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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旅游：东海岸
• 名人传记：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导演
• 雅丝敏·阿莫导演：经典广告与电影
• 8月份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在变化
中，重塑对国家的想象
• 征文活动：这个国庆日，我想对马来
西亚说......
• 编者的话
• 书迷大联盟—— 老师推荐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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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前言
林徽因曾说：“从没有人说过八月什么话，夏天过去了，也不到秋天。”但八月对马来西亚人有重大意涵，因为8
月31日是我国的国庆日！因此，本期月报特设了爱国专题，共分为四个部分：
一为在地旅游。其实我国也有许多美丽的景点，旅游不一定要到国外。本期整理的东海岸旅游，结合了摄影学会
同学的作品，也许你可以拿着月报请父母或约上三五知己一起去走走看看！
二是名人传记—— 雅丝敏·阿莫（Yasmin Ahmad，1958年1月7日－2009年7月25日），我国颇受好评且多次获奖的
电影导演与编剧。她的电视广告与电影作品涉及关于跨越文化差异，内容幽默、鼓舞与爱，是不容错过的本土佳作。
三为八月份图书馆主题书展的推荐书。希望在国旗飘扬的8月份，我校师生能借此机会翻阅与我国相关的书籍，更
深入了解自己居住的这片土地；
四为爱国宣言征文活动，集合了高初中同学对国家的看法与想对马来西亚说的话。
希望月报今年第一次尝试的专题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省思：在我国改朝换代的一年后，在变化中如何重整自己的
国家的想象？或者进一步思考，我们究竟可以为这片土地贡献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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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宾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右）与苏进存校长见证高三成年礼仪式。

感恩·责任·奋发

高三

成年礼
陈玮欣（初三爱）、萧佩雯（初三爱）报道

成年，意味着这个世界增添了一股新生力量；成

苏校长致词时则表示，成年的定义并不是年龄的累积，

年，意味着需要肩负一份对社会的责任。当一个人由

而是在心理上能自我醒悟。他在会上提出三个期许，希望同

孩子步入成年之时，他的人生就要开始一次奋力的起

学们拥有“自燃”能力，成为一个激情活力的人，能够发光

飞，迈向人生新的里程碑。在孩子成长成人的重要年

发热，努力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拥有自我愈合能力，不管

华里，我校家长和学生和受邀出席7月6日（星期六）

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挑战，都要勇敢地去面对；拥有自律的能

早上9时于朝阳堂举办的第10届高三成年礼。

力, 保持高度自律, 充分利用时间和精力，才能变得更优秀。

典礼以全体高三生朗诵《大学章句》掀开序幕，

系领带和献家书仪式是高三成年礼不可或缺的环节。在

激情澎湃的朗诵声，令人动容，场面十分震撼。接

李董事长和苏校长的见证下，家长亲自为孩子系上领带，高

着，大会司仪述说成年礼的意义，并从中带出我校坚

三生随后向父母、师长鞠躬，感恩他们多年来无私的奉献。

持“人文办学、复兴礼教、讲信修睦、传道受业”的

接着，学生代表依次上台念出家书，语言真挚恳切，触动了

教学理念。

不少父母。全体高三生将自己的家书献给父母时，家长们的

李平福董事长致词时表示，成年意味着身上肩负

脸上都写满了幸福和感动，场面温馨感人。

的重任越来越多，同学们要心怀正量，放眼世界，努

最后，大会司仪念诵古之箴言：“行必履正，勿怀侥

力做一个心灵纯洁，人格高尚的人，更要做一个有文

幸”，提醒学生一定要走正道，按部就班地行事，无论何事

化修养，有人文关怀，有责任担当的人。他也希望，

都不要存着侥幸的心理。成年礼在全体高三生演唱《生命的

在未来的日子里，同学们能够以无畏的勇气、无比的

蜕变》后圆满落幕。

毅力和崇高的人格，去面对人生每个阶段的挫折与挑战。

◆ 家长为孩子系上领带，期许孩子展开美
好的人生。

◆ 我们的孩子成年了，献上满满的祝福。

◆ 温馨感人的家书让家长不禁眼眶泛红，
感动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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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路上不忘初心
方妍燕女士（学生家长）
成年礼，对孩子来说是
一个长大的象征，是一个走
向未来的转站。我认为，举
办成年礼的意义在于把“感
恩、责任、奋发”这三个原
则灌输给孩子，提醒他们在
未来路上不忘初心，坚守原
则。我想对孩子说：每个人
都不是圣人，总会有犯错的时候，但最重要的是懂得从

◆ 4 位高三生代表先后上台念出家书，真情流露。

错误中学习，不重蹈覆辙，努力成为一个更棒的人。

为梦想而努力
检视原则，塑造人格
王金芳女士（学生家长）

陈欣霓（高三理忠)
成年礼赋予每个人的
意义都不同，它是一个让父

这 些 年 ， 我 留意 到 孩 子 一 路 走 来 的 转 变 和 努力付

母和孩子交心的通道，也是

出。看着家书的那一刻，我很感触，也很欣慰孩子仍然

让学生领悟自身价值观的过

牢记以前的生活点滴。孩子们写的一字一句，都流露出

程。会上的每个环节，都

他们的心声和想法。成年礼能让他们再次检视自己应有

有其重要意义，如向父母鞠

的原则，塑造自己的人格，并学会保有一颗感恩的心。

躬，借以表达孩子们对父母的感恩之情和尊敬。我时刻

我希望孩子往后能够活得开心，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提醒自己要对生命负起责任，也要对身边的人事物常怀

对社会和国家有责任、贡献，不留遗憾也不负众望。

感恩之心。我希望自己以后不会忘记中学时期许下的梦
想，努力之余也莫忘初衷。

心之所向，无惧无悔
陈松裕（高三理仁）
父母为我系上领带的
那一刻，我深刻地意识到自
己已经成年，往后要成为一
个负责任、有担当的成人。
◆ 王金芳女士与丈夫出席孩子的成年礼。

我很珍惜，并感恩父母给予
我的信任，让我有更多的自
由去做选择，追求自己喜欢
的事。时光飞逝，如今的我已成年，不久后即将离开学
校，踏上新的人生历程，希望自己不会留下遗憾，未来
的日子，继续勇敢地向前走。

◆ 成年礼在全体高三生献唱《生命的蜕变》后落幕。

◆ 拍下这难忘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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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届高三成年礼

心怀正量，成为一个有担当的人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致词
感恩要图报，要以行动报答。孝顺父母，是对父母
最好的报答；尊重师长，是对师长最好的报答；人生正
道而行，克尽义务和责任，是对国家社会最好的报答；
珍惜和努力，是对生命最好的报答。今天，各位还在母
校求学，爱你们的学校、师长、同学，以及为品 行和
学业发奋图强，是最好的报答；年底毕业出去，回馈母
校、记得师长的教诲，以及光明正大的做人和做事，是
最好的报答！
成年，也意味着我们必须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
我校署理董事长卢金峰先生、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

责，以及对社会和国家负责；如古人所说的，以国家兴

席余安先生、苏进存校长、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先生、

亡为己任，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并且任重而道远。承担

我校三机构同仁、各位家长、各位老师、各位媒体界的

更多、更重大的责任，处处都必须为人着想，是成长必

朋友、同学们，大家早上好。

须学习的事，也因为承担更多，我们的生命才有了重量。

今 天 ， 是 我 校第 十 年 为 高 三 应 届 毕 业 生 举 办成年

同学们，用学习开展自己的人生，未来的路要自己

礼。成年礼是中华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仪式。当年兴华

走。一是努力奋发，在知识和学问上精益求精，更上一

中学破天荒，成为全马来西亚第一所为应届高三毕业生

层楼，继续到国内外大专学院深造，完成更高的学历；

举办成年礼的学校，现在我们看到这项仪式开始被一些

二则是发挥自己的专长，心怀正量，放眼世界，有梦最

学校、社团认同，并举办了很多类似活动，藉此提倡正

美、希望相随，努力做一个心灵纯洁，人格高尚的人，

面价值观，并祝福青少年成长的喜悦。

更做一个有文化修养，有人文关怀，有责任担当的人。

兴华中学举办高三生成年礼，是想让同学们了解，

各位同学，在这个值得骄傲与纪念的日子里，希望

成长的三层意义，那就是“感恩、责任、奋发”。我们

同学们能够以无畏的勇气、无比的毅力和崇高的人格，

能顺利成长的背后，花费了许多人的心血，父母的养育

去面对人生每个阶段的各种挫折与挑战。这些都需要学

之恩、师长的教导、提掖之恩，朋友同学的互助友爱，

习和自我磨练，并从中获取经验、勇气和智慧，为自己

都要铭感于心。在你们长大且即将顺风远扬时，别忘了

创造更高的成就，也为国家和社会人群做出更大的贡

感谢一路上曾经陪伴你帮助你的每一个人。

献。谢谢。

◆ 同学们向校方及师长鞠躬，感谢师长的教导、提掖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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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不是年龄的累积，
而是心理上的自我醒悟
尊 敬 的 董 事 长拿 督 李 平 福 、 署 理 董 事 长 卢 金峰先

苏进存校长致词

生 、 副 董 事 长 兼 校 友 会 主 席 余 安 、 家 协 主 席 陈 伟 后董
事、三机构董事、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媒
体朋友、各位同学，早上好!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为人父母，为人师长
见证孩子十八岁的成年礼，我也借此机会向所有同学的
爸爸妈妈及长辈表示祝贺。
古代行冠礼之年，即正式进入成年的年龄，冠礼的
意涵即是“内心修德，外被礼文”宣示成人，并努力德
才兼修。
学校举行成年礼已迈入第十个年头，此时此刻，我
想在场的父母必然会回想起伴随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出
世的那一年，跌跌撞撞的学步，第一颗乳牙的萌生，第
一声父母的称呼，第一天幼儿园入学，小一第一张成绩

