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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 600 人倾力演出“风雨远航•兴耀七十”校庆史诗舞台剧，声势浩大！

风雨远航•兴耀七十
70 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公演
黄乐仪老师报道
配合70周年校庆，我校于8月25日(星期五)晚
间8时，在朝阳堂呈献“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史
诗舞台剧，逾2000观众走入剧场，一睹兴华历史
风采！此舞台剧动员中小学逾600人参与演出及筹
备工作，其中参演师生多达400余位，除了多位董
事元老参与访谈，我校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
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及黄秀玉校长更亲自上
阵参与演出，在剧中“演自己”，掀起全场高潮，
三人从容淡定的演出，博得满堂喝彩。
六幕呈献学校发展史
是项活动于去年12月开始展开筹备工作，随后
进行编剧及各环节筹备工作，一直到6月27日才进
行第一次整体排演，从筹备到正式公演，前后共耗
时8个月，剧本修改了12版，力求完美演出。整场
舞台剧历时90分钟，分六幕呈献我校在不同阶段的
境况，为观众娓娓道来兴华70年的发展史。
舞台剧一开始以两名小女孩“从前从前；现在
现在”的童真对白掀开序幕。接着，由郑友老师饰

■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右一），署理董事长拿
督李平福（后左一）及黄秀玉校长（后左二）三人惊喜
现身客串演自己，掀起全场最高潮。

演的爷爷到校接孙子(梁丞尉饰演)放学，爷孙俩于
兴华校园回顾兴华历史。
第二幕为“建校草创”（1947年至1950年），
叙述当年创校的艰辛。
第三幕为“陷困低潮”（1951年至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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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日据时期紧急状态及建国初期政府颁布种种不
利华教的教育法令下，学校坚决不改制，逆流中勇
往直前。
第四幕为“任重复兴”（1969年至1983年），
叙述董教改组后逐户家访，转型与振兴学校。
第五幕为“扩建精进”（1984年至2016年），
叙述兴华教育从一颗种子，长成一片森林，掌握人
文科技，面向未来。
最后一幕为“四代同堂”阐述四代同堂的温馨
校园氛围，完整体现回首过去、踏实当下、开创未
来的兴华精神，震慑人心。

让大家更了解兴华办校兴学的精神和理想；让参与
舞台剧演出的学生在更了解校史之余，也了解制作
大型舞台剧的经验；让同学们看见自己未来的社会
责任，进而更能把握自己在学校的学习方向；让兴
华史诗舞台剧成为一部活的课本，发挥校史的正面
教育功能。

专业设备锦上添花
这场完美的舞台剧，邀请了本地余秋坪导演跨
刀执导，结合精湛的剧情、音乐、歌舞、朗诵、校
史图片、灯光设计、元老访谈、各种还原时代的道
具、液晶体背幕及专业的现代音响等搭配，展现兴
华超过一甲子岁月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

出席舞台剧者包括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事、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
事、董事、校友及家长们。

“史诗舞台剧的演出，带我们再走一次先贤前
扑后继、不断前进的兴华教育长路。让她再次呼唤
属于兴华人血液中的澎湃，让那属于巴生河畔的教
育传奇，也同时是马来西亚华教发展史上可以参照
的坐标以及可以演义的故事。”

兴华七十周年校庆史诗舞台剧总协调谢锡福副
校长表示，“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史诗舞台剧，

■ 各种还原时代的道具、液晶体背幕及专业的现代音响等搭配，展现兴华超过一甲子岁月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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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访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
黄乐仪老师、林卿卿老师采访
1．作为第一代创校者兼历史见证者，您和潘斯
里看了这部史诗舞台剧，应该甚有感触。请
分享您的感想？
是的。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再现，让我回
想起当年的时光。

2．有哪几幕是您特别难忘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学校收到政府的紧急法令，
师生被逮捕的画面。其实也没什么，当时政府没
收了学校一本书，怀疑有共产份子，后经查证并
无此事。当时政府对此特别敏感，尤其是对华
校。英殖民政府认为华人都亲共，这对学校造成
一定的影响。让我特别感动的一段，是警察来抓
学生的那一幕，真实地反映了师生在时局动荡中
的处境。

3．您本身的成长背景就是一个传奇，经历日据
时期、英殖民时期、国家建国与发展，至今
日21世纪蓬勃发展期，是历史见证者。
对，在日军入侵的年代，我们同学有将近四
年时间没有机会上学，战后大伙都求学心切，十
分珍惜能够学习的日子。我曾在吉隆坡遇上两次
战机空袭，死里逃生。一次在吉隆坡思士街，另
一次是在“火车头”，即今日的中央艺术坊、旧
皇宫往坤成那条路，当时我随罗里正在卸货，军
机空袭，我们连忙寻找防空壕躲藏。当时炸弹丢
下来，“轰”的一声巨响，震耳欲聋，仿佛天崩
地裂，还以为小命休矣。

沦陷时期，我们这些失学的孩子夹缝求存，
为分担家计我随父亲的罗里运载货物，夜间行
车，露宿荒野，习以为常。日据后期，联军开始
反攻，日寇惟恐联军飞机夜间来袭，实施灯火管

■ 紧急状态时期，人心惶惶。

■ 警察来抓学生的那一幕，真实地反映了师生在时局动荡中的处境。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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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我们的运货罗里夜间行车，必须用
黑布包裹车头灯，暗夜逶迤行驶，十分
凶险。当时人人穷困，家家缺粮，日子
过得胆战心惊。
1945年蝗军投降，战后各地学校纷
纷复办。兴华于1947年一场学潮，由
学生、家长、老师，三位一体创校。时
至今日我仍然很佩服当初那些创校者的
精神，当时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困苦，但
是凭着过人的毅力，大家不怕艰苦，挨
家挨户地去劝捐、募款与招生，为了
教育，大家都不遗余力，再穷不能穷教
育，这是非常难得的。

■ 兴华因当年巴生中华董事会无理辞退张联忠校长引发不满而创立起来。

4．据悉第六幕您和署理董事长和校长
会亲自上台“演自己”。这是您第
一次演舞台剧吗？会感到紧张吗？
对，这是我第一次粉墨登场，这辈
子第一次的舞台剧演出献给兴华。不
会，我不会觉得紧张。

5．这部舞台剧在学校70周年校庆之际
公演，除了勾起华社、对兴华有感
情的人许多回忆，它对我们的学生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让学生知道我们当初办校不容易，
怎样在困境中一步一脚印走过来，希望
他们更珍惜拥有，努力向上开创未来。
将来的学生也可以透过所录制的史诗舞
台剧影片，了解兴华中学从诞生至今的
历史，了解先辈从苦难中走过来的点点
滴滴，唤起他们的爱校精神，也希望大
家更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 建国初期政府颁布种种不利华教的政策。

6．请问您对“风雨远航·兴耀七十”史诗舞台的评价?
我想这是一场“活生生”的历史，是一段不能磨灭的记
忆，透过舞台剧让大家清楚知道创校过程，以及这几十年学
校所经历过的风风雨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与传承，走到今
天的70周年校庆。作为当年1947年创校学生代表之一，见证
兴华70年风雨成长，我想对一路走来对兴华支持与奉献的热
心人士，表达感激与最崇高的敬意。兴我中华，任重道远，
这是我对下一代人的期许。

■ 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左五）第一次的舞台剧演出献给了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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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825早上，编辑部邀约董事长傍晚6时
半进行访谈（董事长和署理董事长拿督李
平福在823已观赏了整排，并参与彩排）
，请他谈谈对“风雨远航 •兴耀七十”史
诗舞台剧的看法，作为第一代创校人，其
意见甚为宝贵，具有重要的历史意涵。
傍晚6时，署理董事长抵达陈开蓉会
议厅等候迎接董事长，告知董事长下午5
时半已出发，应该快到了。我们等到6时
半，经联系获悉由于大塞车，董事长伉俪
受困于车龙。这段期间，两位于史诗舞
台剧扮演杨董事长和陈开蓉董事的学生
—— 颜昭荣和洪凯琳，已两次化好妆，
在课外活动处刘久进副主任带领下过来会
议厅，准备应采访要求和董事长伉俪合
影，留下历史性的画面。
将近晚间7时，距离舞台剧开演的时
间迫近，我们决定待董事长伉俪抵步后先
进行与学生的合照，然后让两老好好休
息，访谈择日再进行。15分后，董事长伉
俪抵步，受困在车龙105分钟，两位老人
家显露疲态，合照完毕就请两老休息。没
想到，董事长遵守约定，表示可以进行访谈。

■ 舞台剧扮演丹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和陈开蓉董事
的颜昭荣（左一）和洪凯琳（右一）与杨董事长和陈董
事合影。

一、鲁迅创作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讲述车
夫冒着被人讹诈的情况下帮助被车子撞到的老人，作
者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发掘车夫高尚的人品。

访谈一结束，董事长说：“吃点东西
吧！”随即打开他为来宾准备的点心盒，
我察觉他的手有点抖，内心惊诧，脱口而
出：“董事长，您还没有吃晚餐吧？”他
微笑说：“还没有。”我才惊觉，怎么会
有时间吃呢？！从下午5时半塞车到晚间
7时多，这一路可要饿得......当下感到十
分内疚，但内心不由升起敬意。

生“因为诚信，得到各界鼎力支持，得以解决困难”。

其实，董事长抵步后大可要求先吃点
东西，延后访谈。但是基于对我们的信
用，他宁愿挨着饥饿也要实践承诺。这让
我联想起两件事：

我想，这件事带给我的启示也是如此。董事长终
其一生秉持信用，不仅在面临重大事件之际，也体现
在其日常待人处事的小细节当中，他的身影在我们心
目中因此变得高大。

车夫搀扶着老女人向巡警分驻所走去，“我这时
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
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二、去年9月随兴华北京教育考察团参访中国优
质学府，董事长在一场对北大生的演讲（讲题为“我
的奋斗史”）中，回答一位学生提问时表示，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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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访谢锡福副校长（总协调）
黄乐仪老师采访
1．请谈谈“风雨远航·兴耀七十”史诗舞台剧公
演的缘起？
2016年，我们耗时三年半完成兴华校史四巨
册，在推介礼上，被新加坡国大黄贤强教授誉为“
马来西亚华校和华文教育的一盏模范灯”。兴华校
史的出版，通过图片与文字，展现兴华超过一甲子
岁月的历史风貌。为迎接创校七十周年校庆，我们
决定以另一特别形式 —— 舞台剧来呈献校史风貌。
我们期望通过戏剧、舞蹈、音乐、歌唱、朗
诵、校史图片、多媒体、元老访谈、液晶体背幕及
专业的现代音响、灯光等的搭配，呈现一部激动人
心、波澜壮阔的兴华历史，让大家更了解兴华办校
兴学的精神和理想；让参与舞台剧演出的学生在更
了解校史之余，汲取制作大型舞台剧的经验；让
同学们看见自己未来的社会责任，进而更能把握在
校的学习方向；让兴华史诗舞台剧成为一部活的课
本，发挥校史的正面教育功能。

2．身为活动总协调，请问您如何展开筹备工作？
由于我们本身没有制作大型史诗舞台剧的经
验，因此邀请我国著名舞蹈家马金泉老师担任舞台
剧导演，据知他曾为友校编导校史剧，及策划百年
校庆演出。
可惜马金泉老师业务繁忙，除了兼任共享空间
专业舞团首席舞蹈员、艺术总监与行政工作，还得
带领该舞团展开多场国内外演出。他从去年12月底
到今年二月间跟我们开了三、四次会议后，由于业
务上无法兼顾，便在今年5月向我们推荐了余秋坪
导演接替他的工作。我们在5月下旬才和余导正式
会面，因此在我们最终公布的职务表中，马金泉老
师是剧本前期概念筹划者，余秋坪导演则在接收后
于此基础上和我们不断讨论，进一步完善剧本。
这是一个空前的创举，是我在兴华32年来参与
的行政工作中最具挑战的项目，也是我们创校70年
来，首度声势浩大地将校史搬上舞台公演。就一项
演出而言，我们所投入的人力物力是前所未有，在
完全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之下，算是一项大胆的创

举。一开始我们很依赖编导，今年2月马金泉老师
因业务繁忙与大家失联的那两、三个月的空窗期，
我们感到焦虑，筹备工作有点停滞不前，至到余秋
坪导演接手，大家才继续向前推进。
当时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私下跟几个核
心成员表示，这是70周年校庆的重头戏，大家期许
不仅要把这项工作做成，而且要把它做好。所幸，
困难的事逐一解决，工作如履薄冰地不断推进，师
生在整个过程中合作无间。这也是我在兴华32年以
来，所感受到最强的向心力。为了完成此事，大家
同心同德，共同努力，使我十分感动。公演结束，
我们回顾时都深有同感 —— 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
公演。

3．一开始就有这样的筹划信心吗？还是随着形势
的演变才较有把握？
一开始目标是一定要把这事情办好，不敢说一
早就深具信心，因为信心是在过程中逐步建立的。
但是我想，一开始就必须立志将之做好，同时设法
鼓动所有参与活动的师生、三机构成员、董事会及
工委们，希望大家鼎力支持，所有参与者都能够全
力以赴。
其实过程中一直很挑战，譬如说活动预算庞
大，这是我手上推展单项活动中经费最庞大的项
目，编导要求的条件也很高，他们希望结合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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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乐团参与舞台剧的现场演出。

■ 华乐团参与舞台剧的现场背景音乐演出。

灯光、音响、道具、服装、化妆等，预算也随之推
高。我们过去也常搞演出，但是不曾把这些条件推
到这么高的层次，这么大的规模是第一遭。我们也
认真做，亲力亲为，希望为观众呈献最佳效果。

体智慧、群策群力，激荡出震撼人心的作品。

4．筹备过程还遇到哪些困难？如何克服？
我想，协调工作是其中最具挑战的部分。我们
的团队、有各个音乐团体的教练，音乐团体包括管
乐团、华乐团、吉他社以及合唱团等，每一个教练
在他们的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的见解与要求，当我们
要将这些音乐团体互相融合于同一舞台时，需要一
个磨合的过程。比如对背景音乐选曲的要求、作曲
的曲风及切换音乐的时间点等，音乐教练会较坚持
音乐的完整性；导演则考量90分钟的戏剧必须取舍
以兼顾戏剧的张力，合作过程也是磨合的过程，大
家为了使作品完美呈献而撞击不同的火花。
刚开始我很紧张，因为大家各持己见，有时候
气氛会很僵，我居中协调也感受到压力，我的想法
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尽量讨论，但是不能
破局，我们的共识是：一定要演好这出戏。大家在
此共识下协商，相互取长补短，互相包容，不断修
定，最终从紧张、疑惑、困顿到豁然开朗，通过集

剧中诞生第一首歌《兴华颂》，我创作歌词，
由梁汉奎老师编曲，后来陆续邀请管乐团教练陈垠
贵老师为《建校歌》作曲；也邀请吉他社的教练郭
珉玮校友为《幸福校园》作曲。大家在过程中激发
各自的潜能与热情，通过这个平台展现不为人知的
才华。
郭珉玮校友在《幸福校园》这首歌穿插饶舌
歌，结合现代感与节奏强劲的摇滚风，为大家带
来耳目一新的表演。一些老师、教练提出：学校是
否能接受过于前卫的音乐？我们在揣摩的过程中认
为，校方不会画地自限，只要符合剧情需要、切合
时代真实面貌，就有其存在的艺术价值。公演后大
家纷纷反馈，这种新颖的开场方式成功展现了现代
校园中学生的青春活力，深具感染力，也令人惊艳。
一场精湛的舞台剧，我们巧妙融汇了各个音乐
团体、戏剧、舞蹈、扯铃、大众传播学会广播组、
二十四节令鼓、中华武术团、跆拳道社、醒狮团以
及童军团等，气势磅礴。这场史诗舞台剧最可贵的
地方在于，我们把所有的演出团体以及非演出团体
有机地结合起来，置放于同一舞台演出，这是大家
在互信合作、相互搭配，集思广益下的心血结晶。

■ 兴华小学合唱团、兴华中学合唱团及兴华中小学校友合唱团同台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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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武术团和跆拳道社同台演出，

5．过程中有哪些特别值得分享的事？
这部戏给我很大的感动，无论什么年龄层，老
师、学生、校友、甚至我们三机构的长辈们，都深
受感染，产生共鸣。我们的学生演张联宗，演吕吉
埔，演苏顺昌、林玉静等，他们十分入戏，想象自
己就是那个年代的人，一些平时小有个人风格的学
生，在扮演兴华先贤、创校功臣等过程，变得更成
熟、更有自信，经此洗礼后他们整个精神面貌都不
一样了，好像更懂事、更成熟了。
在排练那几个月，我们呼唤这些学生时，也不
叫他们原来的名字，直接就叫他们“林玉静”、“张联
宗”，演郑瑞玉校长的就直接叫她“郑校长”，他
们也很开心地应和。通过演绎，孩子们感染了先
辈“敢为天下先”的可贵精神，在他们心目中，这
些前辈不再只是纸面上陌生的“先贤”，而是真
实地活在大家心目中平常有血有肉的人物。我们的
教育，不仅仅教导孩子读书、考试，将来找一份好
的工作，追求所谓“美好生活”，更重要的是教育
孩子学习前人“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与开创的精
神，以及为理想奋斗、坚忍不拔的高尚品格。这部
戏涵盖抗争、包容，谅解；有冲突、矛盾，也有合
作、互助、团结与开创的进取精神，这些价值观、
美德都在戏中多有展现。
推展这部史诗舞台剧是我近年来从事学校工作
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我的精神与情感都投入其

