引擎上加了轮子，让我能飞奔起来。我会遵
循他的指导好好学习，以达致更好的学习效果。

成功激发动力
吴奕茹（初三爱）
这场讲座成功激发我“动起
来”，相信也让不知如何备考的
同学有了一个更明确的方向。李
晟校友的分享让我受惠，他点出
的常见学习错误中，我就犯了好
几个。经过他的分享，我会充分
利用接下来两个月时间，养精蓄锐，作最后的冲刺。

22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6月号

奔向太阳的人·
我的成长经历 - 柏剑
初中外宾讲演
陈祉蓉（初三勇）报道
训导处于6月13日（星期二）在朝阳堂为全
体初中同学举行了“奔向太阳的人——我的成长
经历”激励讲座，主讲人为来自中国辽宁省鞍
山市第二中学的体育老师柏剑。柏剑老师先后助
养了超过一百名来自不同地区的孩子，也称自己
是“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他在2008年代表中
国成为奥运会火炬手，2013年参加浙江卫视的“
中国梦想秀”成功圆梦，并感动全场观众及该节
目“梦想大使”周立波先生。
大学时期，他在学校对面开了一间饭馆，深
受老师及同学的喜爱。后来，因朋友们多吃霸王
餐不买单，以致他被拖欠了大约一万元人民币。
大学毕业典礼上台发表感言时，他在台上亲手撕
掉了那一张张的欠条，并说：“友谊比钱财更为
重要，我在这段时间开了一间饭馆，收获了很
多”。“别人怎么看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自己
怎么看自己。”柏剑老师在讲座会上一再重申这
句话。
44岁的柏剑老师分享自己至今助养超过100
名孩子的精彩人生。他表示，给孩子买新衣服是
做爸爸最开心的事，脸上流露出的神情让学生为
之感动。他讲述爷爷在80岁去世前，曾告诫自己
不可以做有愧于心的事，让他从此铭记于心。
他在2010年到非洲学习马拉松赛跑技巧，但
在那里看到十个孩子就有八个是光着脚在沙漠上
跑的，非常贫穷。为此，他跟现场的同学们说，
如果觉得自己不幸福，就去非洲一趟吧。
最后，柏剑老师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铭：“做
点有意义的事情，因为这辈子短短几十年；对亲
人朋友好一点，因为下辈子太遥远，彼此不一定
还是亲人和朋友。”全场报以热烈掌声之下，结
束了这场讲座。

■ 柏剑老师

仿佛看到传奇
陈文莫（初三勇）
我十分佩服主讲人的那份坚
持，他说：“别人怎么看你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自己”
。这场讲座仿佛让我看到一个传
奇，领养超过100个孩子，以主
讲人的能力其实有点困难，可是
他却奇迹般地做到了。当听到他说‘给孩子买新衣服
是我最开心的事’时所露出的笑容，我明白了为什么
他愿意伟大地付出，因为他爱他的孩子们。

要懂得惜福
钟思恩（初三爱）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很幸
福，有父母在身边、有经济能
力，却还一直抱怨。当世上有
人因为路途遥远、交通不便，而
需要提早出门上学，以致早出晚
归，相比之下，我们如此便捷就
能来到学校求学，真要懂得惜福。
此外，我也明白到只要有心，什么事都会有结
果。我很荣幸聆听了这场讲座，领悟到许多生活中的
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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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 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兴华大讲堂（一）

物理进行时 - 薛平教授
表研究论文110余篇、专利10余项、合著教材1
本，并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邀请报告10多次。
讲座开始前，我校物理与化学科教研组组长
黄树群老师邀请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赠送纪念品
给薛平教授，并简单介绍薛教授背景。薛教授在
讲座中为大家介绍了经典物理、近代物理、物理
高新技术，以及现代物理的前沿和清华物理五大课
题。

■ 杨忠礼董事长赠送纪念品予薛平教授以示感谢。

林佳韵（高二理忠）报道
配合兴华70周年校庆，我校于5月18日（星期四）
迎来了兴华大讲堂，系列活动的第一场为高一及高二
级的理科生举办了“物理进行时”讲座会，主讲人为
清华大学物理系薛平教授。薛平教授的研究领域是生
物光学、激光与原子相互作用及激光物理等。他曾发

接着，薛教授从牛顿力学的基本物理学概念
作切入，延伸到广义和狭义相对论，再进一步为
大家介绍物理学界高新技术的发展趋势。他列举
摩尔定律、纳米材料和核聚变等例子，引导大家
进一步了解物理的发展如何催化高新技术，并促
进生产力的原理。他也为大家介绍“量子霍尔效
应”，这一发现可用于发展新一代低能耗晶体管
和电子学器件，从而推动信息技术的进步。
讲座尾声，黄树群老师为大家做总结，并鼓
励同学们在学习物理的道路上继续深耕。

激发学习物理的兴趣和志愿

物理可强国富民

张汉华（高二理仁）
很高兴校方邀请这么优秀的主
讲人来给我们精彩的物理讲座，不
但介绍了物理系，也触及了生活中
的物理。虽然我们平日也上物理
课，可是对于更深奥的知识却一无
所知。就读理科班的我，对物理方
面的知识和了解十分有限，而此讲
座无疑为我开拓了视野。

云薇渊 （高二理信）
今天的讲座课题围绕
着“只有物理发展，才会有
高新技术，再来才会有生产
力”这个中心论点，让我深
深了解到，若要对世界、人
类的未来作出贡献，就要学
好物理。薛教授的演讲，让
我学到宝贵的物理知识，尤
其是在近代物理方面斐然有成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薛教授讲到一个有趣的课题就是量子力学，这个学问
是大学物理系的主要研究课题之一，前景也十分可观，像
量子计算器就是一个很前瞻性的研发中物品，一旦人类掌
握这种运算工具，即可解决大规模的计算难题。
薛教授为我们介绍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杰出人物和他们
的种种事迹，同时也讲解了清华大学招生详情，可望激发
许多同学报读清华物理系的兴趣和志愿。我相信，只要有
志愿以及努力去学习实践，我们都有机会在未来物理学界
作出贡献。

量子力学包含的概率让我理解世界的不确定
性，也让我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心生向往。正因为量
子力学发现了物体运动的概率，以及运动的无限可
能性，这个世界的未来才值得我们去期待。薛教授
也与我们分享清华物理人才为中国与世界物理学界
作出的重大贡献。可见，一个国家若要进步，就必
须先提高物理的教学水平和各个大专院校水准，让
人才愿意留在国内发展，而非跑到国外去寻找另一
片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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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社会科学专题演讲
《我国议会与政府》
郑喻文（高二理孝）报道

若是没了政府，国家就会像“森林法则”一样弱肉
强食。
■ 刘镇东先生。

我校于5月24日（星期三）邀请居銮区国会议
员刘镇东先生前来为高二生进行一场主题为“我国
议会与政府”的社会科学专题演讲。讲座开始前，
我校黄秀玉校长特颁发纪念品给刘镇东先生，以表
谢意。
刘镇东国会议员2004年毕业于澳洲国立大学，
取得政治学学士及亚洲研究荣誉学士，接着在马来
西亚大学亚欧研究院取得区域整合研究硕士学位。
也曾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担任访问学
者，研究领域主要是伊斯兰政治、政治经济学、政
治体制等。目前是居銮国会议员及智库义腾研究中
心（Research for Social Advancement, REFSA）
主席。
他自述小时候在街上卖过彩票，十六岁开始努
力学国文，十八岁才开始努力学英文，而现在，他
已经是少数可以用流利三语演讲、写作、辩论的政
治工作者。主持人谢锡福副校长在介绍主讲人时表
示，刘镇东是他所知，能够从中学就立志，并一直
往志向、理想，踏实努力，并一步一步取得努力成
果的独中生、年轻人。
刘先生在正式开讲前也肯定我校设立社会科学
科，并希望全国独中都能有“社会科学”这门课。
政府在做什么？
广义上来说，政府受托于人民，主持公道，维
持秩序。从右派学者的阐释，政府就是“必要的
恶”，是“守夜人”；左派学者则认为政府是正义
与资源分配的平台，可缩小人民之间的贫富差距。

制度的选择
刘镇东先生从马六甲王朝至二战前后英殖民政
府管制下的马来亚，再到马来亚独立前后的历史
背景侃侃而谈，将我们引入主题。我国“马来民族
统一机构”（简称：巫统）是马来人为反抗英殖
民政府推动的“马来亚联邦”（Malaya
Union）
而成立的。这也促成了后来的“马来亚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的成立。
1948至1960年的“紧急状态”，也奠定了
今日我国中央政府强，州政府弱的政治局面。
我国的政治体系，大部分参照英国的西敏寺制度
（Westminster），即国会为最高立法，政府及首
相由议会产生；但仍有小部分的制度是参照美国
华盛顿的宪政思想，即将政府分成联邦政府与州政
府。印度的宪法则是我国建国制度的参考蓝本。
上议院和下议院
我国的上议院议员，由各州选出2位代表，再
由国家元首推荐出任（从原来推荐11位到现在为44
位，任期每届三年）。
下议院（又称国会）议员则每五年选出222位
代表。我国的下议院没有对上的弹劾功能，但可发
动“不信任动议”。如果有半数国会议员支持该不
信任动议，首相必须解散国会，准备大选。下议院
的主要职能是立法和代表选区选民针对议题发声。
此外，国会内的执政党与在野党则发挥互相制衡的
功能，并互相监督。议会里的议员又可分为前座
议员和后座议员。前座议员是所有有官职的国会议
员，后座议员则是其他议员，并准备随时替代现政
府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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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挑战与理想格局
刘镇东先生希望我国未来能更发挥“三权分立”功效，国、州、市议会能更确认各自的职能。执政党与
在野党能建立朝野共识一同治理国家；从总统式首相，走向组织有效内阁，强大国会让健全的议会政治带领国家
走向康庄大道。

教育乃民主之母
严伟扬老师（历史/社科老师）
民主是个好东西，好得
一般国家都在高举的旗帜。
甚至连世界上很多独裁者，
也不会否定民主，还以捍卫
民主自居。所以，民主俨然
成了一种普世价值的标杆。
不过民主只是建筑上层
的体现，而它的框架应该是
有效的法制。换言之，民主是金字塔的顶端，它

的根基应该是有效法制基础。惟有有效执法，方能
保障民主运作。曾经有人问已故柏杨先生，哪个民族
为世人贡献最多？柏杨说，是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
人），因为他们创立了议会民主制度。英国曾经以少
数的人口，却管治全世界那么庞大的殖民地，依
靠的就是有效的民主法治。
为了保障民主程序有效运作，那则是需要土壤和
养分培育出来，故，教育乃民主精神和制度之母。不
然民主就永远流于口号，或政治人物操纵的手段之
用。我国是承继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后殖民国家，应该
还有很多学习的空间。

欢迎家长以及公众人士踊跃出席！
谢绝6岁以下儿童
入场票券RM10.00
询问处/购票处：李荣兴师 017-9461961
谢广婷师 014-9445075
兴华中学 03-33714241/ 03-3371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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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
创造了社会？ 高二级外宾演讲
林倖伃（高二文商和）报道
6月13日（星期二），下午2时，辅导处邀请到马
来西亚注册辅导师莫淑卿女士，为高二级同学进行一
场精彩的演讲。此次讲座的主题为“是社会创造了我
们？还是我们创造了社会？”，目的是向一年后即将
踏入社会的高二级同学简单说明现代社会的状况，让
同学们初步了解社会的动向，以及踏入社会后应具备
的条件。
讲座伊始，莫讲师首先请同学们思考：“是社会
创造了我们？还是我们创造了社会？”，引导大家去
思索这个社会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处于什么概况？
现在的时势瞬息万变，我们国家的政策也一直不断
地在改变。面对这种种情况，同学们又应该如何去应
对呢？莫讲师指出身为学生的我们容易受到外界的影
响，无论是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侪、老师、邻
居、广告、网络皆有可能。其中，网络的影响最大，
讲师提到了最近轰动全国的两家私人医院为赚取利
益，缺乏医德而遭人民谩骂的事件。她在网上看见网
民的评论，各据己见，许多人也正是受到这些网民的
影响，而看不见事情的本质与真相。事实究竟是不是
这样？尚有待查证。莫讲师也表示，“现在的新闻也
逐渐失去其价值，许多媒体为了利益或要符合大众的
兴趣来报导新闻，少了真实性。”
现代社会不断地在改变，莫讲师提及现今M型社会
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不同的阶层越来越难被改变，而
贫富悬殊的问题也日益严重。我国的教育、医疗、货
币、治安、房价、付费方式、购物方式都在改变，男
女平等的课题也一直被提出，不再像以前的社会那样
重男轻女。莫讲师还说：“我国的医疗体系因医生过
剩的问题而作出改变，提出了筛选的制度，每一位要
当医生的医学系毕业生必须经过筛选，合格者方可正
式取得执照，让理科同学当头捧喝。” 因此，我们都
必须具备更坚定的心志来应对这瞬息万变的社会。
谈了现代社会的基本概况，莫讲师也向同学讲解
了一些出到社会上应具备的条件和能力：一、学业成
绩或学习观察；二、良好的人际关系；三、沟通技
巧；四、情商管理；五、良好的态度。每个人都应
该为自己设一个要达成的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心

■ 莫淑卿讲师

血，那是一种快乐的泉源。另外，讲师也鼓励同
学们不要错失任何得来不易的机会，要学会去把
握良机。
讲座结束前，讲师提到了80/20原则，鼓励
同学们多方面发展。遇到不想做或者不愿意做的
事，要懂得说“不”。踏入了现实的社会也要懂
得精选朋友，坚守自己的原则，才不容易被欺骗
或误入歧途。最后，莫讲师也不忘呼吁同学在忙
碌之余，也别忘了休息，确保身心灵健康，这样
才有精力走得更远。

提早做好步入社会的准备
朱彩萁师（辅导处老师）
举办这场讲座的目的
是为了让即将步入社会的
高二级同学接触一些社会
上的课题，为同学们说明
社会的现况，以便了解社
会的步伐。而讲师也跟同
学们分享了政府的一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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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刺激同学们去思考现实社会的问题。我个人觉
得，我们可以采取主动的方式去创造社会，而并非
让社会来创造我们。在这科技发达的时代，资讯的
获取已不是一个问题，重点是我们本身要不要和愿
不愿意去做而已。希望同学们聆听了这场讲座，可
以有一些反思，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并提早做好步
入社会的准备，展开美好的前程。

剑未配妥，出门便已是江湖
黄盈芳（高二文商平）
谢谢辅导处为高二学生
准备了这场讲座, 为我们的学
习旅程充电。讲座一开始，
讲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是我
创造了社会，还是社会创造
了我? 我认为大多数的我们都
是被社会所创造的，因为从
小我们就被这个大环境灌输各种的想法及价值观。
家庭、学校和媒体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
模式。成长的漫漫路途中，其实也就是个社会化的
过程。讲座中，讲师告诉我们在现阶段必须学会几
件事, 即做人要有追求与目标、懂得说不、精选朋
友以及记得休息。有句话说: 剑未配妥，出门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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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江湖。在这个大时代，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握中
学时光,好好学习, 为未来做好充足的准备。此外,
我认为我们要学会不轻易向恶劣的环境妥协, 即使
世间有再多纷扰, 也要抱持坚定的信念, 永远怀有
一颗赤子之心。

要从多重角度来看待事情
潘偲沄（高二文商和）
我个人认为是社会创造
我而不是我创造社会，因为
现在的我容易被周边的事情
所影响。也许有一天，我成
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后，才
是我创造社会的时候。这次
的讲座，我学到了机会是留
给有准备的人，机会往往就
在我们左右，回头想想，其实我已经多次与从天而
降的机会擦肩而过。此外，主讲人举的现实社会例
子，让我开始思考，为什么现在的我们时常都只看
事情的表面，而不从多重角度来看事情呢？面对这
讯息繁杂的世代，我们更应该培养自己的思考力与
判断能力，明辨是非，不人云亦云。这样一来，才
能成为一个为社会贡献的有为青年。

文接下页
亲与师长们的支持，最终他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厦
门大学数学系，成为数学博士。高中时，陈景润遇
见让他永生难忘的老师——沈元老师，在沈老师的
鼓励下，他决心努力揭开歌德巴赫猜想的难题。

