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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春比赛开笔仪式暨

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授旗礼
陈慧珊、曾钰晴、吴欣颖（初三仁）采访报道
2月1日(星期五)，配合近在眉睫的新春佳节，我

吴杏梅女士写的是“诸事圆满”；周靖化先生题的是“

校举办了己亥年挥春比赛开笔仪式暨新春醒狮采青贺岁

富足年”；王承长先生写下了“乐安吉祥”。接着，大

队伍宣誓授旗礼，全校约有3700名师生、董家教及校

会再次恭请五位书法家集体挥毫。五位书法家分别写的

友会三机构成员与来宾参与其盛。这是我校第32年举办

是“天地大美”、“诸事皆圆满，众人都安康”、“如

全校挥春比赛，而新春醒狮采青贺岁活动也迈入第34个

意吉祥”、“凝瑞”及“福寿”。五位书法家以巧妙的

年头。引人注目的灯笼悬挂在空中，师生们个个身穿红

技法及沉着稳定的姿态写出他们独特的作品，令人大开

衣，校园弥漫着喜庆的氛围。

眼界。

名家挥毫助兴
我校特邀五位本地著名书法家，包括吴亚鸿先生、
赖全合先生、吴杏梅女士、周靖化先生及王承长先生，
前来主持挥春比赛的开笔仪式，并现场挥毫。吴亚鸿先
生以遒劲生动的笔势，画了“水墨猪图”，并提款为“
大肚能容天下事”；赖全合先生题的是“逐年圆梦”；

当天，华乐团在现场演奏新年歌曲，让人们在感受
新春气息之余也陶醉在美妙的音乐之中；舞蹈社呈献“
喜气洋洋”，舞蹈员活泼轻快的舞姿为场面带来喜气；
扯铃社为大家带来“兴铃飞舞笑春风”的扯铃表演，他
们以熟练的技巧和队员间绝佳的合作精神，给大家带来
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

◆ 我校三机构理事、师长及贵宾在挥春开笔仪式留影。左起为谢金聪老师、苏进存校长、书法家吴杏梅、书法家王承
长、书法家周靖化、书法家赖全合、书法家吴亚鸿、朱运铁董事、尤瑞泉董事、陈尚成副董事长、卢金峰署理董事长、
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谢锡福副校长及李荣兴副校长。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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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醒狮贺新年
在新春醒狮采青贺岁队伍宣誓授旗礼
上，狮队队长们挥着旗子带领约200名组员
列队入场。新春醒狮采青贺岁工委会主席
朱运铁董事致词时表示，醒狮采青不仅传
承及弘扬中华文化，同时也是一项爱校运
动，是兴华的图腾，也是我校留给全体兴
华人共同的回忆及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新春醒狮采青队伍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中间）及
总指挥叶进来董事（左二）联合授旗，狮队代表接领
队旗，完成宣誓授旗礼。

随后，朱运铁董事与总指挥叶进来
董事联合授旗，由醒狮采青贺岁队伍的代
表接领队旗，完成宣誓授旗礼。其后，10
头醒狮为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演。醒狮精
湛的演出把气氛带到最高点，场内欢呼
声不绝于耳。醒狮队员们同心协力，拼出
了“34”这个数字，恭贺我校醒狮队成立
三十四周年，场面十分喜庆热闹。
礼成后，全体同学集合到各自的比
赛地点进行挥春比赛。除了全体同学参与
外，也设有教职员及校友组，回校的校友
下笔挥毫，在撇捺之间，找回他们当年参
与比赛的集体记忆。

◆ 醒狮队员们同心协力，拼出了“34”这个数字，恭贺
我校醒狮队成立三十四周年，场面喜庆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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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华人传统文化
卜志健老师（辅导处助理）
这是我第一次参与新春
活动，全体兴华人的参与使

◆ 挥春比赛教职员组。

校园气氛变得很热闹。我特
别喜欢扯铃社及醒狮团的表
演。醒狮团虽然人数众多，
但步伐整齐，精神抖擞，可
见下了很大功夫。我希望兴
华能将新春活动继续保存下
去，越办越好，并将我们华
人的传统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气氛浓厚，师生同乐
李安培（初二仁）
新春活动现场十分热
闹，校园里洋溢着浓浓的新
年气氛。所有表演中，让我
印象最深刻的是醒狮采青队
伍的表演。他们的锣鼓声震
耳欲聋、醒狮的气势磅礴
都让我感受到浓厚的新年气
息，也让我更加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和传统。

◆ 挥春比赛校友组。

珍惜美好时光
金柔绚（高三文商廉）
今年是我在校就读的最
后一年了，这让我非常舍不
得，也让我对今年的新春活
动有了更多的感触。每一个
活动和表演，我都很喜欢，
也非常用心地去感受和参
与，不让自己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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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三机构理事及师长一同主持新春园开幕仪式后与学生筹委合影。第二排左四起为叶康年先生、吴文安先生、李
慧玲董事、颜贞标董事、叶进来董事、尤瑞泉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苏进存校长、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陈冬兴董事、谢锡福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
莫壮燕副校长及李荣兴副校长。

洪振丰（高三理爱）采访报道
只只吉祥猪，株株茂草木，朵朵盛开花，声声彻云宵，节

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

令鼓喜庆洪亮的鼓声在兴华校园响起，把走向食堂的老师同学们

董事长拿督李平福、署理董事长卢金峰、校友会

都迎到了兴华园，一起欢庆春意的苏醒。为了庆祝新春的到来

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校友

并将新年的喜庆渲染到校园各处，高三毕联会于1月28日（星期

会署理主席叶进来董事、尤瑞泉董事、李慧玲董

一）至1月30日（星期三）连续三天的第一次休息节举办“吾兴

事、颜贞标董事、陈冬兴董事、潘诗慧理事、叶

连珠”新春园活动。

康年理事、苏进存校长、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

“吾兴连珠”寓意
“吾兴连珠”取自五星联珠的谐音，意指水星、金星、火
星、木星、土星排成一条直线，乃祥瑞之兆。吾兴连珠当中的“
吾兴” 有“我的兴华”之含义。 此外，这“吾兴”（五星）
也指我校的董事、家协、校友、教师及学生五个“兴”（谐
音“心”）连成一条线，寓意：兴华人，一条心！

开幕典礼
二十四节令鼓鼓声响起，师生们聚集在国字型大楼四周围
观，场面好不热闹。另外，也有许多嘉宾共襄盛举，包括我校

任谢锡福、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
副校长兼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及副校
长兼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在司仪的热烈欢迎下，
迎来了醒狮精彩绝伦的表演。
表演结束后，众所期待的鸣锣揭幕仪式开
始。由潘斯里陈开蓉董事、董事长拿督李平福鸣
锣，苏进存校长和四位副校长陪同。此外，今年
新增的主题及吉祥物揭幕也由三机构代表进行揭
幕。接着，毕联会主席股为嘉宾们献上纪念品，
随后再移步到抛柑区抛柑，为新的一年讨个好彩

“吾兴连珠”新春园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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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宾与师长们一同抛出祝福满满的环保柑。

头。最后，全体高三生涌入兴华园，舞了一首新年串烧
歌曲，活泼的舞步为新春园正式揭开序幕。

各式档口百花齐放
1月29日（星期二）一休，高三各班于兴花园及仁爱
广场摆设档口，兴华园内除了常年都设有的抛柑区外，
还 设 有 贩 卖 年 饼 、 巧 克 力 水 果 串 、 汤 圆 、 春 联 等 的档

◆ 美味可口的巧克力水果串。

口。草坪上更设有别具一格的流水许愿竹及许愿树。仁
爱广场中则设有拍照区及六个不同主题的游戏摊位，即
一帆风顺、双喜临门、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
及六六大顺。

永续的文化
天无不散之宴席，1月30日（星期三），毕联会主席
股齐聚兴华园，赠予十位高三班导师小猪纪念品以示感
激后，己亥年“吾兴连珠”新春园圆满落幕。结束的只
是新春园，文化传统依然延续着，不断的是兴华人连成
一条线的心。
◆ 新春年饼，吃出新年气息。

◆ 正副校长、高三级班导师与新春园筹委合影。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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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郁的春意

金猪颂春

李妍萱（高二文商礼）

叶佳亨（高三理仁，金猪设计者之一）

今年的新春园

此次制作新年“金猪”的体

有着和往年一样浓郁

验无疑是极具挑战又有趣的。这

的新年气氛，很是热

只“金猪”不只是带着祝福的吉

闹。此外，我也很佩

祥物，更是承载着2019年高三童军

服高三生的多才多

对新春园的支持。虽然只有不到一

艺，他们卖的汤圆、

个月的时间，但我们靠着坚持不懈

年饼、巧克力水果串

的精神，齐心合力将原本天马行空

都不亚于市场上售卖

的想法实践出来。于此，万分感谢

的水准。当然，最吸

所有高三童军的共同努力及付出来

引我目光是流水许愿竹和许愿树，绿盈盈的树挂

完成这只“金猪”。

上红布和柑后，别具一格。红色的点缀和流水竹
的浮动都为兴华园增添了不少新年气息。

最美丽的风景
林佳杰（高三理仁，毕联会主席股总召）
首次以领导人的
身份筹办一个大型活
动，甚有压力，但从
中学习到的东西也是

◆ 嘉宾们与金猪合影留念。

无价的。毕联会的所
有主席都非常热血，
下课啃面包开会是家
常便饭。开始时一切
都很顺利，直到舞蹈
排位当天因为沟通的问题，导致进度遭到拖延。
质疑的声音随之出现，老师也把我们训了一顿。
听了这些，我非常自责，因为我个人的问题，导