我希望：你们拥有自律的能力,每天有效率地做好最

册，无不牵动各位父母的心，而今天这些都变成无数美

重要的事，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保持高度自律,

好的片段, 深深刻印在父母的记忆中。

你不得不承认,高度自律的人, 只会越来越优秀, 越来越

各位同学，在你们18岁的美好时刻，在即将跨入成

有魅力, 也会越来越成功。

人行列之时,我有几句话与你们共勉，衷心献上全天下所

两天前的成年礼分享会上，你们的三位学长校友

有父母师长对你们最真挚的祝福和希望。希望你们未来

期勉各位同学人生路上，不忘初衷，坚定前行，克服困

路越走越精彩。

难，方得始终。你们要切记。

我希望：你们都有自燃的能力,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

各位同学，很荣幸见证了你们人生最美好的日子，

和挑战，一定要有激情，让自己燃烧起来，要有活力，

请你们感恩父母把你们带到这美丽的世界，感恩他们无

凡事往好处想，你若能让自己燃烧起来，你就能发光发

私为你们所做的一切，记得给父母一个感恩的拥抱；珍

热,你就有很大的价值，你就是梧桐，凤凰也会来栖息，

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和学习环境, 感念栽培你们的师长和学

一个拥有自燃能力的人， 无论到哪里都能发光发亮，都

校；记住并珍惜给予你们友谊和关心的同窗好友。

能承担责任，人生也必将走向辉煌。

成年的定义并不是年龄的累积，而是在心理上能自

我希望：你们拥有自我愈合的能力，人生不如意或

我醒悟。凡事能担当、懂感恩、知奋发，给人良好的示

许十之八九,经过磨难之后，自己要有愈合伤口的能力，

范榜样,开展生命成熟的新篇章。成年礼的仪式是一时

遇到困难或伤害，你要学着自己安慰自己，告诉自己要

的，但代表的意义却是一生的，走好自己人生路，祝福

学 会 放 下 ， 如 果 你 在 生 活 中 遇 到 挫 折 ， 你 要 鼓 励 自己

你们, 期待若干年后，你们就像两天前的三位校友一样，

别怕、坚强点、勇敢点，然后继续努力。拥有了这个能

到校与学弟妹分享你们生命的精彩，也祝福在场的各位

力，你才能迎接更大的挑战，变得更加优秀、更加卓越。

一切美好，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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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影

◆ 为着让 400 多位高三生有个庄重且意义深远的成年礼，11 位高三班导师卯足全力策
划仪式的每个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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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宣教运动推展礼及组织工作
吴芯仪（初三忠）报道

为了延续华教薪火的相传，我校于7月2日（星

与创新思维的能力、数位科技素养、具备未来在

期二）在朝阳堂举办一年一度的招生宣教运动推展

职场上工作与生活的能力，呼应二十一世纪关键

礼，分为高、初中两个阶段举行。招生宣教一直

能力的需求，这更能够有效为学生巩固根基，也

是每所华文独立中学的使命，同时也是扎根母语

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了许多的机会与发展空间。

教育的最佳凭证。从1968年至今，招生宣教俨然
已是动员全体兴华人共同宣扬华文教育为目标而
努力的常年活动。
推展礼以播映“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发展史”
的短片拉开序幕，为全体师生简单概括两个世纪
华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华教从1819年所建立
的第一间私塾——五福书院开始，其中经历无数
的风雨波折,起落浮沉。但在华社先贤们锲而不
舍、坚持不渝的捍卫与发展下,华文教育仍然能够
在艰难险阻的情景屡创奇迹。
苏进存校长在致词中表示，独中教育是最能
衔接华文小学的中学教育体系，兴华教育秉持人
文科技相结合的教育总纲领，除了在软硬件建设
注入大量心力，也非常重视德育与社会关怀意识
的培养。他强调，我校提供全方位教育，让每个
同学在校的六年学习历程中，都能建构自主学习

苏校长续称，全体兴华人必须自强不息，不
亢不卑，一步一脚印，凝聚每个人的成功，以证
明兴华教育的成功，向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并
成为独中优质教育的指标。
招生宣教推展礼的尾声，由合唱团献上两首
意味深长的曲目，分别为《一颗种子》以及《因
为这个国家》，前者展现了兴华心系华教、扎根
母语教育的精神，及对先贤在这片土地上播下母
语种子的感激；后者则展现我国作为多元民族国
家，为发扬多元民族语言文化而奋斗的自豪感。
身为独中生，我们应该维护母语教育，携手
共创一个多元化、开放的校园氛围，在人文精神
及科技发展的熏陶下茁壮成长。仪式结束后，班
导师随即带领同学回班组织招生宣教工作。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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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展现兴华的内涵
苏进存校长致词全文
副校长、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午安！
从70年代至今，几十年来，招生宣教这个意义重大
的活动，已融入兴华的传统。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全
体师生一起检讨与反思，年复一年，从不间断，正如今
年校庆暨教师节庆典主题：齐兴有尔，兴华七十二年的
发展历程，有你有我，不论在救亡图存，或精进发展，
都有着你我每个人，及许多前辈先贤们的坚持奋斗。
独中教育是最能衔接华文小学的中学教育体系，兴
华教育秉持着人文科技相结合的教育总纲领，除了在软
硬件建设注入大量心力，也非常重视德育与社会关怀意
识的培养。我认为，中华文化无限智慧、博大精深，是
东方文化的代表，是人类文化遗产中的瑰宝，而强调人
文与科技相结合，形塑关键核心素养建构的兴华教育，
将更能够有效为华小毕业生巩固根基，为同学的发展提
供许多机会与发展空间。事实证明，全球多元文化共存
共荣，多元语文与多元教育不但不会妨碍国家的团结与
繁荣，反而让我们的社会体现跨文化的交流与和谐，多

教育的成功。长期来，我们结合了董事、家长、
校友、社会人士，还有全体师生的能量，方才有
今天的兴华，623义卖娱乐市已证实这一点，这是
一种支持、一种肯定、一种祝福、更是一种殷切
的期望，所以兴华必须越来越好。

元教育的存在就像多元生物的存在一样，对于人类的进

齐兴有尔，你我大家都是兴华教育的形象大

化是存利的，是因为宇宙万物齐生和大自然多元生态，

使，我们有义务让所有小六家长及学生知道，兴

使到世界充满着生机。

华教育、独中教育的办学目标与发展，因此熟读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一方

并理解兴华简介册子的内容，有序的讲解是重要的。

面要清楚地告诉自己，融入廿一世纪关键核心素养元素

各位同学，还是一句老话，今天兴华中学耸

的兴华教育，已让兴华与全世界大学接轨，国际型的华

立在巴生港口路旁，它是一个地标，社会人士都

文中学俨然已形成，这是先贤们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

会聚焦关注兴华的发展，我们必须自强不息，向

耕耘所奠下的基础。我们大家需传承前人的努力，不亢

世人展现兴华的内涵，并成为独中优质教育的指

不卑，一步一脚印，凝聚我们每个人的成功，证明兴华

标，我们大家一起努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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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 届现场绘画比赛

◆ 苏进存校长（右三）为第 40 届全校现场绘画比赛主持揭题仪式，为比赛拉开序幕。右一起为许梅韵副校长及美术教
研组组长谢金聪老师。左起为李宛云老师、谢盛财老师、谢锡福副校长及黄宝珠老师。

周艺敏（高二理孝）采访报道

以下为三位评审针对各级画作之讲评：

初一级：本次的参赛者绘画水平都相当不错，可见部分学生已
“笔随心动，相由心生”，为了培养

掌握一定的素描写生技巧。建议初一学生多注意透视问题以及物质表

学生对美术的兴趣，进而提高美术素养，

质的表现手法，如铁桶与纸盒若画不好就很相似，因此同学应恰当处

本校美术教科研组于5月18日（星期六）早

理其细节，多观察、多锻炼。于此同时，宝特瓶以及铁桶的写生亦含

上8时举办第40届全校现场绘画比赛。国字

一定的绘画难度，学生在应用线条时需多加注意，让表达物体原色方

型大楼一至三楼成为本次的赛场。本届赛

面更加细腻。另外部分作品细节、角度调整也需合理安排绘画时间，

事共吸引了378位学生参与。

以确保能够完成作品。由于使用铅笔，暗处不易突出，应多体现出明

当天早上8时，开幕仪式正式开始。

暗差距。

苏进存校长致词时表示，美术已经融入在

入围画作各有不同风格，个性会影响画作的呈现，同学们需充分

德、智、体、群、美、劳、六育之中，学

发挥自我艺术特点。此次比赛，同学们用心作画，参赛者实力平均，

会审美是社会的需求，希望学生可以利用

实属难得！

自己的审美观，去感受身边一切人、事、
物的美。接着苏校长拉开遮盖比赛题目的
帷幕，随着热烈的掌声，公布比赛题目。
下表为各级比赛题目：
初一级：午后茶点
初二级：果园、精彩羽球赛、巴士站
初三级：制水、惊现一刻、公园一景
高中级：节庆、难忘的旅行、钟声响起时

初二级：题目围绕着生活，因此富含想象力、跳脱写生框架、
超现实且有内涵的特色作品都被录取。有的应用了水彩作画，表现
佳。透视应用亦为初二学生作品一大特色。不过，从初一素描牵引至
初二彩画的衔接上有待改进，希望同学们多努力，勇敢尝试不同的绘
画媒介以及表达手法，领会不同角度以及绘画技巧之美！

初三级：初三级的学生各从不同视野出发，某些优胜者更用画
笔凸显了那“一瞬间”之快感，十分吸引。初三级学生的水彩技巧较
初一、初二级学生有更大提升，其绘画技巧之丰富，表达之明确以及
水彩应用的掌握显得更加稳重。

高中组：高一级的部分优胜作品艺术表现力强，熟悉以色彩及
同学们在少年服务团的带领下进入各自
的赛场，开始为时四小时的绘画比赛。

小技巧表达欢乐之影像。同时，有些会以平面技术作画，有的细心，
有的对比强烈，唯需要注意有些画面表现需要更为细腻。

中午12时半，比赛正式结束。学生们

作品成熟，值得鼓励的是，高中学生虽结束了日常美术课的学习

的画作陆续送达美术室。本次的参赛作品

以及锻炼机会，但学生依然能以丰富的技术、想象力以及色彩表达出

将会由3位画家（张厚耀、李祈成、余荣

完整的一幅画。此外，部分优胜作品艺术表达强烈，但在创意想象方

兴）评审，为画作进行审核并写下评语。

面仍然有进步空间；有的作品整体不错，但颜色丰富力有待进步。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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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美术的奥秘