讲座尾声，两位讲师带领大家进入问题环节，
在场同学与老师踊跃提问，讲师也细心解答。在热
络的交流声中，讲座圆满落幕。

1953年，陈景润曾在北京市第四中学任职，但
由于口齿不清，隔年被停职回乡养病。厦门大学校
长王亚南获悉后，安排他调回厦门大学任资料员，
同时研究数论。1955年2月，他担任助教。1957年
9月，华罗庚安排陈景润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
所，任实习研究员，进行数论研究。1962年，他出
任助理研究员。

学习新概念与解题方法

1966年，几经刻苦专研，陈景润证明
了“1+2”陈氏定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美国学
者安德烈•韦伊(André Weil)曾这样称赞他：“陈
景润的每一项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上
行走；危险，但一旦成功，必影响世人。” 据此，
我们了解成功道路绝对不是一帆风顺的，陈景润的
成功除了天赋，最重要的还是靠他不断努力与坚持
的精神。

林立翔 (初三仁)
此次讲座，两位来自厦
门大学的讲师与我们分享了
许多数学知识，尤其是哥德
巴赫猜想及质数，以及著名
数学家陈景润的成就和背
景。此外，讲师也向我们介
绍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的
奖学金制度及大学的现况。
我很荣幸参与其中，并学习了许多没接触过的数学
概念及各种解题的方法，让我对数学产生更大的兴
趣。我衷心希望在未来能够有机会再次参与类似的
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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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景润与歌德巴赫猜想
数学专题演讲

■ 许梅韵副校长（前排左一）、余妮娜博士（前排右一）与段爱慧博士（前排右二）及得奖者合影。

徐宜菱（高三理爱）报道
6月21日(星期三)下午2时，我校荣幸邀请段爱
慧博士以及余妮娜博士在黄景裕讲堂为我校数辅校
队同学进行数学专题演讲，讲题是“陈景润与歌德
巴赫猜想”。讲座开始前，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主
任与数学科教研组组长林雁冰老师分别颁发纪念品
予两位讲师，感谢她们拨冗前来演讲。接着，大
会邀请段博士与余博士颁发本年度陈景润杯数学比
赛奖项予我校得奖者。共有41位同学进入全国100
强，其中5位同学表现特出，名列全国排名15强：
姓名/班级

中马区个人奖项

全国排名

陈俊铭（初一信）

初阶组 第八名

15

林立翔（初三仁）

中阶组 第二名

2

林膺铨（初三义）

中阶组 第六名

6

陈嘉庆（高二理义）

高阶组 第三名

3

徐宜菱（高三理爱）

高阶组 第六名

7

颁奖完毕，大家一起拍摄全体照，讲座才正式
开始。
此场讲座，两位讲师为大家介绍数学主要分成
数学基础、分析、代数、组合、几何与拓扑及运用
数学。当中也有我们熟悉的数论与质数。质数，是

一堆奥妙的数字，我们都觉得好像知道，却又了
解不透的，我们知道最小的质数是2，而最大的呢
? 说不准。 2016年，据电脑计算发现目前知道的
世上最大质数是2^74207281-1(约22×10^6个数
字)，数学家预测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发现更大
的质数。很多时候，我们误以为这些数字只是前
人太无聊才想出来的，然而通过讲座，我们发现
其实质数也有其用处。原来，质数可应用于网络
安全，如：银行、互联网等密码，都须经过质数
加码和解码才能确保它的安全。
数学界流传这么一句话: “数学是自然科学
的皇后，数论是数学的皇冠，歌德巴赫是皇冠上
的明珠。”歌德巴赫猜想是关于一个偶数及两个
质数的推测——任何一个大于2的偶数都可以写成
两个质数的和。然而275年来却没人能验证它，
使之成为定理。一直到了1966年，陈景润提出
了“1+2定理”(也叫陈氏定理)。他发现，任何一
足够大的偶数都可以写成一个质数与一个等于不
超过两个质数乘积的数之和，成为歌德巴赫猜想
上的里程碑。
陈景润出生于贫困家庭，上学时因成绩优越
遭嫉妒而时常被欺负，但凭着对数学的热忱和母
文转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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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育并重，振兴体坛
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

■ 黄秀玉校长（左起）、叶新田博士、副董事长卢金峰、筹委会主席黄贵元一起为“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主
持开球礼。

林楷泽（初三平）、黄乐仪老师报道
5月27日（星期六），为期五天的“雪隆八独
中球类团体锦标赛”在我校正式开跑。是项活动由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催，巴生兴华中学主办，
巴生中华独中、滨华中学、光华独中、吉隆坡尊孔
独中、坤成中学、循人中学及中华独中协办。
卢金峰副董事长：栽培人才，振兴体坛
首先，大会恭请我校副董事长卢金峰致欢迎
词，他表示我国体坛近年表现有待加强，希望当局
可振兴体育运动计划，广征并栽培人才，为国家夺
取胜利与光荣。
“近年来，我国的各项体育运动乏善可陈，作
为标杆项目的羽球和壁球，头号种子李宗伟和妮科
大卫也令人有年华老去、英雄迟暮的感觉，而新人
确实青黄不接，令人担忧。我们希望当局把振兴运
动计划，视为当务之急，为国家争夺胜利和光荣。
我们也希望在雪隆八独中的努力不懈下，为国家栽
培出类拔萃的体育人才。”
他说，体育竞赛最重要的是体育精神的发挥，
运动员应以坚强的体魄、高超的技巧和永不折服的
战斗精神与对手竞争。
“比赛中，运动员必须努力争取成绩的突破，
但不该过于重视锦标的争夺，胜得光荣，败得尊

严，才是体育运动的最终目标。”
他认为，通过各项体育与学术的竞赛、董事和
老师的沟通交流，将提升各校的体育和学术发展，
促进各校的团结和联系，使八独中教育取得更大的
成功与发展。
叶新田博士：独中六育并重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叶新田博士致开幕
词时，感谢我校负起主办八独中两年一度的球坛盛
会，以及其他七校的共同参与，使赛会的筹办与赛
程顺利进行。他说，球赛和田径赛一样，都是体育
运动重要的项目，也是我国华文独中重视的一个教
育环节，因为通过体育运动，锻炼身心健全发育，
精神脑力才能更好的发挥，支援智商更高发展。
华文独中肩负传承与发扬华裔传统文化的使
命，以及为国家栽培发展与建设人才的任务，独中
教育强调德、智、群、体、美、劳六育并重，追求
身心和人格的平均发展，这是成人成才的全面教
育，因此，体育课程不能止于体育。
他借用体育竞赛常用的标语“追求卓越、挑战
极限”与大家共勉，在追求竞赛的锦标之余，向独
中教育的更高目标冲刺挑战。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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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员代表杨暐健与吴若昀带领众球员宣誓。

当天出席者包括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体育事
务委员会主任兼筹委会主席黄贵元、巴生中华独中
董事长拿督蔡崇伟、巴生滨华独中董事长谢松坤、
巴生光华独中董事长谢璇苞、工委会主席黄秀玉
校长。
接着，由球员代表杨暐健与吴若昀宣誓。其
后，嘉宾受邀上台主持开球礼，2017年雪隆八独中
球类团体锦标赛正式开始！比赛的战鼓敲响，各校
代表神采飞扬，为各自的学校争取胜利的荣耀。
■ 我校参赛队伍列队进入朝阳堂。

■ 2017 年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进行开幕礼后，将全力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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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满落幕，尊孔接力
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

■ 筹委会主席黄贵元移交大会旗予下一届承办“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的尊孔独中，由该校董事长拿督黄位寅
接领。左起为雪隆董联会总务陈德隆、卢金峰副董事长及黄秀玉校长。

林楷泽（初三平）
为期五日的“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于 5月31日
（星期三）圆满落幕。虽然这一天早上下起倾盆大雨，扰乱
赛程，但运动员们依旧在骤雨初歇后带着激情与满腔热血继
续比赛。
苏爱云主任：盼8月全国赛再突破
下午4时，参赛队伍列队到朝
阳堂参加闭幕礼。
首先，大会宣布各项赛事的成
绩，并进行颁奖礼。接着，我校体
育主任苏爱云老师发表致谢词。她
表示，五天的比赛，球员们在竞赛
场上紧张的心情、拼搏的精神、失

落的神情表露无遗；啦啦队在看台上的欢
呼声、激励声此起彼落；工作人员坚守岗
位，展现出高度的默契、互助合作的精神。
“这一切都是最真实，最漂亮的画
面。每一场体育盛会、体坛健儿交流会
上，每个参与者，都是胜利者，各自的精
彩。今天你是否得奖并不重要，最重要的
是你那备战的经历与过程，你为自己所设
定的目标尝试过、尽全力，你就称得上是
个胜利者、成功者。”
她也恭喜获奖的同学，希望健儿们继
续努力，秉持全力以赴的体育精神，挑战

■ 苏爱云主任

■ 循人独中董事拿督杨括添（后排右）与排球赛男甲组优胜队伍合影。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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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金峰副董事长（后排右）与羽球赛女乙组优胜队伍合影。

极限，迎接8月份将来临的三年一届全国独中球类
赛，期待大家有新的突破。
黄贵元：独中学术体育并重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体育事务委员会主任兼
筹委会主席黄贵元先生致闭幕词时表示，体育是独
中教育非常注重的一环，学生们必须具备健康的体
魄才有精神读好书。
“本会长期跟八独中合办球类赛或田径赛，就
是为了提供一个比赛平台，鼓励学生通过参加竞赛
加强锻炼，让身心达致平衡发展。”
他强调，比赛竞技中，态度、技术、纪律都非
常重要，通过比赛可以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对学
生日后踏足社会有很大的帮助。此外，有比赛就有

胜负，得奖固然开心自豪，反之也不必伤心难过。
“因为胜败是一时的，不必看得太重，败的一
方只要虛心学习，不断改进，就有机会反败为胜。
球场上是这样，人生的战场上也是一样，希望各
位球员胜勿骄，败勿馁，不断向更高的目标挑战前
进，体现出独中生学术及体育的优秀表现。”
下届由尊孔接力
接着，黄贵元先生在雪隆董联会总务陈德隆、
卢金峰副董事长，以及黄秀玉校长见证下，移交大
会旗予下一届（2020年）赛事的主办方——吉隆坡
尊孔独立中学，并由该校董事长拿督黄位寅接领。
闭幕礼出席者包括循人独中董事拿督杨括添，
以及滨华独中董事陈峋鸣等。

■ 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后排右）与篮球赛男甲组优胜队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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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
组别

乒乓

篮球

男甲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光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亚军

巴生兴华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坤成中学

季军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光华独中

吉隆坡循人中学

巴生滨华中学

殿军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尊孔独中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女乙

男乙

女甲

男甲

冠军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尊孔独中

亚军

巴生兴华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巴生中华独中

季军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尊孔独中

吉隆坡坤成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殿军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尊孔独中

吉隆坡循人中学

女乙

男乙

女甲

男甲

冠军

巴生滨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滨华中学

巴生兴华中学

亚军

巴生兴华中学

巴生滨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季军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尊孔独中

吉隆坡坤成中学

巴生中华独中

殿军

巴生光华独中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组别
Logo04

女甲

巴生光华独中

组别

排球

男乙

冠军

组别

羽球

女乙

女乙

男乙

女甲

男甲

冠军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巴生滨华中学

亚军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吉隆坡坤成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季军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兴华中学

吉隆坡尊孔独中

吉隆坡循人中学

殿军

巴生光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兴华中学

■ 我校在 2017 年雪隆八独中球类团体锦标赛中共赢得 1 冠、4 亚、2 季、1 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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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独中球类赛校内采访
洪振丰（高一理忠）采访
本届雪隆八独中球类赛，我校代表于四项球类赛事荣获1金、4银、2铜、1殿，为校争光。各项成绩
如下：
篮球队荣获男甲殿军、男乙季军
排球队荣获男甲冠军、女乙亚军
羽球队荣获男甲季军、女乙亚军
乒乓队荣获男乙亚军、女乙亚军
月报特访四项球类赛获奖的队员，以及参与筹委的老师发表感言。

圆冠军梦，向全国赛挺进
林袀珅 （高二文商和，排球队男甲冠军）
一开始看到初赛赛程，大
家都很害怕进不到四强，因
为初赛圈子里的对手实力都
相当强。不过，我们很快投入
训练，将压力转换为练习的动
力。练习当中，虽然队友之间
难免会有一些纷争，但也很快
地将问题解决了。

垒隆中华时，因为那是决定正副盟主，很庆幸地我
们拿到了正盟主。过后我们打进了冠亚赛，那场赛
事大家的心跳快爆了。虽然我们并没获得冠军，但
至少已经尽力拼到亚军，不留遗憾。这个成绩得来
不易，赛前我们一直集训，只为了为校争光和发挥
自己的实力。最后，感谢教练的指导以及队友的付
出，谢谢你们！

并肩作战，为校争光
黄海翰（高一理信，篮球队男甲殿军）

这是我中学生涯最后一次参加八独中赛事，对
于我们的成绩，我感到十分满意，我们实现了想要
打进全国赛的目标，也圆了冠军梦！我感到十分开
心，即使无法到现场观赛的支持者，也纷纷观看现
场直播，热烈支持我们“球不落地 ，永不放弃”的
信念，没有放弃，只有前进 ！在此，感谢队友们的
付出与鼓励 ；感谢教练的教导与陪伴 ，希望我们在
即将来临的全国赛，继续写下佳绩!

八独中赛事让人既紧张
又兴奋，赛前一星期的备战
营，虽然没法上课，但是和
队友一起集训、共同进退的
感觉，真的很棒！练习的过
程虽然有苦有乐，但因为我
们是一个团队，大家都愿意
为了团队的成功与荣耀并肩
作战。虽然教练十分严厉，但我们都了解他的苦

凡事尽力，胜于一切

心，在大家心目中，他是最好的教练。

林芷瑜（初三爱，乒乓队女乙亚军）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雪隆八
独中球类赛。感谢队友们都竭
尽全力，没有大家的努力就没
有亮丽的成绩。各校选手实力
旗鼓相当，只是看谁能更胜一
筹。赛场上必有输赢，代表学
校出征的选手最为关键，相信
也会倍感紧张与压力，但只要
尽力了就无憾。
比赛一开始，我们十分紧张，尤其是小组赛对

荣获殿军，我们十分高兴，在此感谢校方的栽
培，以及本届赛事台前幕后全体工作人员，谢谢！
我们尚有进步的空间，会继续努力为校争光。

回首沉淀，无尽感恩
黄祺铠
（高二文商廉，羽球队男甲
季军）
两年一次的八独中赛
事，对每个球员而言都是十
分重要的项目。每个球员都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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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抓紧时间不断地练习，希望获得教练青睐、代校
出赛，我很庆幸被选中了。备战期间，教练很严
格地训练我们，希望把我们七位球员打造成精英
球员。经过一连串地狱般的训练，终于迎来了赛
事。集合时，我与各学校的顶尖球员交流，同时
为自己能够代表兴华参赛感到光荣。我想，既然
代表了学校，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为校争光！
最终，我们获得了季军，感到非常开心！回
首大家一起练习，有时练到差点呕吐，甚至脚都
快抽筋了。但我们依然不放弃，互相打气坚持到
底。如今，总算有了收获，我们辛苦的训练是值
得的。本次比赛，我深有体会，感觉自己的表现
欠佳，压力导致紧张，还不够镇定从容。此外，
我的球技没发挥到最高水准、球路不稳重，打出
素质不高的球路。加上心理战术不够稳，失分时
会慌张、开始没自信......这些都是有待改进之
处。
至于队员，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非常好，特别
是王琮杰和郑靖霖，他们在场上发挥了最高水
平，十分亮眼。队员们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
启发了我。我想在此感谢队友一直以来的包容、
协助、鼓励，让我重拾自信。感谢叶志荣教练悉
心的栽培、不断地指导与鼓励，使我成为更好的
自己。我也想对教练和队友们说声对不起，不能
在比赛中发挥最高水准，让大家失望了。谢谢你
们，我会再接再厉！