■ 醒狮团的舞狮动作灵活灵现。

中，个中领悟和况味绝非言语所能表达。如今后续
关注的是期待这部戏的光盘做好面世，让当天错过
观赏，或者已经观赏却想要再度回味的人得以共飨。
每一场排练我都很感动。6月27日第一次整
排，台上台下只有约二十位戏剧学会的学生在排
练，当时音乐部分也未成形，剧本只是初稿，导演
表示必须开始排练了、副导演也来了，大家在台
上走位做地标、练台词，我在台下看了暗自担心，
担心剧情薄弱、内容无趣，担忧到有点恐慌。我暗自
想：“怎么办？这个戏要怎样给人家看？”
那一天的情景历历在目，十分难忘，但我没有
跟导演反映我内心的担忧。从事行政工作以来，我
常自觉地提醒自己：我们内心也许悲观、失望，但
是不要让负面情绪影响他人，必须顾全大局稳定军
心。我们要让一起工作的人怀抱希望、燃起士气，
悲观和负面的情绪很容易打击士气，因此我克制自
己的情绪，不在大家刚投入工作时士气就受影响。
其实导演本身倒不担忧，她觉得刚开始这个现象很
正常，她有经验、有把握。
我时常私下跟几位最核心的伙伴比如校史主编
徐威雄和苏进存副校长讨论，包括对一些剧情以及
对白的合理性展开交流，如：在史实上，这样的对
白是否说得过去？大家几经商讨，再跟导演沟通，
余导也一直抱持虚心与开放的心态与我们交流。

■ 二十四节令鼓气势澎湃，舞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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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扯铃社、舞蹈社及吉他社所呈献的表演让台下观众拍案叫好。

6．活动圆满结束，您如何评价此次公演？
这是一场综合各种艺术元素的演出，成功结合
音乐、美术、影像、歌唱、朗诵、舞蹈、灯光、
多媒体等艺术融汇一炉。当我们说“史诗舞台剧”
，必须扣紧“史”的核心价值。“史”从文字构造
上言，是一个人手执一个“中”字，《说文解字》
说：“史，记事者也；中，正也。”便指出“史”
的本意即记事者，是一人执“中”之象。历史的
意义在于“执中”，中立、不偏不倚，并且还原真
相。“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史诗舞台剧，剧情认
真参照史实，最大限度还原史实，也不刻意歌功颂
德。此外，我们可以从许多细节看到整个团队的用
心，比如扮演郑瑞玉校长演员发表的讲稿，都根据
校史文献编写。人物造型、服装等也尽量考究历史
原型和时代风格，剧情与所采用的背景照片皆考究
校史实况以及当时的报章新闻。此外，我们也从导
演团队身上学习了许多排练大型舞台剧要注意的各
种细节，以及专业的工作方式。
公演结束，我松了一口气，心情也比较踏实，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在创校70周年这么一个重要
的活动上，不敢说圆满成功，但敢说漂亮、动人！
蓦然回首，特别珍惜从马金泉老师到后来余秋坪导
演接手，一路走来大家历经的酸甜苦辣，这是十分
珍贵的回忆，我们曾面临重重波折与困顿，但是随
着众人携手以共，一步步攻克难题，开创新章。
最感动的是学生的主动积极，一些环节老师还没嘱
咐，学生们已经思考下一步该如何筹措。大家不是
被动地等待被领导，而是完全投入其中，无论台前
幕后，都发挥主动积极的精神。
我们的工委成员也特别让人感动，比如陈坤祝
老师带领的道具股，当道具备妥立刻跨组协助其他
需要支援的组别。一些老师也主动要求加入各股，
在各自专业领域贡献力量。我深深感到，我们的团
队没有所谓的小角色，大家都是在各自领域里的大
英雄。六、七十年代许多人推崇螺丝钉精神 ——
小螺丝钉可以决定一部大机器能不能运作。我深表
赞同，发扬“螺丝钉精神”，看重每一个人，无论

台前幕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努力，都是不容忽
视的，都是造就台前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生舞台何尝不是如此，要把人生这一出戏演
好，我们本身必须具备勤奋、忍耐、守纪、包容、
远见、正义感等方方面面的美德，才能拼凑出精彩
的人生。打造精彩人生，希望大家以开放的态度拥
抱多元，成就自己，也成就大家，才能多彩多姿，
共存共荣。

7．对于台前幕后的参与者，您有什么感言？
过去三个星期，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很想
将过程中的感动、感受与心得执笔抒发，但是一直
忙于后续工作，今天借此访谈，我想对这一路走来
的每一个参与者表达谢意。
漂亮！感动！谢谢大家！
这是我由衷之言，其实内心的激动与感受远远
超过语言所能形容，千头万绪欲语还休，浓烈的情
感缠绕心间，终究淬炼成真挚、精简的致谢。过程
中相信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彼此并肩携手开创这
趟美好旅程的温情。诚如公演前，我在一场会议上
对大家所言，戏还没上演，可是对我来讲早已经上
演，筹备的整个过程，就是一场一场动人心弦的情
节，交织成你我生命中灿亮的乐章。
当我看到道具组四处征求六十年代的相机、道
具，旧时代的老铁马、看到老师们在星期天跑到菜
市场去捡拾搜集竹篓和扁担等，再寻找客货车将
道具一件一件运载来学校时，我很感动。当我看到
师生一起在练习化妆时，当我看到同学们一面在备
考，一面在排练时，我很感动。台前幕后，大家的
用心付出，都是最美的画面，都是看了令人怦然心
动的画面！看到大家不分你我，上下一心，我内心
就很安慰，我知道一切都在进展着，我的感动难以
言喻。
最后，再度向大家致谢：“我们为兴华，也为
我们自己，演了一出漂亮的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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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访余秋坪导演
黄乐仪老师、林卿卿老师采访

导演简介
•余秋坪
专业剧场工作者、戏剧教练、剧场或影像
演员、大型活动导演、行政管理、活动策划。

1．请问您觉得史诗舞台剧的魅力是什么呢？
史诗舞台剧必须要做考究，这具有一定的难
度，当我们要将过去发生的历史事件搬上舞台，这
时就要考量到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完全依照史实
演出？还是融汇其他的艺术手法来呈现？史诗舞台
剧对我而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它既必须忠于史实，
让后人了解历史，又必须兼顾戏剧的张力与艺术。
今天我们在台上演出，下一秒我们也成为历史长河
的一部分，这就是史诗舞台剧的吊诡与魅力。最重
要是享受当下的moment，每一场都是现时的、不可复制
的，在倾尽全力的演绎后，它可能成为历史的一部
分，也可能被记载在校史里，甚至在往后的历史长
河中再现。在舞台上的一切，都是“全景呈现”
的，通过导演的设计和演员的表演，自然而然地引
导观众全神贯注，深入其境。

2．您认为将校史改编成舞台剧的难点是什么呢？
要把长达70年的历史浓缩成一个小时半的舞台
剧，极具挑战性，有的东西太冗长必须割舍，有的
环节要点到为止；必须伸缩性地处理人物刻画，有
的人物必须加以突出，有的仅是衬托......这些对我
而言都是有难度的，毕竟我不是校友、不熟悉学校
的发展史，必须经过多番考究，与校内老师交流，
才能真正把握哪些人物或场景应该被凸显，哪些淡
化处理。
其次，将校史用舞台剧再现，已是第二个层次
的创作了。剧本写好后，与校方的再三协商，才
能在艺术考量与史实的串联之间拿捏有度。此外，
我们必须协调各部门的意见，难度就在这里，因为
每个人对于艺术的鉴赏与拿捏程度各异。在创作部
分，比如说合唱组认为有些歌一定要唱完，不能
唱一半，甚至要唱两遍才会有意义，可是对于导演

组来说，我们必须照顾全局的节奏，若这个部分的
歌曲已经点到了，已经让大家听到了，它不需要再
重复一遍。对我来说，多重复一遍，全剧的节奏就
会被拖慢了。比如乐器方面，我会提出一些要求，
如唢呐拿掉、琵琶拿掉，这对于负责华乐的老师来
说，他们会觉得“都拿掉了，这还是华乐吗？”过
程中产生很多创作上的冲击与磨合，加上艺术工作
者通常都比较有坚持自己的观点，需要经过再三的
协商与交流，才能取得双方都满意的折衷点。

3．目前您的团队共有多少人？你们如何展开筹划？
目前我本身的工作团队有9个人，其余则仰赖
学校的教练和老师。灯光、音响是合作伙伴，但他
们只是提供器材，没有做设计，因此我们要另行寻
找灯光设计师，舞台上许多的灯光呈现需要跟灯光
师沟通和协调。目前市面上很多灯光和音响公司只
能做小项目，无法达到大型舞台剧的专业效果。
这是我第一次跟这位灯光师合作，其他的伙伴
则是长期合作关系，已培养了一定的默契。在合作
的过程中我们难免有些争执，外人可能误以为我们
在吵架，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正常的。这也是一个
艺术思辨与激荡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但大家的共识都是希望把作品做好，因为对艺术工
作者而言，作品就是我们的生命。
筹划过程中，工作团队的默契很重要，大家要
有共同理想和方向，否则作品就会沦为商业化或应
付交差的东西。此外，逻辑性和既视感在戏剧路线
是很重要的元素，若一味走商业路线、强调效果，
虽然看起来很炫，但会失去原来的意义和内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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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走剧场类型，一些人难免会质疑：“需要做到这
样认真吗？”我很庆幸，我们的团队一直目标坚
定，认真且一丝不苟。

4．这场史诗舞台剧的特点是什么呢？
一开始写完剧本的时候，我对兴华的感受还
不至于那么强烈，但在后期和大家参与排练与协
作，接触到学校的董事、老师以及各个部门的负责
人等，我强烈地感受到兴华师生的向心力与凝聚
力 ...... 很恐怖！我真的觉得很恐怖，他们上下一
心，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兴华董事、老师、家长
与学生的团结与协作让人惊叹。
其实我也是独中生，但毕业至今都没有回母
校，其后我在柔佛峇株华仁中学教课，长时间来回
南-中-北马，舟车劳顿。支撑我走下去的，是那儿
师生间强大的凝聚力和友爱互动，吸引我的正是这
股散发自心灵的素养与热忱，当时华中的陈校长强
调校园的人文与涵养，这对艺术工作者而言是十分
宝贵与激励的元素。兴华，是自华中后第二所让我
深感震撼的校园。
我进来这里，感到很舒服，大家都十分落力支
持校庆活动，全体上下一心、不分你我，无论谁遇
到困难，总有人会挺身而出：“你需要什么？来，
我帮你！”这跟我过往与华社团体合作的经验真的
很不一样。以往我们接触外面的商贾，他们的态度
就是出一笔钱给你搞艺术，过程从不参与；兴华却
是全体师生上下一心、团结协作投入其中。甚至，
他们会跨组互助，支援其他组别，力求活动完美展
开、顺利进行，这份精神使我深深感动。
“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是一部汇聚台前幕后
以及兴华全体师生呕心沥血精心制作的史诗舞台
剧。我们应用音乐歌舞烘托场面、抒发情感，剧情
结合史实富于时代气息，技术方面巧妙运用机械活
动布景装置，给人以视觉和听觉上的艺术震撼。

■ 大家尽心尽力力求在短时间与高压下将史诗舞台剧完
美地呈献在观众面前。

力，又要尽可能保留历史原貌；如何在改编中完成
相关转化、在最纠结的场景中完成最集中的矛盾冲
突等，这些都是煞费心思的部分，过程中的坚持与
放弃都是创作的一部分。
此外，由于排练时牵涉人数众多，参与筹委与
演出的师生有497位，校内外工作人员616位，每一
环节的调度几经周折。庆幸的是，我们获得兴华师
生鼎力配合，特别是考期，台上风风火火地排练，
台下左右两边设置了一排排的桌椅，供等待上场的
学生演员善用时间复习课业，每一组负责老师到场
从旁指导学生。学生们都十分认真，还没轮到自己
上场，都会拿出课本做功课、复习等，这画面震
撼了我。另一边厢，道具组则坐在礼堂地上制作道
具，大家各司其职，争取在短时间内发挥最大力量。
我本身是教导戏剧的老师，对于短时间内无法
完全指导演员们发挥最淋漓尽致的表演深感遗憾。
一方面，理性提醒自己“时间有限，要速战速决”
；另一方面，感性却促使我忍不住一次又一次出
手，指导演员重来、如何尽情释放内心澎湃情感
等，在理性与感性之间交战，又碍于公演日期迫近
与考期的冲撞，过程实为挣扎。

5．筹备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吗？
嗯，真的很不容易。首先，当我从前导演马金
泉手中接手任务时，已是6月初了，距离演出我们
所剩的时间不多，除了要重新整合剧本与演员、筹
划排练与技术等，过程中还撞上校内预考等冲击，
我们不断和时间竞跑，力求在短时间与高压下将史
诗舞台剧完美地呈献在观众面前。
我耗费两个星期连夜赶工完成剧本，编剧过程
也是一场煎熬，既要改编以呈现舞台剧的风格与魅

■ 台上风风火火地排练，台下等待上场的学生演员善用
时间复习课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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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将话剧完美呈现在观众面前。

7. 请问导演对此作品的评价与寄望？
这部作品是我接触中学或大学活动以来，最精
湛且全方位呈现的作品。比如现场音乐伴奏的部
分，就有多达百人一起伴奏，跨越了以往的风格，
也试验了另一种可能性。这部作品就史诗舞台剧而
言，成功跨越了以往的层次，超越了之前大家所做
的同性质演出。虽然它谈不上是最好的，尚有很多
■ 余导演指导演员如何尽情释放内心澎湃情感的技巧。

6. 过程中最使你难忘的事？
最难忘的是兴华师生认真的精神与团结一致。
有许多老师、前辈一直陪伴我们，为我们加油、提
供各方面的支援，甚至后期每每排练到晚上，他们
也在校陪伴，给予我们精神打气。看着这些前辈，
比如谢副校长，日日挑灯陪伴，让我十分、十分感
动。课外活动处梁耀文老师，前天因为处理通告，
在学校连夜赶工到凌晨3点多。陈坤祝老师包揽了
道具的工作，号召其他老师全力相助，在完成道具
组的工作后还跨组支援服装组。
此外，郑友老师身为主演必须背诵许多台词，
但是由于年纪已大，较长的台词都不容易记住，
我看他日日苦练于心不忍，问道：“郑老师，要不
然我帮你删减台词？”但他拍拍胸口坚定地说：“
不必、不必，我可以的。”然后在舞台一角拿着
剧本努力背词，灯光下一头银灿灿的白发教人不
忍......我彻底被这一群人给感动了！
因此，我越发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最好，因为
他们的认真与努力，激励我更进一步要求自己。
这也是我从事舞台剧工作以来，第一次如此苛求自
己不断超越，无论是背景、服装、妆容、道具、灯
光、音乐等，无一不要求尽善尽美，这也可说是我
艺术工作的转捩点。
此次活动，获得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大力支
持，各个部门通力合作、统筹协调，参与工委和演
出的老师与同学们更是奉献时间，以极大的热情投
入到创作与排练中。来自各个学会团体的师生，如
戏剧学会、华乐团、管乐团、合唱团、舞蹈社、二
十四节令鼓等，配合担纲剧务、小组统筹、服装、
道具等幕后工作，默默为“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
的诞生贡献一份力量。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师生
演员均未受过任何专业表演训练，他们凭着对校史
的尊重和对兴华的热爱，从零学起、刻苦排练，最

的不足与待改进之处，但它超越了我之前所有的作
品。我只能说，我没有做到最完美，可是我有达到
一定的成绩。这个成绩足以让我的团队成长，也足
以让外界的人看到：原来史诗舞台剧还可以这样展开。
其实，愿意走剧场、花大量时间排练、精心筹
划在本土赚不了大钱的舞台剧，剧组人员都是靠着
热情与理想坚持下去的。我们没有固定的薪水、公
积金或社险，也买不起房子，但还是咬紧牙关追寻
理想。令我十分感慨的是，最近我的朋友三、四十
岁就暴毙了。我们常提醒自己不要过劳、要照顾身
体，但遇到突发状况还是得连夜赶工，琐碎的事情
会耗掉大量的心力，十分折腾。
我不敢说这场史诗舞台剧的推出对本土艺术土
壤会有多么重大的影响，因为来欣赏这部剧的几乎
是兴华的家长、师生或校友。但我认为，只要这部
剧可以把历代兴华人联系在一起，大家都被这部剧
感动了，了解先贤们过去走过的路，以及更珍惜拥
有，那就达到了所谓的“艺术感染与影响力”。我
希望观众除了感恩、感动，同时也延续先辈的优良
品德，走近历史、传承历史。
以往剧场的演出基本上是呆在一个地方，被动
地等着民众走进来。我认为以后我们应该要走向人
群，当一件事物被摆得越高、越艺术，同时也离群
众越来越远，最终落得孤芳自赏。因此，我希望慢
慢推广社区艺术，让更多艺术作品可以直接和群众
做交流，并且让观众产生共鸣。
“风雨远航 · 兴耀七十”算是目前我所呈献最
盛大的作品，还有很多东西需要学习。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执着，作品就是我的生命，我选择从事这个
行业，没有固定的薪水，也没有退休或养老金，虽
然偶尔也会担心老来的日子，但至少目前我做着自
己喜欢的事情，非常开心、满足，难道还不全身心
投入吗？我不会怨天尤人，也忠于自己的选择。未
来，我想设立一家公司专研史诗舞台剧，我最近跟
伙伴们讨论这件事，但还需要从长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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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工委采访
黄乐仪老师采访

走进历史，再现历史
郑友老师（演员）
这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
谢锡福副校长和苏进存副校
长来邀请我出演爷爷一角。
这对我而言是新的尝试，
也是一大动力，我们平常叫
学生演戏，自己不曾走入
剧场，这是我第一次亲身参
与，感受特别深，才发现演舞台剧真的很不容易，
除了要学习走位、进cue点、背台词，还要学习酝
酿情感、恰如其分地流露感情。余导演十分认真，
她循循善诱指导我们如何融入角色、表达情感等，
过程中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对导演组深感佩服，临近公演我们从早到晚
进行排练，晚间9时许全体演员结束排演回家了，
导演组还要开会，就当天的演出、灯光、音响和道
具等做出讨论与调整，几乎日日忙到凌晨2、3点才
下班，他们的认真与努力让人感动。余导是一个十
分认真的导演，过程中她不放过任何小细节，再三
提醒我们，必须让情感发自内心真情流露，不要让
观众看到特意演出的斧凿痕迹。每次演完，导演都
会针对大家的表现一一指导，使我们在短时间内突
飞猛进。一开始我担心自己念台词发音不准，但是
余导说你顺其自然，这样更真实。