微弱力量创造不一样的艺术

谢金聪老师（美术科教研组组长）

张慷旭（高一理孝）

11

绘画比赛的题目是由

高中的忙碌生活让我没

所有美术老师开会，依照学

有闲暇时间作画，这场比赛

生程度出题并筛选出来。我

是重拾画笔的契机。我选择

们希望通过绘画比赛培养学

画“难忘的旅行”，因为这

生的绘画素养，同时发现人

题目最能刺激我的灵感，利

才，让他们到校外参赛。我

于我灵光乍现且跳出框架，

认为绘画的技巧主要是在构

自由发挥。旅游的地点我选

图、色调、创意以及如何

择新加坡了的“Garden

表达题目的意境以及涂色方

The Bay”。我曾经到访，并留下深刻印象。我并没有十

法。作品的形体结构以及画面美感将决定作品的好坏。

足信心可以在各位高手中脱颖而出，但我只想以自己微

因此，我们在美术课程中加入西方美术史，希望同学学

弱的力量创造不一样的艺术。我放眼来年再战，越战越勇！

by

会评鉴伟大画家的绘画技巧，并从中学习、模仿、应用
在自己的绘画上。最后，我认为绘画意境也十分重要，
好的作品能添加人们的生活素质，为生活带来动感。

绘画是兴趣与舒缓压力
林旻仪（初三孝）

我对绘画很有兴趣，

在谢金聪老师的鼓励下，参
与了这项赛事。我选择“公
园一景”这个题目，因为我
比较擅长画风景。构思画
面的技巧，对我来说有三种
方式：感觉、经验和美术知
识。而作画方面，我的风格是冷色和暖色达到平衡，所
以会有一种稳定感。这是我第三次参赛，即使已有两次
的经验了，但兴华强者太多，可以深刻感觉到自己与他
们悬殊的实力。当然我也会继续努力，因为这是我的兴
趣以及舒缓压力的方法。

◆ 左起为评审嘉宾张厚耀画家、李祈成画家、谢金聪老师、李增
注老师及余荣兴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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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绘画比赛得奖名单
初一级
特优奖：李紫绮（初一忠）、谢骐全（初一忠）、颜子杰（初一义）、廖才智（初一平）
优秀奖：沈嘉仪（初一孝）、余可纯（初一孝）、胡榆歆（初一仁）、李希婕（初一平）
佳作奖：黄虹萱（初一孝）、吴劲澈（初一孝）、郑雪梨（初一爱）、李澄惠（初一爱）、
林恩妤（初一信）、林梓恒（初一义）、苏思萱（初一和）、邱诗芸（初一和）、
洪宇庆（初一平）、林思仪（初一礼）、黄欣静（初一廉）、马晓琪（初一智）

初二级
特优奖：白恩悦（初二仁）、陈歆靛（初二礼）、陈彦祎（初二廉）、叶潼恩（初二智）
优秀奖：周

名（初二仁）、洪愉洁（初二勇）、蔡佩颖（初二勇）、李振鸿（初二勇）

佳作奖：黄玮鸿（初二忠）、陈柔霏（初二信）、林彤晏（初二义）、蔡启荣（初二和）、
吕缋诗（初二和）、夏子晴（初二平）、黄钰雯（初二礼）、林立满（初二礼）、
洪若旭（初二智）、吴铠宋（初二智）、谢俐琳（初二勇）、张凱量（初二勇）
◆ 施婉琪（高三理爱），题为：钟声响
起时。

初三级
特优奖：吴永赐（初三忠）、林旻仪（初三孝）、马圻彦（初三平）
优秀奖：谢紫萱（初三义）、吴丽绮（初三和）、蔡

瑾（初三和）、苏盈祯（初三平）、

佳作奖：严浩哲（初三爱）、邹欣彤（初三信）、黄馨恩（初三信）、蔡智昊（初三义）、
郑芯柔（初三义）、刘玮康（初三和）、黄寿彤（初三和）、宋呈焱（初三廉）、
林狮峻（初三廉）

高一级
特优奖：戴婉琦（高一理孝）、夏恩权（高一理爱）、陈钧菀（高一文商智）
优秀奖：梁馨匀（高一理信）、吴婧悦（高一文商平）、郑惠心（高一文商廉）
佳作奖：张慷旭（高一理孝）、郑芷荭（高一文商义）、陈语嫣（高一文商和）、
叶丽杏（高一文商平）、徐鸿杰（高一文商智）、黄馨旋（高一文商智）、
许芊芊（高一文商智）

高二级
特优奖：张岱安（高二理义）、朱浩然（高二文商平）、杜沛学（高二文商勇）
优秀奖：李雯盈（高二理孝）、林恺婷（高二理孝）、陈彦霏（高二理爱）、
佳作奖：林凯霈（高二理忠）、苏禕伊（高二理孝）、蔡菱恩（高二理孝）、
杨可欣（高二文商礼）、林佳蓁（高二文商礼）、钟惠妍（高二文商礼）、

◆ 张靖茹（高三文商平），题为：难忘
的旅行。

陈佳安（高二文商礼）、颜杰毅（高二文商廉）、谢永康（高二文商智）、

高三级
特优奖：施婉琪（高三理爱）、李衍凯（高三文商和）、张靖茹（高三文商平）
优秀奖：吕敏瑜（高三理信）、叶慧欣（高三理信）、彭美绮（高三文商义）
佳作奖：黄舒恩（高三理孝）、谢瑜萱（高三理爱）、刘芷滢（高三理信）、
刘小甜（高三文商义）、杨微仪（高三文商和）、陈诗祺（高三文商平）、
谢梓峻（高三文商平）、林

政（高三文商廉）、

◆ 张岱安（高二理义），题为：节庆。

2019年 7月号

◆ 杜沛学（高二文商勇），题为：难忘的旅行。

◆ 戴婉琦（高一理孝），题为：钟声响起时。

HIN HUA MONTHLY

◆ 夏恩权（高一理爱），题为：难忘的旅行。

◆ 林旻仪（初三孝），题为：公园一景。

◆ 马圻彦（初三平），题为：制水。

◆ 叶潼恩（初二智），题为：精彩的球赛。

◆ 陈彦祎（初二廉），题为：果园。

◆ 李紫绮（初一忠），题为：静物素描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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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HELP Debate winners posing for a group photo with Mdm Boo, Ms Evon, Mr. Hazif and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Ms Chua and Ms Jolyn.

Second Runner-up in HELP (CSS) 8th
International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Glorious moment for English Debate Club
Reported by ELC
It was a glorious moment when the ELC
debate team was announced as the second runnerup in the HELP University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CSS) 8th International English Debate
Competition 2019, held on 6 and 7 July 2019. We
would like to extend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our debate team members, Derek Yuen Yee Jun (S3
Adelaide),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S2 Adelaide),
Lee Ricson (S1 Canberra) and Amanda Elizabeth
Theseira (S1 Canberra).
This annual competition is organised with the
aims to provide CSS students with a platform to use
English competently, master public speaking skills,
boost confidence in the presentation of facts, and
develop the ability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opical
issues and current affairs.
This year, other than the Chinese independent
secondary schools which took part in the competition
as enthusiastically as before, the organiser also
received participants from two national-type
secondary schools, three 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s
and Dujiangyan Senior High School from China.
Over 16 schools and more than 1000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momentous event. Again, our

debate team managed to bulldoze their way through
the preliminary rounds, octo-finals, quarter-finals
and semi-finals, and gloriously won the second
runner-up on 7 July 2019.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gratitude
to the trainers, Mr Hafiz, Ms Hannah and Ms Iman
from Malaysian Institute Debate and Public Speaking
(MIDP) for coaching our debaters diligently and
giving them a lot of professional input during the
training sessions. It was with the combined efforts
that they succeeded in bagging the second runnerup. The chief adjudicator commented that our team
had demonstrated good manners and presentation
skills. She added that they could have held onto
the arguments they made and provided relevant
examples to support their case. Nonetheless, we are
truly proud of their superb performance.
Lastly,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appreciation to Tan Sri Yeoh Tiong Lay &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Hin Hua High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eachers &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for funding the year-long English
debate training.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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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ELC debate team posing for a group photo with the other winners.

Derek Yuen Yee Jun (S3 Adelaide)

Bernard Siow Terng Fong (S2 Adelaide)

My experience in
debating has been short
yet meaningful. I’ve
learned a lot in debating,
public speaking and so
much more. My advice to
all my fellow peers is not
to be shy when it comes to
public speaking. Giving
a speech or debating might be seen as something
really challenging to beginners, but only through
practice and gaining experience can you obtain a
more complete spectrum in the skill. Only through
experience can you truly understand the dos and
don’ts in speaking, and find your style of speech.

It's been an amazing
journey to be on this team.
A rough journey, but a
good one nonetheless. I
don't have much to say,
but I'd like to thank my
teammates; they're all
really skilled people and
debaters, and any credit
a 3rd-place finish deserves should go to them. Not
forgetting, as well, our trainers that are the only
reason we somewhat knew what we're doing, like
Mr. Hafiz, Ms Hannah and of course our teachers,
Ms. Chua and Ms. Wendy; we can't thank you
enough! All in all, I wish all my teammates good
luck and thanks for the effort.

Lee Ricson (S1 Canberra)
Having a chance to debate in this competition
was one of the best things that happened to me this
year. Unfortunately, we
lost to Han Chiang High
School in the semi final
round. However, what's
most important is that
I got the chance to not
only strengthen the bond
with other members of
my team, but also gain exposure from debaters
from other schools! If given the chance, I would
definitely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again next
year. Lastly, I would like to sincerely thank Ms.
Chua, Ms. Wendy and all the debate trainers who
helped us with all their hearts.