◆ 同学们大显
身手写春联。

致全体主席跟我一起背黑锅。放弃的念头曾浸透
我的大脑，但回想起加入主席股的初衷，我重新
振作，并从错误中学习。
不及一个月的筹备，绝对是不易的。从构思
计划到实行，都由高三生一手包办。大家在各个
活动筹备上，都有出色的表现。过程中虽然有挫
折，但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包容，把问题都一一
克服了。万分感谢全体高三生的高度配合，让我
感受到团队力量的强大，大家一起努力的画面也
是我看过最美丽的风景。过程虽累，但看到三天
的活动办得有声有色，心里倍感欣慰。
一个月的筹备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这个月的
人事物，绝对是中学生涯一个美好的回忆。“吾
兴连珠”，属于我们497位“飞凡”高三生的新春
园，最终也圆满落幕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学
业猛进，猪年行大运！
◆ 高三生以新年串烧歌曲，全情投入舞动，洋溢浓浓春意。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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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实现愿望
侯妍嫣（高三理爱，许愿树负责人）
我们班拿到“许愿”这个主题
时，我联想到庙里常见把许愿树挂
上红布或抛宝碟的许愿方式。提出
意见后，班上投票决定筹办流水许
◆ “ 看， 那 是 愿竹及许愿树两项活动。最开始的
我们的目标， 想法是把红布绑上铜钱，让同学们
要 将 宝 碟 抛 抛上树，最后因经济考量，决定只
上去！”
在红布的两端绑上“假柑”，却意
外的发现挂上红布和假柑的树更生
气勃勃，别有一番喜庆的色彩。在众多的许愿形式中，我们选择
抛宝碟的方式是希望同学们可以玩得开心一些，把自己愿望抛出
来，勇敢地去实现它！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能心想事成，万事
如意，早日达到心中的愿望！

◆ 脑力激荡排
列出正确的
对联。

设计融入环保概念
许峻宇、许友恒（高三理爱，流水许愿竹负责人）
我们会想做流水许愿竹，是
因为我们认为在新春园增加较具流
动性的布置，可以让新春园更富生
气和活泼性。此次的设计有两个轨
道，一条是有风车的“时来运转”
，另一条是红色的“一帆风顺”，
两侧皆有十二生肖的小卡通肖像作
为布置。轨道抵达终点前都将经过
龙门，寓意“一跃龙门，身价百

◆ 许峻宇

倍”的祝福。此外，流水许愿竹里
◆ 在流水许愿竹下许愿。

的水也代表着我们地球的水资源，
无论我们如何使用，它始终都是同
样的“那一桶水”在无限循环，若
是遭到严重污染，无论如何也无法
恢复了。希望在带给大家祝福的同
时，也可以将环保及节省水源的态
度注入大家的生活中。

活力满满的醒狮表演
黄祖权（初二廉）
今年的活动，令我印象最深
刻的是醒狮表演。我本身非常喜欢
醒狮，每当新年时，他们都会带来
热闹的新年气氛，使得校园充满浓
厚的新年气息。每当我看到醒狮表
演，我全身都会充满活力，提醒自己
要打起精神，迎接新年的到来，立定
志向。

◆ 许友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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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左四）颁发红包给全体教职员，由苏进存校长（左三）代表接领，拿督李平福董事长陪同（右
三）。左起为李荣兴副校长和莫壮燕副校长。右起为谢锡福副校长和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2019 己亥年迎春晚宴

李平福董事长感谢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为校的贡献
陈胜耀老师 报道
我校董事长拿督李平福，于1月26日（星期六）在朝

她回想9岁时，曾在篮球场的现址种植与养猪，当时

阳堂设宴款待我校三机构及全体教职员们，并不忘在会

该处还是一片泥沼地，更曾在该范围内意外失足掉进该

上感谢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

处的水沟，而差点灭顶。因此，为了学生们使用篮球场

事，致力改善我校软硬体设备，包括为华乐团和管乐团

的安全，她亲自规划了重建工程。以稳固的地樁工程为

添购新乐器、篮球场的全面翻新及成立“兴华园维护慈

起点，再铺建比照国际标准的篮球场，场边也重建了更

善基金”等，所贡献的数额在近半年内达到整500万令吉。

稳固美观的观众台和围栏。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回应道，我校永久荣誉董事长丹

除了感谢潘斯里陈开蓉董事之外，李平福董事长也

斯里拿督斯里杨忠礼博士的遗愿，是希望能在其90岁时

宣布，我校董事会将额外发放半个月的薪金津贴予全体

翻新我校部分校舍。因此，当她看见我校篮球场地面出

教职员们。他说，教师是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一环，教师

现龟裂时，便决定要立即重新翻新篮球场。

的素质水平更是决定了教育的成败，要造就一支优秀的

◆ 教职员联谊会理事和成员代表赠送纪念品予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左五）和拿督李平福（左六）。左起为李
荣兴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苏进存校长和马溢远老师。右一起为林坤贤老师、教职员联谊会主席朱键鸿副主任、
萧玮琳老师、颜川原老师、黄思贤老师及谢锡福副校长。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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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右六）设宴慰劳我校三机构及教职员，与众人齐捞生。左一
起为朱运铁董事、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苏进存校长
及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右一起为兴华小学家协主席程晋强、卢金峰署理董事长及
副董事长丹斯里林宽城伉俪和丹斯里拿督戴良业副董事长。

教育团队，必须关心教师们的福祉和生活。同时，校方

教学，因安居才能乐业。一直到今天，这股无比温馨的

今年将更注重教师们的专业培训，以期在教育素质上更

正能量，都让团队们深深地感受到，并引领学校教育不

上一层楼。

断地精进发展。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表示，我校三机构在董事会的领

除此，苏校长也对全体教职员说：“教育工作路

导下，对学校、全体师生和软硬体的建设，可说是无比

上，有如此强大的后盾，无条件地协助学校硬体建设，

的关爱与照顾，全力支持与改善学校一切教育的需求，

又对学校教育充满理解与尊重，是我们的福气。我们当

才让老师们能安心地投入教育工作。他透露，李平福董

需珍惜，更需要精益求精，与时并进，全面提升教学专

事长曾提及，他不忘已故丹斯里杨忠礼董事长的叮咛，

业。”

必须照顾教职员们的生活待遇，以让教师们能更安心地

◆ 众嘉宾与三机构成员演绎新年歌曲，博得满堂喝彩，掌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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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教职员挥春比赛
郑敏甜（初三礼）、陈芷妤（初三平）采访报道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春节，我校华文科教
研组及书法研习社于1月29日(星期二)，在我
校墨艺轩举办一年一度的教职员挥春比赛，共
有42位教职员参与，其中包括4位印裔老师。
比赛当天,苏进存校长为大会揭封，并在
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教务处副主任朱
键鸿老师、邝美玉老师以及黄雅幼老师的陪同
下留下合影。此次赛题为“净坛使者欣年稔，
傲雪梅花贺岁新”或“几点梅花添逸兴，数声
鸟语助吟怀”，不谙中文的教师的赛题则为“
春”或“丰”。
下午3时，全体参赛的教职员在同学们的
协助下，全神贯注，投入挥毫。为了增添喜庆
的气氛，主办方也在现场播放新年歌曲，使场
面变得更热闹。赛后，老师们也纷纷与自己的
作品合影留念。
挥春是华人农历新年的吉祥习俗，家家
户户张贴春联装饰春节，寓意在去旧迎新的当
儿，也是人们在新春佳节时对于未来生活的一
种期盼以及希望的寄托。我校教职员挥春比赛
发扬书艺文化之美，让参赛者从汉字的神采风
韵里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同时凝聚众人
齐心挥洒春节洋洋喜气！

◆ 苏进存校长在副校长
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
副校长、教务处副主任
朱键鸿老师、邝美玉老
师及黄雅幼老师陪同
下揭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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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challenging!

过一个不一样的年

Ms.Ruhiyavani（英文教师）

刘久进老师（华文教师）

This is the second
time I’m taking part in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It’s something exciting
for me as I have never
learnt calligraphy before.
I thought it was easy till
I touched the brush and
tried it on my own. It was challenging as each stroke
need to be composed without retouching or shading.
Would definitely try it out again!

13

我很开心能参与
此次的教职员挥春比
赛，也感谢学生真诚
的邀请，让我甚是感
动。每一年的活动都
让我有新的体验，新
的感想，乐趣颇多。
挥春比赛这个活动很
有意义，不仅可以增
加校园内的新年气氛，也可传承中华文化。往后
我会继续参与每年举办的教职员挥春比赛。虽然
自己没有什么机会获奖，但是至少我现有的年华

享受挥毫的过程
刘力绮老师（华文教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教职
员挥春比赛。我觉得有无得
奖无所谓，最重要的是乐在
其中，享受比赛的过程。再
次提笔，已时隔多年，得要
写出一手好书法实在不简单，首先一定要心静、要有耐
心。此次的活动特别有意思，除了让老师们可以找个时
间静下心来，写一写春联，同时可以和乐融融地聚在一
起，感受浓烈的春节气息。

当中，能够有着不一样的新年。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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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狮采青贺岁迈 34 周年
393 场采青筹 87 万 4 千令吉
陈胜耀老师 采访报道
我校新春醒狮采青贺岁运动，今年迈入第 34 周年，10 队醒狮
采青贺岁队伍，在己亥年新春期间，从正月初一至年十五连续 15 天
向各界拜年，除巴生区外，采青地点还遍及仁嘉隆、吉隆坡、沙亚
南、八打灵和蕉赖等地区，高达 393 场的采青共为学校筹获 87 万
4000 令吉，当中，不乏长期支持我校醒狮采青贺岁队的业者，体现
支持华教与华校的热诚。

醒狮采青触回忆

支持华教，传承文化

洪明安校友（LST Cold Storage（M）Sdn. Bhd.业者）

梁添吉（Niew Star Car Care Sdn. Bhd. 业者）

我是兴华人，在校时

每一年，有很多醒狮队

候，舞狮是一项全校的活

询问要不要邀请舞狮，我都

动，那时狮头要自己制作，

说不要，因为只想要支持兴

我们还需要家家户户去询问

华中学的醒狮队。把钱用在

对方要不要采青。当年社会

学校，支持华校与华教，我

人士都很支持华社，我们真

觉得更有意义。邀请兴华醒

的“舞狮舞到脚抽筋。”毕

狮团，应该有10年之久了，

业后，虽然我不常出席校友

一来希望能带来喜庆和热闹

会的活动，但是一切与学校

的气氛，二来认为舞狮文化

有关的活动，我都非常支持。过去每年我都只是捐款而

需要被传承下去，否则以后可能会渐渐被遗忘。

已，但今年趁着年十五，也是新年的最后一天，特请醒
狮来助兴。看见兴华的醒狮队，很多感触涌上心头。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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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头活泼机灵的醒狮
于住家前起舞采青。