我们戏剧组的学生十分专业，扮演我孙子的学
生演员 —— 初二信班的梁丞尉小朋友，我俩有很多
场对手戏，他很自然亲昵地挽着我投入剧情，并不
因为我是训导处老师而心生畏惧，我们很快打成一
片。当然，选角后第一次与导演正式会面，余导也
说我长得并不像训导老师，很慈祥，反倒像是辅导
老师。我们很快就自然融入剧中的爷孙角色，并不
需要刻意去培养感情。每次排演，这位“孙子”都
会来训导处叫我，深怕我忘记。他也很关心我，看
我年事已高、怕我辛苦，总是很有礼貌地说：“老
师，您就在冷气office休息，时间到我来叫您。”
让我感觉十分窝心，我想这是我们学校教育的成功
之处，学生们都懂得敬老爱幼。
我在家里练习的时候，就把我唸小学四年级的
孙子叫来，叫他陪我演戏，有时候孙子要玩耍，就
叫太太陪我练习，在有对手一同排练下，才能比较
快地记忆台词。我太太也很配合，临近公演我们每
天在家排练，她针对我的演技提出纠正。可惜的是
公演当天忘记叫她来观赏，我紧张得很，都把这事
忘记了，后来大家都说：“哎呀，怎么不叫她来
看！”真的可惜。幸亏当天有进行现场录制，只好
请她日后观赏影片了。
演出时第六幕出了小状况，观众也许看不出，
当时剧幕拉开，该场的道具如桌子和椅子竟然还没
有搬出来，我一时愣了，不知所措，当时导演也很
紧张，我低头问扮演孙子的梁丞尉小朋友：“怎么
办？”。他的应变能力很快，当机立断说：“来，
我们出去，就站着演。”语毕镇定地拉着我的手出
场，我们临场发挥完成演出。
我于兴华复兴时期加入学校教育团队，明年在
兴华服务满45年，一路见证兴华的发展史，如今亲
身走入历史、再现历史，可谓百感交集。演出的每
一幕都让我感触甚深，勾起我许多过往的回忆。我
想，校方在70周年校庆搬演史诗舞台剧十分具有意
义。历史很重要，需要教育与传承。公演结束，许
多董事和校友纷纷反映：“原来这段历史是这样子
的，我都不知道！”

■ 郑友老师与扮演孙子的梁丞尉有很多场对手戏。

兴华创校至今70载，只有杨忠礼董事长、陈开
蓉董事等第一代见证者真正了解校史的来龙去脉，
我们许多董事、校友泰半只熟悉自己那个年代的历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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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大家对兴华历史一知半解，史诗舞台剧让大家
得以完整地一窥校史全貌。我们很多新进的老师、
学生，也能借此进一步了解学校。遗憾的是，朝阳
堂只能够容纳约2000人，演出后有人高喊“演两
场！”，但是基于经费考量，我们只能鼓励错过观
赏的朋友们，通过录制的影片追看。
我30岁那年加入兴华大家庭，岁月荏苒，如今
已74岁，从没想过有生之年会有那么一天担纲演
出学校的史诗舞台剧，我感到十分荣幸。我要感谢
校方给我这个演出的机会，感谢导演的悉心指导，
感谢这批用心演出的学生。虽然等待彩排过程中导
演敬重地安排了特别的座椅给我，但是我告诉她不
必费心，我也是普通的演员之一，就跟学生一起好
了。我们一生中都在带领学生，这是一个机会，让
我们也学习被领导，这个过程很重要，在被领导之
际我们又有新的收获，开展人生新的篇章。
一路走来，大家都不断为我加油打气，让我感
受到团队温馨的关爱，这是我人生中十分难忘的一
场演出，感谢大家！

感动流转，传承文化
陈坤祝老师（道具股）
我们道具组主要负责规
划制作、搜集及购买道具事
宜，配合剧情与导演组的需
要提供与安排道具。过程中
较为困难的是寻找一些古董
式的道具，比如说70年代的
照相机、脚车、服饰等，我
们也跟许多校友、热心的社
会人士征求与商借道具，其中陈安丝校友更特别到
校为演员们调配符合剧中角色造型的眼镜。从8月
13日到临近公演，在各界的慷慨相助下，我成功搜集

总务处方面的材料，他的加入减少我们许多繁文缛
节，加快我们的办事效率。我很感动，因为有一群
团结的组员，如：梁耀文老师、黄誉川老师、郭清
建老师、潘明联老师和李增注老师等，大家互相配
合，做起事来水到渠成。正因这一些愿意承担负责
的老师和学生，大家任劳任怨默默付出，我们才能
够成事，我感觉到大家都很用心。
一般上这种大型、有水准的舞台剧，筹备时间
不下半年，但是我们用三个月就完成壮举。余秋坪
导演也十分有气魄，因为间中换了导演，距离公演
时间紧迫，没有人敢接这项任务，而余导做到了。
我们与余导开会后最先开动的是道具股，一开始大
家都相当迷茫，不知从何着手，道具股先往前走，
同时带动更多人更快投入工作。
看完整场彩排，我觉得这场史诗舞台剧让我们
这群校友把心留住，让我们真正地感受到前人为我
们的付出、真正体会到创校的艰辛，没有前贤的努
力奉献，我们无法想象兴华的未来。此外，舞台剧
也能够促进新进老师和学生对学校深刻的理解。我
衷心感到，我们应该在每一年的校庆日，把校史演
给后人看。我们已经有条件这么做，每一年进行，
但是换一个形式，即使再怎么简单，通过舞台剧让
历史活在我们的心中。否则，即使我本身是校友，
也很难真正体会。
史诗舞台剧的演出，实实在在宣扬了先贤的伟
大精神：不为自己，只为华教、为学校，这种精
神需要传承。史诗舞台剧是一个很好的平台，重新
感化我们这些校友、老师及同学们，让大家感同身
受。虽然我们为此花了一些钱，但我们对这一段历
史做了一个交代，我们郑重地肯定了前人的付出，
而我们也正因为前人的付出和奉献，才更明白未来

到大部分所需的道具。
配合剧情所需，我们也动手染衣服。主要是因
为那个年代的警察制服是绿色的，现今市面上已经
找不到了（现今警察的制服都是深蓝色的），因此
几位老师找来布料在校园染衣服。此外，一个服装
股的同学还请其母亲协助我们缝制十来套的校服领
子，大家合力完成道具。
道具组约五、六位老师，带领戏剧学会道具组
及服装组的学生，完成道具组的工作后就跨组去
协助服装组。一开始我们人数不多，后来陆续加入
郭清建老师和李增注老师等。郭清建老师负责处理

■ 配合剧情所需，道具股需向许多校友、热
心的社会人士征求与商借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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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我想，这就是传承，是一个很
大的收获。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人不能成事，需要
大家团结协作才能成功。”学生付出很多，老师也
很花心思。过程中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去哪里，
大家跨组协作，不计较是哪个组的工作，都能够瞻
前顾后去帮忙。这是一个奇迹，我认为只有兴华办
得到的奇迹。

照顾众人饮食，忙碌却富足
林爱心老师（膳食股）
我主要负责膳食股，包括
大约从一个月前开始的排练
期，在课外活动处梁耀文老师
帮忙订购下，准备周末排练的
晚餐。临近公演的最后一个星
期，由于密集排练，因此需要
准备每一天的膳食。但是星期
一和星期二数量比较少，主要
是给导演、音响和部分学生。最高峰是星期四及五
晚上，也就是8月24及25日当天，要准备600多人的
膳食，张罗上会较为吃力。此外，要考量大家的饮
食喜好，如当中有吃素的、有吃荤的、有大人、有
小孩、有老人、还有校友合唱团成员，我们构思的
菜色，有的适合小孩，但是老人不喜欢；适合大人
的，年轻人又不喜欢，学生还会探问：“老师，你
订哪一档的伙食？”、“老师，你今天要给我们加
什么料啊？”等等，因此方方面面都要兼顾周到。
最后两天，本来只是4菜1饭和饮料，星期四和
星期五彩排以及正式公演时，就给大家加了西瓜为
饭后水果。600多人的分量，我们请食堂的员工帮
忙切西瓜，大家都很喜欢吃，彩排时工作人员熬
夜，可以解渴、止火气，饮料我们准备菊花茶，临
近公演也准备老黄瓜汤，给大家清热降火，基本上

15

饮食供应十分充足。我们膳食组还有林春丽老师
和刘秀玲老师，她们也给予我很大的帮忙。学生方
面，我们从各自班上征求义工，大部分为高一、高
二和初二的学生。
此外，史诗公演当天的来宾和全体工作人员都
会领到一盒点心，点心盒是用黄宝珠老师设计的
宣传海报特别定制的，让人十分惊喜！这是杨忠礼
董事长的构思，聊表其对观赏舞台剧的观众一点心
意，杨董事长也赞助所有糕点。我和苏进存副校长
张罗此事，一开始我们请沈专亲校友帮忙印制，
因为去年义卖会的布条也是请他印制的。没想到沈
校友的公司没有制作纸盒，我们唯有寻求家教协会
主席陈伟后董事的帮忙，最后陈伟后主席悉数报效
2200多个纸盒。
纸盒送来时是平面的，我们和义工学生在史诗
公演当天下午1点在家政室集合，将纸盒折成立体
再装糕点。点心盒里的三样糕点和两包饼干都是杨
董事长亲自拣选的，董事长十分细心，叮咛我们一
定要在盒子中加入一张纸巾。当我吃到这些糕点就
想到我们小时候，吃这些饼会沾上咖啡乌，观赏史
诗搭配怀旧的糕点，令人回味无穷，也感动于董事
长的用心。
在校庆一系列活动中张罗大量的膳食虽累，但
我感到很有意义。我本身也是校友，彩排时看史诗
舞台剧，真的特别感动，舞台上播映那些旧校舍，
就是自己曾经呆过的地方，十分有感触。此外，剧
中演出师生奔走募集筹款，在我初一至高三那六
年，适逢学校蓬勃建设发展期，我们真的每一年
都在筹款建校。看了史诗舞台剧，觉得自己再累也
是值得的，因为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在这么卖力地演
出，我们提供他们膳食是最基本的照顾，希望让他
们吃得饱、吃得愉快。
最后，要感谢食堂宿舍档、3号、5号及素食档
的伙伴们，谢谢大家的帮忙，辛苦了！

■ 史诗舞台剧公演当晚特别准备了点心和矿泉水予观众。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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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协作掌握舞台剧立体妆容
吴玉琪老师（化妆股）
由于我们在过去的校友回校日
活动有协助舞台化妆的经验，因此
被分配在史诗舞台剧负责为演员化
妆。但这一次不同于以往只是涂口
红和拍腮红，余导要求我们呈现严
谨的舞台妆，这对我们而言是一大
挑战。
所幸，戏剧学会副主席蔡欣荔同学能够掌握大型舞台
剧的妆容，因此意外地，反倒是由学生来教导我们四位负
责老师，包括庄慧敏老师、林春兰老师及庄晓毓老师如何
化妆。接着，林春兰老师再安排其舞蹈社的五位种子学生
来学习，这五位种子学生在第二周又教导15位同学，以
此类推，最后在协作学习的模式下，有26位师生（4位老
师、22位学生），加上后来帮忙的陈虹君老师，掌握了大
型舞台剧妆容技巧，全权负责为演员化妆。
我们必须为将近200名演员化妆，总彩排时用了4个半
小时，到正式公演当天则成功在3小时完成演员妆容。过
程中，较为考验的是基于我们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化
妆师，当导演来巡视妆容时，又和大家协调并做了许多调
整。因为大型舞台剧在不同的场次、不同的情境，对妆容
会有不同的要求，我们也因此磨练了一些技巧，掌握了舞
台剧立体妆容的画法。

■ 我们师生组成的化妆股，展现极佳的团队力量。

我们的学生，学习态度都十分谦虚，很
愿意配合调整妆容，最为考验的是眼妆，上
场前导演过来关心演员的妆，指出眼妆过于
浓烈，于是大家再次调整，力求尽善尽美。
我感到很欣慰，过程中学生们的态度十分认
真，各个学会融洽互助，没有人闹小情绪，
展现极佳的团队力量。
我很荣幸能够参与这么大型的校庆活
动，看到许多台前幕后的师生、工作人员，
大家各司其职，展现向“兴”力，每一个小
螺丝钉的努力与付出，串联起这场声势浩大
的史诗舞台剧，令人感动。

■ 师生学习掌握大型舞台剧妆容技巧，全权负责
为演员化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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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学生与家长采访
洪振丰（高一理忠）采访

专业及高素质演出
朱香铬（学生家长）
我觉得整场演出十分精彩，展
现极高的素质及可敬的专业度。故
事的描述清晰感人，使我真正地了
解到兴华的校史。此外，各学会团
体的现场演奏也与戏剧配合得天衣
无缝，体现学生的认真和才华，我
感受到每一个人的用心。我相信无
论是在舞台上的表演者，还是幕后工作人员，大家都尽心
尽力在各自岗位发挥最佳力量，才使得这次的演出得以圆
满成功。
身为学生家长，我认为兴华是一所优质的学校，除了
学术表现数一数二，校方也提供平台将学生的多才多艺发
挥得淋漓尽致。这也证明了我把孩子送到兴华是对的选
择，希望兴华可以一直保持其办学优势。最后，我祝福兴
华70周年生日快乐！

成功的盛宴

的青葱岁月。七十年来的创校与办校历程，
全体兴华人无畏艰辛和坚持刻苦的精神，让
我深受感动。我认为“风雨远航•兴耀七十”
史诗舞台剧，绝对是一场成功的盛宴！

珍惜与感恩
温家乐（初二信）
我觉得这次的舞台
剧非常的精彩及成功，
透过经历学校发展的爷
爷的回忆，带领观众体
会创校人士的艰辛与毅
力，也让我体会到我们
的学校 —— 兴华，来之不易。透过剧情，
不仅让外界看到并领受到兴华一路来的风
雨，也让在校的同学们了解到纵然办校荆棘
密布，前人也能在三位一体的精神下屹立不
倒，使我们更珍惜前辈的苦心。我认为，我
们一定要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认真学习，以便
未来能够回馈母校。

洪忠湋（校友）
透过史诗舞台剧，我们回顾兴
华董事、校长、老师及学生，在建
校发展期出钱又出力、招生又募
款，上下一心只为创办华文独中，
让它日益壮大成现今宏伟的规模，
不禁让我回忆起自己曾在校园度过

■ 透过史诗舞台剧，回顾兴华董事、校长、老师及学生，创办学校的艰辛和坚持刻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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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诗舞台剧公演 幕后花絮

■ 马金泉老师（右二）是剧本前期概念筹划者，与校史
主编徐威雄（左二）、苏进存副校长（左一）及谢锡
福副校长（右一）就剧本进行讨论。

■ 舞台剧前期与后期筹备展开多场会议。

■ 李增注老师为舞台剧布条题字。

扫 描 QR 码 观 赏 活
动 盛 况。 或 链 接 :
https://goo.gl/VffHdm

■ 如 火 如 荼 搭 建 舞 台 LED
荧幕背景。

■ 部分搜集与征求到的道具。

■ 校方在史诗公演前举行新闻发布会，邀请各界前来观赏。

2017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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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的编导团队。

■ 老师们找来布料在校园染衣服。

■ 每次演完，导演都会针对大家的表现一一指导，使演员在
短时间内突飞猛进。

■ 200 多位演员挤在课外活动处化妆盛况。

■ 中小学合唱团一起彩排。

■ 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在剧情的需要下接受访谈录影。

20

HIN HUA MONTHLY

2017年 9月号

史诗舞台剧公演 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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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序渐进，转角有“劲”喜
兴华 70 校庆学生学艺成果展

■ 开幕嘉宾卢金峰副董事长（左一起）、黄秀玉校长、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苏顺昌董事、尤瑞泉董事、校友会主席
余安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及陈祈福董事，松手让彩球自然滚下，随着球体滚动启动联动装置，五彩缤纷的彩
球与彩带落下掀开序幕。

黄乐仪老师报道
配合70周年校庆，我校于8月26日（星期六）
上午9时至下午2时举办学生学艺成果展。当天展出
各项静、动态学生学习成果，并开放予社会人士莅
临参观，期望大家在循序渐进的旅途逐站探究，发
现在每一个转角的惊喜。
上午9时，在热烈的掌声中，口琴社、中华武
术团、篮球校队及跆拳道的同学为“循序渐进，
转角有劲喜”学艺成果展掀开序幕！各项精彩的表
演，令人赞赏。
精进教学，多元探索
接着，大会恭请家
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致开幕词。他表示，今
年是兴华创校70周年，
非常欢喜见到全体师生
全心投入策展，费尽心
思只为了展现多姿多彩
的学习成果。教师与学
生如同海绵一般，前者
■ 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 不断精进教学策略，后
者则是好奇地探索多元知识。
“这让我想起，兴华校歌有那么一句：学与岁
驰，勿自固封。这说明一个道理：学习应该配合时
代的发展，千万不可墨守成规，封闭自己；学习上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让自己不断更新，再创高峰。”
他喜见兴华师生秉持上述精神，不断自我提升
跟上教育的发展脚步，同学们也能发挥自觉自学自
律的精神，积极与同侪协作争取进步。
“今天的成果展内容丰富多彩、规模盛大，结
合了学会团体及各学科的心血，全面地呈现了学生
各方面的学习成果及学校的教学发展，相信在一动
一静之间，可以拼凑出校园生动、活泼、活力的美
丽拼图。希望每一位参与者都能在每一个转角处找
到属于自己的学习惊喜，为今天不一样的学习拼凑
出光彩。”
联动装置开幕令人惊喜
配合“循序渐进，转角有‘劲’喜”的主题，
我校物理老师 —— 邱瑞星老师带领同学制作了一
组联动装置，以骨牌效应的效果，带出“循序渐
进”的主题，呈献别出心裁的开幕仪式。一众开幕
嘉宾：卢金峰副董事长、黄秀玉校长、兴华小学陈
家福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
董事、苏顺昌董事、尤瑞泉董事及陈祈福董事，
在司仪数到三的时候，松手让彩球自然滚下，随着
球体滚动启动联动装置，五彩缤纷的彩球与彩带落
下，观众纷纷喝彩！接着，嘉宾一起拼图，象征着
学习的循序渐进与携手共作之美！开幕礼后，嘉宾
也在教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的导览下逐站参观。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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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一起拼图，象征着学习的循序渐进与携手共作之美！