用心筹备，友谊第一
陈文杰老师（体育老师、筹委）
我认为本届八独中球类赛
在兴华举行得非常成功。四大
球类，要在同一个时段里同步
进行，又要顾及比赛流程、秩
序、交通、膳食等种种安排，
十分考验筹委的向心与凝聚
力，赛前的准备不容马虎。为
期一星期的赛事，一切活动可
说是顺利进行，唯独在最后一
天中午下起滂沱大雨，导致篮球赛拖延了将近一个小
时。幸好，大雨终歇，没有影响颁奖及闭幕典礼的进
行。感谢所有工委会成员，没有他们的付出，本届赛
事无法顺利完成。
筹备过程，最难忘是全体体育处老师一起做剪贴
的时光。初赛的积分表，是全体体育老师与部分学生
耗费三个月的时间去制作的。四项球类、每项球类四
个组别，分别是男甲、男乙、女甲、女乙。在赛场及
体育处外都设积分板，总共用了32张马尼拉卡。卡上
的字，都经过两次的剪贴，看上去十分有层次感！
总的来说，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在赛会期间遇
到了许多很久不见的老师和学生，也在赛场上看到各
校选手竭尽全力为校争光。其实比赛的最终目的不是
输赢，而是在赛场上建立的珍贵友谊。大家齐聚一堂
切磋、交手、相识相惜，是难得的缘分。

对本届 八独中球类赛 的看法
林捷婷、陈欣蜜 ( 初一平 )、潘沛酉、陈慧珊（初一仁）采访

赛事成功，具有意义

对手实力不容小觑

何菁菁老师（巴生滨华独中）

子悦（17岁，吉隆坡坤成独中）

我觉得本届八独中球类
锦标赛，兴华中学办得很成
功。这场比赛让八独中的选
手聚集在此进行比赛，互相

我感到很荣幸可以参加本
届的八独中羽球锦标赛。我发
现女生组不是很标青，感觉有
点没落了；但是男生组依然活

切磋，十分有意义。我觉得
我校的选手也表现不错，通
过这场比赛，他们也结交了
许多新朋友，从竞争的环境
下与对手变成朋友，十分可喜。

跃，表现精湛。我觉得我和队
友都打得不错，希望我们能打
进四强。我们的对手吉隆坡中
华中学和吉隆坡循人中学的选
手实力都很强，不容小覷。希望下一届锦标赛，我和
我的队友能再一起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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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校选手为比赛做足准备
沈毓祥（16岁，吉隆坡坤成中学）
我对这次的比赛感到很满意，来自各校的对手
都很强，大家都为这次的比赛做足充分的准备。
我校的运动员一定会加倍努力，希望在决赛中脱颖
而出，以为校争光。我认为我校表现还有待改进之
处，比赛结束后，我们会针对弱点努力练习，为下
一届的比赛做好准备。此外，感谢主办方兴华的热
情招待，谢谢。
■ 左起为陈慧珊、潘沛酉及沈毓祥。

有信心夺冠
Logo04

温思琪（15岁，循人中学女篮校队队长）

我觉得目前我校在篮球
比赛的成绩还不错，有机会
夺冠。本届篮球赛的对手都
很强，势均力敌，由于我队
没有任何州手，而篮球需要
五个人合作夺分，我们会努
力打好这场比赛，坚持到底
夺取冠军。我希望我们能成
功，我也坚信即使对手再强
大，只要我们尽力就有夺冠的可能！

大意落败，再接再厉
赖雪莹（18岁，巴生光华独中）
我很开心可以代表我校
参加这次的八独中排球锦标
赛，我觉得我和队友已经尽
力了。至于夺冠，我认为有
点困难，因为我们的对手都
实力强大。前两场比赛，
我的一些队友因太轻浮、大
意，导致我们输了比赛，但
是我们会从错误中学习，下
次一定会再努力打好排球！我很佩服兴华中学，兴
华的选手们表现非常棒，实力强大。下一届锦标
赛，我和我的队友一定加倍努力，不会放过夺标
机会！

表现出色，荣获冠军
李佳信（18岁，巴生滨华独中）
我和我的队员都很棒，
最终我校女子排球荣获冠
军！我认为在那么多独中之
中，我们是打得最棒的！对
手也十分落力，表现可圈可
点。下届赛事，我的组员一
定会再参加。今年是我最后
一次参赛，因为我今年就毕
业了。虽然如此，我对排球
的热爱永远不会退散！我对自己的队伍有绝对的信
心和期望，这也是身为队长的我，希望为我的队
友寄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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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森独中华文 科

教 学 分 享 交流会
我校于 4 月 22 日（六）上午 8 时 30 分至下午 2 时 30 分
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办 2017 年雪隆森独中华文科教学分
享交流会，共逾 121 名来自各校的华文科教师出席，共同交
换教学心得并探讨更多元的教学设计与方法。交流会共有
四场主题讲座及一场游戏活动，最后设综合
交流环节，为时半天的会程内
容丰富而紧凑。

■与会老师们模拟学生分组讨论。

讲座：主题教学课程整合
时间：8:40am - 10:10am
主讲人：林金花师
主持人：黄雅幼师

今年刚卸下忙碌的毕联会总负责老师一职后，重拾
华文科课程整合（简称课整）的工程，希望能更完
善目前的教学设计。

郭珂儿老师报道

交流会序幕作简单的介绍后，便开始进入“主
题教学课程整合”的分享。主讲人林金花老师为我
校高中华文科任教师，有着 24 年丰厚的教学经验，

兴华课整缘由
林金花老师回溯，自己于 2009 年赴中国北京海
淀区实践中学作为期 14 天的蹲点学习，发现中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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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的内容主要着重于传达道德伦理，并在学期
初定下教学主题后，从教材中筛选符合主题的课文
进行教学，主张人用教材，而非教材用人。于是，
她返国后不久就在我校成立课整小组，全体华文科
老师以分组方式展开各级课整工作，次年即正式全
面落实。目前仍沿用当时定下的方针，至今已进入
第八个年头，惟每年年终总会作出检讨并增删之。

为代表并提出发言。因此上述所分享的高三课整主题
中，不管是以先说主题后上课文，或是先上课文后说
主题的方式，往往都会让学生进行分组讨论。除了可
籍此了解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外，学生所提出的答
案也常叫人耳目一亮。

她解释课整之必要，是因为老师授课的技巧须
与时并进，因地制宜、因事而备，让学生的学习
能更有成效。所以除了考虑怎样选择并运用教材以
外，也要思量学生的基础和课程的方向，例如初中
应着重听说读写，高中则倾向进阶的鉴赏、艺术特
色和分析。教学的关注点在于同学的思维能力是否
有提升，以及思想层次在哪？

她分析，从主题教学的成效看来，虽然价值观是
抽象、难以统计的，但发现学生会将所听所学应用到
作文上，甚至有部分学生更表示这些观念对自己的人
生之途有帮助。而且这些年来，公共考试的成绩并没
有下降。若单以高三生来说，主题教学的上课情况不
错，学生并无排斥，但因顾虑需备考，所以常有不能
畅言的遗憾。

兼顾人格与学习
林老师表示，这样的教学困难是课程内容量大
而时间有限，要兼顾人格与成绩，希冀学生都能学
会且能应考，简直是知易行难。因此将教材视作资
料，如何整合与解说便成了推动主题教学的关键。
具体来说，首先厘清高初中三年的课本内容，
哪些需教课、哪些可自习；哪些得做自学笔记、哪
些作为阅读报告。再来，以基础为前提的初中使用
文体来划分主题，以情操为前提的高中则使用人生
楷模、人生价值观、激励、文体等来分类，如此一
来，即可将有关课文分布到各主题中。

协同学习作辅助
如何在教材中传递主题思想？林老师以“文
化”、“春暖人和传承”、“迁客骚人”这几个高
三的课整主题作实际讲解。“文化”主题须步步层
层，以生活代入，好比用婚嫁喜庆等习俗来勾起同
学在生活中的共同经验。这样的生活经验，到了“
春暖人和传承”就更能延续对文化的思索，她随即
分享了学生的一篇名为《60-80 年代至今，新年歌
曲的变化》报告作为例子。在“迁客骚人”主题，
她邀请在座的老师们都站起来，模拟学生分组相互
讨论：“若你是迁客，你会向谁学习？请说出原
因。”这题目马上引起了现场此起彼落的讨论声，
滕子京、范仲淹、欧阳修、白居易这些迁客人物的
形象顿时被召唤而鲜明起来。
林老师透露，分组讨论的上课方式在兴华已形
成了风气，协同学习里没有谁是组长，谁都可以成

主题教学之成效

针对现场有老师提出是否欲将
课程整合推行至董总的问
题，林老师表示目前认
同董总的课纲，只是
教材编撰无论如何都
不能满足所有人，都
要因应各自的需求取材
活用。结尾，林金花
老师以这番话与
在场众位老师共
勉：“教学就像翱
翔在苍穹，为青青
子衿不曾歇下，
日晖月皓，我
们依旧逆风而
翔”。
最后，全
体老师拍摄大合
照，便结束第一场主
题分享。大家前往享
用茶点后，分别鱼
贯进入预先报名的
讲座场次。接下来
的三场讲座同步进
行，分别是：Kahoot 互
动学习、诗歌朗诵指导、
记叙文教学分享。

■主讲人林金花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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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讲座：Kahoot 互动
10:30am
时间：10:10am 作学习室 1
地点：科技 5 楼协
进师
、李尉帷师、刘久
主讲人：刘美娥师
主持人：李伟彰师

郑敏甜（初一礼）报道
Kahoot，是个我们不曾听过的名词，那它到
底是什么呢？根据刘美娥老师所说，Kahoot 是
一个基于游戏的课堂互动平台，这种免费的云端
版即时反馈系统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
简称 IRS） 只要学生能够连上云端系统的网页，
使用电脑、手机或平板就可以免费进行反馈活
动。Kahoot 可用来制作课堂选择题抢答游戏，让
学生从刺激的限时问答中愉快学习，同时教师可
收集相关数据供作教学效果评量。
基本介绍之后，李尉帷老师带领众老师
使 用 Kahoot 平 台 ， 实 际 体 验 抢 答 乐 趣 。 主
讲人早已备好抢答题目，并配给每组队伍一
台 Chromebook（搭载 Google Chrome OS 系统的
个人电脑）。由于每题只有 5 秒时间可作答，比

的不仅仅是准确度，更多的是速度啊！现场气氛
十分紧张，众人紧绷地盯着荧幕，深怕一走神就
输了，老师们都积极抢答，十分有活力。经过一
番热烈的互动，主讲人颁发了棒棒糖给前三甲
队伍。
Kahoot 不 只 是 好 玩 ， 还 能 让 学 生 对 学 习
充满期待，提升专注力。此外，老师也可以使
用 Kahoot 检测学生的理解程度，对于学生的疑问
与误解，老师能够立即给予反馈。当然，好用的
东西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功能。除了可以用作测
验或评量，Kahoot 也可用来投票，例如开学时选
举班上职务或决定课堂事务。
接下来，刘久进老师教导大家如何利
用 Kahoot 出题，并指出这样的设题机制就不怕
泄题。另一方面，Kahoot 还能让题目顺序随机呈
■刘美娥老师（左）及李尉帷老师（下）介绍
Kahoot 互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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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也可在出题时加入图片或影
片。随后，老师们现场运用讲义
所附的《诗经》简介与朱自清《
扬州夏日》摘文作为材料，尝试
在 Kahoot 平台上出 3 道题，大家
都认真参与设计与讨论。
有老师疑虑 Kahoot 是否会
影响反应较慢的同学的自信，
李尉帷老师回应，老师可以设
法从旁协助，或者以分组方式
进行。总结来说，Kahoot 是
一个方便课堂互动的平台，
非常鼓励老师们让学生尝
试，但也不可过于依赖。
■刘久进老师（左一）与其中一组
获胜队伍。

■老师们积极抢答，十分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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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讲座：记叙文教学
作学习室 2
地点：科技 5 楼协
10:30am
时间：10:10am 、陈慧蓉师
主讲人：邝美玉师
主持人：林惠芳师

吴嘉怡（初一礼）报道
“这世界不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
睛。”陈慧蓉老师为讲座作了这样的开场白。这
也可说是陈老师独特的教学方法吧！她总是想出
各种形式来引领同学观察事物，而学生在作文里
加注的想象力与创意，往往会叫人眼前一亮。
好比说，记叙文写作的六要素是时间、地
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而为了让学生在
写作文上能循序渐进，通常会安排先
写短文，再延伸写长文。于是，陈老
师就分享了如何让学生先以“人物”
作为记叙文写作练习的切入点，例如
想象自己成为某个人物，并从其角度
自我介绍。她展示了一些学生的作
品，当中的人物角色各式各样，有目
标成为公司总裁的小职员、有每天需
应对热情歌迷的流行歌手，甚至有含
着少女心的男同学细腻地描绘出了一
个安逸上班族女郎的心声，这些分享
都叫在座老师们会心一笑。

写记叙文的口诀，便跟着节奏哼起了歌来。现场
的反应很热烈，所有老师都开口跟着唱了呢！
讲座结束前，面对台下老师们的提问，两位
主讲人都详细回应，但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最后
无法——解答。另一方面，场内墙壁上也张贴了
许多学生的作文，让有兴趣了解更多教学成果的
老师们可以继续欣赏。

接下来还让老师们进行分组，并
运用自己手上拿到的角色，在短时间
内想出一篇短文。完成后并发表的人
都可获得小礼物作为奖励，甫一开始
还害羞礼让的老师们最后都踊跃站起
来分享。
第二位主讲人是邝美玉老师。邝
老师仿拟平时上课的方式，请大家先
以三人一组读完一篇文章，再一起讨
论。随后，素来教学风格活泼的邝老
师吹起了口琴，让在座的老师们意想
不到，为之惊喜，因为这是一首大家
记忆里的儿歌！她接着将歌词改编成

■图左至右为邝美玉老师、林惠芳老师及陈慧蓉老师，于展示
的学生作品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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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讲座：诗歌朗诵指
成果发表厅
究
探
地点：科技 9 楼
10:30am
时间：10:10 am生
主讲人：周若鹏先
主持人：翁月芳师

叶颂晴（高三理仁）报道
我校华文科有幸邀请到诗人周若鹏以《声音
的演出》为主题，进行了一场诗歌朗诵指导讲
座，引发不少华文老师的兴趣而前来领教。讲座
在科技大楼 9 楼的探究成果发表厅进行，厅里两
棵以柱为干、以天花板为荫的“大树”设计，衬
托得现场气氛更为诗意盎然。诗人在点缀着灯光
的大树下如此谈论诗歌朗诵：“诗与诗歌朗诵就
像香醇的酒和盛酒的樽，选择不同的酒杯，用不
同的品味方法，对诗的领略就有所不同”。
周若鹏先生兴趣广泛，除了写诗、朗诵诗以
外，对魔术、赛车等均有所涉猎。他曾于 1999 年
及 2008 年在《动地吟》全国巡回诗曲朗唱会上有
杰出的表现，更在 2014 年担任《动地吟》总策划
人，目前为大将出版社董事长。

诗歌朗诵的咬字一般上讲求字正腔圆，若无
法完全达到标准，亦无大碍，只要咬字清楚，表
现自然就好。他认为，诗歌朗诵最主要是把诗歌
传达给观众，所以朗诵时尽可放慢速度，字句才
能听得清晰。为了体现诗歌朗诵中不同的停顿可
以表现出异样的感觉，几位现场老师也自告奋勇
地示范朗读了吕育陶的《你所未曾经历的支离
感》。
他表示，语音语调取决于朗诵者想怎样表现
文本，以及想给聆听者怎样的感觉。虽然在表演
的当儿要投入角色和表现自然，但朗诵时若对诗
歌的呈现手法有所设计，就更能突出主题。

表演设计

舞台呈现
对于他来说，诗歌朗
诵除了能透过表演艺术传
达感受、赋予文学作品生
命力，还可以让闻者更了
解作品，进一步被感动，
引起共鸣。于是，他用上
不少时间钻研“应用声音
赋予诗歌生命力”的技
巧。

朗诵技巧

■诗人周若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舞台的使用
对他来说就不能马虎。他表示，一旦表演者进入
观众的视线，即意味表演已真正开始，无论是上
台或下台都是演出的一部分，必须投入、自信，
并注意站姿。另外，与麦克风的距离、灯光和音
响也能稍做调整，以达到更好的效果和表现。