◆ 醒狮队队员进行破阵。
◆ 大头佛深受小孩的喜爱。

林筠晶（高二文商廉）、王馨贤（高二文商智） 采访

狮队特有的魔力
2019年兴华狮队第十队
自去年十月底的第一次练习到出队结束,也
不过短短的三个半月。现在，我们已光荣完成任
务。一路上艰辛的累与泪,代表这绝对不是个简
单的任务。在狮队里除了学习狮艺，更多的是团
队的合作及互助友爱的精神。我们真的一起经历
了太多太多：一起挥洒的汗；一起流过的泪；一
起挨过的骂；一起吹过的罗里车后的热风；一起
开心出队,平安归队 ...... 这一路上有太多说不完
的小故事,这三个半月里的点点滴滴占据了我们
每一位队员的心，这些应该就是狮队特有的魔力
吧！常听见有人问，为何我们那么喜欢和队友待
在一起？为何我们那么享受练习和出队的时光？
过去，我们总无法给予一个完整的回答；但这一
次，我们找到了答案——因为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
都是一家人。我们十八人“因狮而遇,因十而聚”。

◆ 兴华狮队第十队。

◆ 兴华醒狮队获得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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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队狮队的正副队长在台上向鼎力支持兴华的各界人士及家人致万二分的谢意。

己亥年新春醒狮采青运动庆功宴
林倖伃 报道
2019年醒狮采青贺岁庆功晚宴于2月22日（星期五）晚上7
时在我校朝阳堂举行。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致词时表
示，尽管经济不景气，我校醒狮队员仍获得出色且令人鼓舞的成
绩，突破原订的80万令吉目标，筹获87万4000令吉，这有赖于全
体兴华人的用心付出。为感谢所有师生及理事的辛劳付出，他宣
布报效当晚庆功宴55席的所有费用。
他说：“队员在新春期间不畏风吹雨打、日晒雨淋为学校采
青，教练认真教导与训练、教师们努力教学与督促、家长们也牺
牲天伦之乐，让孩子为校付出，还有每一位兴华人给予的大力支持。”

陈开蓉董事号召捐献 采青筹款达 101 万
随后，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于宴
会上即场号召捐献，最终总额突破百万。现场捐献的董事包括陈
开蓉董事（7万2000令吉）、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1万5000
令吉）、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生（1万5000令吉）、兴华中小学
联委会主席兼己亥新春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1万令
吉）、总指挥叶进来董事（5000令吉）、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
◆ 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朱运铁董事（左二）颁发
最佳团队精神奖予第 2 队和第 3 队。醒狮策划
小组组长李荣兴副校长陪同。

长（5000令吉）、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5000令吉）、颜建
义董事（3000令吉）、朱进平董事（3000令吉）、兴华小学家协
主席程晋强（3000令吉）及校友会全体理事（3000令吉），让所
得筹款数目达至101万令吉。

兴华人的共同回忆
苏进存校长表示，我校醒狮采青贺岁活动34年不间断，已成
为全体兴华人的共同回忆，其不仅为校筹募发展经费，也让三机
构成员、师生、家长、校友及热爱华教人士共同参与，可谓一桩
深具意义的中华文化活动。他说，采青活动对同学而言深具教育
意义，狮队同学必定深有体会，过程经历体力及意志力等各种磨
◆ 总指挥叶进来董事（左二）颁发奖品给电话招青组。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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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狮采青贺岁队伍技术顾问萧斐弘师傅与狮队队员相见欢。

炼，是一种成长的机会。他也提醒狮队同
学必须怀有感恩之心，感恩父母的支持，
让自己得以有机会参与醒狮采青活动，为
校出一份力。
他也不忘感谢陈开蓉董事对兴华的贡
献，近日更分别对台湾兴华校友会及北京
兴华校友会赞助200万新台币及10万人民
币，以让中国及台湾求学的兴华校友在面
对紧急事故时，可获得及时的帮助。
另外，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表

◆ 朱运铁董事带领一众工委感谢家长们放心让孩子在新年期间为校服务。

示，兴华的力量非常强大，采青活动成功
筹获百万令吉，这份喜悦乃是大家共同努

最后，醒狮贺岁队伍第三队正队长张英亮代表全体醒狮队员向与会

力劳动的成果，同时也赞扬兴华狮队，一

人士表达敬意，并表示自己因成为兴华醒狮队的一份子而感到骄傲。庆

直都深获家长、商家及华社的好评。

功晚宴于当晚9时半圆满落幕。

◆ 庆功宴主宾席，坐者右起为萧斐弘师傅、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卢金峰署理董事长、醒狮贺岁工委会主席朱运
铁董事、拿督李平福董事长、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苏进存校长及陈尚成副董事长夫妇。立者右起为醒狮贺
岁工委会总指挥叶进来董事、兴华小学家协主席程晋强及中学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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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兴华，共庆新年

兴华中小学校友会新春大团拜
林意晴（高二理孝）报道

提到过年，许多人脑海里浮现的画面，是新
年前大肆采买年货与累人的大扫除、除夕夜一桌
的山珍海味、到亲戚家串门子的满满红包......可
还有多少人记得新年的核心价值 ——“团聚”呢？
2月16日（星期日），兴华中小学校友会联合
2018年高三毕业生举办了新春大团拜活动。校友
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表示，此活动最主要目的是
让更多的兴华人，包括毕业校友与离校老师，能
够有机会回到兴华校园“团聚”，与昔日的同伴
们话家常，回忆曾经的种种美好。据统计，该活

◆ 嘉宾们为活动进行开幕礼。左一起为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
卢金峰署理董事长、严祟央先生、拿督李平福董事长、潘斯
里陈开蓉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苏进存校长、叶
进来董事、颜建义董事及伍家黎校友。

动的出席者近1000人，除了毕业校友和离校教职
员外，还有不少在籍师生偕同家眷前来，老少共
聚一堂的场面可谓温馨又热闹。

◆ 荣获幸运抽奖的幸运儿。

傍晚6时，校园里响起喜气洋洋的新年歌曲。食堂设有自由
餐，让与会兴华人轻松用餐，并与故友师长叙旧，共度佳节。食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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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前的走道也停放了数辆餐车，供来宾享用美食。兴华园和仁爱广场整齐地排列了观众席，在开幕前，还有大头佛在观众
席间穿梭派柑，憨厚的可爱模样引来许多小朋友的围观。
晚上7时45分，华乐团奏起经典新年歌《喜洋洋》、《大日子》以及《庙会》，为活动拉开序幕。嘉宾们敲响了开幕
锣后，财神爷派发红包给诸位嘉宾以及观众。随后，便来到万众瞩目的团体表演，分别有扯铃社的“梦想成真”、由历届
校友组成的醒狮表演“吾兴连珠”、二十四节令鼓鼓队的“五谷新春”以及口琴社带来的新年歌曲串烧。一连串精彩绝伦
的表演为兴华校园注入了生气，也将新年气氛推至高点，众人开心用餐、欢乐团聚，共庆新年。
最后，2018年高三毕业生呈献几首歌曲，为这场新春大团拜画下完美的句点。

兴华的年味从不缺席

兴华人相聚一堂，共庆新年

林佩贤校友（2016年毕业生）

刘俊良（校友会理事）

挥春比赛当天，我因

当初加入校友会的目

为工作错过了回校的机会。

的，就是希望能够为母校出

因此，当我得知还有新春大

一份力。自2018年底，我

团拜这项活动时，就迫不及

们便开始着手准备这项新春

待约了一班朋友们前来欢

大团拜的活动。活动中，一

庆。时隔三年重返校园，

班可爱的2018年高三毕业生

看着熟悉的一切，过去六年

负责大部分筹备工作，校友

的回忆也随着涌上心头。兴

会则推动活动的筹备进程以

华最让我怀念的，是新春期

及提供必要的协助，相辅相

间的种种布置和活动。尤其这几年的新年气息都不如以

成。同学们的表现也的确没有让人失望，纵观今日的活

往，大学校园里这一类的庆祝活动更是屈指可数，只有

动现场，校园的各个角落都萦绕着欢乐的新年气氛，不

兴华的“年味”不曾缺席。希望在籍的学弟妹们都能好

少的校友和已离校的教师们也到场共庆新年。由此，可

好珍惜这短短六年的中学生活，享受丰富又多彩的校园

以说明校友会已经建立了一个颇为健全的联络网，让每

生活。

一位兴华人都有机会回到校园相聚。这就是校友会一直
努力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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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外宾演讲：珍爱自己的生命
许毓茹（初三孝）、林芝勤（初三平）采访报道

为了推广珍惜生命、关爱生命的教育理念，我校辅导处于2
月19日（星期二），特邀资深辅导工作者冯以量硕士在陈开蓉大
讲堂为全体初三同学主讲《珍爱自己的生命》。讲座中，冯老师
以说故事的方式带出三则真实的个案，以深化生命的意义，引导
同学们进行反思，从而领悟当中的意涵。

故事一：开启辅导之路

◆ 冯以量硕士

二十多年前，当时的冯老师26岁，白天是化
学工程师，晚上则是默默无闻的热线义工。某天
下班前十分钟，他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一号房
的热线电话铃声突然响起。冯老师上前去接，电
话另一头传来一把女声，她说：“我没有要你劝
我不要自杀，我只是不想把秘密带入棺材里。”
经过一番了解，冯老师得知这是一个出生在
富裕家庭的16岁女孩，父母的关系并不融洽，因
从小缺乏关爱，所以渴望寻找另一半，向往被爱
的生活。女孩12岁开始就有追求者，但对方都只