8个站9个拼图兑换纪念品
学艺成果展总共规划成8个站，分布在科技大
楼与教学大楼，各学科及学会的展览作品多元丰
富，包括：资讯科技融入教学的成果作品、各类美
育作品、各学科专题研究发表及学习作品、数理科
实验活动及闯关游戏、天文探究与发现学习成果发
表、机器人及程序语言学习成品等。其中，宠物芯
片植入专题研究 —— “癌爆芯片”近期更荣获国
内两项科技发明比赛的第一名佳绩。参展者依循手
中展册所显示的各站展览内容及地点，逐站参观、
收集拼图，在完整收集完九个拼图片，可到礼物兑
换处兑换纪念品。

意度达77.8%，大家回馈这项活动展示学生所学，
作品多元创新，能够看到兴华师生的用心与努力，
像一场丰盛的嘉年华。他们赞许校方定期提供全校
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平台，表示有助于全体师生教
学创新与精益求精。
当天出席者包括兴华小学家教协会主席叶至
彣、五机构同仁、家长、校友、教育同道、华小学
生、社会人士等，大家前来参观“循序渐进，转角
有‘劲’喜”学生学艺展，共享兴华师生平日教学
的多面向成果。友校吉隆坡中华独中180逾位师生
亦乘搭四辆巴士到来参访，与我校师生进行交流。

除此，两场动态学习成果也通过“路边惊喜
show”为大家演出，时间分别为上午10时至11时及
中午12时至1时。
探究、发现、协作、创新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
校长表示：“学与岁驰，
勿自固封，是学校教育
及教学发展的态度与精
神。70年的兴华教育生
命长河里，教与学循序渐
进、不断自我提升地发
展，如今更有系统地提供
符合21世纪关键能力培养
■ 许梅韵副校长
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
建置探究、发现、协作、创新的学习历程。”平日
不一样的教与学历程，累积了多元、丰富的学习成
果，从各站师生呈现的内容中可一一看到。
根据问卷调查，参展来宾对是项活动所展示作
品的满意度高达89.1%，对“路边惊喜show”的满

■ 学艺成果展总共规划成 8 个站，分布在科技大楼与教
学大楼，各学科及学会的展览作品多元丰富。

扫 描 QR 码 观 赏 活
动 盛 况。 或 链 接 :
https://goo.gl/o7aS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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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艺成果展 路边惊喜 show

■ 中华武术每一招式挥洒磅礴的气势，出神入化的表演，令人瞩目。

林意晴（初三爱）报道
本次学艺展，我校特别策划了一项“路边惊喜
show”作为余兴节目。表演共有两个时段，分别是
上午10时至11时以及中午12时至下午1时，地点为
餐厅前的走道。上午10时正，在大众传播广播组同
学的介绍下，表演正式开始。
首先，由初一智、初一忠、初三孝班代表及初
三忠张岱安同学分别呈献诗歌朗诵。两组初一的同
学朗诵了唐代杜甫的《春夜喜雨》及南宋朱熹的《
观书有感》。初一同学们表现虽然略显青涩却情感
真挚，丝毫没有怯场。初三孝则是全班上阵，为我
们带来了一首欢乐的《螃蟹卡农》，朗诵的声音响
彻校园，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而张岱安同学朗诵
的《正气歌》，更是把作者想要表达的豪壮气概诠
释得淋漓尽致。诗歌朗诵之后，则是由校内Song
Fest比赛中脱颖而出的J2Toronto英文班所带来的
表演。他们把The chainsmokers《closer》的歌词
改编成祝贺兴华70周年庆的《70th》，意义非凡。
随着现场观众的增加，表演渐渐迈向高潮。跆
拳道社一直以来都善于把音乐和跆拳道结合起来，
这一次也不例外。遒劲有力的招式配上动感的舞
曲，颇有“抬腿轻，落地松，踢起腿来一阵风”的
气势。紧接着，中华武术社也不落人后，把红旗挥
舞得虎虎生风，令人瞩目。几位较为年长的武术社
员更是厉害，刀枪木棍在他们的掌控之下根本就是

■ 初三孝呈献欢乐的诗歌《螃蟹卡农》。

■ J2Toronto 英 文 班 将 The chainsmokers《closer》 的 歌 词 改
编成祝贺兴华 70 周年庆的《70th》，意义非凡。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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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跆拳道“抬腿轻，落地松，踢起腿来一阵风”。

枪如游龙，棍似旋风。与跆拳道刚柔相济不同，中
华武术的每一个招式都带着磅礴的气势，出神入化
的表演是激起了不少观众心中的武侠梦。
武术表演之后，则是女子篮球校队体育与音乐
相结合的表演，别有一番风味。校队成员矫健的身
姿和运球动作相辅相成，动感的演出赢得观众的热
烈反响。接下来魔术社为我们带来一场既神秘又搞
笑的魔术，表演的同学邀请了现场的观众来配合演
出，一名小男孩自告奋勇参与。小男孩在魔术师的
指示下，却依旧错漏百出，引得同学频频抓狂，
单纯生涩的表现获得了观众鼓励的笑声。终于，在
魔术师手把手的指导和亲身示范之下，小男孩完成
了演出。虽然小男孩这一番闹把一开始的神秘气息
给搞砸了，但是也为观众带来了别具一格的创新呈
献。说到欢笑，表演怎么可能少得了相声呢？压轴
出场的相声社同学为观众表演了一场笑料满满的相
声。看了这场相声才知道原来每个语言，包括方言
如福建话、广东话等都可以带出各种笑梗，让人不
禁感叹语言的魅力。

■ 女子篮球校队的表演结合体育与音乐，别有一番风味。

课外活动处刘久进
副主任负责本次节目策
划。他对各学会的创意
及临场反应，感到满
意。借由“路边”这不
一样的舞台，表演者精
心准备的“show”成功
地为学艺展增添了“动”
的学习成果。
■ 刘久进副主任

■ 小男孩在魔术师的指示下，单纯生涩的表现获得了观
众鼓励的笑声。

■ 初一的同学们表现虽然略显青涩却情感真挚，丝毫没有怯场。

■ 相声社同学表演一场笑料满满的相
声，让人不禁感叹语言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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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艺成果展 采访
刘凯铷（高二理忠）、丘宇翔（初二孝）、孙佳萱（初一和）采访

让孩子报读兴华
曾淑华（家长）

■ 现场解剖心脏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是第一次参加兴华中
学的学艺展，我觉得每一项
作品都非常精彩，看得出孩
子们很用心。参展后，我打
算让我的孩子报读兴华，因
为这是一所非常好的学校，
除了先进的设备，校方也十
分看重孩子的学术表现，为孩子们提供展示学习成
果的平台。

内容丰富，五花八门
黄炜城（校友）

■ 同学为参观者讲解制作原理。

这是我第一次参观学艺
展，我也带了准备报考兴华
的孩子来参观，让他了解校
园环境。学艺展内容丰富，
各个小组呈现的作品五花八
门，让参观者从中学习各种
知识。我很喜欢这项活动，
因为学生们不仅展现出各自的才艺，还在过程中与
参展的来宾积极交流、互动。这项活动很有意义，当
然，下次我还会再来参观。

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蔡俊杰（初二孝）

■ 现场设置的数学游戏，非常考验参与者的逻辑思维，
具有挑战性。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类似
的活动，在朋友的陪伴下，
我从底楼的科学展开始“旅
程”。我很喜欢这次的学艺
展，内容多姿多彩，除了有
各种表演、学生作品，还有
现场解剖心脏、学科益智游
戏等。其中我最喜欢的是数学益智游戏和丰富精美
的美术展作品。现场设置的数学游戏，非常考验我
们的逻辑思维，具有挑战性。我也从美术展中发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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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同学的优秀作品，非常值得欣赏。
在循站收集拼图的过程中，我参与许多有趣的
活动，也学到了许多课外的知识，获益不浅。看到
大家这么努力筹划这次的学艺展，我感到校方对办
学的用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希望来年
还可以参与。

师生共同努力的回忆
戴祖彦（初一智）、林彦锜（初一忠）
70周年校庆学生学艺成
果展“路边惊喜show”，我
班与初一忠班朗诵两首古韵
文——《观书有感》和《春
夜喜雨》。在诗歌朗诵表演
前，邝美玉老师用心良苦地
指导我们这班演出者，陪我
们进行彩排。这些过程，对
我们来说十分珍贵，因为这
是师生之间一起努力奋斗的
回忆。我们十分积极地与邝老

■ 运用云端新科技，开启另一个学习模式。

■ 戴祖彦

师讨论演出的细节，把表演做
得一次比一次好。
8月21日至25日，两班同
学马不停蹄地排练。从最基
本的朗诵诗句，到最后添加
动作，力求完美。当天，我
们的表演很精彩，对我们而 ■ 林彦锜
言算是完美了。希望往后还有类似表演，我们的名
字还可以出现在表演者名单里。

精诚互助，创意开幕
邱瑞星老师（物理老师）
配合学艺展主题“循序
渐进，转角有‘劲’喜”，
我们构思以联动装置的骨牌
效应带出开幕礼。我带领五
位学生，大约花了十天的
时间展开道具制作，每天放学我们留校至下午5时
半，师生协力完成联动装置的木工。
整个联动装置是可以被拆开并再度组装的，日
后可以改变模式循环使用。

■ 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展开测试，前后进行数十次的测
试，才能完成装置。

较困难的部分在于测试环节，我们必须计算精
准并当场测试，再针对意料之外的状况逐步改善。
每一个阶段都必须展开测试，观察成品是否能够衔
接下一个联动环节，前后进行数十次的测试，才能
完成装置。
当天的开幕赢得赞赏，但我本身还不满意，因
为我们忽略了考量天气因素，清晨一场瓢泼大雨
后，强风将我们的彩球陆续吹走，实为遗憾。吸取
经验，将来我们可再改进，在放置彩球的网上盖一
层布，以达致完美效果。
我们的小组由四位高中生及一位初中生组成，
他们的观察力很强，一些老师没注意到的细节，学
生都能敏锐提出，并共商解决方案。我十分欣赏这
批学生，在此前他们不曾接触类似木工，但是大家
都十分好学，学习能力与解决问题能力也很强，因
为他们的精诚互助，才有了这一场别出心裁的开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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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对外开放，值得借鉴
何春兴老师（吉隆坡中华独中）
兴华的学艺展洋溢活
力，看得出学生、老师都花
了很多时间准备，校方动员
能力很好，学校也很习惯对
外开放。最让我欣赏的是学
生熟练的应对能力，哪怕是
以英文对来宾进行讲解也从
容自如。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的是科学小摊的射箭环节，
学生深入简出的讲解，让来宾更容易明白其中的科
学原理，表现令人赞赏。

■ 同学以英文从容自如对来宾进行讲解。

我觉得贵校可在路标方面做些改进，因为活动
内容丰富，展出地点很多，会让我们这些不熟悉环
境的校外参观者一头雾水。除此，其他方面的表现
都很好，值得让人借鉴。

创新模式，深受启发
林茹薏（吉隆坡中华独中高二级学生）
我觉得兴华中学的校园
环境十分舒适，让人喜欢到
这里上课。学校的各项设备
器材先进，相对于我校来说
非常高科技，最让我兴奋的
是学校竟然有3D打印机。兴
华课外活动的进行方式都跳
脱于课内，学生展出的作品
及方式创新特别，不同于我们的课外活动，还是犹
如上课一般进行课内的补充。另外，我从学生摄影
展也见识了创新的展览方式，深受启发，希望未来
将这些创意延伸到我个人与学会的摄影展上。

兴华教育走在时代尖端
余慧恩（吉隆坡中华独中高一级学生）
我认为兴华中学的设备
非常高科技，例如走在时代
尖端的天文台、远距遥控观
测、云端教学等，都是我校
没有的。兴华师生在科技楼
的上课环境犹如时尚的工作
室，会让人心生愉悦，每一
天都想开心地到校学习，令

■ 3D 打印机可以依照设计制造出一个全新的物品。

■ 美展上有许多吸引人的创意作品。

我十分向往。此外，这里的图书馆空间宽敞舒适，
非常适合在内阅读，打破了我以往认为图书馆都是
狭隘拥挤的观念。
我对兴华的美育也大为赞叹，美展上有许多吸
引人的创意作品，不同于我们学校只在纸张上作
画，兴华的学生把美术延伸到产品设计、手作等方
面，即使是机器人及科学专题研究的展区，也可以
看到许多漂亮的图画，让我很震惊。兴华的云端学
习模式，开启了我对学习模式的另一种认识，我认
为这样的学习方式非常有趣，期望未来我校也可以
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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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艺成果展 絮

■ 高三专题研究海报展。

■ 初一级科学小摊。

■ 华文科各级学习作品及校内外得奖作品展。

■ 备有小游戏让参观者玩游戏学国文。

■ 光学展作品。

■ 机器人展览门庭若市。

■ 商科展场备有摄影棚让观众拍照留念。

■ 天文学会在天文台进行望远镜操作和讲解。

2017年 9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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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生协作完成布置。

■ 积极排练争取最佳表现。

■ 学生布置展场欢迎来宾。

■ 同学们积极筹备，展出创意作品。
■ 物理光学作品布置。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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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学科老师在学艺展当天轮值，为来宾介绍兴华学术成
果。

■ 在老师指导下进行布置。

■ 琳琅满目的手工作品。

■ 一起来探究科学的魅力！
■ 欢迎到英文组学艺展参观。

■ 马 来 文 组 的“Sambutan Ulang Tahun
ke-70”。

■ 华文科老师讨论布置事宜。
■ 机器人展筹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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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二级联论坛 诚信

■ 部分班级以舞台表演的方式演绎诚信小故事。

王可千、张湋恩（初二和）报道
初二级联论坛于8月15日（星期二）下午2时，
在科技大楼大讲堂举行，主题为“诚信”。
第一组上台表演的是初二义。他们呈献的故事
是关于一个小男孩在卖火柴的时候，由于身上没有
零钱，所以答应买主事后会还他。可是遇到了一些
意外，使小男孩没办法亲自还钱，小男孩就吩咐自
己的弟弟把钱还给买主。
第二组是礼班，他们播放的自制影片是《烽火
戏诸侯》。内容讲述从前周幽王有一个很美丽的妃
子，但是她不爱笑。于是，有臣子想出一个方法，
就是在烽火台点火，让诸侯们以为有紧急事故而跑
来救援周幽王。周幽王发现这个方法可以让妃子开
心，第二次又故技重施，诸侯们再次受骗。结果，
第三次邻国的士兵真的打来了。周幽王立刻在烽火
台点火，但是却没有诸侯愿意救援周幽王。最后，
这个王朝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初二忠以影片的方式呈献，内容讲述一名同学
因为害怕考试成绩差会被父母亲责骂，所以就擅自
偷改考卷分数，后果不堪设想。
接下来的信班将表演分成几个小故事。一开始
是劝导同学们不要旷课，因为旷课是非常不好的行
为。然后是老师改错考卷，而学生应该要把考卷交
回给老师作正确修改。接下来就是告诉同学们不可

以作弊，也不可以帮助自己的朋友作弊。
初二孝所呈献的故事内容是有四位同学在考试
之前，在课室外讨论一会儿要如何作弊，却被老师
发现，最终被送交训导处惩戒。
第六组的和班由两位女同学表演相声。内容大
致为甲和乙是好朋友，有一天，甲的手机坏了。
甲上网购买手机时，误信了“假一赔十”的不实宣
传，结果送来的手机竟然是假的，甲因此亏损了不
少钱。
初二爱所带来故事内容是有一组同学因要准备
国文口试，于是就有一组员提议放学后到电脑室查
资料，其他组员也答应了。放学时，这名组员等了
很久都没人来。最后因为准备不充分，导致小组表
现得很差劲。
初二仁演出几名同学看到一同学的名贵手表而
起了贪念，设法去偷取。偷取后，他们打算把手表
卖了。其中一名同学良心发现向失主自首，最后失
主也给了他们改过的机会。
第九组的平班把游戏带上舞台，游戏名称是《品
格管家》，共有五名玩家。每名玩家都怕数字比他
大的人，但是五怕一，一不怕五。所以，他们要根
据自己的直觉来判断数字比自己大的人，并且淘汰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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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举行的诚信测验作出了相当正面的回应。这是一
个值得高兴、令人鼓舞的好现象，也不枉费老师们
为准备诚信测验所付出的心力与工夫。
但愿同学们不仅仅是在诚信测验体现出诚信的
美德，在今后所面对的大大小小各项考试中都能有
同样的良好表现。除了考试，生活中很多环节也都
需要有诚信。比如说，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同学有抄
作业的行为，这绝对也牵涉到诚信问题。那是在欺
骗老师、欺骗父母、甚至是欺骗自己的不当行为！
希望这些同学能戒除此恶习。
■ 台上的表演和影片的播放让台下的同学开怀大笑。

他。在进行这项游戏时，每人都必须闭上眼，除非
被指定去淘汰任何一个人。而遵守规则及诚信不作
弊是这个游戏的最基本指标。

学业成绩只是一时，诚信美德才是陪同我们一
世的良伴。秉持着以诚待人，以信处事的精神，不
仅能让我们在学习路上过得平稳，对于今后的人生
道路也一样能无往而不利！让我们一起努力一起进
步，当一个诚实又有信用的好学生吧！

第十组的廉班表演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讲述
小男生为了买网游所需装备，便欺骗说自己参加
数学比赛需要五十令吉报名费。第二个是关于考试
作弊的故事，有位学生在考试中有很多不会做的
题目，他想到了作弊。最后，他还是考出不好的成
绩。紧接着，廉班同学选择以唱歌的方式把诚信表
现出来，歌名为《保持诚信》，歌词简单有趣。
接下来，勇班提供一则实景模拟的影片，题目
是《人家钱掉了，你会还给人家吗？》。几乎全部
的人都把钱如实的还给原主，只有部分人由于没有
看到是谁掉的，只好把钱拿到训导处。
最后，由智班为大家做总结分析。他们需要调
查的人数共为620名学生，但是只有524人参与作
答。从回馈表中，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同学对于上学