他引用诗人游川的表演影
片，说明了重复和留白的技巧。
适当的重复有强调的效果，重复
时不同的语音又更能凸显层次
感。留白突兀的安静则可以营造
紧张气氛，予人一种不安逸感，
吸引观众的注目。此外，还可使
用吟唱、方言、模仿、相声技巧
等等，甚至在服装、道具上，或
结合舞蹈、口技、魔术，都能无
限地发挥创意。
虽然提供了很多表演设计的可能性，但他指
出，情绪才是最重要的，诗歌朗诵的设计者就像
导演，安排主次、分配角色、布置道具，就是务
求能控制观众的焦点。最后，周若鹏先生总结关
于读诗这回事，就是在品味别人的人生，所以如
何带领学生去品味诗，实在是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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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游戏式学习
地点：综合大楼底层
时间：12:40pm - 2:10pm
主讲人：翁柳洁师

郭珂儿老师报道
午餐时段后进入最后一个讲题，由我校高中华
文科翁柳洁老师作“游戏式教学”的分享。口述不
如行动，既是游戏式学习，本项目便实际让众位老
师亲身参与，除了有助于箇中趣味的体会，也顺道
让大家舒展久坐筋骨、激荡脑力。

综艺节目启发
翁柳洁老师先简单介绍设计游戏式学习的来龙
去脉，原型来自于当红综艺节目《奔跑吧，兄弟》
第一季第三期所受到的启发，是以分组竞赛完成目
标为进行方式。整体设计主要用上宾果游戏 (Bingo)
的概念，这原是一种填写格子的游戏，可以二人或
多人进行，最先在格子上集满特定数目的水平线、
垂直线或对角线者胜利。
将 Bingo 游戏援用至华文科教学上，自然就以学
科知识作为游戏内容。这场游戏活动就首先设置了
十六个关卡站，各站备妥通关题目；再设 bingo 站，
收集通关卡并更新进度，以上各站皆配发站长驻
守。参赛组别需前往各站答题闯关，答中者即可领
取该站通关卡，带至 bingo 站作记录，同时查
看是否已在格子 (4x4) 上集满所需之链线。

游戏现场热烈
翁老师讲述游戏规则后，大家就前往
综合大楼前集合。老师们各自归好组别，参
谋商议，蓄势待发。游戏以 1 小时为限，哨子
吹起一声令下，各组立马带着平面图朝目标出
发。现场各站分别设有不同范畴的题目，包括
文学和文化常识、语文知识、诗词背诵、
文言文理解等；解题方式也不尽相同，除
文字填写、口头回答，尚有拼接拼图、肢
体手语等，而各站长皆由我校华文科老
师们担任。
现场只见组内原本互不相识的老
师们，彼此热烈
讨论、取长补
短，在各自擅
长的范畴作
军司，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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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答题部分一同手舞足蹈；更在 bingo 站提交闯
关卡时，盯牢站长操作以防有误，紧张之情流于形
色。最后，即使第一组 bingo 胜出者已诞生，未完成
目标的组别意犹未尽，继续闯关答题，直至限时哨
子响起，方才结束整场游戏活动。

促成学习动力
稍后回到会场内，翁柳洁老师继续分享自己在
课堂上实际进行游戏式学习的经验，并表示主要以
期末考范围来设计内容。她会预先将游戏题目交给
担任站长的同学作准备，这些站长在游戏进行时，
不可携带任何答案，但须能正确批阅所有游戏卷
纸，且自行斟酌是否接受闯关组别的答案。如此一
来，无法参与闯关的站长也需要和大家一样事前复
习课文，还能体会老师改考卷时面对奇怪答案的
心情。
她透露，参与过的学生反映这样的关卡竞赛可
以促成学习动力，让课文变得有趣、容易吸收，达
到快乐学习的效果。甚至许多游戏规则都是学生自
己筹划添加的，他们的创造力其实不容小觑。她同
时也希望老师们经过这次的亲身投入，能更好地换
位思考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
若分组队伍里有融入感极低的同学，该怎么
办？面对这样的提问，翁老师回想了一番，发现目
前还没遇过这样的状况，因为
即便是平日课堂上不积极的同
学，在闯关游戏中也拿出了
兴趣来。但她继而表示，这
类状况难保不会发生，恐怕
自己也得好好思索解决办法。
尾声的综合交流环节
之后，本次华文科
教学分享会正
式圆满结束。

■主讲人翁柳洁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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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凯勇老师（巴生中华独中）
谢凯勇老师在同步讲座的部分预先报名
了“诗歌朗诵指导”这一场次，他表示，由
于学校有这方面的需求，所以希望能在讲座
中有所获益。
报名后方才晓
得主讲人是诗
人周若鹏先
生，闻名不如
见面，可说是
小惊喜一桩。
谢老师认
为，原先朝
着“诗歌朗诵
指导”这讲题
而来，却只觉
讲座内容大多着重在分享诗歌朗诵的呈现形
式，跟预期有些落差。但他也补充，虽有期
待但也没有失望。

李慧萍老师（关丹中华中学）
远道而来的李慧萍老师分享会后心得，
她表示很多方法原本没想过，往后会考虑应
用在教学上。
李老师参与
了“Kahoot 互
动学习”讲
座，连同另一
场“游戏式学
习”环节，她
针对这类型课
堂游戏教学方
式提出想法，
认为虽然很乐
于尝试，但还
是以不打扰学生上课为主，更不用说独中老
师常有课赶不完的压力。

■老师们互相讨论、集思广益，动态答题时更是使劲浑身解数
合力闯关。

李老师认为课堂小游戏还是可以偶尔进
行，有趣的上课方式毕竟还是会受学生期
待。因此她也透露，由于校长的推动，学校
内部已通过互联网辅助教学，鼓励学生使用
建议的互动学习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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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2日雪隆森独中华文科交流分享会
筹备过程
撰文：李贤丽（华文科教研组组长）
今年 4 月 22 日，我校华文科教研组承办雪隆森
华文学科交流会，当天早上八点至下午三点半，我
们顺利进行、并完成任务。以下简录筹备经过:
去年年杪，我们已知今年将承办这项活动。
甫开学，我们在会议中思考今年是否可以在交
流会中呈现有别于以往的课题......
讨论过程催生了以下结果：
金花：我愿意分享如何结合主题教学和协同学
习的具体教学方法。
尉帷：我和久进、美娥可以一起分享 Kahoot 的
操作方式。
美娥：我可以提供技术支援。
微微：提议请专业的人来教诗歌朗诵技巧。
贤丽：我相信还是有些老师需要诗歌朗诵的技
巧指导。
天岱：华文课极少让学生离开课室，柳洁曾把
课程变成游戏，建议柳洁可分享具体做
法。
柳洁：愿意分享，但可能需要很多老师帮忙当
站长。
【按：以上摘自华文科 2017 学年第一次科研
会议记录。】

于是，初步决定当天的分享内容是：主题课
整、 Kahoot 互动学习、诗歌朗诵、游戏式学习。
后来，思及让友校同道各得其所，于是我们加
入记叙文教学分享。把 Kahoot 互动学习、诗歌朗诵

和记叙文教学安排成并
列课题，同步分三个场
地进行。
在筹备过程中，各
组负责老师分工合作。
从确认分享内容到现场
彩排，华文科老师发挥
了高度的专业精神，体
现了严格的自我要求，
这是鼓舞人心的画面。它让我们深深感觉：一起为
同一个目标努力，很美！
当然，学校教务处和总务处给予我们的全力支
持和配合，也是促成这项活动的关键因素。
感谢这一切！
谨附上本人在交流会序幕，开场白的一小段
话，与大家共勉：

能够承办这项一年一度的重要活动，是兴华的
荣幸，兴华欢迎大家！
2017 年雪隆森独中华文学科交流分享会，因为
您的参加，倍添光彩。
我们兴华 26 位华文老师，为了今天，开了不下
十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彩排了，觉得不够，再
彩排；讨论了，觉得不妥，再讨论。我们希望，
今天的交流分享，能让到来的朋友，有收获，
这样，就够了。

2017年 6月号

47

HIN HUA MONTHLY

2017 年兴华中学教育展
林纪一报道
国内外升学服务中心：AUG Student Services, FEN
Education Sdn Bhd, INTO Higher Education, JM Education
Group, Oxfor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Group, SELSET
Education Centre, 董教总学生事务组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5月17日（星期三）上
午10时10分至下午12时40分，假本校朝阳堂举办
一年一度的教育展，提供一个平台予同学们向参
展的各所大学代表咨询，尽早规划好未来的升学
生涯及为之做好充分的准备。
本年度教育展共迎来53所国内外大学及升学
服务中心，计有国内外升学服务中心7所、本地
大专院校19所、外国大学马来西亚分校8所、英
国大专院校6所、日本与日语学校5所以及澳洲、
爱尔兰、新加坡和美国大专院校各2所。
教育展共分为3个时段，即上午10时10分至
11时30分为高三学生观展时段、上午11时30分至
下午12时5分为高二学生观展时段及下午12时5分
至12时40分为高一学生观展时段。

本地大专院校：Asia Pacific University, Cilantro Culinary
Academy, Cyberjaya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al
Sciences, Dasein Academy of Art, First City University
College, HELP University, IACT College & Brickfields Asia
College, INTI Intern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y, KDU
University College, Raffles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SEGi University & College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Sunway University, Taylor's University, The One Academy,
TOC College,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TAR UC), UCSI University, 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
外国大学马来西亚分校：Curtin University Malaysia,
Heriot Watt University Malaysia, Le Cordon Bleu
Malaysia,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Malaysia Campus, University of Reading
Malaysia,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Malaysia, Xiamen
University Malaysia
英国大专院校：Queen's University of Belfast, University
of Essex, University of Kent,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University of Surrey,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当天，朝阳堂里人头攒动，同学们都把握机
会，积极询问各参展大学代表有关系所特色、申
请途径、入学标准、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及奖学
金等升学讯息。有些同学在该年级观展时段即将
结束时，仍不忘向参展大学代表提出询问，分秒
必争，足见他们对未来升学规划的努力和用心！

日本与日语学校：Kyoto University, Ritsumeikan Asia

教育展于下午12时40分正式结束，想必观展
同学都收获满满！展后，绝大部分参展大学代表
都向本处主任李辉祥老师表达对我校同学的赞
许，因为同学们的踊跃提问及提问时所表现出的
自信与细腻，让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此
外，参展大学代表也赞扬本年度教育展的整个流
程、时间安排及工作人员的热心服务，并期许来

爱尔兰大专院校：University
Education In Ireland

年可以办得更好！

Pacific University (APU), Institut Bahasa Teikyo,
Lupeichun Japan Education Centre, Japan Student Services
Organization
澳洲大专院校：Deaki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South
Australia
College

of

Dublin,

新加坡大专院校：James Cook University Singapor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美国大专院校：University of Kansas University of
Nebraska Linco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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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学术
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发表会

■ 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右 10）为华文独中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发表会主持开幕礼。左七起为校
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事、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校友会署理主席陈静翔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黄秀玉校长、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董总署理主席陈大锦、程介明教授。

黄乐仪老师报道
为进一步提升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素质及教学
水平，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于5月27日
至28日（星期六、日）在我校举办“2017年马来西亚华文
独中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发表会”，目的在
于推广独中教育工作者进行学术研究的风气，提供独中教
育工作者经验交流的平台，提高独中教育的办学素质以及
建构独中教育的办学特色。本届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教享悦
教学成果发表会一共录
取了26篇论文及67件课
件教案，共有20所华文
独中，近300位来自全
国各地的独中教职员出
席盛会。

■ 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感谢兴华热情协办
上午10时，全国独
中教享悦在我校科技楼
大讲堂掀开序幕。董总
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致词时衷心感谢协办单
位——巴生兴华中学，
热情的协助与配合，促
成今天这场深具意义的

教育学术研讨会。同时，他对远道而来为大
家带来主题演讲“乐教爱学，成就孩子”的
程介明教授致予谢意。
“刚刚程教授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主题演讲，分享其多年在教育改革现场
的经验积累。程教授学识渊博，是国际知名
的教育学者，也是香港2000年教育改革的主
要推手。我赞同程教授所言，时代的变迁，
社会型态不断改变，从事教育工作的我们，
显然已经不能再以一成不变的办学方式来经
营学校，教师也不能再以过去旧有的教学模
式，来教导未来的新生代。”
成立专案小组，实现乐教爱学
他说，新世代的教育情境，受到信息科
技发展的影响，使得学生的学习生态也跟着
改变，教学现场所强调的是，适性教学和尊
重学生个别差异。为使独中教育体系可以更
精进，董总于去年成立“马来西亚华文独中
教育蓝图”专案小组，计划以三年时间草拟
华文独中教育蓝图，做为未来十年华文独中
教改的政策指导文件，提升独中教育质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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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办单位董总颁发感谢状予各场次的主持人。前排左七起为董总首席执行长孔婉莹、董总主席天猛公拿督刘利民、
程介明教授、黄秀玉校长。

致力于全人教育的培养，最终打造一个让老师乐
教、学生爱学，并能成就每个孩子的学习乐
园。
“今天很高兴看到现场聚集了来自全马各华文
独中的教育同道，更感到欣慰因为我们华文独中
已经有老师打破陈规，进行课堂教学行动研究，并
撰写成学术论文。还有老师将多年在课堂教学中锤
炼出的优秀教案，带到大会的教享悦平台与大家分
享。我们看到这次教育研讨会的论文和教案分享，
大部份都围绕在一个主轴，就是在探究如何深化华
文独中的教学素质，让学生学习变得有趣。”
吁各校董事校长，重视教学研究
天猛公拿督刘利民续称，他相信教育研讨会是
一个契机、一颗种子，可以在所有出席者心中，
埋下一柱教育的火苗，未来能在各自的教育岗位上
持续发热，发挥着正向能量。他恭喜各位投稿人，
同时勉励文章或教案没有被录取的老师们，不要气
馁，下一次的教育研讨会再接再厉。
“我们期待看到老师们在教学现场不断的进修
及学习，因为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提升教学效能的主
要因素。我在这里也特别呼吁各校董事及校长，多
重视及鼓励老师从事教学研究，甚至从各方面去

支持老师进修与学习，建构一个学习型的教师团
队。”
教育研究走向专业化
他表示，董总会继续举办类似教育研讨会，让
独中老师聚首进行同侪研习、教学观摩、以及教学
分享与回馈。相信未来一定可以促进华文独中教育
体系的研究风气，更能提升华文独中教师的教学品
质。
随着社会发展对教育教学要求的提高,对教师
专业化的探讨达到了空前高度,“教师即研究者”
也成为教育界乃至全社会普遍认同的理念和努力追
求的目标。教师作为有自己特定思想和认识能力、
思考能力的人,应该结束长期被动的“教书匠”形
象,代之以积极主动的“教育家”形象。
在此趋势下,董总和全国华文独中近年来也开
始关注探求教师专业化发展之路,并出现了可喜局
面。教师的教育研究已逐渐成为社会要求,也成为
群体自觉。董总计划在未来的师资培训工作上，采
取有力措施，鼓励教师立足工作岗位搞教育研究,
促进华文独中教育体系的研究风气，提升独中教师
的教学品质。

扫 描 QR 码 观 赏 当
天 盛 况。 或 链 接 :
https://goo.gl/9zVp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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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教爱学，成就孩子
—— 程介明教授
嘉宾简介
香港大学荣休教授、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历任教育学院讲座教授、教育学院院长、副校长、
校长资深顾问；并曾任学生宿舍舍监18年。北京
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教育科
学研究所、国家教育行政学院等客座教授；1996
至2006年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任访问教授。曾任
中学教师、校长；1987年获伦敦大学教育研究院
哲学博士，专攻教育规划与教育政策。历年学术著
作近千，另有数百在各类国际学术与政策场合的主
旨报告。在香港《信报》、《上海教育》与西班牙
Escuela撰写教育评论专栏。

■ 程介明教授

黄乐仪老师报道
5月27日（星期六）上午8时30分至10时，香港
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程介明教授，
以专题演讲“乐教爱学，成就孩子”为2017年全国
独中教享悦拉开帷幕,诺丁汉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助
理教授杜伟强博士担任主持人。
首先，杜伟强博士感谢主办方董总与协办方兴
华中学，在成就孩子的教育路上携手合作、共襄盛
举。他同时感谢来自全国各地拨冗莅临的老师以及
嘉宾们，共赴此意义深远的学术飨宴。
从事教育五十载
程介明教授自我介绍，他打趣地说，本身是荣
休教授，荣休代表无收入者；另一个身份是老师，
由始至终，他自诩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从事教育五
十载，而这也是其责无旁贷的终身职责。
程教授接着为大家介绍当今社会六类典型的青
少年形态：
第一位John,20多岁立志，往后事业发展一帆
风顺，其履历囊括了21世纪典型的优秀职称。对其
而言，人生就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智力表现与高职斗
争。这类青少年始于工业革命后所催生的工业社会