故事二：世界上没有坏小孩
第二则故事，是一个患癌的妈妈通过报纸联
系辅导中心，表示想要将16岁叛逆的女儿送给别
人抚养。冯老师接触了那位女孩，得知患病的她
还得照顾患有轻微精神分裂症的爸爸。那女孩在
第六次跟冯老师沟通后，展露了她手中自残的刀
痕，并坦然地告诉冯老师其亲身经历。

想得到她的身体，懵懂的她控制不住自己渴望被

女孩说，小时候妈妈总是到海外工作赌博，

爱的心理，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之后，类似的

有次弟弟发高烧，烂赌的妈妈交代女孩喂弟弟吃

事件不间断地发生，但女孩却没有任何可以倾诉

药，当时不懂事的她给弟弟吞了两排的药，导致

的管道。负面情绪滔滔不绝地涌入女孩的生活，

弟弟不幸逝世。女孩因此深感愧疚，从那天起渐

导致女孩长期失眠，不停地向医生寻求协助。

渐地变得叛逆，而手上的刀痕则是她发泄的方法。

最后，她决定收集30多颗安眠药一次性地

18岁那年，女孩受不了父母吵架，于是跟着

吞下，准备自杀结束生命。当时的冯老师想尽办

争执了起来，妈妈对她说：“为什么当时死的不

法和女孩保持30分钟的通话，因为这样就有足够

是你？而是弟弟。”这句话让女孩崩溃地离家出

的时间让前辈们通过电讯公司追踪女孩所在位置

走。自此，她对妈妈的仇恨也越来越深。后来，

前往抢救，但女孩却在说完自杀意愿后，匆匆挂

妈妈的病情不断恶化，女孩在妈妈临终前选择了

了电话。隔天，冯老师在报纸上看见那位女孩轻

原谅妈妈。

生的报道，发现女孩并非吞服安眠药，而是喝了
化学液剂导致身亡。这件事让冯老师感到非常难
过，因此决定辞去当时化学工程师的工作，开启
他的辅导之路。

女孩长大后，比以前更开朗，也拥有幸福美
满的家庭。最后，这个女孩想对大家说:“世界上
没有坏小孩，只有受伤的孩子。若受伤了，就停
下来休息，休息够了，再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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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三：看似意外的自杀
这是冯老师的亲身经历。当时的他才18岁，
母亲的离去，导致他陷入极度抑郁的状态。他
的人生顿时失去了方向，他不知道自己为了什
么而活着。于是，他特意制造一场看似意外的自
杀。某天晚上，他开车上高速公路，当车速高达
170km/h时，他放开了方向盘，准备撞向前面的
分支路口。突然，他仿佛听见了妈妈的声音对他

赶紧刹车，转向路旁的休息站，并大哭了一场。
那一天，妈妈把他从死神的手中呼唤了回来。
讲座会在冯以量老师精彩的演讲下渐渐步入
尾声，让与会的同学感触良多，对生命的可贵有
所启发。最后，同学们抱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冯
老师为大家带来无私的分享与启迪。

说：“阿量，这样做不值得。”因为这句话，他

珍爱生命

生命的可贵性

廖于琪（初三孝）

许轩齐（初三平）

讲座中最让我感触深

冯老师的演讲让我印

刻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没有

象深刻，尤其是第二则故事

坏小孩，只有受伤的小孩”

中的那位女孩，我觉得她特

。人之初，性本善，没有人

别勇敢，令人钦佩。我很认

天生是坏的，也没有人希望

同她说的一句话：“世界上

自己是坏人。人们想要的，

没有坏小孩，只有受伤的小

不过就是一句慰问及关心。倘若为了缓解悲情，而不惜

孩”，这句话让我感触良多。我认为生命非常重要，不

牺牲自己的生命，并不会带来什么好的改变。“身体发

可轻易产生轻生的念头。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是希望我

肤，受之父母”，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父母给予

们能好好地生活，只要有足够的毅力，生活中就没有过

的，不要伤害自己而让父母失望和受伤。即使再难过，

不去的坎。希望各位同学也可以像我一样，领悟到冯老

也得想办法解决，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最后，纯

师提出的观点并在生活中实践。

真的少年时期最值得珍惜，我们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双手，为人生增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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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11 位教师参与
董总 2019 华文独中新手老师培训课程
陈胜耀老师 报道

◆ 我校新任老师喜获结业证书。
前排左起为姚晓妮师、黄淑雯
师、陈妙智师、张芷羚师和陈
彦佑师；后排左起为陈胜耀师、
刘力绮师、陈珉翠师、罗国骏
师和欧阳彬师。
◆ 黄祯玉老师颁发结业证书予我校代表陈彦佑师。

我校委派11位新任老师，于2月22日至24

新任老师们在张老师的指导下，各自撰写教

日（星期五至日）出席由董总教师教育局举办

案，并与他校同学科的老师同组，共同构思一堂

的“2019年华文独中新手教师培训课程”，授课

课的授课目标、内容与活动等，最后以报告的方

讲师为张喜崇老师、郭富美老师及黄祯玉老师。

式呈现，收集不同的建议。

出席的11位新任老师，包括陈妙智、陈珉

郭老师分享许多在课堂中所面临师生关系的

翠、陈彦佑、黄淑雯、刘力绮、张芷羚、李斯

解决方式，且要求各校老师分组上台演绎一件课

缘、姚晓妮、欧阳彬、罗国骏和陈胜耀，与来自

堂中可能或真实发生的案例，如学生睡觉、吵闹

全国32所独中整120位新任老师进行交流。

或不交作业等，并请老师示范正确与错误的处理

3天的课程主题，分别为张老师主讲的“教

方式作为对照。

案设计”、“教育心理学的运用”、“班级经营

最后，在结业式前，黄老师则透过我国华教

与管理”和“微观教学”；郭老师的“认识青少

运动的历史与独中发展现况，培养老师对独中教

年身心发展”、“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建

育的认同感与使命感。透过3天的培训，为新任

立教师专业自我”与“青少年的问题与处理”；

老师在教学路上打下基础，除课程设计外，也增

黄老师则分享“我国华文教育的发展历史与华文

强与学生互动的技巧。全程参与的新任教师，都

独中的现况。”

获颁结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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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风景线

林倖伃 报道
1月25日（星期五），杨莉云老师在课堂上带领初中三个班级（初二爱、初二平、初二廉）的学生动手
制作“迷你版地球仪”，让学生通过手作将课本上的“死知识”，从实体地球仪制作过程中，变成看到、摸
到的“活知识”。趣味性教学，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培养学生动手做的能力，只见课堂里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呢！

◆ 所需材料：乒乓球、铁线、橡皮圈、  

◆ 同学们细心地在“地球仪”上标出经纬线和其度数。

纸皮、粘土、胶纸、剪刀、钳子。

◆ 杨莉云老师耐心地解答学生的疑惑，并给予指导。

◆ 动手制作乐趣多，同学们纷纷表示希望往后的课程能有更多的趣味动手    
   作学习活动！
◆ 只需要短短一节课的时间，

  “迷你版地球仪”就大功告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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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巴生学联赛
体育处供稿
一直以来，学联运动比赛由教育局拟订比赛日期，
以配合3月份举行的全国学联赛，故所有的县级、州级学
联赛必须在3月短假前完成比赛。

修，在球场工程尚未完成时，篮球队与排球队必
须到校外租借场地来进行训练。
体育处的参赛原则是无论对方再强，情况再

各项目比赛日期在每年年终假期就编排好，故我校

恶劣，球员们都必须全力以赴，不轻言放弃，做

运动员于年终假期就开始进行阶段性的训练，冀保持体

到最好。这次的比赛，两支队伍的队员们皆从困

能随时准备比赛。由于去年11月中旬学校篮球场开始整

境中脱颖而出，取得漂亮硕果，值得嘉许！

Logo04

巴生学联篮球赛

22/1~26/1

荣获男生乙组季军、女生乙组亚军、
女生甲组季军、男生甲组亚军

◆ 篮球校队在巴生学联赛为校争光。

男生乙组季军：郑立洋（初一孝）、梁予恒（初二忠）

男生甲组亚军：孙振翔（高一理孝）、颜凯杰（高一

叶乃乐（初二爱）、苏宇航（初二礼）、林

喆（初三

理信）、李伟宏（高一文商智）、颜瑞贤（高二理爱）

孝）、陈尊龙（初三仁）、张殷豪（初三爱）、黄嵩淯

、巫威翰（高二理义）、曾法畯（高二文商和和）、郭

（初三信）、黄叙豪（初三信）、林德文（初三信）、

雳承（高二文商平）、苏庆轩（高二文商廉）、周建宏

刘建铭（初三义）、郑子扬（初三智）

（高三理爱）、黄海翰（高三理信）、洪子杰（高三理

女生乙组亚军：黄曼宣（初一信）、杨恩惠（初一信）

信）、张英亮（高三文商平）

、曾楬珴（初一义）、黄绮温（初二信）、赵于萱（初

女生甲组季军：黄静仪（高一理孝）、叶欣颖（高一理

二义）、李祖儿（初二平）、刘玮盈（初二勇）、邱子

爱）、林暄淇（高一文商义）、杨凯欣（高一文商礼）

芊（初三孝）、黄曼盈（初三孝）、林雅雯（初三孝）

、廖芷瑜（高一文商智）、何

、张紫晴（初三和）、朱芷莹（初三平）

萱仪（高一文商智）、沈珺龄（高二理孝）、黄静欣（

炜（高一文商智）、杨

高二理孝）、苏恩茹（高二文商礼）、王玮滢（高二文
商廉）、陈苡凰（高三文商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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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生学联越野赛跑

25/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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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女生乙组团体冠军、男生乙组团体冠军、
女生甲组团体冠军