■ 两位女同学幽默诙谐，惟妙惟肖的相声表演，让观众
席上不时传来阵阵的笑声。

体现诚信的重要性

加深对诚信的认识

叶婉菱（初二仁）

卢韦宏（初二义）

我觉得各班的呈献都很
用心，而且都体现出诚信的
重要性。我相信，做人如果
不具备诚信的品格，不但会
违背自己的良心，被他人发
现后也绝对对自己没有好
处；有诚信，才会受人欢迎。诚信应该从小就开
始培养。如果明年还有诚信讲座的话，我一定会参

在这次诚信论坛中，我
有参与表演。由于我们班是
第一组上场，因此我特别紧
张，有机会上台表演，我觉
得很开心。此外，我觉得廉
班的影片做得很精彩，尤其
是后面的主题曲，很有意义又搞笑。我认为这次的
级联论坛加深了同学们对诚信的认识。

加，因为这样会时刻警惕我待人处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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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高初中统考成绩唱丰收
我校荣获陈嘉庚杯高初中统考成绩特优铜奖
及 5 项学术成绩最优奖

■ “第 24 届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唱丰收，亮丽的成绩见证兴华教育为孩子的成长及和谐文明社会缔造
优良学风。

黄乐仪老师报道
2016年统考成绩放榜，我校有34人次的学生获

教务主任许梅韵副校长表示，各科各年级老师

选为2016年特出考生，为兴华中学历年来最多，
也是全国特出考生最多的学校，创下兴华建校69年
最佳成绩。第24届“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
秀奖”更颁发高、初中统考成绩特优铜奖予我校，
以兹表扬。此外，我校初中语文组、初中社会科学
组、高中社会科学组及高中商科组及高中美术组亦
荣获5项学术成绩最优奖，亮丽的成绩见证兴华教
育为孩子的成长及和谐文明社会缔造优良学风。

在教学过程，有序带领，除了启发同学的学习兴
趣，也重视其学习能力的建构及学习习惯的养成，
日积月累因此奠定了同学的扎实基础。此外，同侪
之间互相拉拔，共同组织备考小组，营造自动自发
的备考氛围，间接帮助彼此提升对统考应考的信
心，真可谓师与生共同创造大成。

第24届“陈嘉庚杯全国独中统考成绩优秀奖”
由《南洋商报》主催，台湾中兴大学暨台北大学马
来西亚校友会（兴北校友会）主办，马来西亚留台
校友会联合总会（留台联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
会联合会总会（董总）及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协
办，以及驻马来西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侨务委员
会赞助，除了为弘扬陈嘉庚倾家义学的义举，以常
年活动的形式提倡均才教育，鼓励各独中注重大群
体普通资质学生的教育，反对争相培训少数明星学
生的偏差制度，同时也对独中教育工作者的贡献给
予肯定。

这批优秀的考生毕业之后在等待到大学继续升
造期间，也乐意支援学校行政对学弟妹的学习辅导
尽一把力。辅导过程，并传授他们对各别学科的学
习方式。俨如大哥哥大姐姐，他们对学习、求知识
的积极与开放态度，感染了学弟妹，加强他们对学
习的信念。
考试，仅为学习过程的其中一个目标。唯有学
习者努力建构终身的学习能力与正向思维，才能真
正尝到学习最香甜的果实。我校教师团队展现的专
业态度及实力，结合学习型、协作型的校园文化陪
伴着莘莘学子继续向上、向善，循序种植最香甜果
实，期盼这养分能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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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首尔国际口琴节
口琴社夺 2 冠 2 亚
郑声蔚（高二理忠）报道
我校口琴社的五名学生于8月3日
至6日远赴韩国参加第五届首尔国际
口琴节（5th Seoul International
Harmonica Festival），获得了两项冠
军和两项亚军，载誉归来，为国争光。
此赛事由韩国口琴教育协会（Korea
Harmonica Education Association）举
办、首尔市政府赞助，为一年一度的国
际口琴盛事，活动为期四天，内容包
括讲座、表演及比赛。今年的参加人
数达1500余人，其中包括马来西亚、
韩国、台湾、香港、中国、日本等国
家的口琴爱好者。
我校郑声蔚、杨孙泓、陈卿昇以
<Balkan Medley> 获得了少年组三重
奏冠军；同时也与杜佐薇以同样的曲
子获得了小组合奏亚军。苏芷蔚、郑
声蔚、杨孙泓、陈卿昇也以 <Dance of
the Hours> 获得了小组合奏冠军；其
中苏芷蔚、杨孙泓、陈卿昇也以此曲
获得了少年组三重奏亚军。
此次赛事于2010年举行G20峰会的

■ 获奖后的开心剪影。左起：陈卿昇、杨孙泓、杜佐薇、郑声蔚、苏芷蔚。

韩国首尔国际会议暨展示中心举行，评审团来自台湾、香港、日
本、西班牙、荷兰、瑞士、美国等国家的世界级口琴大师。除担
任比赛评审，他们也在四天的活动期间进行讲座及表演。为了配
合及推广即将来临的2018平昌冬季奥运会，此次的大师演奏会还
加入了韩国传统文化元素。此外，会展中心也有各种著名口琴品
牌的口琴展览，如铃木（Suzuki）、Hohner、Tombo 等，让参与
者可以试吹各种不同型号、种类的口琴。另外，大会也提供了修
理口琴的服务，参赛者可以将他们的口琴送去维修。

■ 左起为杨孙泓、杜佐薇、郑声蔚、陈卿昇以 <Balkan
Medley> 获得小组合奏亚军。

■ 有幸获得天狼星口琴团团长陈彦铭老师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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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名单如下：

努力获得肯定
杨孙泓（初三忠）
感谢父母让我出国比赛，见识外面的世界；
感谢学会提供我参加国际赛事的机会。荣获佳
绩，我非常开心，我们的努力得到了肯定。赛
前，对自己没有什么信心，成绩公布时，心里非
常地开心、激动。观看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们
的演奏会，仅仅四、五人的口琴重奏，可以如此
气势宏伟，让人震撼。与世界著名的口琴演奏家
—— 台湾天狼星口琴团的陈彦铭老师、香港的世
界独奏冠军何卓彦老师交流，我觉得非常庆幸。
以前，都只能在Youtube的演出影片上看到他们，
现在亲眼目睹，感觉像一场梦。虽然得到了奖
项，但我知道这是远远不够的，我会继续努力把
和弦口琴吹得更好。

国外赛事打开眼界
郑声蔚（高二理忠）
自2014年第一年学口琴时误打误撞参加了第
十届杭州亚太口琴节之后，历年来一直努力组队
参加国际性的口琴赛事。当时的经验使我充分理
解，到国外交流一次，远比在国内参加无数次口
琴活动更有收获。2015年，林彦廷学长第一次成
功组队参加国际性比赛，为学会组队出国参赛开
了先例。今年非常幸运能够成功组队，毕竟明年
高三统考年，没有信心能够兼顾学业，所以对此
次的旅程格外珍惜。得奖固然开心，更开心的是
又开了一次眼界。
首尔国际口琴节的各项活动安排，如讲座、
口琴诊所、大师演奏会的灯光音响等都很用心。
其他国家的队伍在技术上绝对不差，只是重奏这
一类型在东亚并不盛行，在和弦和低音口琴的表
现上比较单一，相比起来，我们会显得较有默契。
另外，我们的孙教练功不可没，谢谢您，教练。

五位队员为了参赛，牺牲甚多，其中两位回国
后第二天就面对着一系列的统考预试及补考，另外
两位也在两天后面临SPM预试。而我，早上刚考完
钢琴考试，晚上就冲去机场搭机去参赛。口琴与钢
琴双管齐下，准备的过程真的很辛苦，大家压力大
得要崩溃，但如今回首，一切都值得。感恩蔡成老
师夫妇为了助我们圆梦自费带队；感恩父母给予支
持；感恩全体学会组员精心写卡片祝福与鼓励我们，感
谢一路上有你们。

从挫折中学习成长
苏芷蔚（高二理爱）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国际性的口琴比赛。一直以
来都认为恪守本分，安分地学好口琴就好。但学姐
邱仲微却一直勉励我多参与比赛，她曾代表参与口
琴音乐节。为了备赛，每天都要抽空练习，挑战前
所未有的高难度曲子。和队友们的练习有血有泪，
过程中虽然遭到许多挫折，教练字字铿锵的批评让
我饱受打击，无疑也转化成为极大的推动力。
比赛中看见了国际上口琴界鼎鼎有名的大师，
可谓开阔眼界，也真正明白到世界真的很大。比赛
单位安排的口琴表演与学习班，让我们获益良多。
一场比赛下来，虽辛苦，却也让我成长了许多。
荣获冠军，要特别感谢教练、老师以及会员们
的支持。感谢蔡成老师及其太太庄丽琴老师的陪
同。两位老师非常体贴，在这6天5夜的旅程中给予
了我们极大的鼓励与陪伴，心中感激不尽。感恩学
会会员的支持，他们甚至准备信件鼓励在韩国比赛
的我们，内心真的感动万分。
在此鼓励更多的同学勇于参赛，即使赛时会惧
怕紧张，甚至要牺牲大量时间去备赛，但惟有真正
用心付出，得到的回报才更具有价值。真正的成长
便是从挫折中学习，失败越多，养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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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
颜嘉丽（初一廉）、丘宇翔（初二孝）报道
我校26位学生在日前公布的海外华裔青少年
中华文化大赛成绩中获得及格奖，其中高二理义
的李伟俊和初三忠张岱安荣获优秀奖。这项赛事
于7月22日(星期六) 在全国各地赛场同步举行，
我校是其中一个赛场，参赛者可获得电子版参赛
证书，获得及格奖和优秀奖的学生则另有奖状。

当天下午，同学们陆续抵达考场，按照各自的考
试编号就座。有些同学显得信心满满；反之，一些同
学则十分紧张。初三勇夏柔恩表示，这是她每年必定
会参加的比赛之一，这是她第三次参赛。为了取得合
格，甚至优秀的成绩，她会在赛前几个星期就开始复习，

此大赛由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主办，目的是为
了让学生通过自学的方式了解中华文化、历史背
景和地理常识，除了增广学生的课外知识，还间
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交流，我校共有28名学生参赛。

高三文商礼黄诗恩表示，今年是她第三年参赛，
今年的题目相比往年要刁钻得多，需要更全面地准备
和更细心地答题，同时也不能忽略对时事的了解。参
赛三年来获益良多，希望有更多同学参赛，一同了解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坚持努力喜见开花结果

珍惜先贤智慧与文化瑰宝

李伟俊 (高二理义，优秀奖)

张岱安 (初三忠，优秀奖)

与其说这次的比赛是
个中华文化遨游学习之
旅，我更认为它是我坚持
追求理想的实践过程。实
话说，我本身对中华文化

当获知得到优秀奖，我真的
有些小小的激动和开心，我此
前已参赛三次，均为合格，今年
能更上一层楼，委实令人振奋。
身为华夏炎黄子孙，我们有责任

也无多少钻研，也不是
什么常识达人，只是单
纯的想为高中完成一件
Achievement Unlock。

去了解先贤流传下来的智慧结晶
与文化瑰宝。这些珍贵的文化精
髓，就藏在我们最亲切的名字
里，我们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传统文化习俗，让
全世界的华人心连心。在细读的过程中，以史为镜，
可以知兴替。当我们以探索、景仰的心去阅读、去思
考、去体会，会发现更多，也更容易留下深刻的印
象。愿大家喜爱并珍惜这博大精深的学问，在先贤的
足迹下走得更远。

备赛方面，要解决三本三常（中国地理、历
史与文化常识）的海量知识，至少必须从两个月
前开始准备，每次阅读时以荧光笔画重点，以一
支颜色钢笔（紫青粉）做重点标签或星号。多用
口诀记忆，如中国五岳之山有“东泰西华中嵩北
恒南衡”、中国七大方言有“北吴湘赣客粤闽”等。
此外，我想和大家分享：“当你放下手机的
那刻，才是梦想的真正开始。”往往手机多滑
几下，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再多滑几下，理想
溜了，中学生涯也溜了。其实接下来能否晋级中
国决赛已不是关键，过程我已经很满足了，中学
生活有多少机会可以在接到喜讯第一时刻致电好
友报喜？过程中体会深夜读书苦尽甘来的乐趣，
也学会坚持走完一条路必定开花结果。无论任何
事，一定要坚持到底，在中学还未告终前，赶快
完成让自己自豪的成就吧！

■ 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大赛，我校是其中一个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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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团体步操比赛

■ 童军团荣获第 23 届四大团体步操比赛冠军。

李铭欣（初二和）、丘宇翔（初二孝）报道
我校四大服务团体：童军团、学长团、少年服
务团及圣约翰救伤队于9月9日（星期六）下午1时
半，在朝阳堂举办第23届四大团体步操比赛。今
年主办单位为学长团，比赛宗旨为提升团体办事能
力、体现爱校服务精神、锻炼健全身心、培养互相
友爱，具有纪律感和责任感之学生。本届荣获冠军
队伍是童军团，圣约翰救伤队居亚，而最佳口令员
得主来自童军团的吕德勋。
比赛开始前，主办单位准备了破冰游戏让四团
学员缓解紧张气氛及互相认识。游戏结束后，随即

为开幕仪式。这次比赛形式与往年一样，是以“默
契操”的方式进行，先是基本操，后是花式操，时
间限制为10至11分钟，超时或未达时间标准将被
扣分。在五位评审检查参赛者的衣着整洁后，比赛
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童军团，第二是少年服务
团，仅接着是圣约翰救伤队，最后出场的是学长团。
在未公布成绩前，先由来自雪兰莪滨海区圣约
翰救伤队的评审郑鼎翰先生给予讲评。他表示，四
团表现都非常出色，但还是有一些小缺点：一、口
令员声音虽然够大，但是咬字不清，应多加强国文

■ 四大团体：（左起）学长团、圣约翰救伤队童军团、少年服务团及童军团进行检阅仪式。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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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团体步操比赛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互相切磋步操技术，并且培育团队之间的默契与服从精神。

音准；二、步操员在cepat jalan时应当
加快步伐，别把一步当半步走；三、
步操员在走或转时，不应拖着脚。郑
先生希望大家可以加强这几个部分，
那么步操起来会更加漂亮。步操赛当
天的裁判还有分别来自消防及警察部
队的Sarjan Saiful、Encik Amran和
Encik Zulkifli。
四大团体步操比赛于下午5时圆
满结束，下一届将由圣约翰救伤队举
办，希望来届各团体可以表现更加出色。
■ 圣约翰救伤队位居亚军。

希望保持记录

展现能力的机会

吕德勋（高一文商智、冠军/童军团、最佳口令员）

谢雨涵（高一文商礼、亚军/圣约翰救伤队）

我很荣幸能参与这次比赛，
获颁最佳口令员奖项也让我感到
万分高兴。赛前，我们团队每天
一休都会到科技广场练习操步。
我认为自己的国语口令稍嫌模
糊，有待改进。希望此记录可以
继续保持下去，下届比赛我们仍
然会全力以赴。

步操比赛是我们四大
团唯一可以展现能力的机
会，因此我们每次参赛都
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当然，我认为我团还有很
多不足的地方可以再改
进。希望明年能得到更好
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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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debate team (from left) Ng Bren Den, Lim Jia Yun, Ruth,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and Teh Kai Hung posing for the camera
with Mdm Boo and Ms Chua.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Reported by ELC

We would like to convey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ELC debate team on
winning the second runner-up in the HELP
University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CSS) 6th
International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2017,
which was held on 13 August 2017. Our debate
team members are Lim Jia Yun, Ruth, Ng Bren
Den, Teh Kai Hung (all from S2 Adelaide) and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3 Chicago).
This competition aims to provide CSS
students with the platform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to learn to use it competently.
The added benefits of this debate competition
include mastering the public speaking skills,
building confidenc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facts,
gaining experience and the abilit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opical issues and current affairs,
enhancing thinking skills as well as appreciating
the importance of time management.
Preliminaries for participants at Northern,
Perak, Central and Southern Zon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a mixed zone for all participating
teams from East Malaysia and Overseas were
conducted in April, May and June separately.
From all the Preliminary rounds, the best 16
teams were selected for the Final Competition,
which included Octo Final, Quarter Final, Semi
Final and Grand Final conducted on 12 August
and 13 August 2017.

To prepare for this debate competition, our
English debate team really poured their hearts out
as it was an arduous journey. With the professional
guidance of the trainers, Mr Muqriz Mustaffa Kamal,
Ms Jainah Jay, Ms Jasmine Ho and Mr Daniel Muk,
from Malaysian Institut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and a concerted effort the team had made by going
through numerous intensive training sessions in the
past few months, they managed to bulldoze their
way through to reach the semifinals, where they
opposed the motion “The house would abolish elite
schools”. Even though they were only one inch away
from the Grand Final with 5 adjudicators voting 3-2,
their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amazed the panel
of adjudicators as well as the audience. The chief
adjudicator commented that our team were welltrained and were able to demonstrate good manners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He added that they could
have argued with stronger evidence to outsmart
the proposition team. Nevertheless, their great
performance has successful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of the other debate trainees from the debate club.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Puan
Sri Kai Yong Yeoh, the ELC patron, who has been
continuously giving support to our debate club. We
also hope that more trainees will bring out their full
potential through debate training in the near future.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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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iow Terng Fong (J3 Chicago)
Saying that we're surprised with our results
would be an understatement. Going into this with
little prior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we held our
breath and went in with high hopes. Somehow, for
some reason, we managed to get third place and beat
opponents as worthy as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I still can't believe that we've achieved
what we have, to be honest. It'll be hard to beat this
year's record, but I believe that next year we'll be
able to field a strong, revitalized squad and aim
for the stars! Before I end, massive thanks are in
order to our trainers, Ms. Jainah Jay and Mr. Muqriz
Mustaffa from UT MARA, as well as Daniel Muk
from Taylor's University! And of course, Ms. Chua,
for helping to support us and get us trainers for our
preparation efforts. Hopefully we'll be back next
year with a vengeance! Oh, and by the way,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joining our debate squad, just ask!
You can inquire of Ms. Chua at  ELC.
Lim Jia Yun, Ruth (S2 Adelaide)
This is my second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e
Debate competition for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organised by HELP University. The
journey to prepare for this competition was
surprisingly enjoyable, despite the hard work we
had to put in also. Our motivation and excitement
for this competition built up as the date drew closer,
especially after entering the final rounds. As a
team, we regularly came together for preparation
hence cultivating a strong bond.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I not only savoured the experience of
debating, but most of all enjoyed seeing ourselves
thrive under pressure. I would like to give the credit
of our success to our beloved trainers, Mr Muqriz,
Ms Jainah, Ms Jasmine Ho and Mr Daniel Muk,
in particular, who not only inspired us, but gave
us what I would deem as high quality training in
debating skills.