Amanda Elizabeth Theseira (S1 Canberra)
Throughout this debate competition, I have
gained so much more
than what I anticipated
- friendship, experience,
motivation to strive for
the better, and knowledge
on the world via mass
research
needed
to
prepare for the debate.
This competition has
not only made it clearer to me regarding my vast
amount of space for improvement, but it has also
shown me how much I’ve grown in the debate club.
It has been a great experience to be assessed, judged,
commented and constructively critic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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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嘉宾在教师节晚宴合影，右起为兴华中学苏进存校长、中学家协主席陈伟后董事、校友会主席余安副董事长、拿督黄东春、巴生
中华独中董事长蔡崇伟局绅、拿督林成国、丹斯里林宽城副董事长伉俪、卢金峰署理董事长、拿督李平福董事长、丹斯里吴德芳伉
俪、拿督林钦耀伉俪、中小学联委会主席陈祈福董事、宋石儒律师、苏顺昌董事、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及小学家协主席程晋强。

兴华中小学 教师节晚宴
陈妙智老师 报道
2019年兴华中小
学教师节联欢晚宴，
于7月12日（星期五）
在巴生皇城会展中心
举办。兴华中学董事
长拿督李平福致词时

兴华中小学成员欢聚一堂
晚宴开场之际，兴华中学教师和董事会分别献唱《童
年》与《无言的结局》，伴着熟悉的旋律，倏地将现场气氛
带回盛满回忆的年代。兴华中学邝美玉老师与朱键鸿老师，
分别呈现口琴与二胡表演，让在场观众眼前一亮。

表示，教师是照耀民
族的神圣火炬，教师
◆ 拿督李平福董事长

通过教育，来强化民

族，推动文明。
他也提到，教师是一份影响生命的工作，而我校
以学生为主体，注重激发学生的兴趣，教学内容与时
俱进，教师亦能不断自我提升，以致在教学法上不断
推陈出新。鉴于时代的变迁，李董事长表示，教师须
掌握相当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和技能，且紧跟时代
的脚步，因材施教。
◆邝美玉老师呈献口琴表演。

◆兴华中小学五机构成员上台高歌一曲，感谢教师的付出和贡献。

◆朱键鸿老师呈献二胡表演。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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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联委会主席陈祈福董事 ( 中 ) 与所有获得幸运抽奖的幸运儿合影。

兴华小学陈家福校长代

现了“兴华精神”。中小学

表中小学全体老师与职员致

联委会主席陈祈福董事则看

词时，感谢一直关心老师们

见许多退休的老师和前董事

福利的五机构同仁。即将告

们，皆出席当晚的晚宴而无

别杏坛的陈校长，更笑言其

比感动，他认为，是“兴华

32年的教学生涯里，掌校25

情”将他们吸引回来。

年，经历九次调职，也曾到
过七所学校，认为最后一站
◆ 陈家福校长

能在兴华小学“下车”是自
己的福气。

他说，兴华中小学每年举办的教师节晚宴，不仅表

当晚，大会也安排了许
多精彩的表演，包括邀请海
鸥之星歌手以及校友尤嘉霖

◆ 陈祈福董事

献唱，以慰劳老师们的辛劳。除此，大会更准备了丰富
的礼物，为幸运抽奖环节助兴。

扬老师的教育精神，也借机让两校三机构成员与教职员
欢聚一堂，维持两校的联系，展现中小学同根同源，本
为一体，出自一家的发展历史。兴华中小学72年情谊，
历久弥新。
兴华中学副董事长
丹斯里拿督林宽成，则
在晚宴上提到团结的重要
性，他以兴华中学刚举办
的“623义卖娱乐市”为例
子，认为能筹得超过320
万令吉的成绩，除了社会

◆ 4 位教职员献唱耳熟能详的《童年》。

人士的支持之外，校友更
是扮演重要的角色，体

◆丹斯里林宽成副董事长

◆中小学五机构校友理事与荣休老师难得相聚，开心举
杯合影。
◆教师节晚宴筵开 56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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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 YOUNG”美术学会一日营
陈彦霏（高二理爱）报道
为了提升学员的创意创作思维及增进彼此间的感情，我校
美术学会于5月20日（星期六）举办主题为“艺YOUNG”的校内一
日营，结合跑站游戏，让营员完成立体造型创作的挑战。
营员们使
用跑站游戏中
所赢得的金币
竞标大会提供
的环保物资，
并创作出“飞
翔 ” 主 题 的
作品。营员们
认 真 积 极 地
构思、创作，
在有限的时间
内，利用环保
物资，如瓶盖、纸盒、铝罐等剪贴重组，创作出美丽的作品。环

提高默契，结识新朋友

保创作不仅仅是艺术创作，也带出了本校长期积极推动的环保工

莎米娜林（高一文商廉）

作，传递爱护环境，爱护地球的理念。

举办生活营是这几年一
直想完成的事，今年总算实
现了！各股筹委为此筹备良
久，很高兴我能够成为此活

艺young的含义：
美术学会 约130人，学会活动时间的相处时光不足以凝

动的一份子。这次活动不仅
提高了我和伙伴的默契，同
时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让

聚如此大一个家庭，为增进会员间感情而筹办的一日营，活动

我印象最深刻的活动是创作大赛，大家要用金币所投得

终归于“艺术”、“美感”，与美术学会特色与成立宗旨相

的材料在有限时间内与组员一同制作主题为“飞翔”的

符，“young”则体现正值大好年华的学子，年轻有朝气地在美

作品，并为其进行讲解。每组会员的创作概念，表现方

术、学习路上不断前进，不忘赤子之心。

式都不一样，最后由老师为大家点评及进行总结。整个
活动让大家有学习、聆听、表达、领导、合作并创作的
机会，这些都让我获益良多。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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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学会
莎亚南湖滨公园
户外写生
陈彦霏（高二理爱）报道
用那双手的肌腱描出眼前的美，用颜料渲染大自
然的妙。写生，不仅仅原地踏步于以实物或风景为对
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写生，更是心灵的绘画，瞬
间的捕捉，记忆那片刻爱上大自然的感觉，然后顺着
感情撩拨于纸画上。
为提高会员的写生技巧，美术学会于5月26日（
星期日）拉队到莎亚南湖滨公园进行户外写生活动。
早晨的公园，湖色风雅，生态如始，风弗脸颊。万
物在晨曦下萌生起活跃的脸蛋，阳光从叶缝之间普照
而下。会员散落到不同地角落开始画作。在美好的早
晨，大家凝聚精神，用心下笔，细心欣赏，打开与大
自然的无限沟通，安静了自己，也安静了环境。
午后，会员们回到学校，带队老师谢金聪老师
和黄宝珠老师对画作进行点评。她们对会员们的作品
给予建议，并鼓励大家多进行户外写生活动，与大自
然亲近之余，还能提升画技。活动在两位老师的总结
后，正式结束。活动虽结束，但心程却会在我们的记
忆中翱翔，降落在下一次的写生，再起飞。

◆ 底图为张岱安（高二理义）作品。

◆ 颜慧仪（高一理爱）作品。
◆ 李芝逸（高一理忠）作品。

◆ 莎米娜林（高一文商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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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来自观察～
以电影说生活”
张爵西导演讲座会
陈慧仪（高二文商勇）采访报道
7月11日（星期四），图书馆与课外活动处主办，图
书馆服务团与大众传播出版组协办，在陈开蓉大讲堂举
办一场“爱，来自观察~以电影说生活”讲座会，有幸邀
请到国产电影《我来自纽约》及《当我们在一起》的导
演——张爵西担任主讲人。
张爵西是位导演、监制及编剧。2016年，她首度
执导自己编写的《我来自纽约》，荣获多项殊荣。该电
影的故事灵感源自于生活，她说，多年来在数个国家生
活，回国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模式变得格外疏离，
大家同一桌吃饭都不聊天，个个都是低头族。这种现象
激发了张导演的创作灵感，希望从自己的经历、角度、
价值观出发，拍出一部适合一家大小观赏的电影，同时
向观众传达出亲情的重要意义。
张导演播放电影片段，向 大 家 说 明 每 个 细 节 的 创
作灵感及其所要带出的意义。她说，其电影之所以
和 “ 家 ” 这 个 主 题 离 不 开 关 系 ， 是因为她认为家是每
个人的根，是永远的避风港，有亲人们的温暖陪伴和支
持，提醒自己勿忘初心。

电影《当我们在一起》中，患上失智症的外公忘了
耍功夫的招式，Sarah走上前拉起他的手，耐心地带领他
完成。张导演想借此传达出：当我们牙牙学语或蹒跚学
步时，是父母手把手地把我们拉扯长大；当他们慢慢老
去的时候，我们也要给予他们多一些耐心，细心地照料
着他们，这是身为儿女能给予他们最好的报答。
科技产品日新月异，现代年轻人只要用手机按一
按，便可将照片上载到社交媒体，把回忆保存下 来。
那么，又有多少人还愿意花时间，去收集剪报、 旧照
片，或者手工制作一本回忆录呢？张导演在《当 我们
在一起》这部电影中，便融入了“收集回忆”这 一元
素，Sarah为了不让外公失去记忆，亲手制作了一本精美
的回忆录，记录着生活中的种种美好回忆，也是一次次
缘分的见证。
电影中呈现出的每个画面，都源自于张导演的真
实体会和感受，也正因为情感真挚，才能引起观众的共
鸣。张导演认为，把一个简单的生活故事和人物情感拍

张导演提到，现代社会的坏风气，如出入电梯不让

得丝丝入扣，是因为自己擅于观察，从中发掘生 活中

步、饭前饭后对手机爱不释手等，都是她的灵感来源。

的题材。她说，每个人的生活，就是最佳剧本，你用心

她 希 望 能 通 过 电 影 ， 向 年 轻 人 传 达 正 面 的 信 息 ， 提醒

过，就是一部好电影。

他们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她举例，电影《我来自纽
约》中的Sarah在用餐前除拍摄美食外，也与外公合照，
不会因为科技而忽略了长辈的感受。此外，青少年可以
多耐心指导长辈们使用现代科技产品，让长辈们多了解
青少年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地嘲笑他
们落伍了。她说，只要善用科技，就可
以拉近每个人的距离。
张导演感叹，她是个游子，只有
在特别节日时才会返乡与家人团聚。因
此，传统节日也成为了她作品中的重要
元素，希望能借此提醒现代年轻人不要
遗忘传统节日的重要性。许 多 优 良 传
统，如冬至时需依据岁数吃汤圆、生日
时吃母亲亲自煮的面线等，都需要代代
传承下去。