男生乙组团体冠军：陈柏维（初二爱）、
王治健（初二义）、林攀盛（初二智）、
严宇翔（初三礼）、刘昱辰（初三廉）

男生乙组第一名：严宇翔（初三礼）、
第二名：刘昱辰（初三廉）、第八名：王
治健（初二义）、第十一名：林攀盛（初
二智）

女生甲组团体冠军：陈苡靖（高一理孝）
、朱子宁（高一文商和）、杨彩俪（高一文
商礼）、张芷悦（高二理忠）、陈彦霏（高
二理爱）、魏恺谊（高二文商勇）
◆ 越野赛跑校队荣获佳绩。

女生乙组团体冠军：馬彦芷（初一爱）、许筱恩（初二智）、陈艾嘉
（初三孝）、郑芷芯（初三仁）、黄意惠（初三信）、郑芷萱（初三智）

女生乙组第一名：郑芷芯（初三仁）、第三名：馬彦芷（初一爱）、
第四名：许筱恩（初二智）、第五名：陈艾嘉（初三孝）、第六名：
黄意惠（初三信）、第八名：郑芷萱（初三智）

巴生学联田径赛

28/1~1/2

女生甲组第一名：陈苡靖（高一理孝）
、第四名：朱子宁（高一文商和）、第五
名：张芷悦（高二理忠）、第八名：魏恺
谊（高二文商勇）、第十四名：杨彩俪（
高一文商礼）、第十六名：陈彦霏（高二
理爱）

男生甲组第十四名：谢子彦（高一理忠）

荣获22银、18铜，并刷新2项大会记录、
女生组总冠军、全场总亚军；
马彦芷同学荣获女生丙组最佳运动员、
林佳昕同学荣获女生甲组最佳运动员。

◆ 田径健儿凯旋而归。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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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丙800米银牌、1500米金牌（破大会记录）：马彦

女乙4x400m金牌：郭雯纯（初三忠）、陈艾嘉（初三

芷（初一爱）

孝）、郭丝霓（初三仁）、郑芷芯（初三仁）、黄意惠

女丙800米铜牌：李恩惠（初一和）

（初三信）、严翎诗（初三礼）

女丙1500米银牌、3000米铜牌、3000米竞走金牌：

女乙100米跨栏银牌、200米跨栏银牌：邹荣晋（初三信）

许筱恩（初二智）

女乙1500米银牌：严宇翔（初三礼）

女丙跳远铜牌、跳高铜牌、三级跳远金牌：林姿杏

女乙1500米铜牌、2000米障碍赛金牌：刘昱辰（初三廉）

（初二爱）

女乙4x400m银牌：邹荣晋 （初三信）、林来顺（初三

女丙4x100m银牌：文玉涵（初一孝）、杨宇棠（初一

义）、周勇翰（初三义）、严宇翔（初三礼）、刘昱辰

仁）、李恩惠（初一和）、陈凯萱（初一礼）、林姿杏

（初三廉）、卡比人（初三廉）

（初二爱）、许筱恩（初二智）

女乙800米银牌、1500米银牌、5000竞走第四名：陈

女丙4x400m银牌：陈凯萱（初一孝）、杨宇棠（初一

苡靖（高一理孝）

仁）、马彦芷（初一爱）、李恩惠（初一和）、林姿杏

女乙400米跨栏银牌：苏锦铢（高一理爱）

（初二爱）、许筱恩（初二智）

女乙3000米竞走银牌：黄欣瑜（高一文商智）

男丙1500米银牌、2000米障碍赛第四名：林攀盛（初
二智）

女乙跳高铜牌：姚诺琳（高一文商智）
女乙100米铜牌、跳远银牌、三级跳远铜牌：林芷凌

男丙5000米竞走银牌：陈柏维（初二爱）

（高一文商勇）

男丙跳高铜牌：萧袀纬（初二孝）

女乙200米铜牌、400米铜牌、800米铜牌：张芷悦

女乙100米跨栏金牌、200米跨栏金牌、800米金牌：

（高二理忠）

陈艾嘉（初三孝）

女乙三级跳远银牌：杜锦琦（高二理仁）

女乙1500米金牌、3000米银牌：郑芷芯（初三仁）

女乙铁饼金牌、铅球金牌（破大会记录）：林佳昕

女乙跳远银牌、三级跳远银牌：张琬菱（初三爱）

（高三理仁）

女乙800米铜牌：黄意惠（初三信）

女乙4x100m银牌：杨彩俪（高一文商礼）、杨萱仪（高
一文商智）、姚诺琳（高一文商智）、林芷凌（高一文

女乙3000米竞走银牌：苏盈祯（初三平）
女乙100米铜牌、200米铜牌、400米铜牌：严翎诗（初
三礼）

女乙4x400m银牌：陈苡靖 （高一理孝）、朱紫宁（高一
文商和）、杨彩俪（高一文商礼）、林芷凌（高一文商

女乙1500米银牌：郑芷萱（初三智）

勇）、张芷悦（高二理忠）、黄莉萍（高三理孝）

女乙4x100m金牌：郭雯纯（初三忠）、陈艾嘉（初三
孝）、郭丝霓（初三仁）、张琬菱（初三爱）、黄意惠
（初三信）、严翎诗（初三礼）

巴生学联乒乓赛

商勇）、张芷悦（高二理忠）、黄莉萍（高三理孝）

29/1~31/1

女乙跳远金牌：周靖森（高一理仁）
女乙10000米竞走铜牌：叶政廷（高二理义）

荣获女生甲组单打季军、男生乙组单打季军

女生甲组单打季军：林芷瑜（高二理孝）
男生乙组单打季军：林于捷（初三仁）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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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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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女生乙组冠军、男生乙组亚军、
女生甲组季军、男生甲组亚军

◆ 排球校队丰收的一刻。

女生乙组冠军：杨佩瑜（初一爱）、陈紫彦（初一和）

女生甲组季军：许玮恩（高一文商廉）、吕立颖（高

、詹子若（初二忠）、胡弘亦（初二礼）、叶静茹（初

二理忠）、林慧婷（高二文商和）、王韵怡（高二文商

二礼）、王于恒（初二礼）、叶静雯（初三忠）、廖芷

平）、关颖彤（高二文商礼）、张芷珊（高二文商礼）

琦（初三孝）、方颖颖（初三廉）、许瑞浠（初三廉）

、颜静雯（高二文商礼）、苏婧怡（高三理忠）、吴若

、依

昀（高三理忠）、杨佩琪（高三理孝）、黄楷鈊（高三

琳（初三智）

男生乙组亚军：郑诗熙（初一仁）、郑正詮（初一仁）

理信）、洪思琪（高三文商礼）

、黄

男生甲组亚军：夏佳鸿（高一理信）、陈必谦（高一文

鸿（初一和）、吕镇添（初二仁）、杨暐康（初

二和）、郑凯阳（初二和）、颜志耀（初二勇）、黄汶

商平）、谢邦宇（高二理忠）、陈

毅（高二理仁）、

凯（初三孝）、叶智耀（初三信）、何一泛（初三智）

陈兆伟（高二文商和）、许惟顺（高二文商平）、郑正

、陈启轩（初三和）

榆（高三理忠）、李转德（高三理仁）、黄暐量（高三
理仁）、李宽杰（高三理爱）、郑义贤（高三理爱）、
洪名骏（高三理信）

巴生学联羽球赛

11/2~12/2、14/2~15/2、18/2
荣获男乙单打亚军、男乙双打亚军、
女乙双打亚军、女甲双打亚军
男乙单打亚军：李嘉丰（初三义）
男乙双打亚军：李嘉丰（初三义）、
王耀斌（初二爱）

女乙双打亚军：许子瑶（初二勇）、
林凯琳（初三忠）

女甲双打亚军：苏芯乐（高一文商和）、
林宇纤（高一文商礼）
◆ 羽球校队在巴生学联赛中获得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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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代表与领队们合照。

第六届亚太区国际青年教育交流网络论坛
我校代表荣获个人口头报告第四名及
小组报告第一名
英语教学中心 供稿

1月25日（星期五）至1月30日（星期三），由韩国
文化体育观光部(MCST)和韩国教育旅游协会(KETA)组织
的“第六届亚太区青少年国际教育交流网络论坛”在韩
国仁川举行。我校学生莫妍一（高一理爱）、欧致琛及
陈宁（高一理孝）为马来西亚代表成员。在领队老师王
翠玲的陪同下，与来自亚太地区的其他青年参与5天4夜
的论坛活动，包括：英语个人演讲、英语团队交流和教
育旅行体验。莫妍一也凭其自然流畅的英语和稳健的台
风荣获个人口头报告第四名及小组报告第一名。
此活动旨在让青少年有机会接触多元文化、透过交
流促进相互了解，传播所学知识造福人群；同时也借此
平台提升学生们的英语沟通和协作能力。论坛的其中一
项活动，要求每个参赛国家派出代表，报告该国的本土
文化或旅游胜地。我校学生莫妍一代表马来西亚，介绍
全民美食椰浆饭的特色，在回答观众提问时表现大方、
自信，赢得评审青睐，获得全场第四名。

◆ 莫妍一（高一理爱）荣获个人口头报告第四名。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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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妍一（右一）也获得小组报告第一名。

在 论 坛 期 间 ，各 国 代 表 被 分 成 数 个 小 组 ， 与来自

许学生在呈现报告时，能多注重个人在活动过程中的反

不同国家的代表们使用英语进行协作、交流、参访、呈

思，比如研究结果如何影响人类生活、如何改变使得这

现报告。此外，在小组协作活动中，来自不同国家的学

个世界更美好等。

生分享各自国家的文化习俗、学校生活等。主办单位安
排韩国的学生带领组员们乘搭公共交通游览首尔，实际
体验韩国民情、参访学校、旅游景点、尝试韩国道地餐
饮、文化与历史古迹等，在参访过程中继续深度交流各
国的文化体验，并把心得总结为小组报告。
评审在总结时表示，她为学生的投入表现和丰富内
容感到骄傲，也提醒学生在学习英语时无须过于注重自
己的口音，因为具特色的口音是身份的特征，更重要的
是与人沟通时展现出来的自信才会令人折服。评审也期

◆ 我校代表合影。左一起为陈
宁（高一理孝）、莫妍一（高
一理爱）、领队王翠玲老师
及欧致琛（高一理孝）。

除了营会的两项比赛，主办当局也安排了户外活
动，我校师生有机会参观了首尔的多处名胜。如首尔国
家博物馆、昌德宫、仁寺洞、“三八线”第三隧道等，
增加对韩国人文历史的了解。
虽然一月仍是寒冬，学生们每天在零下的气温下进
行户外活动，但无阻互相学习交流的热情。小组合作、
展示或演讲，让学生们学到了许多英语知识和许多课外
技能。相信这次活动让学生们收获到友谊和经验之余，
也让他们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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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ing Core Competencies through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 Best Team :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From left: Tan Hui Yi (S1 Melbourne), Chan Ning (S1 Adelaide),
Phua Xin Ann (S2 Melbourne), Derek Yuen Yee Jun (S3 Adelaide) & Amanda Elizabeth Theseira (S1
Canberra).