Ng Bren Den ( S2 Adelaide)
I think that it is an honour for me to represent
my school in this tournament. I think that this
tournament has been very eventful. I am gutted not
to reach the final but I have no qualms about the
result. This tournament has been a real eye-opener
for me as it exposed me to the competitiveness and
the overall strength and command of English of
the participants. I also want to thank our trainers
for preparing us and teaching us the techniques
and the tips and tricks of debating. For me, third
time’s the charm as it is my third time participating
in this competition. Lastly, I would like to say
congratulations to my winning team and I hope that
my juniors will be able to carry the baton in the
coming years.
Teh Kai Hung ( S2 Adelaide)
Ever since I took part in debate training, I’ve
always wanted to join a competition.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of preparation and competition, I can
say my teammates, Ruth and Bren Den, had played
a big role in it. They had been through with me one
of the most grueling debate trainings one could
receive, and by the end of 2 months, we thought we
were ready. I could say the triumph over KL Chong
Hwa Independent High School gave us a boost in
confidence to face what I considered a formidable
foe, Penang Han Chiang. Although we lost the
round with the score of 2:3, we managed to gain the
title Second Runner-up. I can’t say I feel satisfied
with the outcome, but I can guarantee it was one of
the most heated debates I had ever taken part in. A
million thanks to my debate trainers, Miss Jainah
Jay, who taught me that a good structure is the basis
of a debate, Miss Jasmine Ho, without her, half our
preparation would’ve been useless, and finally to
Mr. Daniel Muk, who taught us a lot of effective
strategies. I quote: “When you’re in a competition,
tell yourself, I love the motion, I love the motion,
I love the bloody motion, even if you don’t. And
when you meet your opponent, look at them straight
in the eye and whisper to yourself, I’ll defeat you!
That’s how you win a competition, it’s all down to
your mind.” With that I hope more students will join
our English debate club, and participate in debating
forums or compet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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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rincipal, Mdm Ng, hold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together with Mdm Boo.

English Research Showcase
Reported by ELC

The English research showcase is back with
more interesting topics this year and the Junior class
students also got to present their mini research at
the Presentation Hall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er! The Senior Two and Senior Three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s (EAP) classes successfully
showcased their research on two consequent days
on 3rd and 4th July, followed by Junior Two and
Three classes on the 5th and 6th July, 2017.
Mdm Ng Swee Geok, the principal and Mdm
Boo,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LC, launched
the EAP Showcase themed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 on the 3rd July at 9.05 am. This
event was witnessed by the EAP participants,
students and ELC teachers.
Soon after the launch, teachers and students
visited the booths which had interesting topics
ranging from school matters and right up to
students’ personalities. All participants not only
presented with confidence, but they also displayed
very informative information in their posters. Some
had even come up with photo booth ideas related to
their topic of presentation. At the Presentation Hall,
creative posters with various designs, colours and
sizes were put up to display their content.
Meanwhile, it was the first time for ELC to
organise Junior Research Showcase. The research
project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unior One students
in 2015. Junior One students were exposed to some
basic research skills, academic writing and setting
of questionnaires . In 2016, both Junior One and

Two students had an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with
their research assignments with more structured
guidelines. This year all students of Junior level
have involved themselves in research writing and
conducting surveys under the guidance of ELC
teachers. Different requirements are set for different
levels so as to raise standards in all students. It is
commendable that all research papers are done in
Google Drive using Google apps like Docs, Sheet,
Slide and Form where collaboration is enhanced.
This helps to promote ICT literacy among all
students of Hin Hua High School.
Many teachers and students turned up to support
the presenters during these four days. The Research
Showcase for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has
given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nts to develop their
fluency and confidence further in speaking English

■ A group of Junior students presenting their findings to the
principal, Mdm Ng.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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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P students presenting their research paper at respective booths.
outside the classroom.
The objectives of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 both
the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are to teach learners to
practise research skills in order to promote inquiry
based learning and to use academic language
and style appropriately. It also helps to promote
collaboration skills among our students. By the end
of the course, these students are able to produce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aper. Learning activities
mainly focus on writing, reading, grammar and
vocabulary development, oral presentation skills,
research skills and web literacy as well as ethical
considerations when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 EAP
research papers, students are also taught referencing
system and paraphrasing skills. This also gives
opportun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By engaging in such activities, students
will have gained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in using
English to communicate in academic contexts by
the time they step into the tertiary level.
This time, we also managed to collect feedback
from both the Senior and Junior presenters on the
overall showcase. From the feedback gathered,
presenter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response and
comments they received from bo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y also suggested promoting this event
through the social media and having it at the Ren
Ai Square to draw more crowds. According to one
of the presenters, the showcase is a good way to
communicate ideas among teachers, students and
visitors. This is also a good way to elevate selfconfidence among the students when presenting in
English.

Kimberly Yee Xin Wei (J2 Melbourne)
The showcase was a
new experience for me. We
did a research on students'
sleeping hours and how it
affects their subject grades
as well as concentration in
class.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little information from our
findings. From our findings,
students replied that they don't get enough sleep
because they are under stress.   This could be
because they don't manage their time well and too
much school work is given by teachers. This made
me realise that I as a student, need to have my own
schedule so that I can manage my time properly.
This research showcase is definitely an eye opener
for me as well as for the other participants.
Ng Yu Jing (J2 Melbourne)
Well, from the research
showcase, I have learned
many things and most
importantly I got a chance to
improve my communication
skills. I realised that we (my
group members & I) need to
improve a lot when it comes to
communicating with teachers
spontaneously. From the questions teachers posed
to us during the showcase, I understood that giving
answers spontaneously based on our understanding
is more effective than memorising something and
regurgitating it. I was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openly and without 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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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rictions as I knew what I was doing. Adding on
to that, the teachers gave u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we could improve our research. Hence, I would
like to thank everyone for giving us this opportunity.
Leng Yu Cheng (S2 Washington)
Along with my team
members, I express gratitude
towards the opportunity
given to present our research
in the EAP Showcase .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sharing
something we feel deep
about towards the crowd.
Throughout the showcase
our initial prospect was to spread social awareness
about the subject, “ostracism”, which means
students being socially rejected by their peers. This
showcase has broadened our exposure, from the
aspect of speaking to the crowd to reporting the
research confidently.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thank
my teammates for their cooperation to make this
research a huge success and our teacher, Ms Prem,
for her support along the way .

■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Mdm Boo, paying attention to a presentation.

■ The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Academic Affairs

Department, Mdm Koh, listening intently to the Junior
presen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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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k Keng Leong,
The director (S1 Washington)
I have gained a lot of
experience in filmmaking
after joining in this
competition. It was not
only fun to work with
my teammates, but I also
learnt t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and express
myself creatively during
the process. It has definitely been a worthwhile
mission for me and my teammates, and we are
glad that we have made the school proud!
■ Hin Hua High School won RM1,000 for the Best Script Writing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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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urhood Project Short
Film Competition

■ Neighbourhood Project 2017 Competition winners posing with Mdm Boo.
Reported by ELC
Passion for video making has encouraged a few
of our Senior and Junior students to team up and
produce a short video to capture the true “essence”
of what neighbourhood means to them. It was a
challenging task, especially to create a video to
show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each individual in
a modern and disconnected society. One of our
participating teams emerged as winners of the
Best Scriptwriting award in the Neighbourhood
Project 2017 competition, organized by Scholarlist.
This short film managed to catch a lot of emotion,
nostalgia, and neighbourly values, and was scripted
in a way that is relatable to neighbourhoods all over
Malaysia.
The team was led by Kok Keng Leong (S1
Washington), along with his crew and cast, Chang
Jun Xian (S3 Los Angeles), Guo Ruo Xuan (S3
Adelaide), Ng Xue Er (S3 Adelaide), Mah Yen Chil
(S3 Washington), Soh Xi Ken (S3 Washington),
Wong Jun Yee (J3 Paris), Yeow Yao Xue (J1
Toronto) and Ng Xiang Yee (J1 Manchester). They
bagged RM1,000 cash for their effort. Together with
this, the team was also presented with certificates
for reaching the Top 20 position in national level.

Meanwhile, together with this winning
team, another team from Hin Hua led by Thomas
Rustiawan (S2 Athens), along with his members,
Felicia Lai Yee Sin (S2 Athens), Sammie Ng (S2
Los Angeles), Bridgette Gan Bin Xin (S2 Toronto)
and Lee Wen Ying (S2 Adelaide), was also given
certificates for reaching the Top 20 position  in the
Neighbourhood Project Short Film Competition this
year.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and we
continuously encourage all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more external competitions not only to gain
substantial experience, but also to showcase skills
and uncover one’s personal aptitude. If you didn’t
get an opportunity to watch the video, you can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have access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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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行迹在兴华

■ 这是全马中学生首次以此种方式记录太阳轨迹的活动，在我国中学可谓代表性的突破。

文 / 刘凯铷（高二理忠）报道

摄影 / 蔡伟国（高二理仁）

4月28日下午1时03分，我校远距天文观测小组
正式完成了历时一年的日行迹（Analemma）记录，
兴华园迎来了美丽的“8”字形日行迹。较早前槟
城恒毅国民型中学虽已进行过类似的记录活动，但
该校所采用的记录方式，分别为使用加装太阳滤镜
的数码相机拍摄空中太阳位置及立竿见影。而我们
选择采用的方式则是在空中悬挂中央穿孔的布并记
录其在地面上的投影，如此所得的日行迹图形则相
对较大。这是全马中学生首次以此种方式记录太阳
轨迹的活动，在我国中学可谓代表性的突破。
参与活动的远距天文观测小组成员有郑育文（
高三理忠）、陈惠匀（高二文商礼）、陈俊威（
高二理孝）、叶国廷（高二理义）、刘凯铷（高二
理忠）、颜孟欣（高二理忠）、罗加竣（高二理
忠）、蔡伟国（高二理仁）及苏雪俪（高二理仁）
。2016年初，负责指导远距天文观测小组的陈伟伦
老师向小组成员提及日行迹的原理与现象，获得同
学们踊跃回响，因此决定展开此计划。活动完全由
学生自行筹划，并在陈伟伦老师及翁明娇老师协助
下完成。
日行迹是指太阳一年内在天球上所经过的一条
曲线，这意味观测者于地球上观测太阳在天球子
午线上平均位置和实际位置之间的角偏差。由于
地球的朔望日接近24小时，我们可以在一年中每

照片后制 / 陈俊威（高二理孝）

日相同的时间标定太阳在天球上的位置，这个图形
最终将呈“8”字形。此外，地球的自转轴倾斜角度
为23.439°，其公转轨道是椭圆形的，因此造成太
阳在地平线上每天同一时间观测的相对位置不同，
而且根据观测者所在的地球纬度，日行迹会以不同
角度倾斜。例如，在北半球，8字形的日行迹是上小
圈、下大圈的，而南半球则相反。在赤道区，8字是
平躺的，小圈向北，大圈向南，在北极只会看到上
小圈，在南极只会看到上大圈。根据记录，夏至这
天太阳将出现在日行迹的最北端，冬至时太阳将降
到日行迹的最南端。由于投影测量的关系，呈现在
兴华园的日行迹小圈是向南的，而大圈则向北。此
外，又因学校位于北纬3°左右，与赤道相距不大，
整个8字形可视为正南北方向。
日行迹南北向的部份是其赤纬，也就是太阳直
射的纬度。東西向的部份则是均时差（equation
of time），是太阳日（solar day）和地方平时
（local mean time）的差值。地球围绕太阳椭圆形
公转，每天移动速度并不均等，在近日点时移动较
快（约在每年1月3日），在远日点时移动得较慢(约
在每年7月4日)。均时差其实就是在一年之中，日晷
和钟表时间的差异。日晷可比钟表的时间超前16分
33秒（约在11月3日）落后14分6秒（约在2月12日）
。这是由于地球自转轴对公转轨道平面的傾斜，以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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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轨道离心率所造成太阳明显的不规
则运动而造成的。均时差的存在可以
说明视觉上太阳8字型的日行迹。
一年内有四个日晷和钟表没有差
值的日子（除去受闰年的影响），分
别约为A(4/16)、B(6/14)、C(9/2)
、D(12/25)。日晷超前钟表最多时
在E(2/12)，日晷落后钟表最多是在
F(11/3) 。
在做好所有知识点的理解与整
合、活动时间与地点的策划、道具的
准备以及知会老师后，日行迹的记录
于2016年3月23日（星期三）正式开
始。小组成员们议定每周进行至少三
次记录，时间为下午1时03分15秒，于
国字型大楼二楼及兴华园进行，为期
一年。每一次的观测记录会有至少五
人在场：两人负责拉绳、一人负责中
央对齐的指挥、一人负责在兴华园记
录、另一人则在二楼拍摄所得的影子
位置以进行保存及事后整理工作。所
有的道具，包括布条、绳子等皆由学
生自行制备，并且轮流管理。为了得
到准确的记录并确保记录不会丢失，
每一次记录，大家各司其职，确保这
项有意义的工作顺利进行。此外，值
得一提的是，所使用来进行观测的布
料上都附有兴华校徽，格外具有象征
意义。
为期一年的观测完毕后，学生们
立即展开后续工作。有者在陈伟伦老
师指导下进行观测资料及影像处理工
作，有者则将道具美化整理，有者将
整理好的背景知识制成海报以Power
Point展开讲解。同学们同心协力，
又再次高度发挥了团队合作无间的精
神。目前，组员们仍在往最后的目标
迈进 —— 将日行迹永久标记在兴华
园，把太阳的脚步正式镶入兴华。而
标记方式仍在进行讨论与研究中，希
望搜集多方意见，也希望月报读者能
予以建议，帮助参与同学完成历史性
的记录。

■ 日行迹（Analemma）记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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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以来，小组遇到了许多的
问题和阻碍，其中雨天、阴天等天气
因素而影响观测一直都是最大的困
扰，再加上校内各项活动使用兴华园
的次数繁多，因此场地方面也面临挑
战。此外，参与的学生也必须献出每
星期至少三次二休的时间进行观测，
面对挨饿、无暇处理其他事务，偶尔
也会发生组员临时无法到场支援等事
情，因此组员之间的沟通与谅解便
成了最重要的合作体现。所幸在种种
困难挑战下，参与计划的同学都能坚
持不懈，团结一致共同解决问题，
才能拥有如今丰硕的成果。从这项计
划中，大家学会了如何将计划从无到
有、自主筹划讨论细节，并且付诸行
动，更为重要的是，团队合作与默契
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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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为日行迹做好万全的事前准备。

太阳到兴华园一游，为我校天文
教育掀开崭新的一页！

团结、沟通、毅力与责任
陈俊威 (高二理孝)
经过此次观测活动，知识上不必多说，获益良
多，让我感受深刻的是理解到团队的重要性，在
队友们的极力配合及相互合作下，活动才能圆满成
功。我们团队中有九名成员，每次的观测至少需要
四名成员才能顺利进行。我们来自不同领域，需在
繁忙的课业外抽出时间进行观测。过程中，沟通及
交代非常重要的，无论是无法出席或是会迟到都要
提早交代，否则会导致队友们空守一场。

■ 参与日行迹记录的师生合影。

此外，一整年下来持续不停地观测是相当辛苦的，非常考验毅力。最重要是责任感，选择参加就要负上
百分百的责任。当你做到了这点后，相信种种困难都能克服。倘若迷失方向，试想想当初为什么要参加，从
中找回动力，付出多少，回报就有多少。最后，非常感谢指导老师 —— 陈伟伦老师及翁明娇老师全力给予我
们支持及协助。

精准观测太阳轨迹
颜孟欣 (高二理孝)
这项太阳轨迹观测耗时一年多，看似很漫长，但我们在团队互相扶持下完成了。这让我体会到坚持就是
胜利，尽管过程中遇到许多挫折，但我们不曾放弃。团队9位成员，组员之间意见难免分歧，但大家都会协
商解决。此外，精准必不可少，一点操作步骤的小误差，就会造成观测结果的大误差。我也学习了太阳的
运转，除了我们在课本上所理解的二维空间，还要考虑三维的世界。如果没有进行这项观测、记录结果和探
讨，很难想象太阳一年运转轨迹是8字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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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

姚紫莹、萧佩雯（初一爱）报道
阳光天使志工培训营于8月12日（星期六）上
午7时15分至晚间9时在我校进行，是项活动由巴生
美门残障关怀中心主办，我校辅导处联办。培训营
以“志得其乐”为主题，吸引了将近110余名学生
前来参与。
志工和老师们细心筹备各项活动，让学生了解
无障碍环境的重要性，消除他们对残障人士的陌生
感，并能够从互动中融入障友的生活。学生被分成
8组，每一组分别由1位障友及15至16位学生组成。
分组后，开始进行破冰及带动唱，让大家先互相认
识，熟悉各自的队员，之后才进入欢迎礼。