教育体系，教育的目标是把人转化为人力资源，拷
打学生直至他们屈服于市场需要！
程教授续称，这和一些东南亚国家，如：寮
国、缅甸等所实施的佛教教育大相径庭。在上述国
家，还保存着这样的传统：男人一生一定要出过
家。老百姓都相信，奉献与施舍使人生变得更加美
好，不管今生还是来世。因此恋爱时，女生的择偶
条件中，对男生首要关注：“你当过和尚没？”这
些国家人口中僧侣的比例很大。他们觉得，经历过
出家人的规诫，就像经过了生命的洗练，终生
受用。
人本教育与提供学历
这种关注“人”的教育，与西方工业社会教育
体系，所强调的“人才”与“智元”教育，有很
大的不同。中国数千年以来，正规教育的功能在
于——提供学历。传统科举鼓吹寒窗苦读，一朝入
榜升官，便可衣锦还乡。
“这是当时社会上升的惟一路线，你可以想
象，一个门生，在国子监里只会想着当今皇上喜欢
什么？他们战战兢兢迎合上情、揣摩圣意，不晓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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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对这些孩子的人生而言，什么叫成就？”
他笑而续称：“Now I begin to understand that,
I don’t understand!”
程教授喟叹，如今世界趋势普遍如此，无论是
在经济发达或落后的国家，青少年的意识形态都改
变了。
“年青人在想什么？他们想找一份好工？创
业？寻求职业稳定？还是赚够了钱，就去旅行。他
们要不憧憬与忙碌拼搏事业前途，除了经济增长，
不关心其他社会议题；要不就理直气壮告诉你，闲
赋在家，有何不可？”

何谓创意与突破，但求龙心大悦，朱笔一挥，即
可一跃龙门，身价百倍。这种毫不羞耻地只为功
名，捞得一纸傍身、这辈子便可一劳永逸、一帆风
顺......是教育的意义吗？”
教育是成就孩子的未来
程教授表示，他个人认为教育的意义在于“成
就孩子的未来”。
接着，他为大家介绍第二类型青少年:Marco,
自英国法律系毕业，从事银行工作，累积资金后投
资卡拉OK等多元投资，其后拿新加坡护照，长年从
香港到深圳推广旅游平台。
“我曾问他：什么叫成功？Marco告诉我，有
人来我的平台就是成功。2年后，他所经营的旅游
平台被中国大财团收购了，他也挣得更多钱财。请
问，他算有事业吗？”
第三位青年叫Rebecca,芭蕾舞团团员，热衷
于芭蕾演出，但没有固定收入与工作。第四位叫
Thomas，高中毕业后成为修车员，但不放弃继续
在职升学，到理工大学进修，最终顺利结业，升
为经理。第五位青年叫Michelle,在银行工作，储
够了钱玩遍亚洲热门景点，钱花完了就到到富士
比拍卖行工作；有了钱又继续旅行。程教授曾问
Michelle，有没有考虑过建立稳定的事业？她回
答，那是你们老人家的事。第六位青年叫Lilian，
因无法适应职场上的勾心斗角与复杂的人际关系，
辞职回北京“啃老”。
21世纪典型的青少年形态

20世纪的青少年，对比21世纪的一代，他们的
理念、甚至所处身的世界局势已产生巨变，两个世
纪的青少年，对生活的态度，奠基于不一样的思想
基础上。20世纪的青年追求安居乐业、稳定与保
障；21世纪的青年却寻求突破、释放、挣脱传统与
任意自为。在此意识形态下，20世纪的一代所捍卫
的市场、民主、和平与公义等价值观也日渐瓦解，
程教授对此表示担忧。
21世纪人类生活与意识形态
他说，从20世纪步入21世纪，人类生活与意识
形态的改变，可归纳为以下六点：
一、经济形态
从满足需求变为营造欲望、开辟市场。大量生
产变少量多款（less of more）。标准产品变为对
口服务、量身订造；从讲求产量变为讲究品质、质
量划分。
二、机构形态
21世纪，机构变小、变扁、变松了，更讲究灵
活多变与可塑性，机构里明细分工，单位运作论功
行赏，或升或走；企业更是因人（的能力）招聘，
不论专业，以往的科层结构逐步让位予“一站式”
服务。
脱离传统的大单位保护伞，人际交往更密切
了、应变的机会更多了、个人的责任与风险更大
了、道德的难关更多了，也更讲求团队合作。每个
人都在站第一线，要学会管理自己、直接面对服务
对象，这种转变，更考验个人的应变能力、交际能
力、道德思维与办事能力。
三、职业形态
研究发现，21世纪学用错配的情况越趋普遍，
美国法学院毕业生50%没执业、英国Imperial工学院

程教授说，从上述这六类型的青少年身上，他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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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只有44%本科生想当工程师，学习法律或心理学的
专才，最终跑去从事金融、科技业。如今，个人职
业转工转行成为家常便饭，失业待业随时降临，提
前退休渐成风气，个体自僱逐渐增多，多元职位愈
趋普遍，职业形态多元多变。
随着经济形态与机构形态的转变，个人职业规
划也从以往被企业长期聘用终身服务，从一而终侍
奉一个机构、职位随着年龄升高、工资随着年龄上
涨、只要在某个部门呆久了，失业待业不会是我，
退休在望待遇可期——开始产生不可预期的变化，
前程多变难测！

象，一纸学历迅速贬值、同等学历报酬各异，教育
的经济话语正在崩溃，即时学习成为常规。这些意
识形态的转变，冲击21世纪的新生代，以适应不一
样的社会。除了经济生活，人类的家庭生活、文化
生活、群体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余暇生活
以及退休生活也应运产生变化。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社会出现下述四大特征:
变幻（Volatile）、莫测（Uncertain）、复杂
（Complex），模糊（Ambiguous）。

四、科技形态
21世纪人类步入科技时代，在半自动化与自动
化进程中，产生了新的社会运作，网络构成新的社

六、社会大环境
21世纪的人类，面临“变幻、莫测、复杂、模
糊（VUCA）”的各式冲击，包括：连绵的天灾祸
害，冤枉的人为意外，不断的新旧疾病，莫测的经
济危机，突发的社会动乱，潜伏的战争隐忧，泛滥

会组织；媒体衍生新的人际交往，人们利用网络
平台既与原本就认识的人经常交流，也与新网友交
流，网络人际交往从虚拟走向现实。

的贪污腐败，任性的政党纷争，难防的恐怖袭击，
汹涌的越境难民，到处的造假诈骗与不意的民主
结果。

在科技时代，传统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在一
定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约束力，新媒体社会交往规
范产生缺失。在虚拟的环境里，不存在谎言被当下
识破和不规范行为被及时纠正的心理恐惧感，产生
了个人无须在交往中负任何的责任、也不需承担任
何社会义务的错觉，不健康的交往行为层出不穷，
甚至被认同和效仿，并逐渐完成自我合理化过程，
冲击青少年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当人类开始研究新的人际关系——如何与机器
人共处之际；我们也要省思新生代人际关系、道德操
守的改变。
五、意识形态
当对口就业已非主流，用非所学变成普遍现

未来需要坚强的下一代
程教授慷慨激昂地陈词：“一战、二战惨痛的
教训我们记忆犹新；但纵观当今世界局势，每一
个国家都想打仗、全世界都准备发动战争!社会上
林林总总的天灾人祸接踵而来，我们的未来看不见
尽头。这样的局势，在未来20至30年，不见得会
回转。我们面临一个新世代，需要非常坚强的下一
代！但我们的孩子，是否已做好准备？谁来改变这
个世界？”
他说，目前全世界都在研究，新世代的教育应
该怎么应付这些迫在眉睫的人类集体社会忧患？我
们的下一代，该如何适应，并成功领导变革？
世界各国新世代的教育

机构
形态

职业
形态
意识
形态
科技
形态
■ 21 世纪人类生活与意识形态。

社会大环境

经济
形态

美国培养“21世纪技能”
在此前提下，美国首先提出培养新世代能力
的“21世纪技能”（21 Century Skills），内容
分为四大类：一、核心技能（3R，读、写、算）
；二、学习与创新技能；三、信息、媒体、科技技
能；四、生活与职业技能。由于政府的经费投入，
民间基金的积极推动，“21世纪技能”在美国引起
持续的教育运动。
程教授补充，Skills在欧美指工作、技术，或
可培训的技能；在亚洲，更多的是指内在的修养。
以武学为喻，教育不光仅有“武艺”；还必须具有
深湛的内功——素养。强调提升批判能力、创新能
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与领导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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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21 Century Competencies
随后，新加坡提出21 Century Competencies，
倡导国民服从国家分配；以服从国家分配为喜
悦。competencies的意思不只是能力，也涵盖素
质，包括:使每个学生成为自信的人、自主的学习
者、主动的贡献者以及爱国的公民。
日本与“生活之热忱”
日本教育关注调动青年人对“生活之热忱”
（Zest for life），即培养热爱生活的新一代。日
本社会普遍出现宅男宅女、年青人不买房子、不就
业、不结婚、避世厌世、自杀率居高不下等问题。
许多教育工作者认为，要重振日本新生代的自豪感
与进取性，必须培养他们对生活的积极与热忱，教
育的关键目标包括下列三要素：一、核心基本能
力，即提升语言、数学和科技应用能力；二、群体
思维与解题能力，定题解题、逻辑批判思维与高阶
思维能力；三、为世界工作的实际能力，培养主动
性、人际关系、社会参与、建设可持续未来的责
任心。
台湾塑造“终身学习者”
台湾教育则提倡塑造“终身学习者”，强调自
主行动、社会参与沟通互动，中小学课纲提出“启
发生命潜能、陶养生活知能、促进生涯发展、涵育
公民责任”等四个目标，以达到“自发、互动、共
好”的全人教育目标。
中国“以人为本”
中国大陆方面，教育的目的从早年的培养“人
才”与“为国家储备人力资源”，已经逐渐被“
以人为本”所替代。教育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
人——此教育目标受中国教育界普遍认可，中国经
济改革开放以后，教育发展突飞猛进，从“以国家
为本”到“以人为本”，这样的进程实为不容易。
去年9月发表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
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
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
创新六大素养。
程教授赞许：“中国教育目标的改变，非常明
显。若能够认真透彻实现，将是中国教育的一大突
破。”他进一步表示:“当今世界各国的教育都有
必要改革创新，倘如‘离开课堂就不叫教育’——
我们的社会不应该是这样的。”

特点一、摆脱经济话语，以人为本
特点二、回归传统
特点三、改革共同的顽固敌人
——应试文化
特点四、返璞归真，回归学习
■ 21 世纪教育改革的四大特点。

21世纪教育改革的四大特点
接着，程教授与大家分享21世纪教育改革的四大
特点：
特点一、摆脱经济话语，以人为本
在变幻、莫测、复杂、模糊（VUCA）的环境
下，把年轻人塑造成某种特定的“劳动力”，已经
无法为他们准备未来，反而严重妨碍他们的发展。
现今的教育应该尽量释放年轻人，方能让他们迎接
未来难以预料的、更大的挑战。我们首先应将学
生的学习视为教育核心，再从那里去思考如何办教
育，不能本末倒置，将固有的教育体系套入，要学
生去适应体制，因为一切体系都是在不同的社会背
景下产生的。教育应该是为下一代去准备他们的未
来，教育的根本任务是要学生学会学习，老师教了
什么不是关键，最重要是培养学生自学的能力，让
他们离开学校后也具备终生学习，不断与时俱进、改
革创新的能力。
特点二、回归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早期沿着“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思路来指导教育，及至工业革命，西方
教育体系倡导“知识、技能、态度”，透过考试成
绩把人类择优淘汰，再加以分类、分等，输送到生
产线，保障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分工明
细、层次分明、组织严密等特点。教育不外是为社
会生产输送“劳动力”，人变成大型机器生产线的
附属品。21世纪教育改革已是全球趋势，促进年青
人个人的发展，是教育的首要任务，学界提出“知
识、技能、素养”， 摆脱美国为代表的近年西方实
用主义教育哲学，回归传统社会“以人为本”的优
良价值观，其中“个人素养”的培育尤胜于技能与
智育，因为唯有当一个国家全民的品德与个人素养
提升了，国家才会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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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三、改革共同的顽固敌人—— 应试文化
最近的国际教育比较，法国研究者提出，近年
的PISA，东亚七个国家，都排在前列。研究者发
现，亚洲的教育体系在PISA（国际学生成绩比较）
测试中往往都名列前茅的，除了2009年的芬兰，
其他都是受儒家“筷子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
如：上海、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等，这一现
象引起全球瞩目，也掀起了国际上向所谓“尖端表
现”（top-performing）教育制度学习的国际运动。
这场国际运动，也有令人担心的地方:其一，
把PISA评测的结果视为教育成果的全部。PISA终究
比较集中在知识层面的测评，教育的目标，应该远
远超过PISA所能测评的。其二，东亚的学生学习成
效高，但是焦虑也高、不自信、对生活满意度低。
很多研究者已注意到，历年来东亚PISA成绩高的地
区，学生普遍对于所学的学科本身兴趣不大（但是
成绩却可以考取高分）；他们对学业的成败，普遍
感到焦虑。而另一方面，芬兰、荷兰、瑞士等地的
学生，则似乎能够兼顾学习成效与生活满意度。
东亚“筷子文化”国家（包括韩国、日本、中
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越南）崇尚集体主
义，不光是个人服从集体，而且把社会看成是竖立
的结构，而个人不过是这个结构的一个部件。这
学术能力：高
（筷子社会=高；西方社会-低）
生活素质：高
（筷子社会-低素质；西方社会-高）
坚强的个人！

（三）个人品质：敢于创新、勇于承担、不避风
险、兼容并包、坚持原则。
（四）优良的价值观：关爱舍予、公义和平、相信
理性、平等公正、热爱自然、珍惜生命。
我们的教育，是否具备培育新世代青年的课
程（Curriculum）；提供他们积累经历与磨练
（Experience）的平台；拥有宽厚的文化底蕴使他
们潜移默化（Enculturation）自我增值；拥有健全
与足够成熟的媒体（Media）（现今我们的老师包括
媒体）体系豢育下一代的涵养?这是值得大家深思的。
创意教学开创春天
程教授强调，学习是人的天性！但教育却不是,
教育不讲天性，是经过我们加工的东西，是成年人
为年青人设计的、有计划的学习。他进一步询问大
家：“何谓学习？有人说，学习像海绵——老师倾
尽所能将自己脑袋的东西灌注到学生脑海。但，这
不是学习的意义！”
他以学习中文为例，批判语文老师喜欢通过默
写，美其名为让学生认识更多的生字；但这无疑
是在扼杀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创意！他与大家分享如
何透过作文教学指导学生讨论与“春天”相关的联
想、发挥想象力，引领二年级学生主动学习、建构
词汇，写出上下文有脉络的作文。
“当一组学生出来分享5、6个生字或更多，全
班都进行分享，两堂课下来，就能让大家认识一、
二百个字。如果老师再进一步问孩子，要如何把这
些生字分类?孩子就会在热烈的讨论与归纳声中，学
会了部首。老师应该改变教学法，让写作变成有意
义的学习、促进孩子个别的发展。”

■ 新世代对教育的期待。

个文化崇尚竞争、勤奋、刻苦；不信先天、拥抱竞
赛。这些文化特质，是否正是造成PISA成绩佳，但
学生个人的自信成长与学习热忱低落的原因？
特点四、返璞归真，回归学习
当今社会，对青年人有不一样的社会期望，年
青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才能在新世代开创更美好
的未来：
（一）学识能力：持续学习的能力、深入探究的能
力、综合使用的能力、驾驭科技的能力。
（二）人文素养：群体合作、自省自理、跨越文
化、灵活应变。

■ 以“春天”进行相关的联想、发挥想象力，让学生主
动学习建构词汇，写出上下文有脉络的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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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教学法强调让孩子在使用中学习、认字先于写字。