◆ 出席者与张爵西导演合影。

最后，张导演强调：“要多观察，多搜查资料，要
有体会，要有生活，才能把重要信息通过电影传达给大
众，达成共鸣，而我也希望我能一直把这份工作做好。”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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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为什么张导演会从歌手的身份，投入到电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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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觉得那是一部好电影。总的来说，一部电影的好坏，取决
于个人的感受与体会。

Q: 电影《当我们在一起》其中一幕，外公阿根
和女儿跳舞时的画面与父母从前跳舞的回忆衔接在一
起，这样的拍摄手法有何用意？
A：这场戏，让我感到骄傲，因为它带给观众各种不同

A：这其中有太多的故事，我只能长话短说。26岁那

的想法，有些人会掉入时光机，回忆起往事、有些人则会探

年，机缘巧合下我当上了歌手，发行了第一张专辑，当时候

讨我拍这场戏的背后意义。其背景歌曲是《Dance With My

家人也感到疑惑，因为我从没有任何迹象让他们觉得我会踏

Father》，虽然版权费用高，但我还是坚持要购买，因为我

入演艺圈。从一名歌手到电影人，间中20多年我曾尝试过

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观众，即便挚爱的家庭成员已逝世，但

15个不同的行业，我从中领悟到，每当我们学习新知识时，

他们会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这场戏的主要意义，是想告诉

一定要坚持到底，不可半途而废。曾有人说，我遇到许多伯

观众：珍惜与家人相处的时光，父母要多陪伴孩子，长大成

乐，但我认为不是，是我很努力地当一匹好马，最终才会遇

人的孩子也要趁父母健在的时候好好孝敬他们。

上我的伯乐。因此，我们应该要时刻把自己准备好，一旦遇
到好时机，就准备大展身手。

Q: 张导演之前没有拍摄过电影，那么您是如何挑
选电影中的演员以及寻找资金来源？

Q: 张导演的电影是否有采用电脑绘图软件
(COMPUTER GRAPHICS,简称CG)？
A:有，但比较少。《我来自纽约》采用的部分是飞机
飞在云空的场景、天空中的星星等；《当我们在一起》则是

A：20多年前，我在娱乐圈当过歌手、拍过广告，也担

在纽约的场景。现在的电影多数会采用此软件，因为这样可

任过监制一职。我心思细腻，观察能力强，这是我当导演的

以使画面变得更真实。对电影制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学

一大优势，也帮助我寻找到好演员。另外，寻找资金来源

CG、视频剪辑、拍摄、后期制作等技能，增加这方面的相关

可说是电影人的最大挑战。目前，政府部门有提供部分资金

知识，对未来职业生涯会有所帮助。

让我们去申请，但是这些资金并不足于拍摄一部电影。资金
之所以庞大，是因为电影邀请了海外演员来出演、需要选取
品质好的歌曲、要求高清的画面素质以及拥有一个强大的团
队。电影拍摄完成后，我们仍需面对发行及上映的挑战，因
为这些都是电影人无法控制的。

家是每个人的根
王榕恩（初三平）
第一次与张导演见面，觉
得她本人非常年轻，也很平易

Q:在拍摄电影时，张导演是否曾遇到挫折，而产
生退缩的念头？

近人。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A：我有遇到重大困难及挑战，但

事，都别忘了家，因为那是我

从来没想过要退缩。我非常感谢我的监

们永远的根”。如果有机会，

制——罗德明先生。犹记得我担任他执

我还会出席张导演的讲座会，因为她为人亲切，所分享的内

导的电影《纸月亮》监制一职时，当时

容也与现代社会息息相关。我也衷心希望有机会能与电影中

候的我一无所知，完全没有电影方面的知

的男主角以及其他可爱的演员们见个面。

识，但是罗监制却对我说：“不可以害

张导演的一句话“无论做什么

怕，因为怕的话就先输给了自己。”这句

生活题材引共鸣

话我一直铭记于心。

叶晴柔（高二文商勇）

Q: 如何定义 “好电影”？

《我来自纽约》这部电
影，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普遍问

A：很多人都把电影划分为“烂

题，因为电影题材取自生活细

片”、好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

节，因此也引起观众的共鸣。

等，但坦白说我不会分。很多人会把丰

看着电影中的演员庆祝各种

富的商业元素象征为高票房，但当年票

传统节日、为了传统观念起争

房最高的《我来自纽约》却不是商业电

执，我不禁想：我还记得什么是传统吗？我有在传承自己的

影。有些人在看一部电影时，只懂得表

文化吗？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整场讲座让我印象最深

面的趣味，但却无法领悟电影真正要带

刻的，是张导演说她并非一位专业的导演，更没有学习过

出来的意义。对我来说，即使某部电影

电影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是她告诉自己凡事都要坚持到最

故事剧情不怎么好，但只要它有一句话

后，做每一件事情时都要做到最好，不可半途而废。

或一场戏让我有所体会、启发了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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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我们的星空
远距观测小组 Mersing 观星活动
每当感到不知所措，星空总能给你平静；
每当感到迷失方向，星空总能帮你找到梦想；
每当感到绝望无助，星空总能成为你的力量。

◆ 用手机拍出的银河。

◆ 远距观测小组成员及陈伟伦教练（后排
右一）合照。

◆ 成员们认真地拍摄工作。

郑培和（高二理孝）供稿
21世纪的今天，居住在大城市的人们，因为受到夜里辉
煌灯光四射的影响，已经很难再看到满天星斗。6月的学校假
期期间，月相接近新月，月亮的光害低，远距观测小组的学
生借机于6月1日至4日（星期六至二），长途跋涉到柔佛州
光害程度很低的丰盛港（Mersing）,进行观星和拍摄活动。
参与此活动的学生有郑培和（高二理孝）、黄骏斌（高
二理孝）、林立翔（高二理孝）、吴锦豪（高二理孝）、江宇
康（高二理信）及黄栢捷（高二理义），领队为陈伟伦教练。
此行的主要目的为观测与拍摄银河，普遍上人们认为银河是在

◆ 星轨迹。

天上的一个小星点，可实际上银河是一片会发光的云状物，且
凭肉眼就能看见，但并不如网络上所看到的那么五彩缤纷。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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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6位小组成员经过漫长车程后终于安全抵达丰盛港。抵达住
宿整理好行李之后，便着手准备晚上拍摄所需要的器材，大约晚
上10时开始进行观测及拍摄活动。第一晚的天气并没有达到理想
状态，但我们坚持等待天气的转良。接近午夜时分，云朵渐渐散
去，银河可见度越来越高，大家迫不及待地架起相机，开始了第
一次的银河拍摄。当晚结束观星时已是半夜2时左右，但我们却
兴奋不已，一点都不疲倦。

◆ 看见如此盛景，成员们都迫不及待地
准备拍摄。

第二天
天公不作美，成员们等待多时后，天气依然恶劣，拍摄出
来的照片并不理想。

第三天
前夜漫长的等待让成员们身心俱疲，隔天临近中午才起
床。下午处理完照片，趁着空闲之时，大伙儿一同前往住宿附近
的陆连岛，欣赏风景和考察地形。然而刚抵达陆连岛，便下起了
雨，让大伙儿不禁开始担心晚上的天气。幸运的是，当晚的天气
却是三个夜晚中最好的一晚，银河可见度也是最佳的，周围还点
缀着闪亮的星星。白天大家心中怀揣的那份担忧郁闷的心情，在
这片星空下一扫而空。由于当晚雨后水气多，相机的镜头不断起

◆夏季大三角。

雾，成员们需要不断地向镜头吹气才能确保照片清晰。

为期4天3夜的观星活动中，成员们都十分认真投入，即便经历天气不佳带来的困扰以及彻夜未眠的疲惫，大家仍从
中学习到许多拍摄、处理照片的技巧与天文知识，可说是获益良多。
相信很多人都对星空充满兴趣与向往，却总是受限于繁忙的生活。身为“大忙人”的你，不妨抽个时间，踏出家
门，去到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抬头仰望，那些电视或天文馆中虚拟的影像便会如实呈现在你眼前。

小知识

拍摄银河小提示

1. 最佳时刻
对北半球的地区来说，银河出现在夏季和冬季的星空，但相比之下，冬季银河较暗淡，而夏季银河则较明亮
壮丽，因此观测银河的最佳季节是在夏季，也就是四至七月左右。

2. 观察月相
由于月光会形成光害，对银河的观测以及拍摄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选择月相接近新月的日期，避开满月的
时刻，可以大大减少月光所造成的光害。

3. 地点的选择
选择观测银河的地点时，首先要考虑的是该地区的光害程度，大多数偏远或较远离市区的地方光害较低，适
合拍摄。我国有许多理想的观测地点，例如：柔佛州的丰盛港、彭亨州的劳勿、登嘉楼州的宝石岛等等，都
是很好的选择。

4. 准备器材
拍摄银河的技巧主要是拍摄数十张长时间曝光的照片之后，经由电脑软件后期处理而成。为了避免长时间曝
光时相机抖动，造成画面模糊不清，因此在准备器材时应该准备一支三脚架，将相机固定好，才能有效地避
免相机抖动。使用手机也可以拍摄银河，前提是该手机需要具备长时间曝光的功能，且需准备手机三脚架，
这样就可以利用轻便的手机进行拍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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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
考
海
察
佛
颜慧仪（高一理爱）、李钧皓（高二理仁） 报道
黄慧韵老师、翁明娇老师、詹亨右（高二理爱） 摄影