先生简单说明活动规则，以避免学生做出不符合规
则的行为，活动即宣告开始。
学生通过体验用脚折衣服和叠乐高、蒙眼吃午
餐、使用轮椅等活动来了解残障人士的生活点滴，
也尝试帮助使用轮椅的障友上楼梯，并学习手语进
行沟通。这让大家体会到，平时残障人士所遇到生
活上的种种不便和与人沟通时的困难。此外，志工
和障友们也亲身向学生示范如何正确地帮助障友，
确保他们的起居安全，如起床、坐轮椅、上下梯级
等，以免大家帮倒忙。

在欢迎礼上，由巴生美门残障关怀中心谢开健
主席及我校苏进存副校长致词，两个单位互赠纪念
品后，全体人员齐聚大合照。紧接着，司仪颜子扬

在讨论环节，志工跟学生们分享了自己亲身经
历的一些故事。他们表示，其实有很多好心人都想
要帮忙障友，但由于对残障人士辅助器材的操作不
熟悉，也不知道障友需不需要他们的帮助，往往很

■ 进行破冰及带动唱，让大家先互相认识彼此

■ 义工教导学生使用盲人拐杖的注意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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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生体验在轮椅上越过障碍物的技巧。

多时候都会弄巧反拙。障友希望获得的是我们的鼓
励和认可，而不是同情。相处之下，就会发现他们
在日常生活里需要比我们更有耐性地做好一件事，
比如换衣服等。
午餐后，开始第二项活动。由8组学生各别扮
演不同的角色，包括扮盲人、持拐杖走路、坐轮椅
等，并进入社区走动。这个活动让学生们发现，其
实社区的周围有许多地方并没有为残障人士提供应
有的设施，导致他们在户外使用轮椅时难以行动。
马路上的坑洞、阶梯太高或是斜坡太陡等，都造成
了障友们的困扰与不便。
这次的志工培训营，让学生们除了学习到如何
正确地使用残障辅助器材之外，也了解到残障人士
在生活中所面对的问题。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应该要
正视这些问题，为障友们出一份力，让障友感受到
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包容和关心。此外，学生们也感
悟到要用正面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要懂得珍
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而不是抱怨。相信此后，这
110多位的学生都会为障友们带来更多的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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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活动中，学生必须学习搬移瘫痪者上下床的技巧。

这世界人人平等
陈欣蜜（初一平）
这次培训营让我尝试了
很多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
中一项是把人从轮椅抱到床
上的体验，对我来说印象最
深刻，因为我是被抱的人，
被全部组员盯着看让我感觉
很尴尬。我认为我们要多多关心身边的障友，让他
们感受到爱，因为在这世界里人人平等。

体验障友的生活
张荐惟（初三廉）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体验
活动，因为可以了解残障人
士的生活，让我意识到要多
多关怀残障人士和好好照顾
自己。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
意义，所以明年我应该还会再参加。

■ 学习持拐杖走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 学生通过体验用脚叠乐高来了解残障人士的生活点
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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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行老街：史地学会巴生老街寻宝

■ 巴生古迹寻宝活动，学员们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一步一脚印探寻历史的足迹。左一为严伟扬老师，右一为马佩君老师。

陈栐洁（高一理义）、陈雨婕（高一理孝）报道
巴生开埠比吉隆坡早，被称为雪兰莪州的皇
城，19世纪末是雪兰莪州的行政中心，直到英国人
把行政中心迁移到吉隆坡为止。目前，雪州苏丹的
其中一座皇宫还座落於此，一些皇室的仪式也还在
巴生皇宫进行。我校位处于这座遍布文化古迹的城
市，佔有地缘之便，因此，史地学会于7月15日（星
期六）举办了一场精彩的巴生古迹寻宝活动，学员们
从地理的角度出发，一步一脚印探寻历史的足迹。
当天早上，本会学员在巴生火车站集合，展开
第一站。巴生火车站建于1890年，是当时巴生的主
要车站，带起了巴生最古老街道的兴旺。火车站附
近有一间名为“中国酒店”的咖啡店，传统的店内
格局充满了南洋风情。可见，大家从活动伊始就已
经踏入了历史的长河。

■ 拉惹阿都拉锡米仓（Gedung Raja Abdullah）前拍照留念。

这个活动是以闯关寻宝游戏的方式进行，学员
需要按照任务卡上的指示来完成任务，并且搜集闯
关信封，以完成拼图。这些任务都是为了让学员用
自己的方式，亲自去发掘古迹的历史，包括巴生消
防局、巴生白宫等等。巴生消防局建于1890年，是

■ 巴生火车站建于 1890 年，是当时巴生的主要车站，带起了巴生最古老街道的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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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丹阿都阿兹皇家展览馆，有“巴生白宫”之称。
■ 老街邮政局旁里程碑竟然就是从
巴生至沙白安南联邦道路的起点。

一栋美丽的维多利亚式建筑，局内设有展览馆。巴
生白宫也称苏丹阿都阿兹皇家展览馆，建于1909
年，曾是英国和日本殖民办事处，马来亚独立后成
为地方政府办公室，目前展示已故苏丹沙拉胡丁（第
十一任马来西亚最高元首）的收藏。
虽然只有一组完成所有任务，但是相信不论是
在历史文化或组员间的互动上，每一位参与寻宝活
动的学员都有所收获。通过游戏，大家第一次循着
时间的足迹踏上历史的地图，见证岁月流逝，世事
变迁。除此之外，与老一辈人的沟通和交流中，更
体会到民俗风情的可贵。在巴生老街的大街小巷里
穿梭，体验着传统风味，前人的艰辛故事还流淌在
这一条条的道路上。
这次活动不但撷下了一张张深刻动人、值得留
恋的照片，也让学员了解巴生每一寸土地都值得我
们去缅怀，例如：曾经作为重要政治建筑的白宫无
疑已是价值连城的博物馆，但是更让人珍视的是马
路边一个不明显的里程碑竟然就是从巴生至沙白安
南联邦道路的起点。历史的源远流长是我们美丽的
回忆，也是留在这世间的珍宝，更是人们心中的火
炬，在一代代子孙们的心里燃烧传承下去。

■ 巴生消防局建于 1890 年，是一栋美丽的维多利亚式
建筑，局内设有展览馆。

■ 学员需要按照任务卡上的指示来完成任务，并且搜集
闯关信封，以完成拼图。

走进老街区

历史的真貌

邱雅惠（高一文商廉）
这次的寻宝活动真的让
我收获良多。巴生的起点也
就在火车站一带，不少的游
客会到这里观光，而我却是
因为这一次的学会活动才有
机会走进老街区。居住在巴
生已有十多年的我，这才稍微了解到巴生的历史。
虽然过程很累，但所见所学，一切都值得了。

叶纾妤（高一文商平）
这一次的出外活动以类
似“寻宝”的方式来增广见
闻，积极闯关的我们去了消
防局、警察局、博物馆等。
虽然当天一共玩了4个小时，
但是在汗水和游戏之中，体
会到巴生老街真正的历史。只有留下足印，才会看
见历史的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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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丹老街和林明山城考察
雪隆森独中历史科户外教学活动

我校严伟扬与邱谊东老师于8月18日至20日赴彭亨州
参加由关丹中华中学举办的雪隆森独中历史科户外教学考
察。是项活动旨在让历史科老师体验户外考察，以便更具
体了解与交流推广户外教学状况。与会老师在三天两夜的
行程中考察林明老街、博物馆和隧道，了解林明今昔的发
展，认识关丹老街早期发展的历史概况。两位老师返校后
与大家分享此行收获，鼓励教育同道一起交流与推广户外
教学活动。
严伟扬老师报道
本次历史户外教学考察，让我们来自西海岸的
独中历史老师，终于有机会踏上东海岸一隅。
以前大学修中外关系史时，印象中在马来半岛
东海岸曾经存在过一个叫朋丰、蓬丰、彭杭的古
国，那些都是彭亨故称。而关丹的存在，则是早期
马来人以一种沼泽植物Teruntum名之。现在位于彭
亨河口的关丹，就由原是Kampung Teruntum的马来
村落发展起来。一直到英国殖民地时代，关丹在彭
亨的地位都不比更内陆的瓜拉立卑（Kuala Lipis）
重要，至1955年止，后者曾是彭亨的首府。现在的
关丹除了传统捕鱼、手工和林木等初级产业外，也
大力发展高级旅游、港口造船和石油工业。
第一天抵达下午，我们在关丹导游公会主席潘
于涣带领下，进行了一场内涵丰富的“关丹城市
文化遗迹大道”导览活动。导览起点从马哥达路
（Jalan Mahkota，俗称后街）的旅游局彭亨办事
处开始，环绕关丹大街（Jalan Besar），沿途欣赏
古建筑物、地标及文化遗产等，行程约两个小时。
我们先沿着马哥达街往关丹市的大草场方向前
去，这里有关丹保存得最好的战前建筑物群。抬望
眼，都是海峡殖民地风格的老店铺，各式样商店并
存。关中教务主任兼历史老师林坊伶回忆，在大型

购物商场兴建前，曾是关丹居民购置柴米油盐必去
之处，甚至她出国深造前，都要到这里的一间老医
务所进行体检。特别要介绍的是“陈钊影社”，二
战前陈钊在陆佑锡矿公司担任会计书记，后来因摄
影兴趣便在老街开了相馆。今天我们尚能见到许多
关丹老照片，就是他为当地留下的珍贵历史记录。
马哥达路末端是关丹大草场，毗邻是苏丹阿末
沙回教堂。这栋颇具特色的建筑物，蓝顶造型，配
上几根尖塔，当地人乍看后称之“迪士尼乐园”。
其实马哥达路在殖民地时代有另外一个英文名称，
叫“华尔街”(Wall Street)。这条华尔街的名称
由来出自殖民地时代的某英商名字，与美国纽约华
尔街毫无关联。但是无独有偶，这条路中段却也是
当地的金融中心，银行林立之处。
贴着关丹河平行的是关丹大街，这种街道格局
和我国一般老城镇一样。以前整个社区发展就是靠
河边而兴起，方便交通运输而聚集成人口稠密区。
曾经这条街都是满满的海产店，尤其是以梅香咸鱼
闻名。可惜一场大火吞噬，重建后的店铺也少了海
产店。现今走在大街上，只见几家老字号外，不再
有长辈们传说的咸鱼飘香场景。经过车水马龙大
街，导游带我们一转，竟然来到藏着一栋建筑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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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明小山城，有闻名遐迩的林明山日出，如仙境般的云海。

的后巷。那是陆佑的宝号，是他在当地的锡矿仓库。陆佑对现代
人而言或感陌生，不过在上个世纪初的马来亚乃至东南亚一带，
最贴切的字眼只能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了。除了陆佑外，与
关丹开发有关的华裔先贤，还有林亚三、黄亚痒等。至今市内尚
有以他们命名的道路，可见他们居功不小。
文化遗迹步道景点包括前后街、关丹东姑安潘雅富珊医院、
银行街、丹绒隆坡桥(Tanjung Lumpur)、马哥达街及苏丹阿末沙
回教堂(Masjid Sultan Ahmad Shah)等。在潘先生细心解说下，
让我们了解从Kampung Teruntum小村落如何发展成关丹小镇，成
为林明锡矿转运中心，一幕幕关丹开埠史的画面，如同黑白色调
至彩色荧幕般重现眼前，可谓历史遗迹故事之旅。
■ 邱谊东老师（左）与严伟扬老师（右）。

林明矿史应列入申遗
邱谊东老师（历史老师）

■ 苏丹阿末沙回教堂。

后记
这趟考察深化了我们对东海岸城市的发展脉
络，尤其对关丹发展史的认识。另外，曾经作
为世界最大地下锡矿场的林明，虽然失去了昔
日矿业光辉，但是作为本地旅游新兵，得以吸
引大量游客到访，赋予老镇新生契机。最后衷
心感谢关丹中华中学为这趟考察尽心筹备。尤
其林坊伶老师和其团队，虽然年轻却是热情和
干劲十足，从行程设计到导览活动和食宿等，
皆让参与的各校老师们都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历史长河带给我们无尽的沧桑，而林明矿场的
倒闭，留给林明儿女的却是永恒的心痛，它该何去
何从？位于彭亨州东北部的林明，大约19世纪开
始，英国锡矿公司便至此开采锡矿，但随着时间流
逝，曾经的世界最大地下锡矿场，也面临没落的危
机，至今已无人开采。有幸到此进行历史考察，真
是长知识了。
当时有两个退休的老矿工跟我们讲解他们过去
采矿的经历。在高温的地下进行锡矿开采，他们如
此特殊地形容：“走在里面的是鬼，出来的才是
人。”在地下矿场的开采，还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
承受的体力活。现今的人们，应当感谢过去先辈为
我们在这片土地打下了经济基础。创造林明历史的
华人矿工，与华社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应列入申
遗，林明历史才不会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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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小学校友会基金
访叶进来董事
8月26日（星期六）晚间8时，兴华中小
学校友会在70周年校庆联欢晚宴举行校友会
基金推介礼。兴华中小学校友会主席兼工委
会主席余安董事在晚宴上宣布成立兴华校友
会基金，将来以系统化的筹款方式凝聚各方
校友的力量，共同发展兴华中小学。
鉴于这是校友会自1947年成立以来首度
推行校友会基金，月报邀请负责策划是项活
动的校友会副主席叶进来董事，与大家分享
基金会成立的宗旨、流程与用途等，欢迎各
位校友更进一步理解，参与其盛。

黄乐仪老师采访
1．您好，请问兴华校友会基金在晚宴当天公布，
是以此做为基金会的成立日期吗？之前是否已
经发布？请谈谈兴华校友会基金成立的宗旨。
之前不曾对外发布，是以晚宴当天的宣布为成
立日期。基金会的成立旨在凝聚兴华校友力量，有
系统分配所获资源，以协助母校及本会永续发展。
目前，我们预计基金来源自校友及热心人士按月或
年定额捐款，或者校友及热心人士一次性捐款。兴
华创校70周年，目前已有约三万名校友，我们希
望号召校友们一人出一点力，比如说只要其中一万
人，即约三分之一的校友，每人每月捐助10令吉，
那么我们每月即可筹募10万令吉，校友会再将所筹
募款额适度分配、透明运用来协助兴华中小学的发
展，包括捐助兴华中小学各基金会，软硬体设备维
修或提升，及促进本会会员福利等。

2．请谈谈基金会的运作方式？
基金会由理事会成立七人小组管理，主席、财
政及总务为当然成员，其余成员由理事会议中选
出（后称“基金管理小组”）。基金管理小组成员
必须是本会会员，任期与理事会同。理事会有权委
任，改选本基金管理小组成员。所有基金会运作开
销必须经理事会通过、认可，开设银行户口，以

管理所筹获款项。基金管理小组将发出收据予捐献
者，以年为单位整理捐献者名单并发布征信录，并
且定期（最少每三个月一次）向理事会报告基金运
作情况。

3．在此自发性、拓展至全员募捐的运作模式下，
会不会有校友询问“我们长期捐助，那校友本
身能够从中获取什么福利？”
应该不会有校友去考量本身的利益，因为我们
的宗旨很明确地指出，基金会的成立最主要是扶持
教育、协助母校的发展。它完全是公益奉献式的，
不同于投资性质，归属于募款基金，仰赖每一个校
友对母校的热心支持。我们认为团结就是力量，一
人一点小额捐献，汇聚起来便涓滴成河。
小数额的款项对大家都没有压力。一直以来，
我们的捐款来源经常来自同一批热爱兴华的人，长
久以往也许会对他们形成负担。如今我们改变形
式，聚少成多，聚沙成塔，团结就是力量，只要大
家一人贡献一份力量，众志成城，就能形成坚强的
后盾。假设我们每个月有一万个校友每人每月捐助
10令吉，那么我们每月可筹获10万令吉，一年就有
120万令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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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第 37 届理事会（2015 年 ~2017 年）。

4．这是一个很好的构思，当初由谁提出？倘若一
些校友持续捐献几个月后，不欲再捐献了，是
否可行？
此构思由校友会提出来，然后我们会议通过并
草拟章程，具体提出可行方案。这个基金是可以永
续经营的，随着校友人数增长，兴华未来的教育经
费获得保障。当然，我们并非强制性缴费，主要是
以呼吁、鼓励来推动，一切出于自愿性，若一个校
友捐献几个月或者一、两年后，不再捐款也没有关
系，大家量力而为，不要有任何压力。每月10令吉
是最低门槛，若欲增加捐献款额也欢迎之至。事实
上我们也鼓励非校友，甚至家长、热爱华教的公众
人士都可为教育献份力量。

5．你们是否会利用基金策划一些联谊活动，来促
进校友们的参与感？投入越多，大家对母校越
有感情，也会更愿意支持这些教育活动。
是的，近年来校友会也举办了许多活动来鼓励
校友关注与回到母校，好像去年的“中秋佳节人月
两圆”中秋晚会、今年的70周年校庆联欢晚宴等，
成功吸引许多校友回校。我们应鼓励更多年轻的校
友出来，为母校、为华教做出贡献，并培养华教接
班人。

此外，兴华校友会基金会的成立具有更深一层
的意涵：
第一、稀释压力，大家不会感到巨大压力。我
们发现很多校友回避返校，当我们深究时，他们其
实感到愧疚“学校的东西，我又帮不上忙”，他们
觉得有压力，参与华教办学，需要提供很多金钱上
的资助，一些校友并非富裕，他因此不好意思参与
校友会的活动。这个基金会的成立，可以打破此窠
臼，无论你的收入如何，我们不分彼此，一个月10
令吉的捐献对任何人都不会造成负担，人人都可以
为教育献份力量，每一个人的付出都值得尊重。
第二、除了很好地解决独中的经费问题，还有
凝聚人心的作用。一些平时较少关注学校的校友，
会因此更为关注。人们都有这样的心态，只要你有
出一份力，这棵树苗是你种的，你就不会让它枯
死。兴华未来的发展，需要校友们的关注与支持，
透过参与基金会活动，校友与母校保持联系，将
来在软硬体设备或学术发展上，都能够在各自领域
为学弟妹献份力量。这一代人继承上一代的文化精
神，再培养新生代，延续上代的辉煌，这是人类文
明生生不息的源头。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层，分别是：
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的最高需求即自我实现，人人都希
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追求与渴望实现人生的真善美。
一个缺乏自我实现的人，无论其成就如何，始终会觉得自己的人生被空虚感所驱使，营营役役
不知为何；他们渴望去做一些身为“人”真正应该为这世界做的事，深刻体验自己并没有白活在世
上。而随着更多的参与及奉献，个人的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自觉性提高，懂得设身处地为别人着
想，能够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过程中提升人格与思想，才会使我们感受人生最大的
快乐。兴华中小学校友会，欢迎您的参与，为民族教育共襄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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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颜君恬（高二文商平）