创意教学法强调让孩子在使用中学习、认字先于
写字。人脑是可塑的，是人的活动在塑造人脑，教育
必须循着人脑运作的科学来改革。
学习的意义
最后，程教授与大家探讨“学习”的意义：
一、学习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Construction）
学习是人类接触外部世界，对外部世界赋予意义
的过程；学习是人类主动构建知识的过程，而不是一
个被动接受的过程。因此，学生必须成为主动的学习
者，拥有主动学习的空间。
二、学习是因人而异的（Individual Difference）
由于历史、环境与经历的差异，也由于个人反应
的差异，人们的学习过程与成果，各个相异。因此，
老师必须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
三、知识的建构，在于经历（Experience）
人的经历，是学习的根本；最有效的学习，是在
实践中发生的。因此，学习强调“用”中“学”，使
用就是学习。此外，吸收前人的知识，也是重要的
经历。
四、学习的成功，在于应用（Application）
学习的检验，在于理解；理解的检验，在于应
用；理解与应用，是交叉互动的过程。知识的测量，
关键在于运用，因此教育应该超越考评“懂得什么”
，而鼓励更多的运用、发挥和创作。
五、人类的学习，是群体活动（Social Cognition）
群体学习，是最有效的学习。学习，是人类交流
和分享的过程，因此教育应该尽量创造群体学习的
机会。

■ 在演讲会尾声，程教授为现场的老师们解答提问。

六、人类的学习是总体性的（Integration）
学习的成果往往是综合性的，而不是零碎分拆
的，人类的大部分学习是不经意中完成的，因此我
们应该注重塑造学习的环境，为青少年提供学习的
资源，而不仅是单向、分割式的传授。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
他总结，教育的关键是让学生成为主动的学习
者，老师从“教为主”转为“学为主”，把学习还
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当今教育面临的
五大挑战是：学生有主动学习的空间吗？学生可以
选择学习的途径吗？可以设立更多的集体学习吗？
考试可以鼓励创作吗？大学招生可以不看分数吗？
短短一个小时半，不足以让程教授将其丰富学
养与大家淋漓分享，杜伟强博士呼吁有志于教育大
业者，可登陆Youtube搜索更多程教授的演讲视频，
在未来的教育旅程上携手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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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马来西亚华文独中教育学术
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发表会
兴华8篇教育研究论文及17件课件教案被录取
本届教育学术研讨会暨教享悦教学成果发表会一共录取了26篇论文及67件课件教案，其中我校共有8篇教
育研究论文及17件课件教案被录取，成绩斐然。相关获录取的教育研究论文与课件教案如下：

教育研究论文
1）发表人：朱伟杰老师（网上教学推展组组长/商科老师）
题 目 ：Students' perception towards blended learning using google applications:
A cas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2）发表人：Sastina Sebastian A/P Sundram （英文老师）
Premlatha A/P A Krishnadas（英文老师）
题 目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Students designed language activity a tool to
motivate L2 lower proficiency learners in oral activity lesson
3）发表人：颜毓菁老师（高三年级组长/生物教师）
题 目 ：生物专题学习活动对学生生命态度的影响
4）发表人：林玉莲老师（生物科教研组组长/生物教师）
题 目 ：高二生物课后探究实验落实的可行性
5）发表人：李辉祥主任（升学与国际事务主任/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员）
题 目 ：兴华中学初一及初二级学生学习EQ培训课程满意度与EQ现况之探讨
6）发表人：黄燕娣老师 （高二年级组长/数学老师）
题 目 ：领导力教育对高二学生习惯养成之相关研究
7）发表人：黄燕娣老师（高二年级组长/数学老师）
刘兼阀老师（高二年级组长/商科老师）
题 目 ：非政考（SPM）生期末考后多元学习活动之探讨
8）发表人：许梅韵（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员/商科教研组组长）
题 目 ：高一文商新鲜人在体验学习中见“商”之行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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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教案
1）发表人：Ms. Manoranchitham Nagappan（英文老师）
题 目 ：Language Awareness
2）发表人：黄学静老师（英文老师）
题 目 ：Listening skill lesson: IELTS Listening (Section I)
3）发表人：Ms. Rebecca David（英文老师）
题 目 ：Reading and Writing Lesson
4）发表人：许梅韵副校长（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员/商科教研组组长）
题 目 ：A Ballon Debate
5）发表人：Ms. Regina Maria Ambrose（英文老师）
题 目 ：Speaking Skills Lesson -- Asking for and Giving Advice
6）发表人：李天岱老师（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员/华文老师）
题 目 ：微型小说体裁的“协作学习”
7）发表人：Ms. Shanthini a/p Palpanathan（英文老师）
题 目 ：Speaking Skills Lesson
8）发表人：Ms. Madhura Navishini d/o Pannir Ghelvam（英文老师）
题 目 ：Teaching Speaking (Survival - Desert Island Problem Solving)
9）发表人：Ms. Suchatra d/o Singaran（英文老师）
题 目 ：How Learners Learn Language (Vocabulary)
10）发表人：Ms. Evon Juliana Jayanthi（英语教学中心副主任/英文老师）
题 目 ：Writing Lesson: Compare & Contrast
11）发表人：刘兼阀老师（高二年级组长/商科老师）
题 目 ：翻转吧！我的教室，我的商业学——行销组合
12）发表人：Ms.Malar Malini Jeyaraj（英语教学中心助理/英文老师）
题 目 ：Writing Lesson: Cause and Effect
13）发表人：蔡佩贞老师（英语教学中心助理/英文老师）
题 目 ：Speaking Lesson: Survival
14）发表人：Ms.Sastina Sebastian d/o Sundaram（英文老师）
题 目 ：Reading
15）发表人：莫壮燕副校长（副校长兼英语教学中心主任/教育研究与发展组组员）
题 目 ：Integrated Skills Lesson
16）发表人：朱键鸿老师（教务处助理/社会科学老师）
题 目 ：探讨马来西亚族群关系——以电影Gadoh为例
17）发表人：黄燕娣老师 （高二年级组长/数学老师）
题 目 ：领导力教育——不断更新（习惯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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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惠泽学生

A Note of Appreciation

朱伟杰老师（网上教学推展小组组长、商科老师）

Ms Premlatha (ELC)

过 去 我 曾
两度于校内举办
的“教享悦”发
表研究报告，有
别以往的是，本
次是我首次在全
国众多乐于投入
教育研究工作
者面前，发表论
文、也是第一次
以英语作为媒介
语发表，这让我
感到既兴奋又战战兢兢。成功完成论文发表，首先
要感谢许梅韵副校长和莫壮燕副校长的鼓励，还有
张喜崇老师的协助，促使我鼓起勇气在此盛会分享
我的硕士论文。
我发表的论文题目为“Students’Perception
Towards Blended Learning Using Google
Applications : A Case of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 ，主要是探讨中学教育如何看
待使用 Google 应用程序作为“混合式学习”的平
台。自从我校科技大楼于2013年落成后，部分老师
陆续按Google应用程序所带来的方便设计不一样的
学习任务，让学生学习效能事半功倍。趁此机会，
我把学生的想法做出整理及量化，与所有有志于教
育改革与创新的与会者分享，期待老师们未来在推
展科技教育上，能够施展更大的突破点、勇于尝
试，并在往后的教育旅程上，把自己的经验跟其他
人分享。
这两天，听了全国各校老师的教学研究及教案
分享，我收获满满。除了在教育研究的主题有了
新的想法外，教学法上也萌起想要尝试新的创意教
学，期许自己在教育路上可以惠泽更多的学生。

The Research Paper presentation by CISS
paves the path for teachers to not only showcase and
present their studies on educational research carried
out in their respective classrooms, but it also enables
one to enhance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s
an educator. Besides, doing research also gives the
opportunity to the teacher-researcher to know different
teaching- learning strategies and methodologies that can
be applied in our teaching. Furthermore, by carrying out
research, we can be in one way or the other be on
par with the latest change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s for me, the whole process of executing the
research right from reflecting on the lesson, the
planning stage, the read up on the studies done by
previous researchers, collecting and analyzing the
data, and arriving at the conclusion and coming
out with recommendations on further improvement
on the research done was like going through an
“educational journey” which was a rewarding one.
I would like to thank CISS for encouraging the
effort put in by the teachers by setting up the platform
for us to present and share our knowledge with other
educator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the school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in motivating the teachers
in enhancing ou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by
encouraging
us to carry out
researches.
A big thank
you to my
co-presenter,
Ms Sastina
Sebastian for
her constant
support,
motivation
and
time
spent
in
making this
research and
presentation a success.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
would also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my
wonderful colleagues in ELC for their continuous
support and encour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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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与创造，教育新突破
高二物理实验考试
刘凯铷（高二理忠）报道
高二级理科班学生于5月16日（星期二）及
5月17日（星期三）进行了我校有史以来第一次
的物理科实验考试，是我校首次进行考验学生
实际物理实验操作能力的考试，在科学教育上
是为一大突破，具有象征性的意义。
物理实验考分为两个部分对学生进行评
量，一是现场操作技能，二是对所收集的实验

■ 黄树群老师在考场给予指导和监督。

■ 学生在一小时内完成实验操作及数据分析两项工作。

数据进行分析。物理老师在考试前两个月便将
实验考的题目范围发予学生们，以让学生们有
充足的时间准备，除了在课上的实践之外，也
可在课后借用实验室改进自己的弱点。如此一
来，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在多次的练习下便
会越趋熟练。
实验考试当天，科技大楼探究楼与发现楼
共三间科学实验室都作为学生的考场。学生们
组成两人一组，组员可互相协助完成一个实
验。学生在实验考试开始前方才可抽取考试题
目，且不允许携带任何相关资料，如实验讲
义、参考资料、数据等进入考场。实验进行的
时间限制为一小时，学生必须在一小时内完成
实验操作及数据分析两项工作。每张实验桌会
有两组学生，每桌配有一名高三理科生作为监
督及对考生评分的角色。这同时也对高三理
科学生的纠错及实验能力进行考验。

■ 每桌配有一名高三理科生作为监督及对考生评分。

此项考试在高二物理老师及高二、高三理
科学生的通力合作下圆满完成，同时象征老师
不再纯以学生的笔试作为唯一的能力依据，开
始注重学生在手动操作方面的技能。在科学领
域中，操作及创造的能力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关
键。学生除了学习课本上的知识，还必须懂得
利用与实践，那么所学的知识才具有价值。物
理实验考昭告我校在迎向21世纪教育新方向的
突破，相信未来这项富有意义且积极正面的改
变，将延伸至各项科目，以带领我校的教育迈
向另一个里程碑。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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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物理学习的积极性

奠定科学研究的基础

黄树群老师（化学及物理科教研组组长）

郭永康（高二理仁）

高中物理与实验关系密
切，几乎所有的物理规律都
透过实验来验证。前几年，
董总曾计划在物理考科纳入
实验考核，却由于各校实验
室条件不一而作罢。更早时
期在我念书时，所有SPM理科
项目都需要进行实验考试，只是
近期才转成实验笔试。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物理
实验考试，很庆幸的，我成为
第一批进行实验考试的高二学
生。虽然必须抽空到实验室去
练习，但我发觉这项考试非常
有意义。除了在期末考中以书
面的方式测试学生的物理程
度，如今学生进行实验的能力也得到了测试。实验
考有别于一般的纸笔式期末考，能够测试同学们实
际操作实验的能力，而此能力正是日后做科学研究
的基础。

其实，要推行实验考试确有其难度。这些棘手
的问题包括场地、设备及评鉴方式等三项。由于近
年来兴华理科班人数持续增加，高二级理科学生就
有275人。倘若将学生组成两人一小组，也会有138
小组，现有的实验设备无法容纳这么庞大的考生同
步进行考试。于是，物理科教研组经讨论后决定同
时启动三个实验室，并分成两天来进行。由于这样
的安排无法避免考题曝光，也就预先公布可能的试
题，并单纯考核考生现场实验操作及数据处理能力。
另一方面，常备实验设备数量不足的缘故，就
将考生分散到四个不同的实验项目去，并安排考生
入场前抽签选题作答。由于同一时间考试的组数太
多，老师无法兼顾所有组别的现场评鉴工作。因此
借鉴了去年举办全国独中科学营实验考试的经验，
召募了一批高三学生来协助现场评鉴任务。最后，
考试现场不提供实验手册，迫使考生需深入理解实
验的相关步骤。
我觉得这次实验考试是成功的。临近考试时，
我观察到好多考生不因题目预先公布而轻忽，反而
会积极准备，甚至是预约实验室预做练习。此外，
学生对于原有实验分析报告不清楚的地方，也会抓
紧时间询问老师。这样积极好学的表现，和平日课
堂进行实验的情景对比，简直有天淵之別。

加强对课程的印象与概念
林韦妤（高二理忠）
这次的物理实验考,我事
前十分担心，因为在期末考后
要再准备实验考，让我有些松
懈，害怕会连累队友。但是在
复习时，发现如果平时实验课
有认真做的话，操作起来并不
太难。在考试时，原本我十分
紧张，所幸与队友分工合作、互相帮忙，才能完成
误差不大的实验数据，令我充分体验到合作的
力量。
此外，操作实验的当儿，能够加强我们对该课
题的印象及概念。通过物理实验考，同学们会比以
往进行实验的态度更认真、专心，避免忽略了实验
的重要性。

■ 落足眼力完成实验操作及数据分析两项工作。
■ 两人一组，大家分工合作进行实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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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sco 口琴大赛
张楷哲（高二理孝）报道

我校口琴社于6月2日（星期五）参加Fresco
口琴团主办的2017年Fresco口琴大赛，并荣获公
开组小组合奏亚军、中学组小组合奏季军及中学
组三重奏季军。本项赛事在加影Fresco音乐教室
举行，约有35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口琴热爱者参
与其盛，我校共派出3组三重奏和6组小组合奏的
参赛队伍。
本届参赛者水准甚高，竞争非常激烈，我
校有三组重奏以不俗的表现赢得了奖项，为校
争光。获奖组合分别为：公开组小组合奏亚
军“Hin Hua Quartet 2”，组员有苏芷蔚（高
二理爱）、薛安慧（高三理爱）、杨孙泓（初
三忠）和陈卿昇（高二理义）；中学组三重奏季
军“Hin Hua Trio 1”，组员有郑声蔚（高二理
忠）、杨孙泓（初三忠）和陈卿昇（高二理义）
；中学组小组合奏季军“Hin Hua Quartet 1”，
组员有郑声蔚（高二理忠）、杜佐薇（初三平）
、杨孙泓（初三忠）和陈卿昇（高二理义）。

■ 公开组小组合奏亚军与评审孙福泉教练合照。

■ 少年组三重奏季军与评审唐雪婷教练合照。

虽然部分社员是第一次参赛，但台风稳健，
表现良好。通过这次比赛，我校口琴社的参赛社
员在不断力求完美的练习中提升了演奏技巧，且
有机会与别校参赛者相互切磋，也藉此看到了自
己的不足，激发精进口琴技术的动力，可谓获益
良多。希望口琴社的社员继续自我提升，再创
高峰！
■ 少年组小组合奏季军与评审孙福泉教练合照。

■ 活动结束后与评审、工作人员、各校口琴社参赛者合照

■ 活动结束后我校口琴社成员快乐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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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gh Out Loud’

Poetry Writing Competition
Reported by ELC
We cordially congratulate Annabelle Kang
Huei Min from Senior 1 Canberra on her winning
the First Prize in the ‘Laugh Out Loud’ Poetry
Writing Competition (Form 4 category), organised
by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The
competition aimed to promote the writing and
appreciation of poetry among secondary schools
and the shortlisted entries showed just how many
competent English users are out there. Annabelle
successfully beat almost a hundred other entries
with her poem entitled ‘Humour’. The panel of
judges, made up of English lecturers from the
Centre for Pre-University Studies,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 were impressed with
her poem’s originality, impactful structure and
relevance to the theme. We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mor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similar events in
the near future.
HUMOUR
There was a funny young lad called Humour
Surrounding him was a dubious rumour
From day through night the people would whisper
“This man could cure any tumour!”
She was a frail lady sick and old
Couldn’t live for long, so she was told
But then Humour entered her threshold
And suddenly she was as good as gold
The houses of the ill he’d frequent
And they’d all be rid of their ailments
The people just nod in silent agreement
After all, laughter is the best treatment!

■ Annabelle Kang Huei Min and Mdm Boo.