Reported by ELC
Hin Hua High School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augural King Henry
VIII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16 February, 2019 in Cyberjaya. Seventeen
of our students from both junior and senior
levels participated in this conference. For
most of our students, it was a brand new
experience participating in a Model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which gives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xercise their abilities in
debate and diplomacy, all the while creating
plausible solutions to issues that are currently
plaguing the world. The main aim of the
conference is to pass a series of resolutions
that will create a measurable and significant
impact on reducing climate change.

The participants were divided into group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countrie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public of South Korea, Senegal and Brazil. Each
country had to prepare a proposition paper that included
the country’s policy, past actions and possible solutions.
The participants were required to do some research
before attending the conference and to know well about
the country they were presenting. The activities included
debates, discussions, meetings between the committees,
resolution agreement and so on.
Student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similar
activities to develop their core competencies in critical
thinking, collaborating and communicating skills. It
is also an opportunity to use English language in real
environment.

2019年 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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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st Speaker: Derek Yuen Yee Jun (S3 Adelaide).

◆ Best Interjection: Wesley Lau Wei Zhong (S3 Adelaide).

◆ Best Delegate: Bernard Siow Terng Feng (S2 Adelaide).

◆ Best Opening Speech: Lee Ricson (S1 Canber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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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Mission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o deploy differentiated learning
principle and encourage proactive learning
approach to elicit joy and sense of fulfilment
in learning English. In 2019, apart from the
annual competitions, we aim to enhance the
student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following
initiatives:
1. Conduct Free Tuition Class more
frequently to address students’ needs –
on Mondays and Fridays.
2. English Ambassador Club to conduct
more English-related activities during
English Weeks.
3. Promote reading English newspaper and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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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书法研习社受邀到

班达马兰小学 B 校挥毫记

◆ 一行人在孔子像前合照。左起为吴奕茹、颜靖璇、谢诗颖、
巴生弟子规教育中心副会长陈伟后、巴生弟子规教育中心会
长刘金城、邝美玉老师、梁咏诗、彭紫萱及苏荣蔚。

吴奕茹（高二文商勇 / 书法研习社主席）报道
1月26日（星期六）下午2时45分至下午3时半，我校书法
研习社受巴生弟子规教育中心之邀，到班达马兰华文小学B校
义务挥毫。活动宗旨除营造新春气氛、推广挥春文化外，也
意在提升大众对书法艺术的重视与传承。带队老师为邝美玉
老师，而参与现场挥毫的同学有：颜靖璇（高三文商平）、
谢诗颖（高三理孝）、梁咏诗（高二理仁）、吴奕茹（高二

◆ 书法社社员们带着祝福的心写下一幅
幅的春联。

文商勇）、苏荣蔚（高二文商廉）以及彭紫萱（高一理信）。
在接获邀请后，书法社的会员就事先写好部分春联，
其中包括了七字对联，五字对联，四字春联、斗方和水墨字
画。这些加上金点装饰的春联，承载着书法社会员们满满的爱心
和祝福。
活动当天，现场新春歌曲萦绕，家长们鱼贯入场，欣赏
会员们下笔挥毫。其中以水墨作画并配上吉祥字的字画最得
到参与者的喜爱。在喜庆氛围的渲染下，每个人的脸上都挂
着笑容，共同欢庆美好佳节。当然，家长们也可向书法社会员
提出要求，替他们写下祝福的字画。
邝老师表示，现场有许多人热爱书法艺术，让她印象深

◆ 参与者们挑选自己心仪的作品。

喜获肯定
梁咏诗（高二理仁）

刻的，是一位弟子规班五年级的印裔男学生，主动要求帮忙

这是我第一次到校外去

倒墨汁。而我校初二义徐永康同学还向她借大毛笔写了“招

现场画水墨画。本来还担心

财进宝”四字。邝老师笑说：“前者服务精神可嘉，后者挥

自己技艺不精，会被别人笑

毫勇气可嘉。”

话。但是万万没想到居然会

短短的45分钟活动，让大家借此机会接触这项在历史长
河中仍能流传下来的传统文化——书法，并感受到浓浓的新
春气息。不少人在此活动借书法文化进行交流，从中遇到同
道中人。希望更多人能更深入地了解挥春，并把挥春的传统延续
下去。

有那么多人围观，还有人向
我要画呢！我才学水墨画一
年，就有人肯定我的画技，我为此感到很开心。往后，
我会加倍努力，让更多人喜欢我的画。当然这一切都归
功于书法社给我到校外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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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1月生活的事：分享会

“原来……学习可以这么酷！”
图书馆主题分享会

郑雪梨（初一爱）报道

◆ 邝美玉老师、林卿卿老师及四位分享人和出席的同学们合影。
配合图书馆1月份主题书展“生活的事”，图书馆于1月22日（星期二）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一场《原来学习
可以这么酷！》分享会，邀请到三名校友罗国骏、吴静儿、林倖伃及在籍生张岱安进行分享。开场首先由副校长
兼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颁发纪念品予四位分享人。

罗国骏学长：设立明确的目标
首先，罗国骏学长与大家分享他的学习经验。他说，在开始做每一件事之
前，都必须为自己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按部就班地去实行，千万别想着一步
登天。他也提到，学业成绩好不是因为拥有过人的天赋，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去
达到的。所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学习的过程中必须要持之以恒与保
持细心。即便成绩不理想，也不可气馁，而是要找出问题的根源，对症下药，
不重蹈覆辙。

吴静儿学姐：寻找学习的动力
接着，吴静儿学姐提出
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学
习？”及“你的学习目标是什么？”，引发同学们进行思考。
她要同学们找出其中的答案，并以此为前进的动力，妥善安排
好时间，学习之余也不忘放松身心，课业与娱乐两不误。遇到
瓶颈期时，可以选择向身边的人诉说，让他们开导你。阳光
总在风雨后，只要熬过忙碌和压力的阶段，就能换来成就与快
乐。另外，她也与大家简单分享做笔记的方式。她表示，笔记
是自己的，但要有规划性地去完成，让复习的效果加倍。做笔
记时要自己理解、看得懂，不能只是为了应付老师。
◆ 出席的同学们向静儿学姐请教学习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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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安：多阅读吸取额外知识
“学习固然重要，然而没有健康的体魄一切都是空谈。”分享人张岱安
道。他强调，有了充足的睡眠和适当的娱乐，我们才能更好地学习。除了学习课
本上的知识，他建议大家多阅读课外读物，因为它有助于提升理解能力与写作的
思维空间。另外，大家也可通过阅读报纸来掌握时事、培养观点及增广见闻。身
为“笔记达人”，岱安告诉大家不要把笔记当成是一种折磨，笔记上可以随心所
欲、天马行空地画出自己觉得符合此章节的重点和图案，使它变成一种乐趣，并
举例与同学们分享。再者，他也鼓励大家多参与课外活动，累积经验，体验过程
中的精彩，并学会认真对待，才能有更深的
体悟。

林倖伃学姐：养成做笔记的好习惯
最后，林倖伃学姐分享。身为学生，一定要保持正确且积极的学习心态，
并强调学习不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而是要提升自我。学习技巧方面，她提醒同学
们要理解课程内容，疏通概念，做笔记前先要消化内容，摘录要点，切勿盲目抄
写。她建议大家做笔记时可以利用不同颜色的笔去区分标题和内容，美观整齐，
也方便记忆。在时间管理上，她会制作时间表，并要求自己根据计划去实行。学
习是个人的，唯有自我鞭策，拥有强大的自制能力，才能不断进步。

兼顾各门学科

根据自身喜好做笔记

罗婕心（初一仁）

黄品扬（初一爱）

吴静儿学姐的一句

听了讲座后，我整个

话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

人就如同充满了气的气球般

海：“无论你选择什么，

膨胀了，感觉脑袋瓜里充满

只要它对你来说有意义就行

了新鲜的知识以及不胜枚举

了”。我们可以把时间和精

的学习方法，可以飘向蔚蓝

力多放在自己喜欢的学科

的青天。希望通过此次的讲

上，当然其他科目也不可忽

座，我能善用所得的学习方

略。学长姐建议我们做笔记时摘录要点、消化其内容并

法，让我的求学之路更自信，绽放光彩。张岱安学长的

用颜色区分。大部分的笔记内容都取自于课本，所以只

一句话成功启发了我：“笔记是给自己看的，要根据自

要上课用心听，把重点记录下来就好了。我非常感谢这

己的喜好做笔记。”此话让我明白了要把笔记做好，做

几位学长姐，希望这场讲座能让我的考试成绩提高。此

得精致一点，写出自己的风格，这样读笔记时才能看得

外，他们的讲座让我对做笔记的灵感更多，并且让我了

明白，在读书的当儿享受自己的笔记。

解到在学习和玩乐之间对时间掌控的重要性。如果校方
再办这一类型的讲座，我一定会踊跃参与。

◆ 副校长兼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左二）颁发纪念品给予四位分享人，
与会老师一起合影，左一为林卿卿老师、右起为邝美玉老师、杨四娇老
师、图书馆主任黄英莲。