文
创
旅

风
筝

年幼时，我总有渴望，渴望着拥有全世界最美丽的风筝。又是春天，花儿将翠绿的草
坪点缀成彩色的星空。我看着操场上一颗颗天真无邪的脸蛋，兴奋地将一只只的风筝送到
天上去。风筝，承载着童年的欢笑，还有儿时的梦想。
曾几何时，我是那么的痴爱风筝，痴爱那片苍穹。风筝的梦，在天上，朵朵白云是它
的翅膀，活在自己的梦里，便是翱翔。我渴望风筝与风追逐、与风纠缠、与风作伴的自
由，却忽视了那根细腻却坚韧的线。
不知自何时起，我也一直渴望，有朝一日能够像断了线的风筝那样拥有自己的自由，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每一次都特别羡慕，风筝没有束缚、没有牵绊、没有阻碍，只是随心
所欲地奔向那处向往的天堂。
我受够了父亲的呵斥、母亲的管教。我受够了这个家的冷漠。那年冬天，我离开了
家，匆匆走去。然而，寒风彻骨的冬天在飘雪，我想起妈妈为我准备的毛毯子。天很快又
换上了一条黑幕布，我走上了一条小径。不料一条小河阻碍了我的前路，河道两旁尽是一
座座不明的坟墓。我吓得心惊肉跳，撤退就跑，心中就想踹了一只兔子又蹦又跳，身后有
仿佛有一群饿狼紧追不舍，直到在一个不知名的角落停下脚步。一片死气沉沉的角落里，
伴着我的是自己的喘气声、肚子的打鼓声，还有寂寞与寒冷......
远方传来哭沧般的呼唤，即便在黑暗中我也看得清那头银白的长发，是妈妈！我只扑
向她，猛说对不起。与妈妈相拥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的傻，像是孤帆靠到了码
头，像是小鸡找到了母鸡。回到家，又不自觉感动的哭湿了衣襟，泪湿了枕头。
那天起，我不再抱怨，也不再渴望拥有那所谓的自由，我也不再羡慕那断了线的风
筝。因为我明白，那线不是束缚，而是强心剂，一拉一放，才能飞得更高。我猛醒了，决
定用一份成熟，重新为自己生活。
虚幻的梦想随着风筝的远视也
飘走了，可我把握的还有理想，更
实际的未来。我坚信，未来我的天
空，将会更开阔，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

厚心得：

■ 颜君恬 ( 右 ) 与黄凤仪老师。              

文 / 黄凤仪老师
文章的语言优美，文句流畅，风筝承载着笔者童年的欢笑与儿时的梦想。在一开始时，他痴爱风筝，痴
爱苍穹，渴望与风追逐、与风纠缠、与风作伴的自由。从叙述中可以了解到笔者对自由的渴望，在十几岁的
年龄，总是厌倦于父母的苛责与管教，心中便会渴望脱离父母的束缚，殊不知其实爱之深，责之切。
文中情感颇为自然，在文章后半部分，在情感上有了变化，在毅然离开了以后才恍然察觉自己的无知，
才发现得到了自由，失去了爱。风筝即使飞得更远，都会有一丝的牵引，最后回到属于自己的归属；倘若断
了线便只能直线降落，不知所归，更甭言高飞翱翔。因为爱，牵引的丝线不再是束缚，是强心剂；因为爱，
追求的理想不再是遥不可及，是可实现的。

2017年 9月号

HIN HUA MONTHLY

图书馆主题书展
9 月份新書推介

1. 课本上不说的历史【看历史杂志/中信/C610】
2.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吴涵碧/新世界/C1610】
3. 历史上的大移民【杨丽丽/中国时代经济/C617】
4. 秦始皇：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吕世浩/平安文化/C621.91】
5. 写给年轻人的简明世界史【宫布利希/商周/C710】
6. 我的应许之地：以色列的荣耀与悲情【阿里.沙维特/中信/C735.3】
7. 以色列史【张倩红/人民/C735.3】
8. 耶路撒冷三千年【西蒙.蒙蒂菲奥里/民主与建设/C735.371】
9. 窥视印度【妹尾河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C737】
10. 印度文化简史【王树英/人民/C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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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份主题书展：阅读与生活

游思
用戏 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维
BOARD GAME

文 / 林卿卿老师

4月1日和2日，华文科翁柳洁老师、许微微老师和林卿卿老师远赴新加坡上了一堂“桌游课 —— 多
元性教学工作坊”。此工作坊的主讲人许荣哲老师是小说家、编剧、导演，曾任《联合文学》杂志主
编，现任“走电人电影公司”负责人。他近年来深耕桌游，带领超过两百场桌游活动，是华人世界结合
桌游和文学的第一人，曾出版《小说课：折磨读者的秘密》、《小说课II：偷故事的人》、《桌游课：原
来我玩的不只是桌游，是人生》等等著作。

桌游课——多元性教学工作坊：
以游戏性教学：桌游，拓展学习情境
什么是桌游？桌上游戏简称桌游，英文称为“tabletop game”，因为游戏里常有图板，也称
为“board game”。桌游通常在桌面上进行，不需要依赖电子设备，又称为不插电游戏。大约从一九七
八年开始，欧洲地区兴起桌游风潮，以德国最为盛行。越来越多桌游设计师投入桌游开发，结合不同主
题、游戏机制、精美配件 ......打造出成千上万种桌游。在欧美的教育文化中，孩子从小跟着父母玩桌
游，透过游戏体验式学习，在最自然快乐的状态下，把观念和能力不着痕迹的内化。久而久之，孩子们
长大后，懂得运用游戏思维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并发展出各式各样的创意点子，成就了欧美国家源源不
绝的创意灵感。例如：一九八七年，麦当劳推出“麦当劳地产大亨”活动，顾客购买指定餐点便可拿到
游戏贴纸，达成特定的搜集条件就可兑换奖品，这就是成功的游戏化营销。
桌游蕴含着丰富的创意与文化内涵，当这些游戏灵感运用到生活与工作上，便能激发充沛的创新精
神。若要以一句话来概括桌游，最精准的说法就是：运用规则，让配件成为有趣的游戏。
這句話有三個關鍵詞，分別是規則、配件、樂趣，也就是桌遊的核心。
·規則：指遊戲的進行方式。
·配件：是桌遊進行時會用到的所有物品。
·樂趣：人們玩桌游時的反應。
（詳見《桌遊課：原來我玩的不只是桌遊，是人生》
许老师强调：“生活中的创意点子，可以从阅读而来、从观察而来。另一种有趣而有效的方式是：
从玩桌游而来。”在两天一夜的工作坊里，许老师让学员们见识了桌游的魅力与它在教育现场所发生带
来的效用 —— 桌游本身丰富多元的题材能够为孩子增进许多与课业有关的知识，同时用一种比较“快
乐”的方式进行“学习”。在游戏中，也不该将“唯一”的胜利规则设定为唯一的胜
利目标，让孩子能够自主性且自由地在游戏中探索与实践，才是让孩子在桌游和学习
中得到快乐与成长的泉源。通过这场工作坊，颠覆了我们对于桌游的认识；而在游戏
的互动中，载满一波又一波的趣事与新视野。
正如李崇建老师所说：“透过游戏将知识的学习、思辨、人际与情绪观察，带至
更宽阔的学习情境。我推荐学生玩桌游，体验游戏拓展知识的乐趣；推荐父母与孩子
一起参与，透过桌游展开多层次对话；我鼓励教师了解桌游的妙用，带入课堂活化教
学内容。”

■ 主讲人李荣哲著作《桌游课：原来我玩的不只是桌游，是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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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中学习，何乐而不为
翁柳洁老师（华文老师）
两天的桌游学习，除了认识了更多的桌游，我也复习了一些好久没玩的桌游。
只是，在这之上，加了一些教学设计的元素。经过改造的扑克牌，能够变成学生
在语文科的学习，也可以是学生在数理科上的脑力激荡。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桌游，
一个是《实话实说》，另一个是对《动物重量》的排行。前者，是适合于辅导课上
的活动。大家除了可以知道自己在他人眼中的性格外，也可以仔细去思考他人的
性格。这一种沉淀，有利于个人的反思，也能促进同学间的感情。后者，在生活当
中，我们都忽略了身边的人、事、物。尤其我们常见的动物，比如狗、猫，我们是否知道他们的重量？
他们又是不是属于濒临绝种的动物？这种种，看似平凡无奇，但游戏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我们对周遭的
动物，实际上一点都不了解。透过游戏来学习，确实可以让人有振奋的感觉！

寓学习于玩乐
许微微老师（华文老师）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桌游，才惊觉原来桌游已风靡全球多时，其益处涵盖幼儿认
知逻辑启蒙、学习教育、人际娱乐等，适合亲子家庭、同侪朋友间的健康互动。讲
师说：“我们可以用游戏温柔地绑架学生，让学生热衷学习。”因为大家都爱玩游
戏，如果我们利用桌上游戏的方式来进行学习教育目的，学生不仅会积极投入，达
到我们的教学效果，甚至可以让学生动手制作桌游，启发学生的创意思维。由于市
面上的桌游售价偏高，种类也五花八门，因此讲师希望我们能运用桌游的原则，加
上自己的创意，结合学科教学目的来自制桌游。此行启发了我一些教学上的想法，想要实际动手制作华
文课桌游，期望能以学习寓于玩乐的方式让学生热衷学习。

■ 参与课程的老师们与讲师合照。

■ 参与者一起研究桌游。

■ 以上四款桌游，左起为化学事、期货时代、走过台湾及实话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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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阅”
诚邀老师推荐好书

₃

您是否有曾经感动、记忆深刻的书想与人分享，却苦无管道？欢迎您参与“兴 · 阅-布可共读计
划，诚邀老师推荐好书”活动，希望透过您的分享，让全校师生有幸阅读更多的好书，增加生命的深
度与广度。图书馆诚邀全校老师热情参与推荐，让书本活起来，好书再流传......

《缤纷文化之旅之印度文化之旅》CHITRA SOUDNDAR | 推荐者：符彩英老师
1.本书列出印度文化的各个层面 ,包括印度文化历史的源起、宗教信仰、印度语言、节
日习俗及许多印度文化的特征。最大的特点是此书描写新加坡的印度人，与马来
西亚的印度人的文化雷同,分析在马新两国的本土化文化交融下,育出本土化的印度
文化。
2.除了印度文化外,此书也介绍印度穆斯林及锡克人的习俗,让我们对陌生的锡克族有所
了解。
3.本书除了以文字叙述外,也附一些图片,并加一些有趣的漫画来呈现，让读者易明白,
图文并茂,吸引读书者深入探研,你会充满惊奇及喜悦,在这个旅程中,你会受益良多。

《缤纷文化之旅之中华文华之旅》亚太图书编辑部 | 推荐者：符彩英老师
1.中华文明历史悠久，育出灿烂绚丽、浩瀚博大的文化，本书的特色是以精简的内容、
活泼的插图，带大家一起踏上多姿多彩的中华文化之旅。
2.本书涵盖了完整丰富的中华文化的介绍,虽然内容精简,阅读后,你对自身的中华文化有
会足够的理解。
3.马新两地华人的传统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本书除了依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介绍外,其
内容也综合了马新两地的华人文化,如现代华人婚礼及丧礼等等。

《缤纷文化之旅之欧亚裔文化之旅》亚太图书编辑部 | 推荐者：符彩英老师
1.欧亚裔,主要是来亚洲工作或定居的欧洲人，在马新两地主要的是葡裔欧亚人、荷兰裔
欧亚人及英裔欧亚人，他们持著自身的传统文化，再融合当地的文化，形成一种新风
貌的欧亚文化。
2.欧亚裔民族的服装会随著父母的国籍及居住地的气候而改变，从服饰简介中，也可以
学习到如何系葡式的头巾及领巾，你不妨试一试啊！
3.欧亚裔饮食文化也融合本地饮食文化，如咖哩酥及咖哩鸡。你知道吗?我们爱吃的咖椰
酱（kaya）是谁创制的？休闲的下午茶来源何处？阅读此书，你就知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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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缤纷文化之旅之马来文化之旅》ZAKA RAGMAN | 推荐者：符彩英老师
1.我们的老师、邻居、同事、同学、朋友......及每天生活中接触许多马来人,你对他
们认识多少? 你对马来人的一些风俗习惯,了解多少?
2.你知道马来人如何取名吗?取名的形式为何?从中都有介绍。你若探索马来人的风
俗习惯,如婚礼及丧礼,此书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此书会吸引读者深入探研,你会充
满惊奇及喜悦。
3.阅读本书,你和友族的距离越来越近, 能达到互相尊重、和睦相处的目的,了解
彼此的文化是很重要的。

《缤纷文化之旅之峇峇文化之旅》林玉钻 | 推荐者：符彩英老师
何谓“峇峇家庭”,在明末清初,中
国政府实行“海禁”政策,特别是禁止妇
女出国,因此不少到海外谋生的华族移民
便和当地女子结婚,渐渐形成了一种融合
中国文化与当地民族文化特点的峇峇家
庭,当英国占领槟榔屿和新加坡后,有些
原居马六甲的峇峇移居槟榔屿或新加坡,
生息繁衍,形成海峡殖民地的“海峡华人”
社会。
在我国一提到“峇峇”或“娘惹”

，一般人首先想到令人垂涎三尺的娘惹
粽、娘惹糕，这些你都有吃过吗？最令
人好奇的是土生华人，它们的习俗与华
人有何不同，如婚礼及日常生活等等，
从书中皆一一揭晓。
本书除了文字叙述,也附一些图片,
并及有趣的漫画来呈现，让读者易明白,
图文并茂,吸引读书者深入探研,你会充
满惊奇及喜悦,在这个旅程中,深深了解
什么是 “峇峇文化”。

《温柔的心，强大的力量》郑华娟 | 推荐者：蔡佩真老师
透过对德国人的生活态度，探讨其思考的深度。用生活的真实故事，发现德国许
多看似过于严苛、复杂的规定，其实代表了德国人对人的尊重。

《中小企业》 | 推荐者：刘兼阀老师
1. 不管文理科生,对于马来西亚的企业发展趋势走向,身为马来西亚子民都必须有所了
解。对于马来西亚经济认识不深的学生,通过此月刊可初步接触与了解。
2. 月刊文字简易,内容丰富,整体排版吸引,不会难懂。
3. 也推荐给其他老师阅读,尤其是教商业学的老师,可考虑课纲跟《中小企业》月刊相
结合，融入教学与日常生活。
《把爱带回家》冯以量 | 推荐者：李尉帷老师
不讲大道理，不用一堆的激励语言要你正面，更不会要你“不要想太多”，“不
要难过”。当你生命陷落时，在家庭觉得受伤，找不到出路时，邀请你阅读这本书，
让你学习“允许自己的情绪流动”，学习重新看待家庭关系。这一本书，让我发现生
命其实有很多选择。

台湾李崇健老师亲临兴华开讲

兴华中学家教协会主办

捐血一袋，
爱心无限。

捐血活动

日期：17.11.2017 时间：9.00am~3.30pm
地点：休 闲 区（小餐厅）
询问处：李荣兴老师 017-946-1961

2017 年

读写作营

活动内容：作家方路先生主讲阅读与写作、进行现场创作比赛
日期：2017 年 11 月 4 日（星期六）
时间：8:30am~12:30pm
活动地点：科技楼 5 楼 Chrome Lab
费用：每人 RM10.00
（含茶点、证书、笔记本等）
报名截止日期：2017 年 10 月 30 日
报名处：图书馆
（呈交填妥的表格连同报名费）
奖项办法：
▲甲乙丙三组，各组选出特优、优秀、佳作奖各一位；
▲得奖者将获得奖金（特优者 RM100.00、优秀者 RM50.00、佳作者
RM30.00）、奖杯、奖状。

联办单位
教务处
图书馆
资讯出版组
协办团体
图书馆服务团
大众传播出版组
华文学会
赞助人：杨福金校友

年
2017

读写作营

写作是一种自由，而阅读是写作的基础
写好文章需要做哪些准备？该怎样组织安排文章的结构？
起承转合？情景交融？悬念？联想？想象 ？
看书，可以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之余，
还可以提高文学修养，提升写作能力？
文学创作并不神秘，写作也可以学习

”

叶圣陶先生说： “
阅 读 是 吸 收， 写 作 是 倾 吐 ， 倾 吐 能 否 合
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

可见阅读与写作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日的写作文学营，诚邀本地作家方路与你谈谈
4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
的境 界 。
“

只 有 将 阅 读 中 学 到 的 知 识 积 累 起 来， 才 能 厚 积 薄 发， 达 到
所谓的
月
11

阅
，并进行现场创作。
“读与写作 ”
凡热爱文学阅读与文学创作的同学，欢迎你踊跃报名参加！
沉浸在这的时光，相信收获会是丰富的，一生难忘。

生活有多么广阔，读写的用武之地就有多么广阔。
11 月 4 日，约定你！

讲师简介：

方路，原名李成友，一九六四年生，大山脚人，祖籍广东潮安。
槟城大山脚日新独中、台湾屏东技术学院毕业。曾获时报文学
奖、花踪文学奖、海鸥文学奖、大马优秀青年作家奖、杰出潮青
文学奖。

着有诗文集《鱼》、诗集《伤心的隐喻》、《电话亭》、《白餐
布》、散文集《单向道》、《Ole Cafe 夜晚》、微型小说集《挽
歌》《方路诗选 1:1993-2003》及奈米小说《我是佛》。

曾任第一届花踪后浪文学营新诗讲师，现任星洲日报高级记者及
星洲日报星期天周刊「阅读马华」专栏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