First Prize
Annabelle Kang Huei Min ( Senior 1 Canberra)
I came to know about the competition when my
English teacher, Ms Chua, asked the whole class to
take part in it. The topic on humour wasn’t really an
easy one. I spent days trying to come up with a good
poem and it wasn’t until the final day of submission
that an inkling of an idea came to me. To be honest,
I treated this as a mere piece of homework and did
not think much of it after sending it to the organiser.
The winning came to be a total surprise but I am
thankful for being given this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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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份“认识科系与职业”系列活动
林纪一报道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为帮助同学了解和认识相关职业特性与属性、工作内容及特殊要求，同时配合参观大
学，了解升学管道并规划生涯路径，于6月份学校假期与Study Hub的殷永进校友合作举办了“认识科系与职
业系列活动”，以期同学毕业后能稳健迈入职场，进而自我实现及贡献社会。此系列活动共有三项，即“认识
大众传播领域：参访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与IACT College”、“认识医药卫生领域：参访巴生中央医院及
IMU”及“认识烘焙领域：参访Le Cordon Bleu”。

认识大众传播领域
6月6日（星期二）上午8时15分，同学们前往
Astro综合传媒娱乐公司，深入了解媒体工作者的
一日作息及电视台、电台的运作方式。在巴士上
的开场和介绍环节中，殷永进校友指出马来西亚
有三家主要电视台，包括寰宇卫视集团（Astro）
、首要媒体集团（Media Prima）以及国营电视台
（RTM），有兴趣朝大众传播领域发展的同学都可
以投身以上媒体公司。
■ 在 Astro 总部大门前与 2 名解说员合影。

Astro电视台
上午9时45分抵达Astro，同学们首先被带往
参观讯号发射站。解说员表示，位于武吉加里尔的
Astro总部共架设五个大型卫星碟型天线，其中四
个用于接收外国卫星电视频道的讯号，另一个则用
于发送Astro电视频道的讯号。此外，Astro位于赛
柏再也的分部也架设五个相同的卫星碟型天线，以
防总部的天线面临故障时，用户无法收看电视节目。
此外，我们还前往了频道处理与筛选部门，以
及频道监督部门。前者主要负责处理所接收到的外
国频道，即对其进行筛选并为各播映节目配上相应
的字幕，而后者则负责监督播映中的电视节目，以
对可能发生的播映问题采取立即、有效的应对措施。
Astro电台
Astro旗下共有20个广播电台，其中包括在大
马家喻户晓的hitz.fm、MY FM及Melody FM等。到了
广播电台的主播室，同学们才知道原来一个广播节
目需要两名人员，即由一名电台主播及一名制作人
天衣无缝般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而非一人独秀。
电台主播主要负责录音、谈话及播放音乐等，而制
作人则负责接通听众的来电与协助电台主播调整音
量等。
电台主播随后邀请同学们进入主播室现场,观

看录音情况。同学们不仅能和心仪的主播合照，甚
至还有机会亲身体验录音，着实难忘。
参观完毕回到大厅，两位解说员除了感谢我校
师生到访，还打趣说如果同学们想要常常看到明
星，未来可考虑到Astro工作。众人在Astro大门前
拍摄大合照，便上巴士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IACT College
抵达位于八打灵再也的一所传播学院——IACT
College，享用了学院所准备的简单午餐后，学院
代表带领同学们前往参与大众传播工作坊。同学们
被分成四人小组，任务为自创一款麦当劳、肯德基
或星巴克的新产品并进行宣传，最后由学院的讲师
给予评论及改善的建议。
工作坊结束后，同学们参观该学院的设备，如
摄影棚、录音室、课室及讨论区等，借此机会更了
解IACT College。参观完毕，活动也来到了尾声。
通过这次活动，未来有意往此领域发展的同学
想必更认识了什么是大众传播及电视台的运作形
式，而对那些目标尚未明确的同学来说，也绝对是
个不错的学习体验。同学们也希望来年可以继续举
办类似活动，以惠及学弟妹。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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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医药卫生领域
6月7日（星期三）上午8时15分同学们出发前
往参访巴生中央医院，借此认识医院的运作模式、
医生的工作范畴及日常生活等。殷永进校友表示，
巴生中央医院是全马最繁忙的医院之一，更是我国
处理最多交通事故伤亡者的医院。
巴生中央医院
上午8时50分抵达医院，首先前往其公关部
门，我们受到2名医生及2名解说员的热情接待。
其中一名医生Dr.Nelson指出，中央医院的原址在
另一处，后因建筑物老旧，负荷不了日益增加的
病人，才在目前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容量更大的医
院。他也表示，未来若同学有意从医，必须时时刻
刻保持一股救人的热心，并凭着这股热心在学医及
从医的艰难道路上，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在两名解说员的带领下，同学们被分成两队，
分别参观了医院的急症部门、病房及太平间。解说
员指出，任何伤者或病患被送到急症部门时，首先
会进行检伤程序，按伤情轻重，分别送至红色区（
需立即治疗）或黄色区（可暂缓治疗），再进行下
一步的看诊治疗。负责导览的病房当值医生表示，
当一名医生最需要克服的难题，是如何让自身的伴
侣谅解自己不稳定的工作时间，因为只有伴侣清楚
了解你的生活作息并坦然接受，你才能无后顾之忧
地全心投入此救人事业。
参观完病房后，两队同学共同前往参观太平
间。太平间负责人说明，在马来西亚只有接到警方
所出示的文件后，医院才能为死者进行解剖验尸。
进入太平间，顿时一股寒意袭来，因为太平间内须
维持一定的低温来保存尸体。其中一名负责人打开
收藏尸体的雪柜，让同学们一探究竟。接着，同学
们移步到解剖室，里边有各种各样的手术刀、解剖
刀及人体组织图等。

走出太平间，中央医院的参访也来到了尾声,
和两名解说员道别后，同学们便乘上巴士前往下一
个目的地。
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IMU)
第二站，我们来到了位于武吉加里尔的医学院
校——International Medical University (IMU)
。在享用完大学当局准备的简单午餐后，由解说员
带领大家参观校内设备及校园环境，其中最引人瞩
目的莫过于标本室，同学们无不对那些人体组织、
器官标本啧啧称奇，在获知这些标本都取自真实人
体后，大家更感不可思议。
同学们分别参与了该校所安排的医学工作坊及
中医工作坊。医学工作坊的主要活动是让同学们亲
身体验如何抽血。在指导员的指示下，同学们把注
射器往安妮娃娃手臂上的静脉扎下去，并慢慢拉起
活塞，便看到红色液体缓缓流进注射器里，再把血
液置入小试管，送至化验，一次抽血才算大功告成。
而在中医工作坊，同学们则打破了一直以来认
为“中药一定是草药”的迷思。其实动物，甚至
矿物都可以是中药，如硫磺就是一味中药。另外，
有同学提问中医常说的经脉到底是什么？解说员回
应，目前仍查不出经脉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血
管，也有人认为是神经，所以只能说是一种现象，
即透过刺激某一穴位，可以达到一些治疗效果，
而这些观察到的现象就间接证明了经脉的存在。随
后，同学们也接受了拔罐、品尝中药汤及练习针灸等。
约莫下午4时45分，大家在IMU的广场和解说员
拍摄大合照后，便乘上巴士启程返校。同学们表示
透过这次的活动，认识到医生一日的作息、医院各
部门的运作方式及学医会遇上的内容等，收获丰硕。

■ 初次进行抽血的同学正全神贯注地把针扎入安妮娃娃
手臂上的静脉中。
■ 在巴生中央医院急诊部门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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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烘焙领域
本系列最后一项活动是于6月10日(星期六)参
访Le Cordon Bleu及制作饼干。当天上午9时15分，
我们抵达位于Sunway University内的Le Cordon
Bleu。
Le Cordon Bleu
甫抵达，同学们便受到两名Le Cordon Bleu
代表的热情接待，我们到餐厅享用简单的早餐。随
后，该校经理向同学们详细介绍Le Cordon Bleu，
它们所颁发的文凭不仅受国际承认，且在世界大部
分国家都设有分校。她也表示，相比起其他大学的
烹饪及烘焙课程需耗时2至3年，该校课程只需9个
月就可毕业成为厨师。若同学有兴趣往海外留学的
话，甚至可以首3个月在本地，后6个月前往国外，
如日本、澳洲等地的分校就读。
烘培工作坊
由于厨房场地有限，同学被分成两组，在各别
厨房里制作教师节时要送给老师们的爱心饼干。在
该校烘焙课程专任老师Chef Florian的监督和实习
烘焙师的指导下，同学们开始制作巧克力胡桃饼干
（Double Chocolate Chip and Pecan Cookies）。
首先，同学们需把牛油和黄糖搅拌均匀，再依次加
入鸡蛋、香精、发酵粉、小苏打、巧克力脆片及胡
桃坚果，并搅拌均匀。接着把面团揉成圆柱状并裹
以保鲜膜后，放入冰箱冷却。
在冷却的过程中，2名代表带领同学们参观校
园环境，如厨房、烘焙室及课室等。该校代表表
示，由于Le Cordon Bleu与Sunway University有
合作协议，所以才会在Sunway University内设立

■ 同学们小心翼翼把饼干放入包装袋中。

学校。Sunway University里的任何公共设施，如
图书馆、食堂等，Le Cordon Bleu的学生也能一起
使用。
教师节爱心饼干
参观完校园，同学们回到厨房把冷却了的面团
取出，切成1公分厚的饼干片，放入烤箱以180℃烘
烤20分钟，即大功告成。同学们小心翼翼把完成的
饼干放入包装袋，封口还贴上精美的小贴纸，一包
精致又漂亮的爱心饼干便完成了。
全体同学在餐厅与Chef Florian及该校代表拍
大合照后，便启程返校。对于那些未来有意往烘焙
业发展的同学，这次的活动让他们有机会了解一名
烘焙师应具备怎样的技能，而对那些目标尚未明确
的同学，这除了是不错的体验外，也提供了一个在
今年教师节向全体老师表达感恩的机会。

■ 在 Le Cordon Bleu 的餐厅拍摄大合照，最后排左一为 Chef Flo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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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积极投入，沿路捡拾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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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难闻异味的沟渠，也阻止不了众人清理环境的决心。

全体高一级学生实践社会服务计划

流下汗水辛劳，带走环保精神
洪振丰、郑朝骏（高一理忠）报道
你可曾注意过路边恣意绽放的花朵，你可曾注
意过路旁碧绿不屈的小草？你又可曾发现这些花朵
不再绽放，小草——倒下染成了黑色？它们逃不了
人类的魔掌，都被垃圾淹没了。是时候了，是时候
由我们把垃圾清除掉，让花草再次抬起头来露出从
前熟悉的微笑。3月18日（星期六），高一级社会
服务计划开动了。为了让同学们了解环境保护的重
要性，培养环保习惯和同学们服务社区的精神，高
一级联学生自治会在慈济功德会的协助下进行净街
运动。此活动分三次进行，共有约550名高一生、
慈济志工、教师、家教协会理事及高二领队学长姐
参与，学校周围住宅区都被纳入清扫范围。
当天上午7时，同学们都聚集在大食堂，享
用备好的营养素食早餐。饱足一番后，同学们聚
集到仁爱广场，“这个美丽的蓝色地球，它属于

■ 第一梯次的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志工。

你......”随着舒缓人心的歌曲在广场悠扬响起，
同学们也在志工和自治会理事的带领下边做手语边
唱歌，场面极其和睦，整个校园回荡着同学们的歌
声。上午8时，各领队指引大家前往负责清理的区
域，同学们沿路捡拾垃圾，偶尔轻松戏谈，为这净
街运动添加了不少乐趣。
不久后，大家都汗流浃背，但不管是树上的拖
鞋、害沟渠阻塞恶气频发的罪魁祸首、路中间的木
板，又或是草丛里被丢弃的乐高玩具，无论体积大
小，范围高低，大街小巷的垃圾都在同学们经过后
消失得无影无踪。艳阳高照，肆虐着不嫌脏不畏臭
的学生们，在这严酷的“沙漠”中，有个移动的“
绿洲”—— 是一辆小卡车。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载
着李荣兴主任和几位学生，派发着凉茶给捡着垃圾
的“勇士们”。

2017年 6月号

■ 在志工的指导下，将垃圾进行分类。

上午10时半，各队伍陆陆续续带着一包一包
的“战利品”回校，尽管大家都精疲力尽了，但
还是谨守本分依照志工的指导，将垃圾一一分
类。虽然垃圾非常肮脏，但是工作中的每个人都
在这恶气冲天的情况下流露出满足的笑容。劳
动完毕，同学们就前往黄景裕讲堂集合并分享心
得。结束后，大家极为期待地走出讲堂，因为等
着他们的是由慈济环保志工准备的美味素食。从
香喷喷的炒饭，到精致的甜点，引人垂涎的同
时，也宣导了素食是环保的一部分。
2017年高一社区服务画上了完美的句点。同
学们走出校门，留下的是汗水和辛劳；带走的是
环保精神，是回忆，是同理心。
2017年兴华高一社会服务梯次表：
第一梯次

3月18日

高一理忠、孝、仁、爱

第二梯次

4月9日

高一理信、义、
高一文商和、平

第三梯次

5月21日

高一文商礼、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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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荣兴主任与茶水组同学将凉茶派送给辛劳的环保志工。

我校社区服务计划
李荣兴主任（训导处主任）
服务学习的倡导者杜威认
为，“学生如果能参与社区服
务，并将服务列入学习课程，那
他们将会更有效地学习并成为良
好的公民。”为了让学生成为具
社会意识，关怀社会的青年，我
校总结往年社区服务实践经验，今年更有计划的寻求不
同团体如慈济或非营利团体等的协助，共同为社区出一
份力。
此次社会服务计划的推展对象主要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规定所有高一生于该年完成两项服务活动，
即校外服务及校园清洁服务各一次。在完成社会服务
后，将获颁社会服务证书。第二个部分则是全校各级学
生，按本身能力进行各项校内或校外自发性服务。自发
性参与服务活动者，自行记录于本身的“服务卡”，累
积记录成为自己的成长履历。
在完成各项的社会服务后，学生可依据服务内容及
心得写入周记内与班导师分享。此外，班导师也可在课
室布告栏设置壁报，让同学分享及展示照片、心得等。

■ 第二梯次的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志工。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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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推广到社会
林惠芳老师（高一级联组长）
对于今年的高一社区服
务，我觉得和以往不同的是
这次由全体高一级同学投入
活动，结合校方推动的社会
服务记录卡，鼓励同学为社
会尽一份力。我们的目标是
希望同学们可以多关怀社会
和这个世界。
此外，我相信这次的净街活动可以至少改变一
些生活习惯。因为同学在心得分享时往往表示，
即使知识上理解乱丢垃圾是不好的，也明白要爱护
地球、保护环境，但行动上却背道而驰；但经过这
次切身体会后，同学们心态产生了转变。我们期待
老师们在忙碌之余也出席参与，以成为同学们的动
力，甚至是家长也可以来和孩子一起进行社区服务。
捡垃圾只是“治标”而已，所以如果行有余
力，希望可以通过同学们的努力，改变大家的思
想，让社区服务不只局限在学校，而是进一步推广
到社会，让整个社区动员起来，这才是真正的“治
本”。最后，我想感谢校方、家协理事及林爱心老
师几年来的坚持和推动，以及同学们的积极付出。

保留一个干净地球
林佳昕（高一理孝、高一级
联学生自治会主席）
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
与高一自治会的理事们一起
筹办及参与这三次的净街运
动。虽然筹备活动很疲累，
但是我从中学习到的事物绝对更多。

■ 第三梯次的爱护地球、保护环境的志工。

一开始其实非常担心净街运动当天会出什么状
况，所以事前准备工作就变得更加仔细了。当我
看到同学们都很认真地在捡垃圾、进行分类，甚至
把垃圾从水沟捞起，弄得干干净净，一点怨言都没
有，就觉得很欣慰。原本担心同学们无法投入其中
的忧虑，也渐渐烟消云散了。感谢各位高一同学的
配合，老师、领队的帮忙，以及理事尽心的事前准
备工作，让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最后，我想感谢慈
济为这三次净街运动所给予的协助，以及提供了丰
富的午餐。
通过这三次的净街运动，我相信其他同学也会
有与我类似的感受。每次2小时的净街，我们都尽
心尽力在清理，当最后看到干净的街道时，心里感
到非常满足。经过3次净街运动，虽然看到垃圾一
次比一次少，但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垃圾状况的恢
复依然会让我感到失望。所以，我想呼吁所有人爱
护环境，不要随意乱丢垃圾，为我们自己、后代保
留一个干净的地球。