我校地理、历史与生物科教研组于5月18日至20日
（星期日至星期一），联合主办三天两夜的柔佛海岸考
察活动，邀请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白伟权博士和高
级讲师黄燕仪博士，担任活动讲师。随团成员包括巴生
四独中师生以及董总地理学科助理苏美红与董总历史学
科助理蔡维龙。
活动的宗旨是要让老师们突破纸上谈兵的教学设
计，直接走入教材，充实教学内容，提高户外教学的技
能和培养教师带户外考察活动的兴趣。考察地点主要以
柔佛海岸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为主，配合初中与高中地理
课本所提及的景点，进行实地走访与考察。
考察主要研究的内容，包括：一、马来人族群组
成、传统社会组织与经济；二、热带栽培业及国家政策

1,100km的征途

形塑下的聚落；三、柔佛海岸地形与生态环境；四、乡
村聚落的发展、变迁与重构；五、大型造填计划与产业
转型的企图心。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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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周遭社会与环境

白伟权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助理教授）
很荣幸受邀请担任考察活动的讲师，感谢全体团员的配合，希望在我们的
讲解下，团员们能有所收获。与团员们分享的内容，其实只是我们现实生活中
看到的冰山一角，或许它实际上不是我所说的那样，有点像瞎子摸象，所以希
望团员们能秉持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精神，继续探索我们周遭的
社会与环境。

发现大马之美

黄燕仪博士（新纪元大学学院高级讲师）
希望这个考察对老师们不是教学上的句点，更期待的是能夠借此机会让大家更
关心我们的周遭环境，并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下一代。往后若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任
何无法解答的现象，欢迎随时联系我们，一起找出答案，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可
以提高我们对我国地理知识的认知，让更多人知道我国之美！

开拓思维与视野
黄慧韵老师（地理科研组组长）
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希望教师能直接走入教材，去感受、体验、经历真
实的地理环境，丰富教师的教学内容，培养教师带户外考察活动的兴趣，提高教
师户外教学的技能。唯有教师多参与类似的考察活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才能
领导学生走出教室，让学生学以致用，活化地理学识，开拓思维与视野。
感谢董事会和学校行政落力支持，促成此美事。也感谢全体参与教师和学生
的付出与配合，活动的筹备与后期的考察报告之制作，都需要团队的力量方能成
行。希望教师和学生们能感觉到不虚此行，收获满载，能介绍朋友多到这些大自
然之地进行旅游，并懂得在发展商勾画的一片大好美景中仍能保持清醒，如此，
则视为此活动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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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丰富、生态多样的Pulau Mawar

2019年 7月号

1

Pulau Mawar的地形非常丰富，生态环
境多样，考察团在此见证了天气骤变，抵达
时阳光明媚，20分钟后却雷雨交加。穿越
海岸森林，从沙滩、连岛沙洲的海岸进入被
侵蚀的砾滩、海蚀洞，仿佛世外桃源。考察
团两次造访此地，见证了潮起潮落，更加敬
佩能适应此环境生存下来的红树、黄槿、林
投、木麻黄等。它们懂得调适自身，寻得解
决方法，觅得安身之所，赞叹海边生物的求
生毅力。
2

母系社会的米南加保人
森美兰的重要文化特色，是仍奉行母
系社会的米南加保文化。母亲是一家之主，
掌管家庭的一切事物，在婚姻上亦是“把男
子娶回家”。因此，当邀请屋主主人（Tuan
Rumah）一同合照时，走出来的是位女士。
另外，米南加保的传统房子，是以镶
嵌的方式搭建起的木屋，，完全无使用任何
一根钉子，深具特色。米南加保人主要从
事农业，在山谷间种植稻米和杂粮。由于早

3

期没有冰箱，为方便食物的保存，因此他们
的饮食文化中有许多的盐腌制品，如咸鸭蛋
等，甚至会将鸭熏制以耐保存。

国阵选票的堡垒——垦殖区
我国独立后，为消除贫穷以及解决人
民经济问题，政府规划发展许多垦殖聚落。
政府先替垦殖民建筑居所、休闲场所等所有
生活设施，以吸引垦殖民的迁入。第一代垦
殖民在政府的帮助下，适逢橡胶、油棕价格
的黄金年代，很快地就赚取第一桶金，因此
垦殖民对国阵特别是巫统有一种感恩之情。
考察团到访的Badar Tun Abdul Razak，即
是其中一个垦殖区。这类垦殖区不见较大的
核心区，而是小核心区分散于油棕园各地。

1.
2.

穿越海岸森林，从沙滩、连岛沙洲的海岸进入被侵
蚀的砾滩、海蚀洞，仿佛世外桃源。
Pulau Mawar 的岩滩与远处的海蚀洞，当退潮时，可
步行到海蚀洞参观。

3.
4.

米南加保的传统房子，是以镶嵌的方式搭建起的木
屋，完全无使用任何一根钉子，深具特色。
Sedili Besar 的海蚀平台在退潮时，考察团发现各类岩
石，其中以玄武岩、页岩、板岩居多。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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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时间的Sedili Besar

4

此区有着绵延两公里长的海蚀平台，
在退潮时，考察团发现各类岩石，其中以玄
武岩、页岩、板岩居多，也观察到许多生
物，如螃蟹、弹涂鱼等。观察岩石的构造，
能发现时间的痕迹，所见岩石不断地受到内
外力作用下演化而成。在两位讲师的讲解
下，厘清其历史演化的脉络。

6

5

边佳兰重构的寺庙、坟地与居民
早期的边佳兰是个渔村，渔民在内湾
海域以浅海捕鱼为生，过着安居乐业的恬静
生活。但随着政府将此区规划为石油化工业
区后，原本的平静生活从此被干扰。白伟权
博士在此向大家讲解了边佳兰百年来的聚落
变迁、炼油厂与海岸开发对当地所造成的
冲击以及当地居民的应对方法。随着“喷火

7

龙”的进驻，原本在地的寺庙、坟地与居民
都已迁移他处，政府给予了赔款，居民生活
与文化也慢慢在重构中。原本分散在各地各
籍贯的寺庙，也因拆迁而有缘全部聚集在一
起，形成“八庙连珠，各显神通”的格局。

人为构建的文明城市——伊斯干达经济特区
考察团参访了伊斯干达经济特区的公
8

主港（Puteri

Harbour）、柔佛州政府新

行政中心以及森林城市。公主港拥有私人
游艇停放区，也有着孩子们最喜爱的游乐
园，是我国与印尼往来的重要港口之一。
柔佛州政府新行政中心的成立概念与我国
布城一致，都是为了缓解原市中心拥挤而
迁移政府机构。森林城市是我国大面积填
海造陆的典型例子，在站森林城市的土地
上，难以想象五年前此区还属于柔佛海峡
的海域，如今已被人为掌控。在钢筋水泥
的外墙上，试图以绿色植物加以掩盖其背
后的丑陋与造成的破坏。

5.
6.

八间原本分散各地的各籍贯庙宇，因“喷火龙”的
进驻，而有缘排成一列，继续守护着当地信仰者。
公主港拥有私人游艇停放区，也有着孩子们最喜爱
的游乐园，是我国与印尼往来的重要港口之一。

7.
8.

由于边佳兰人口数不多，故庙的格局较小，此处为
未被征收的泰山宫。
五年前，我们所站之地还属于柔佛海峡，如今已被
填土成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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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族群文化交流 走访老吉隆坡半日寻宝游
林齐荟师（教务处助理）、蔡菱恩（高二理孝）报道
但凡是中学生都上过历史课，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自己脚踏

主办方设置的题目和任务，旨在让学生勇于开口向当地不

的这一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吗？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同族群的负责人或民众提出疑问，队员之间运用国语或英语进行

，可这片土地养的不只是一方人，承载的也不只是一种文化。各

沟通，寻找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相对于华人寺庙和宗祠，华校

族群文化交汇融合，我们又要如何去学习理解与尊重呢？

生们对兴都庙和伊斯兰清真寺可谓非常陌生。幸得巫族队友和清

为了推动独中与伊斯兰宗教学校之间的跨族群交流，创建
各族青少年的沟通桥梁，培养各族学生之间的情谊，以及提供机
会去探寻老吉隆坡一带的历史街区、古迹、宗教场所和文化资
产，董总、伊斯兰学校（IKRAM

Musleh）及隆雪华青于6月29日

（星期六）联合举办“走访老吉隆坡”半日寻宝游，以有趣的方
式提升学生对马来西亚多元种族及文化的认识。
100位来自雪隆区4所独中及4所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参与此活
动，即巴生兴华中学、巴生光华独中、循人中学、尊孔独中、万
宜斯里伊斯兰学校、淡江乌萨夏湾伊斯兰学校、而榄希拉中学及
鹅唛伊斯兰中学。我校35位高二级学生在3名领队林齐荟师、郑
月娥师及黄仰宏师带领下，透过文化交流了解友族同胞，体现出
我国社会多元文化的色彩。
当天一早，我校师生前往隆雪华堂与各校代表会合，准备
展开一场有趣的学习之旅。活动正式开跑前，主办单位以我国特
色美食与传统舞蹈为主题，带领各校代表进行破冰游戏，借此让
两族群交流认识，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搭建友谊的桥樑。
接着，学生们根据主办单位提供的拼图块，寻找共同闯关

真寺讲解员的指导，大家对清真寺的各项构造及其功能有了更全
面的了解，也学会尊重友族同胞的宗教习俗。女队员们进入清真
寺前都须租借长袍遮住头发以及一些身体部位，以示对圣洁的宗
教场所的尊敬。
参访兴都庙前，印裔领队提醒队员，必须把鞋子和袜子脱
下方可入内。他说，在印度人的观念裡，进入寺庙朝拜是要圣洁
的，鞋袜不能进入庙宇内，得洗脚和洗手后，才能赤脚进入。
除此之外，参观关帝庙、茨厂街等华族元素色彩浓厚的地点时，
华裔学生们也主动为巫裔队友解惑，如向他们解释关帝庙内的摆
设，并按任务要求，示范如何求签与解签。
中午12时，大家回到隆雪华堂集合。共进午餐之后，主办
方——为大家公布各个任务站的答案，并仔细解释每个任务站的
特色以及其背景故事，成绩也随之揭晓。出乎意料之外的是，大
多数学生都置输赢于度外，纷纷表示自己从过程中收获的友情与
新知识更为宝贵。
活动过程中，整体气氛除了有分秒必争的紧张感，各族队
员之间也打破隔阂，相谈甚欢。