◆ 岱安学长的地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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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1月生活的事：学习单
学习单 —— 打扫经验
朱伯庐的《治家格言》第一句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说明整理
打扫环境的重要。佛经上也说：“扫地扫地扫心地，心地不扫空扫地。”藉由打扫外在的
环境，也能扫除内心的烦恼与尘垢，让生活愉悦自在。在家里，你有打扫的习惯吗？学校
的打扫工作，你会每天认真做好吗？在打扫中你曾有过什么收获和体会？请以“打扫”为
题，记述你日常打扫的经验，并抒发你的看法和感想。
吕自杨 （高二文商廉）

吕洁怡 （高二文商廉）
打扫对我来说

每当看着一尘不

不只是一个工作，也

染的房间，我长长的吐

是一个磨炼自己的机

了一口气，心里甜滋滋

会。因为我平常都懒

的，想永远都不离开房

散，有时做事也不认

间，享受自由、干净空

真，敷衍了事，所以

气。在家里，身为宅女

我在六年级的时候决

的我，只负责打扫自己

定每天晚上洗碗，持

的房间，让自己能在整

续到了今天。一开始

洁舒适的环境下度过美

我还不会洗，随便敷衍了事，至到去年我才意识到

好的一整天。而在学校的打扫工作，我也会认真做

自己这种不可取的态度，所以我现在都很认真的洗

好，把我在家里常体会到的舒适分享给同班同学。打

碗。经过这次的反思，也让我学会在做其他的事的

扫，看似简单的体力劳作，实则藴含着深沉的人生智

时候严谨对待，不论是大事或小事。再者，我觉得

慧。打扫是对内心的建设，让我们可以放下高傲，学

打扫不仅仅是让我们周遭的环境干净而已，环境干

会谦卑，以正能量面对每一天。打扫，也是难得的独

净后我们心情自然好，因此，打扫环境也可以说是

处时光，让自己跟自己对话。就像家中的垃圾是自己

把心里的杂念等去除干净。在这里，我强力建议

制造的一样，生活中的不幸不能完全怪别人，应好好

大家要趁早养成打扫的好习惯，这将带给你许多

反思，发现自己的责任。打扫不仅是对外，更重要的

益处！

是对自己的内心。

林婕妤 （高二文商廉）
生活中我做过最多次的打扫工作，应该就是整理书架了。虽然我声称那置放书
本的地方为“书架”，但实话说来，整个家里都是我的“书架”。不管是餐桌上、橱
柜上、书桌上、沙发上，都零零落落地有着几本书的痕迹。要整理这一切回归到真正
的架子上难免少不了痛苦的悲鸣，不过身为一个书虫面对着自己有增无减的书堆，我
也只能感叹自己脱离不了书本的命运。虽然形容得如此痛苦，但实际上，我还是蛮享
受整理书架的过程。由于我从小就喜欢沉浸在书香里，家里的书架也记载了我从小至
大的读书历程。偶尔打扫中发现自己最喜欢的那本童话故事集、少年时酷爱的热血冒
险漫画至现在慢慢文字的小说，无一是让我不眷恋的。更何况，打扫出一本曾经让
我很快乐的书，转送给别人继续传播快乐，不是很好吗？
交上学习单这，作品以一旦刊登在月报，即可获得图书馆赠送的小礼物一份。
请以上三位同学到图书馆找叶婷婷小姐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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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校园书展
林倖伃 采访报道
2月11日（星期一）至15日（星期五），我校图书馆邀请文轩书苑于仁爱广场主办为期5天的“新春校园书
展”，开放时间为早上8时至下午4时。是项书展为我校的例常活动，除了可以让师生们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书籍
外，另一方面，因部分老师须带领狮队出外采青筹款，行政上特安排被列为自学课的班级参观书展。
书展所售卖的书籍种类繁多，包括小说、参考书、专业书籍、科普书刊、乐谱、历史故事书及精美笔记本等。
另有一个小档口提供师生们订阅杂志，如《摄影玩家》《读者文摘》《国家地理杂志》等，优惠折扣高达70%。现
场除售卖书籍外，也邀请了龙宝斋文化事业推广人李志强先生前来售卖优质的文房用品及提供篆刻服务（现场手工
刻印），以推广中华文化活动。

书籍种类繁多
余可纯（初一孝）
我对阅读有着浓厚的兴
趣，尤其是富有感情色彩的书
籍，读起来十分引人入胜。这场
书展售卖的书籍种类繁多，能轻
易取得好书，为 师 生 们 带 来 许
多方便。期待校方再一次举办
书展。

智慧胜于智力
陈彦霏（高二理爱）
我非常喜欢阅读对生命有
启发性的书籍，书海浩瀚，阅
读能让我学会思考，也能让我
沉醉其中。每个人选购书籍的
方式都不同，建议大家可以先
看看导言或评语，再决定该本
书籍是否适合自己。校园书展为师生带来许多好书，我希望
往后可以展出更多结合“德智体群美劳”六育的经典书籍，
或类似慈济静思书籍，启迪大家的智慧，因为智慧胜于智
力。最后，我认为学校图书馆就像天天开档的书展，希望大
家能在书海中跃出生命光彩的水花。

◆ 从书堆中寻宝，挑选一本属于自己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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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校园文房四宝展

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
篆刻受学生欢迎
李志强先生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兴华中学，与第一年相比，今年同学们更偏向于购买“篆
刻”。“篆刻”一般作为信标用于落款，可盖印在书籍、书画作品等。一般上，我
需要大约5分钟的时间来刻一个字，但也须视笔画多寡和难度而定。兴华中学多年来
开设书法班及水墨画选修课，希望同学们都能踊跃参与，通过亲身体验来感受中华
文化之美。若来年再次来到兴华，我将会携带现成的艺术作品前来展示，供师生们欣
赏，激发他们的兴趣。

将艺术传承下去
李增注师老师（美术、书法及水墨画教师）
配合我校课程需要，特邀李志强先生前来举办展销会，售卖齐全又优质的文房用
品，为师生们提供选购的便利。李先生为人热情，乐于分享中华文化知识，也积极推
广文化活动，让我校学生受益匪浅。所谓“书画同源”，书法、水墨画及篆刻是一步
一步延伸出来的，而篆刻则较少人接触，希望通过李先生的推广，可以让师生们对此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甚至可以学习篆刻，将这个传统手工艺传承下去。中华文化是个
美丽的瑰宝，同学们要善于发现美、创造美，把艺术一直延续下去。

▇ 篆刻小知识 （整理自网络资料）
篆刻，是一门结合书法（主要是篆书）与镌刻（包括凿、铸）工艺，历史久
远的技艺，用于制作印章，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在马来西亚，我们的日常生
活中已少见传统的篆刻印章踪影，通常从戏剧得知，如皇帝玉玺、将军印、书画
家印章等，但其实印章在台湾、日本仍相当普及，在处理重要事务时，个人印章
就是身份认证的工具。
篆刻有两种用途，一是用于信标，二是作为艺术品供欣赏。其创作主要采用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
文、战国文字、大篆以及小篆的几种变体。
古代，信标用篆刻与篆刻艺术品共存，青铜器时代之后信标用篆刻仍然普遍使用，而作为艺术品的篆刻
不甚活跃。到了现代，出现了不少作家，他们将篆刻进行独特的组合使其升华为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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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桌游玩出你的好创意
讲座会
陈俐棋（初三平）、彭靖妤（初三勇）采访报道
配合新春校园书展的举办，2月14日（星期四），我校图书馆与文轩书苑于黄景裕
讲堂联办一场《用桌游玩出你的好创意》讲座会，主讲人为来自马六甲的桌游达人陈毅
杰老师。当天，出席讲座会的学会团体有大众传播出版组、图书馆服务团及华文学会。

★何谓桌游（Board Game）？
顾名思义，它是指在桌上玩的游戏，无需任何电源或科技产品，是只需运用若干
规则（游戏玩法）让配件（游戏用具）有效运作起来的游戏。大约从19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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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陈毅杰老师。

桌游VS文学
近年来，“桌游”已是欧美国家共同学习的重要活动，我们经常能看到桌游出现在各校文学活动中，桌游老
师利用散文、小说文本结合桌游的游戏机制，指导学生从仿作、改作，到创作出自己的故事与小说（或自己的游
戏），让写作教学更富有趣味。
分享会中，陈老师与同学们进行一场名为“遇见小说”的游戏交流，要求同学说出中国四大名著中的人物的
性格特征，让同学们“玩中学”，从游戏中体验学习的乐趣。桌游不同于传统书籍的线性阅读，它是透过诸如玩
家互动、交换、抽牌或骰子等不可预期的各种变量，来建构你对“材料”的认识，进而获得作者想传达的资讯。
若桌游是一种文学，那文学就是一种语言。在我们进行桌游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展现出本身的性
格，性格则决定了我们的游戏命运该有何去向。
陈老师也表示，桌游如写作一般，需要以五感，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来进行。“强化五感力，
提升写作力”，这是桌游和写作之间的联系。另外，他也提出“靶心人公式”，即目标、阻碍、努力、结果、意
外、转变、结局，将桌游和写作两者结合起来，并引用著名丹麦作
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美人鱼》作为例子。
最后，陈老师以“相信自己是天才比真的是天才还重要”一句
话与大家共勉之，并鼓励同学们多接触桌游，进入这个跳脱文字形
式的立体阅读世界，探索其中的乐趣。

◆ 陈老师与现场的师生进行一场游戏交流。

“玩中学”更有趣

写作要有想象力

陈欣蜜（初三平）

卢丹薇（初三勇）

这次的活动除了让我更

透过这场分享会，让我

深一层的认识“桌游”，也

意识到写作需要有想象力，

让我了解到原来在玩游戏的

写出来的文章才会更有趣。

过程中也可以学习。偶尔跟

我平常最喜欢玩的桌游是百

家人朋友聚会时，我们都会

万富翁，它不仅能添加生活
的乐趣，还能促进家人之间
的关系。最后，我建议同学们应把握听讲座和学习的机
会，专注聆听，学会尊重别人，自己也会得到尊重。

玩一些简单的桌游，其中最
有趣的就是“谁是卧底”。希望往后的日子，我也懂得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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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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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许梅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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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校园书