警惕自己爱护环境
郑婧涵（高一文商廉）
这次净街活动让我更能
体会到平日清洁工人的辛
劳。净街的过程虽然辛苦，
但是在完成后能感受到满满
的成就感。我从而意识到平
时在生活当中，可能不经意
随手丢的垃圾，间接就会造
成环境污染，长期下来地球
生态也会遭到破坏。这次的净街犹如让我们为自己
过去那些不经意的举动负上责任，而且不仅促成同
学们之间的团结精神，也警惕我们要爱护环境，
是个很好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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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管乐团演奏会

周艺敏（初三仁）报道
■ 贵宾们进行鸣锣及击鼓仪式。左一起为颜建义董事、家协主
席陈伟后董事、何苑如女士及卢金峰副董事长。

宫崎骏的动画片家喻户晓，可曾想过当校园
环绕着电影中熟悉的旋律，会是怎么样的氛围
呢？6月10日（星期六）晚上7时半，我校管乐团
在朝阳堂举办了一场演奏会，演奏首首耳熟能详
的动画主题曲，勾起片片童年回忆。
演奏会场内观众座无虚席，反应热烈。节目
一开场，两位主持人首先简介我校管乐团的荣誉
事迹，包括曾在多项比赛中获得首奖和受邀到国
外进行交流等，让观众更加期待接下来的演出。
接着，嘉宾进行鸣锣击鼓仪式，大家引颈期待的
演奏会正式开始！

■ 上图：陈垠贵教练指挥。

■ 左 图： 小 女 孩 稚 气 的 声
音牵动了大家的童心。

只见演出者们身穿黑色套装，庄严气派；陈
垠贵教练从容淡定，指挥自若。上半场演奏曲目
有《龙猫》、《风之谷》、《魔女宅急便》、《
崖上的波妞》、《红猪》，下半场则是《幽灵公
主》、《哈尔的移动城堡》、《千与千寻之神隐
少女》、《侧耳倾听》以及歌唱版《龙猫》。管
乐团的演奏非常精彩，抑扬顿挫个个到位，让

■ 管乐团演奏了多首宫崎骏的电影配乐，全场观众陶醉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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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出耳油。除此之外，现场还贴心播放了影片中
的桥段剪辑，让观众完全陷入电影情景里，随之紧
张、低落、活泼、担忧、高潮。
■ 五位团员穿上无脸男的服饰登场演奏。

■ 合唱团成员献唱日语版《Totoro》。

除了邀来学生呈现舞蹈，大会也安排一位可爱
的小女孩在《崖上的波妞》曲目献唱一小段，稚
气的声音牵动了大家的童心。在《千与千寻之神隐
少女》中，五位团员穿上无脸男的服饰登场演奏，
想必也让不少人回忆起这位虽然不说话，但是非常
讨人喜欢的角色。最让全场惊喜的莫过于《侧耳倾
听》，陈垠贵教练当众倾情独唱《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低沉又磁性的嗓音轰动全场，获
得热烈欢呼！最后的《龙猫》邀请了合唱团成员献
唱日文版《Totoro》，熟悉的旋律直叫人重返当年
观赏影片时，心里渴望遇见龙猫的天真时光。
加时演出《天空之城》，带点感伤的旋律，配
合同时进行的感人环节——欢送管乐团高三团员。
黄世基老师颁送了二十三位高三生纪念品后，高三
团员发表自己参加管乐团的感想。对学校、教练的
感谢、团员的不舍，在颤抖但真诚的声音中涌现，
离别依依的气氛感染了每个人。

■ 动听的曲子再加上精心服饰，更是让大家眼前一亮。

最后，许多观众把手上的花束和小礼物送给高
三团员们，祝贺他们演出成功，也祝福他们前程似
锦。闭幕前温馨的送礼仪式，为这场唯美的演奏会
画上了圆满的句点。

■ 两位芭蕾舞者随着动人的乐章，翩翩起舞。

■ 高三团员发表参加管乐团的感想，对学校、对教练的感谢，在颤抖但真诚的声音中诉说不舍之情，离别依依的气氛
感染了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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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愁”唐宋诗教学—
近体诗创作（一）
文 / 吴素爱老师

高一华文上册第三单元共选录了八首唐宋
诗。每年一开学，根据教学进度，高一级的华
文老师即进入主题一“情•愁”的唐宋诗教
学。除了按照单元及各课学习要求进行教学
外，本级华文老师也让学生尝试近体诗创作。
我们让学生先从自己的名字学习平仄音调，然
后就方言比如福建话或广东话教学生找出入声
字，并学会找出诗句韵脚，明白近体诗的格
律。从绝句到律诗的教学活动，逐步掌握基础
知识。教律诗时，又以课文所选五首律诗为
主，教学生辨识、判断颔联，颈联的对仗句有
否符合格律。
在进行本单元的教学时，适逢年节前后，
正好安排搜集春联的作业活动，请学生在过年
时，实地搜集亲友们张贴的春联，之后互相分享。
在渐进的教学过程中，学生逐步掌握了诗
作格式上的基本技巧，他们学会了平仄音调及
明白了对仗句的要求。至于诗歌内容，在进行
赏析诗歌时，从诗眼，意象，意境，动静，虚

实等方面切入。在讲解每首诗之前，先介绍诗人
的生平事迹、时代背景等，引导学生走进诗人的
心灵世界，感受诗人的思想感情，再赏析诗歌的
表现手法，语言风格，艺术效果等，并强调诗歌
生动，优美，精彩，特别之处，让学生学会如何
去赏析一首诗。另外，也鼓励同学尝试创作。
学生以分组讨论的方式进行创作活动，各组
不论创作几首诗，每组最后只能表决选出一首交
给老师。虽置身当今科技时代，学习环境今昔迥
异，也一样可以体尝、感受、模仿古人作诗的滋
味。学生呈交的作品中，也不乏可取之作。
近期华文科研小组正举办校内华文征文活动
比赛，有两大主题，题目自拟。体裁多样化，除
了散文、新诗、小说等，其中也有古诗体裁。相
信各班级都已收到了比赛简章，而同学们既然学
会了创作近体诗，不妨尝试多项体裁的创作，积
极参加比赛。
期待收到你们的参赛作品。同学们，加油！

一、题目：《故乡》
组员：陈欣霓、徐绮彤、郑靖霖、许峻宇、许有恒、
郑如恩
班级：高一理忠

《故乡》
故乡在远方，
分隔数千里。
心事明月知，
天涯情不已。

■三组的同学与吴素爱老师（后排左五）合影。

本组同学的原意是想象离家在外的游子思念亲人的情意，以空间的距离强调了

厚心得： 思念的深情。同学能借明月，天涯等意象，情景交融地将想象的情意流露，让人不
禁低回于唐朝诗人李白《静夜思》中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张九龄《望
月怀远》中的“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还有北宋词人苏轼《水调歌头》中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等的深切思情中。
同学们目前能时时和家人共享天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且好好把握当下与家人亲友共处的温馨时光，
因为将来或因游学或因工作的缘故，不得不远隔数千里时，真的就只能将天涯思情空寄明月了，即使到时能
时常回家，终究会有“客舍似家家似寄”的无奈啊！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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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题目：《孤独》
组员：李康杰、吴汶谚、梁言墉、邱紫盈、苏家仪、林佳杰
班级：高一理忠

《孤独》
细雨纷纷降，
醉翁行暗巷。
夜深不见人，
踉跄失方向。

厚心得：
且不论也不谴责醉翁为什么喝醉酒。只就题目拟为《孤独》而切入。
灯光、镜头从空间落下，焦点慢慢转移集中：在一个下着细雨的深夜，一条黑暗的巷弄，一个酩酊醉
翁，在黑暗中踉跄着苍老孤独的身影......
眼前一片黑色的画面，隐藏着孤独与不为人知的一个背景一段故事。老者或许隐没在黑暗中，没有人发
觉，也没有人关心。他在黑夜中迷醉，遗忘了世界，也被世界遗忘了。诗眼“暗”字，深刻地强调了诗的意
境，不止外在的环境黑暗，醉翁的内心也是一片漆黑。题目拟为“孤独”，相当贴切。细想若拟为“遗忘”
，当更能烘托出孤独醉翁的悲凉处境。
这一组的组员们构思巧妙，诗句简洁，意象自然丰富而不着痕迹，颇富艺术效果。

三、题目：《前进》
组员：陈嘉敏、陈佳瑜、陈新天、洪景彦、沈晓萱、郑圩杰
班级：高一理忠

《前进》
学程何所似？
逆水一行舟。
不进顺流退，
孜孜永不休。

厚心得：
这是一首励志的诗，源自谚语“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组员们将原句改写为五绝。前三句保留原
意，最后冒出的佳句突出了奋发向上，积极不休的意志，是整首诗的亮点。
诗作看似简单易就，然而有几次，嘉敏也不时利用下课时间问老师有关平仄格律与韵脚的问题。所以，
这一组也是过了一些时日才完成诗作的。而之前，本组同学新天也有另外的创作，只是未被组员选上。
希望同学们能以诗句“孜孜永不休”作为座右铭，将来在学习路上遇到困难时，能不轻易退缩放弃，而
永远抱持着积极、奋发向上的心态，不断向前进，孜孜永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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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主题书展
6 月份新書推介

1. 关于方文山的素颜韵脚诗【方文山/作家/C851.8】
2. 如诗一般【方文山/作家/C851.8】
3. 呼吸：音乐就在我们的身体里【杨照/广西师范/C855】
4. 最美的音乐史【鲁道夫.赫富特纳/山西人民/C910.9】
5. 西方音乐史十讲【米罗.沃尔德/世界图书/C910.9】
6. 古典音乐的巨匠时代（1685-1897）【田艺苗/天津人民/C910.9】
7. 你不可不知道的音乐大师及其名作【许丽雯/南海/C910.99】
8. 跑调：音乐大师的秘密生活【伊丽莎白.伦迪/北京联合/C910.99】
9. 现代音乐学术经典系列：音乐美学十讲【叶纯之/湖南文艺/C910】
10. 为动画插上音乐的翅膀：宫崎骏与久石让【杨帆/华中科技大学/C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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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书讯
文 / 许微微老师

生命的惊叹号！
读《万物简史》有感
关于本书

···········

“这是一部有关现代科学发展史的既通俗易懂又引人入胜的书，作者用清晰明了、幽默风趣的笔
法，将宇宙大爆炸到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发生的繁多妙趣横生的故事——收入笔下。惊奇和感叹组
成了本书，历历在目的天下万物组成了本书，益于人们了解大千世界的无穷奥妙，掌握万事万物的发
展脉络。”
“人”与“生命”
什么是人？我为何在此？生命的目的是什么？这些大哉问从古至今哲学家们议论纷纷、喋喋不
休，而我也不断地思索着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读过这本书，让我对“人”与“生命”有了新的领
悟。原来对生命的思考可以用科学来诠释！从唯物的角度来看，世上一切的东西都是由原子构成，如
桌子、水、空气、岩石、行星......包括任何生命体。人是由十万亿个原子所组成，在我们生存期
间进行几十亿次的运作。“我们身上的每个原子肯定已经穿越几个恒星，曾是上百万种生物的组成部
分，然后才成为了你。”但人的形成不能只有躯体，否则与死物无异。“在赋予我们生命的化学物质
里，只需要4种元素：碳、氢、氧和氮，加上少量几种别的东西，主要是硫、磷、钙和铁。”所以人类
是由自然孕育而成，与万物同源，这种想法多么恢弘！
对于科学，任何生物都是生命，包括微小的细胞、细菌，而且正是这些看似卑微的生命成就着
人类。生物的本能就是继续活下去，虽然有些并不总是想大有作为；生物不时灭绝，也不断地在继
续。“自开天辟地以来，存在过上百上千亿物种，其中99.9%已经不复存在，而我们能在地球上幸存
下来，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而且“还极其——可以说是奇迹般地——好运气。”甚至“我”成为
了“我”，是必须一代代的祖先、父母在恰当的时间结合，否则我们肯定不会存在于世上。所以我们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不可思议的存在，都是生命的奇迹！

《万物简史》
作 者：比尔·布莱森
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分类号：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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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结尾时这么说：“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寓意的话，那就是我们来到这个地球，实在是十分
幸运——这里的‘我们’，我指的是所有的生物。在我们这个宇宙中，获得任何一种生命都是一个奇
迹。当然，作为人类，我们更是双倍的运气。我们不仅享有存在的恩典，而且还享有独一无二的欣
赏这种存在的能力，甚至还可以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使其变得更加美好。”人类似乎得天独厚，更受眷
顾，成为万物之灵。而此生为人的我们，岂不是该为自己的幸运而感激流涕，因为此生的“我”是个
拥有自主意识、可以追求理想、让生命富有意义的生物，而不是脚下的一颗小石子。
人类是所有生物中最忌讳死亡了。或许死亡一点都不如我们想象可怕。“我们死了以后，我们
的原子就会天各一方，去别处寻找新的用武之地——成为一片叶子或别人的人体或一滴露水的组成部
分。”死亡只不过是自然规律，天地万物尽是依循此法则死死生生，所以万物到了生命的尽头，结局
都是回归尘土。灭亡也是重生的开始，以此诠释生命死亡，不是更自然、更达观、更伟大吗？
这本书是我意外的收获，它提醒我学会关怀自然，因为是自然孕育着我们。只要我们摘去麻木的
眼光来感受这世界，你会感恩自己正呼吸着，惊叹于世间万物的天造地设，并珍惜自然界所赐予我们
的恩泽。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在自然界中，我也是一抹独特的风景。

“Life, in short, just wants to be.
简言之，生命的目的只是为了存在。”

7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书有关的书

书店风景

文 / 林卿卿老师

相信爱书之人和我一样对书店都不陌生，可能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情感。钟芳玲就是个典型的爱
书人，连旅行最后也演变成以读书、买书为主要的目的。《书店风景》是她多年云游西方，造访无数
书店所记录的成果，“是一本夹叙夹议的抒情导览，反映的是一个爱书人外在的观察与极自我的品
味......”。书中一幅幅的“书店风景”，默默地倾诉着书店背后的故事。这一刻，书店不只是单纯的
藏书处，它还承载了书店主人的理想、爱书人的梦想，也结合了当地人的阅读与生活习惯。
翻阅这本书勾起了我对买书、看书、藏书和逛书店那股无法自拔的爱恋情节。对于童年的记忆，最
鲜明的印象就是我在一家挤满书本与文具的传统书店里，蜷缩在一旁翻阅书籍。长大以后，我常幻想
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书店，宽敞的空间、清悠的音乐、咖啡飘香、成千上万的书籍。书店到底什么样子才
好？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书店，正如作者说的：“在书的世界里，每个人自有他的天地。”
阅读此书的过程十分快乐，我还惊喜地发现，英伦岛一家二手书店“史库博”（Skoob Books Ltd.）
的主人竟然是马来西亚人！因为太爱BOOKS所以开家SKOOB的王爱吉先生在大英博物馆旁建立起了爱书人
的天堂，而且荣誉的成为伦敦最棒的二手店之一。一个外国人在异乡而且是伦敦这个世界首屈一指的书
店重镇经营一家成功的书店绝非易事。原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存在着不同的书店，扮演着不同
的角色，为爱书人服务。
合上这本书，我情不自禁在想，或许哪一天，我也会在巴黎河左岸拜访“莎士比亚书店”，抬头看
见墙上写着“不要对陌生人冷淡，也许他们是乔装改扮的天使”（BE NOT INHOSPITABLE TO STRANGERS
LEST THEY BE ANGELS IN DISGUISE）。然后，会心一笑。

风雨远航·兴耀七十
兴华，催生于马新战后学潮，其立校格局以家长、教师、学生三位为一体，其中学生以鼎足之姿撑起一
校，为教育史上一朵奇葩。
创校初期的衰微与冲突时期，六十年代面临改制大潮冲击，兴华逆流中勇往直前、全面复兴。八、九十
年代步入建制与精神焕新期，兴华用一甲子岁月，蜕变成现代化独中。
跨越千禧，兴华傲立巴生河畔，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独中，而今更以崭新的姿态，昂首迎向未来。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兴华创校70周年史诗舞台剧“风雨远航•兴耀七十”将于8月25日（星期五）晚上7时
30分，在朝阳礼堂漂亮登场，与你秉烛共飨一页教育传奇，打造一部兴华春秋！
注：购票请洽兴华中学 03-33714241/33714801

海报设计：黄宝珠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