的合作伙伴。各校代表被分成12组，领队们也自行组成一队，参

引用一句马来俗语：“Tak kenal maka tak cinta”，意

与其中。十三批人马穿行在吉隆坡老街区，以寻宝闯关的方式完

即接纳与喜欢由了解而生。共同生活在马来西亚这片国土上的各

成主办方精心设计的任务活动，既可游玩交流，又可体验各族文

族同胞要融洽相处并不是难事，只要愿意打开心扉，尝试了解和

化。活动的指定任务地点都是各族文化、宗教的代表，分别是占

体验不同的文化，学会尊重与包容，也许沉积多年的偏见与排斥

美清真寺、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庙、关帝庙、陈氏书院，和见证吉

自可迎刃而解，达成各族人民团结共进退的目标。勇于踏出舒适

隆坡开埠及发展史的茨厂街和苏丹街。此外，独立广场和中央艺

圈，建立起跨族群的友谊，你会发现，马来西亚比你现在所认识

术坊等更是展现了我国人民团结一致，多种文化共存共荣的崇高

和知道的，更美丽。

精神。

2019年 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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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菱恩（高二理孝）采访

发现各族的美
魏恺谊（高二文商勇）
一开始决定参加是
被“寻宝”这两个字眼
吸引，觉得在吉隆坡寻
宝会很有趣和刺激。但
到最后，寻宝已不再是
主要目的了，更值得回
忆的是与友族同胞的互
动和交流。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参观三大种族的寺庙。不
同种族有不同的传统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我们应该
懂得了解、尊重和欣赏，让不同文化碰擦出火花，并
学会发现各族文化的美丽之处。
我庆幸自己有机会参与这次的跨族群文化交流活
动，让我更加了解自己的国家。肤色、语言、宗教的

Ahmad Ihsan Bin Kamaruzzama
(Sekolah Menengah Sri Al Amin Bangi)
On 29th of June, I
went to a programme
where Chinese and
Malay students were
joined together in
Kuala Lumpur. The
objective
of
the
programme was to
bond between cultures
and religions. For example, the Muslims and
Buddhists got to learn how each other prays.
In my opinion, it was a tremendous success.
Programme like this should be more encouraged
around the country, so that we could have a
nation that strive together.

不同只是一层薄薄的膜，只要我们有心跨过它，我们
就是一体的。

珍惜与友族同胞交流的机会
江宇康（高二理信）

同一屋檐下共存共荣
黄仰宏（科学实验室助理,领队）
这次的活动，让我
有机会与友族同胞一起

当社科老师介绍

参访不同的宗教场所，

这项活动时，我便决定

相互了解彼此的文化习

参与，因为我从小在华

俗。寻宝游戏过程中，

人群体的生活环境中长

大家齐心协力地完成任

大，缺乏与友族同胞交

务，有说有笑，气氛融

流的机会，因此想透过

洽。除此之外，我们还

此次的活动，深入了解

体验到了吉隆坡古街浓

其他种族的文化及宗教的同时，也能与他们交朋友。

浓的历史气息和热闹的氛围。希望这类型的活动来年

参与此活动后，我获益良多，若有机会，我一定会去

可以继续办下去，增进彼此的情谊之余，也让大家意

认识更多友族朋友，以避免身处于同一个国家，却对

识到各族人民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存共荣的景象。

其他种族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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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正式开跑前，进行破冰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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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寺。

◆ 华裔队友在关帝庙为巫族队友示范求签。

◆ 占美清真寺。

◆ 中央艺术坊。

SRI MAHA MARIAMMAN TEMPLE
马哈马里安曼兴都寺
这是吉隆坡历史最为悠久的兴都寺，由早期落脚于吉隆

◆ 独立广场。

马文化丶艺术和手工艺术品集散中心。在艺术坊内，有小型
的华人街、马来街和印度街，汇集了三大民族的各式手工艺
品、传统乐器、衣物、特产等物。

坡的印度人所建，里头所侍奉的是马里安曼神。传说，他是
地球母亲的化身，被视为海外印度人在外地寄居的守护者，
可使侍奉者免于受不圣洁或恶魔的侵害。该建筑的风格以南
印度寺庙的“Raja Gopuram”塔为特色，其最令人印象深刻

MASJID JAMEK SULTAN ABDUL
SAMAD 占美清真寺

的是5层高的Gopuram筑成的庙塔，那是该寺庙最高的结构。

占美清真寺建于 1909 年 ，其位于巴生河与鹅麦河的

每一层Gopuram都有各自的含义，每层都有个迎接神的“入

交汇处，是吉隆坡最为古老的清真寺，而此地，也是吉隆坡

口”，层次越高则表示进入寺庙的神位阶越高。

的建址之地。该清真寺的建筑风格深受北印度的莫卧儿帝国
（Mogul Empire）风格影响。 1965 年，它被评为国家级清
真寺。设计该寺的设计者是来自英国的设计师兼士兵Arthur

GUAN DI TEMPLE 关帝庙
这是一座雪隆广肇会馆管辖下、见证古吉隆坡兴衰的百
年道教古庙（已被我国政府列为受保护的建筑）。筑于光绪

Benison Hubback，他同时也为英属马来亚设计了不少建筑，
如：联邦秘书处、吉隆坡火车站、铁路总部（现为国家纺织
博物馆）等。

14 年（公元1887 年），位处首都心脏地带，香火鼎盛，是
当地华人最崇敬的庙宇，其古色古香的设计深获中外游客所
喜爱。庙外伫立着守护该庙宇的两尊狮像和门神。关公所用

DATARAN MERDEKA 独立广场

的兵器：青龙偃月刀（又被后世称为“关刀”）更是该庙相

“Merdeka! Merdeka! Merdeka!”

传可以“辟邪驱霉”的“镇庙之宝”。早期的吉隆坡还未有
法庭时，关帝庙便发挥调解纠纷的作用。

1957年8月30日午夜，英国殖民政府的旗帜降下，马来
西亚国旗首次升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独立广场。独立广场
原名为“雪兰莪俱乐部草场”（Selangor Club Padang），

CENTRAL MARKET/PASAR SENI
中央艺术坊

为板球场地（Cricket）。其周围有许多具历史价值的建筑
物，包括：苏丹阿都沙末大厦（前吉隆坡高等法院所在地）
、雪兰莪皇家俱乐部、马来西亚国家图书馆、吉隆坡国立纺

艺术坊建于1888年，起初仅为叶亚来所打造，位于茨厂

织博物馆、圣玛利亚座堂及宏图大厦。在独立广场的南端，

街旁的旧巴刹（生鲜市场），现在已被划为文化古迹。1970

有一个全世界最高的旗竿，上面飘着“辉煌条纹”，其基地

年代，艺术坊原本面临被拆毁的命运，但大马文物协会

则是一座小型花园。马来西亚武装部队乐队及皇家马来西亚

（Malaysian

警察乐队，于每月的第三个星期六，下午5点至6点，轮流在

Heritage

Society）决定将中央艺术坊列为

文物保留计划中的一部分，整栋建筑因而从湿巴刹改建为大

此演出。

◆ 女
体

2019年 7月号

女队员们需穿长袍遮住头发和一些身
体部位进入清真寺。

◆ 在站点前拍照打卡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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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茨厂街。

◆ 陈氏书院。

JALAN PETALING 茨厂街
此地是唐人街区最为显着的地标。茨厂街的命名，与

◆ 中华大会堂。

PERSATUAN CHAN SHI SHU YUEN
陈氏书院

开阜功臣叶亚来有关。当初，叶亚来在该地开设木茨加工

茨厂街和Jalan Maharajalela的交界处，便是陈氏书院

厂，当地华人都称该地为“茨厂街”。随着“中央市场”的

座落的地方。陈氏书院创办于1897年，是由四位华人先贤：

崛起，这街道才发展成为新的都市中心，是当时华人聚集的

陈秀莲、陈春、陈在田和陈新禧所发起，书院本身于1908年

地区，有“唐人街”之美誉，更有“中国城”之称。曾经，

建竣，以广州的陈氏书院为设计蓝图，融合家庙和宗祠的特

此地为趋向商业化旅游方向发展，除了以编号系统化管理所

色，墙沿屋瓦上的雕刻细节中包含了各种古代戏码和华族神

有摊位，街头和街尾也竖立着横跨街心的中式大牌楼，加上

话人物的彩绘陶凋，保留浓厚的中国文化气息，极具艺术欣

红色灯笼、金黄色双龙和绿色琉璃瓦，塑造中国味十足的形

赏价值。书院也另外开办乐府，创办音乐课程，结合音乐赏

象。可如今，为发展让道，从前的那些华人茶室，如：成记

析、研究、活动和教育，推广音乐文化艺术活动。

茶楼（1990年代结业）、品泉茶室、美洲茶室、玉壶轩都陆
续关闭，以往的繁荣、道地文化和历史逐渐流失。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马来西亚华人最高领导组织驻守的百年建筑”，说

JALAN SULTAN 苏丹街

的便是大家口中说的“中华大会堂”或“隆雪华堂”，中华

此地具有“百年老街”的称号。这儿保留了许多传承已

大会堂耸立在美芝路（现称“JALAN

MAHARAJARELA”)，成

久的酒店、社团和南洋街屋，与茨厂街共同装载了吉隆坡人

立于1923年。其成立的概念最初由陆佑、朱嘉炳及张郁才倡

的集体记忆。从地图上来看，它呈反L字型，自Pasar

Seni

议。此议耗了30余年的时间，期间还因派别的争议险些导致

Pudu止。据说，19世纪末雪兰莪苏丹首

政府回收地契，最终在雪兰莪苏丹主持下开幕、正式运作。

次搭火车进入吉隆坡曾在此留宿，并计划在附近的精武山上

中华大会堂主要为华裔表达心声、维护华裔的权益之外，也

盖一座皇宫，于是当地人便将山下的这条街道命名为“苏丹

促进各族和谐及国家繁荣、团结所有具有相同宗旨的华裔团

街”，而当初苏丹停留的车站亦被命名为“苏丹街站”，只

体和组织，更处理华社、文教、福利、妇女、青年等问题。

可惜不知何故，皇宫后来一直未能建成，反而变成了如今的

在马来西亚各个州属也有其分会，自从1983年发起“全国

精武体育馆。

华团文化大会”后，中华大会堂可说已成为各州华堂的领头

LRT站起直至Jalan

羊。2007年，马来西亚文化、艺术与文物部更将中华大会堂
列为国家文化遗产。

资料整理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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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7月号
专题：在地旅行