展

林倖伃 采访

1）我校多年来致力推广阅读风气，您觉得目前的成果如何？学生的表现
如何？
校园的阅读推广管道中，由资讯出版组组长林卿卿老师协同图书馆及相关科任老师长期经营
的“每月主题阅读活动”提供了丰富、多元、有活力的体验。根据统计，配合每月主题推荐图书的
借出率节节升高，是个令人感到鼓舞的好现象！若缺少了这个推荐管道，可想像许多好书将隐藏在
书库中和灰尘落寞相对。此外，具有长跑活力的校园晨读活动，也是一个关键的发条，能让同学日
积月累地读完一本又一本书。希望每个年级的同学，能在为自己挑书的过程中，思考最匹配个人年
龄层的书。书局书架上的畅销书，不一定都是适合自己年龄层的，需要有过滤和拒绝的智慧。在判
断的过程，只要问自己一个关键的问题：“这本书会开拓我的新视野吗？”，你就可以坚定地推断
它是不是一本值得翻阅的书。

2）对书展有什么想法/想说的话吗？有什么未来可以添加的新元素？
期待书商能为校园阅读带进好书，而不仅仅只是售卖迎合大众口味、在书局也可轻易找到的书籍。

3）可以与同学们分享一下“如何选购书籍”吗？
我通常会快速的走完一圈，初步掌握卖场的书籍摆设的分类，再聚焦往自己希望可以精挑一
些好书的范围逛逛。每拿起一本有兴趣的书籍，我就会反问自己：阅读这本书的对话过程，能让“
我”产生什么变化？再检查书价，判断是自己希望拥有的书还是可以到图书馆去借阅的书。个人的
阅读倾向在于教育丛书、人本关怀类（特别是和落后国家、犹太人相关的书籍）、科普类、科技和
商业相关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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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推荐图书
≈作者简介
妹尾河童，日本当代具代表性的舞台设计家，1930年生于神户，1954年因舞台设计而崭
露头角，此后活跃于戏剧、歌剧、芭蕾舞、音乐剧、电视等表演艺术领域，曾获“纪伊国屋演
剧”、“山多利音乐”、“艺术祭优秀”、“兵库县文化”等众多奖项。

≈图书内容
《窥视印度》是日本著名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情趣盎然的印度游记。在游走印度的途
中，他以别样的好奇、韧性和深究底里的脾性边走边看边绘，展现一个另类日本人眼中的印度
建筑、宗教、历史和文化。其独特细致的文字和绘画让你身临其境。印度，这个古老的国度，
充斥着太多的神秘，也与我们华夏民族有着千丝万屡的联系──有着几千年的政治、经济、文
化、宗教等方面的交往。与我们一样，印度有屈辱的近代，在风风雨雨中走到了今天。而她的
民族风情、宗教文化、经济政治等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推荐语
这辈子，压根儿没想过需要了解印度多一些。因为两个以为。以为生活周遭看到的印度
同胞，就是印度这古文明国的缩影。以为印度淹没在贫困的汪洋中，但或许夹杂着“一股让世
界平掉了的力量”、让世界各角落的代工订单飞涌而去的力量。
2018年8月9日，聆听了陈亚才老师的讲座“印度庙与印度文化”后，图书馆服务员热情地为
现场出席者推荐馆藏中与印度文化相关的书籍。从中，我挑出了由日本作家妹尾河童著写的《窥视
印度》，好奇一位在印度或许面对语言不通的日本作家，其所认识的印度到底是怎样的。
不看则已，一翻阅即无法自拔。
舞台设计家妹尾河童，不仅能写，也能画。他在印度待过的客房、恒河边的人文景色、大小
市镇的街头生活面貌、印度人民使用的生活用具及佳肴、饮水等等，都在他细腻的笔触中一一被勾
描出来！
此外，作者的幽默与发现他人文化的敏锐度，也在他和翻译者姜淑玲女士（台湾成功大学外
文系）的文笔中，生动、活泼地将窥视到的印度生活、文化，轻松地娓娓道来。一路阅读，除了感
受到“文化冲击”(culture shock)，抵消了许多我“以为”对印度的认知，让我虚心、好奇地、有
耐心地“听”妹尾河童的讲述，更因为翻阅过程的一张张插画补充，让整个讲述画面都嵌进脑海中。
有时候，阅读一本“旧书”，也会和惊喜相遇。特别是类似像妹尾
河童这么一位有写作魅力作家的“旧书”。

↘ 图书推荐
书名| 窥视印度
作者| 妹尾河童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分类号| C737（老师推荐图书专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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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自己写：17 岁资奥金牌少年，冲撞
体制 500 天》何达睿 | C1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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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世界，自己定义！：75 位千禧世代的追梦
行动》 史黛西·费雷拉 | C494

何达睿一如我们身边的初、高中孩子，喜欢打电

本书从世界不同角落，收集千禧世代出生的年轻

动、看动漫。敢于放手一搏，只为不让生平第一次想全

人，如何以自学方式，运用自身的资源和经历，用无畏

力追逐的梦想变成遗憾。走过孤独但纯粹的五百天，实

失败的精神，从事创新事业和社会改造的故事，让同世

现梦想清单。何达睿亲笔写下这段历程的起伏转折，

代的高中同学，可以互相激励借镜。

献给每一个曾为梦想执着、流泪、怀疑，但真心付出
过的你。

《月亮都是一样的》艾黎·泰瑞 | C874
作者艾黎·泰瑞用童诗写故事，内容触及了丰富的

《被讨厌的勇气：自我启发之父「阿德勒」的教导》
《被讨厌的勇气二部曲完结篇：人生幸福的行动
指南》岸见一郎 | C177.2
生命里，我们虽然会受到过去经验的影响，例如创
伤经验，而让生命显得迟滞困难。但这本书却道出一条
珍贵的路径：即使过去如此，我们仍能坚定地拾起想要
的生活目标，盯视内心所渴求的，然后重新做出选择并
努力着，想要的生命是可以这样创造而来的。

《多向思考者：高敏感人群的内心世界》 克莉司
德·布提可南 | C173.7
没有浮夸的修辞，没有繁复的文体，有的是朴实的
文字和严谨的态度。字里行间撼动了我们曾经自以为稳
固的认知，探索了我们应该看待生命的角度，对生命提
出了别具一格的深刻观点。

《叛逆有理，独立无罪》陈志恒 | C177.2
事实上，除了你自己，并没有人能够捆绑住你。
当下的你，或许身不由己，但你有方法，可以拥有
父母的爱，同时能挣脱亲情的羁绊，勇敢走自己想走的

面向──单亲家庭与失亲伤痛，同侪排挤与道德勇气，
异性关系与自我认同。这些诗篇轻巧又真实地传达了青
少年人物的心声。每个孤独的孩子都能在书中找到疗愈
心灵的良方。

《时光走向女孩》黄庭钰 | C855
谁说爱的形式只能有一种？谁定义了女子该有的模
样？十六、七岁的你／妳，在烦恼什么呢？

《麦蒂为何而跑：一个典型青少年的私密挣扎与
死亡悲剧》凯特·费根 | C785.28
即使在你眼中完美的人，其实都正在经历一些挣扎
轰动全美，常春藤名校高材生自杀案完整纪实报导
揭露网络世代底下，看似完美的孩子，实则正在经
历崩裂的青春......

《可以善良，但你要有底线不当好人：人际关系断·
舍·离，勉强自己和别人好，不如找人真心对你好》
午堂登纪雄 | C177.3
拒绝别人，你没有对不起谁。一昧讨好他人难被真

路，做你想做的事。

心对待，唯有坚定善良与不畏冲突才能活出自我。

《脆弱亦美好，致青春，给自己：从沉潜到成长、
蜕变到坚强，探索生命的 36 封情书》亚历山德罗·
达维尼亚 | C177.2

《无处停歇》杰米·阿滕贝格 | C874

青春像是一团谜，充满对生命的疑问与探索。青春
更像一团火焰，同时燃烧希望与绝望。我们该如何找寻
希望之火？如何不被绝望之火吞噬？走过青春的迷惘狂
乱，如何迎向成熟与挫折的历练？受伤的时候，如何从
脆弱幽微之心寻找力量？

《情绪寄生》 许皓宜 | C176.5
情绪在每个人身上，都以一种独特的形式存在，却
依着各种千奇百怪的模样，影响我们的人生。你、我，
你们和我们，皆是如此。
原来，“情绪”对我们的生命而言，是如此重要的
存在，透过那些愤怒与失落、遗憾与忧伤，我们才得以
认识自己潜在的力量。
人，唯有更懂得觉察自我，才能学习“好好活着”。

你是谁？想成为怎样的人？对自己失望吗？对未来
迷茫吗？
安德烈亚体验过所有不可避免的人生之旅，却因现
实带来的打击心灰意冷。在她最迷茫彷徨的这一年，她
的母亲把一些旧家具搬入她的家中，其中包含父亲去世
时躺着的那把椅子......

《奇迹男孩》斯蒂芬·卓博斯基
图书 C874；电影 C987.8 0095845

一个充满泪水、爱与希望的生命
旅程，述说一个平凡的男孩，如何接
纳自己、勇敢长大的不凡故事；也述
说他的出现，如何奇迹似的改变了所
有人的一生......

44

HIN HUA MONTHLY

2019年 2月号

◆ 书法家春联墨宝。左一起为周靖化先生的“富足年”、吴杏梅女士的“诸事圆满”、赖全合先生的“逐年
圆梦”及王承长先生的“乐安吉祥”

挥春 影集
◆ 同学在班上进行为时
一小时的挥春比赛。

◆ 书法家吴亚鸿先生的
“天地大美”。

◆ 同学席地而坐进行挥毫。

◆ 挥春比赛决选后，评审老师与华文老师、书法研习社同学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