东
海
岸
旅
游
资料整理 / 林倖伃
图片 / 摄影学会

《桥色》摄影 / 郭晋良 S3SY

学校假期时，总期待着要到国外旅游，到一些著名的景点去“打卡”，那你是否想过，要来场
本地旅行呢？不去人们熟悉的槟城、马六甲这些拥有许多历史古迹的城市，这一次，我们来到半岛
的另一侧——东海岸，一路的蓝天白云，沿着最美的 3 号公路，途经绵长的海岸线、洁白的沙滩、
高耸的椰林……一同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几个伊斯兰文化色彩浓厚的州
属，体验最纯粹的马来风情，开启一趟有趣的文化之旅！

East Coast Malaysia
泛指三个州属：彭亨 (Pahang)、登嘉楼(Terengganu)、吉兰丹(Kelantan)
距离东海岸50公里以外有著名的热浪岛(Pulau Redang) 、浪中岛
(Lang Tengah)与停泊岛（Pulau Perhentian），是潜水爱好者的天堂
最适合旅游的时间：3月底-10月底（11月-2月因受季候风影响，降雨量会增多）

最美的3号公路
此公路堪称半岛最美，由吉兰丹开
始衔接东海岸主要州属，经登嘉楼、彭
亨一路平坦直到进入柔佛段才有一些小
小的丘陵起伏，尾端是南马新山，全场
700多公里。这是一段沿海公路，大部分
路段都沿着南中国海，沿途风景优美。

东海岸较朴素，没有过多的宣传与包装，来到此地旅游的游客能够深入当地文
化，体验最淳朴的风俗民情
交通较为不便，来这里游玩需要自备交通，自驾游是最好的选择，可以随心所
欲地逗留在任何地方

西马最大的州属，州首府为关丹
（Kuantan）。州内三分之二的土地
属于森林区，我国主干山脉蒂迪旺沙
山脉(Banjaran Titiwangsa)穿越此
州，使此州拥有著名的金马仑高原、
云顶高原、国家公园等。州内有一条
马来半岛最长的河，彭亨河（Sungai
Pahang），以及马来半岛最高的山，
大汉山（Gunung Tahan）。

位于西马北部，州首府为哥打
峇鲁（Kota Bharu），北部连结泰国
边界。此州是我国农业重镇，同时也
是马来文化的摇篮，拥有我国最多的
史前遗迹。这里的街道招牌、店名都
标有Jawi（爪夷字），使用的马来文
也有所不同，属于泰南马来语系，称
为“kelate”。此州没有电影院，若
民众想看电影，还必须去到瓜拉登嘉
楼（Kuala Terengganu）。

旧称丁加奴，首府为瓜拉登嘉楼
（Kuala Terengganu）。此州和北部
的吉兰丹非常相像，充满着强烈的马
来文化。众多的伊斯兰建筑亦是游客
认识伊斯兰文明的好地方。登嘉楼人
民的艺术作品、手工艺品及出色的造
船技术，备受称道。登嘉楼同时也是
海滩滑浪者的天堂，美丽洁白的海滩
及未经污染的岛屿，深深吸引国内外
的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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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 / 饶旭雁 S2SK 《纯真》

摄影 / 詹亨右 S2SL 《甘马仕的天空》

《悠哉》摄影 / 李晓恩 S2ACP

摄影 / 颜宇杄 S1ACJ《马来武术》

摄影 / 施凯欣 S2SK《小铺子》

《与本那丽的邂逅》摄影 / 詹亨右 S2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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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旅游局官网
Tourism Malaysia Official Websi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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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起 来 场

丹州的佛寺多数称为“Wat”， 泰语中指“庙宇”之意。

1
3

坐佛寺 (Wat Machimmaram)
以东南亚最大坐佛、亚洲三大坐佛之一而驰名，
曾获丹州政府颁发“非回教徒膜拜场所之最佳建
筑设计奖”。1991年开始兴建，其外层以磨石一
块块砌成，前后花了10年时间，至到2001年才竣
工。坐佛寺亦名为玛晶玛浪暹庙，“玛晶玛浪”
是巴利文，“玛晶”是指中间，“玛浪”则是庙，
玛晶玛浪庙也就是“中枢的庙”的意思。
9

吉兰丹

4

肯逸湖（Tasik Kenyir）
我国及东南亚最大的人造湖，被浓密的热带
森林所包围，是大自然爱好者的好去处。其
前身为内陆森林，1978年间，国家电气局为
了水力发电而建造肯逸水坝，以及另外八个
山脊水坝。湖水由水坝附近的15条河流汇集
谷中而成，过去的山峰变成大大小小的岛屿，
而来不及砍伐的树木被水淹没，成了枯木，
意外的造就如今肯逸湖奇异的景观，也成为
最天然的养鱼场。

彩虹瀑布（Rainbow Waterfall）
这是我国最知名的瀑布之一。
彩虹瀑布的形成主要因为山水
自高处倾泄，飞倾的瀑布冲击
在凹凸的岩石上时，溅成无数
水珠，经太阳折射，幻为红彩
而得名。若要看到明显的彩虹，
必须在早上九点半前抵达，建
议由当地向导驾驶四轮驱动车
子带领前往。

10
11

林明山（Bukit Panaroma）

WELCOME

林明(Sg.Lembing)位于彭亨州首府关丹附近的山
谷地区，因开采锡矿而形成一个小山镇。如今矿
业已荒废，但却以登林明山看云海和日出而闻名。
登上林明山需时约45分钟，沿途建有梯子和绳索，
并不难爬，成功登顶后，亦可以一览整个林明镇。
喜欢户外活动的你，千万别错过！

林明矿场隧道（Sungai Lembing Mines）
林明曾是彭亨州主要锡矿生产区，拥有世界上
最深和最长的地下锡矿。来到这里除了可以到
锡矿博物馆了解当年的历史，还可以选择去到
林明锡矿隧道，坐着迷你火车进入矿洞内，亲
身体验矿工的工作环境，同时可以看见矿工人
像、采矿推车、采矿模拟画面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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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海 岸 旅 行 吧！
3
2

卧佛寺 (Wat Phothivihan)
西蒂卡迪嘉巴刹（Pasar Besar Siti Khadijah）
若要了解一个地方的最原始面貌，当地巴刹绝对是不
二选择。此巴刹建于1984年，是丹州最大且最具特色
的巴刹，内部结构特殊，美丽透明的屋顶是其特点，
采光极佳，从上往下看宛如一个剧场。巴刹的营业时
间较长，从早上6时营业至晚上7时，共设有3层楼，底
层以售卖蔬果、肉类、鱼类、糕点为主；2楼则是杂
货、零食部；3楼是衣服、布匹、手工艺品部。

5 6
7

4

登嘉楼
8

9

10

这里建有东南亚最大及世界第二大的卧佛。卧佛寺具有百年
历史，最初称为“菩提树佛寺”，取名于该寺里的住持普昙
普法师从斯里兰卡带来的一棵菩提树。这棵菩提树目前是丹
州最老且最大的一棵智慧树。直到1973年，庙内的卧佛建成
后，这座庙宇才改成现在的名称——卧佛寺。
6

咦！乍看之下，还以为来到了印度的 Taj Mahal 呢！

5

11

水晶清真寺（Masjid Kristal）
伊斯兰文明公园（Taman Tamadun Islam）

彭亨

建于登嘉楼河上，是我国第一且唯一一个回教主
题公园。游客可以在这里找到来自21个国家的22
座迷你版著名伊斯兰建筑物，如印度泰姬陵、圣
城麦加等。除了在园区内参观，游船河服务亦受
到游客的欢迎，船只从公园码头出发，途径诸多
名胜，包括登嘉楼博物馆、杜容岛等，让游客以
另类角度欣赏瓜登河畔风光。

坐落于伊斯兰文明公园的免费园区里，是世界上
第一座以玻璃和钢铁建造的清真寺。该清真寺里
配备了信息技术设施和无线网络，供穆斯林上网
阅读古兰经。非穆斯林来到此地，可以穿上他们
准备的免费头巾和长袍入内参观，现场会有讲解
员提供免费导览，同时亦备有中文手册。
8

7

甘马仕沙滩（Pantai Kemasik）

水上清真寺（Masjid Tengku Tengah Zaharah）
位于登嘉楼河河口处，是一座结合了摩尔式及现
代化建筑风格的清真寺，亦是登州代表现代化新
潮流的标志物。该清真寺的设计在精美的伊斯兰
风格中又透露出地方特色，巧妙结合了大理石陶
瓷、马赛克和彩色压印地坪四种建筑材料。清真
寺的结构之美与四周的湖水相映成辉，煞是迷人！

这个特别的沙滩是大自然的地理教室，不同
月份来到这里就会看见不一样的景观。旱季
时（一般在每年3至5月），沙洲（沙坝）会
由海滩连接到海中两块巨石组成的小岛，形
成陆连岛现象，非常壮观；雨季来临前（每
年7、8月间），沙洲会慢慢被大浪冲塌，最
后移位到另一边连接小岛，过几个星期，沙
洲和不断重新堆积而来的沙会将海水圈围起
来形成瀉湖景观。这种明显不断变换风景的
沙岸地形，非常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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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民族文化的完美融合

Yasmin Ahmad 雅丝敏·阿莫

她透过作品传达出来的信念，强烈又清晰——跨越种族与肤色、文化差异，以及这个现实社会对于“爱”
的既定标准。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未成为政治宣言前，她早已将此概念融入创作当中，希望国人学习平等
待人，学会尊重每个独特的个体……
透过影像说故事的艺术家
Yasmin Ahmad,来自柔佛麻坡，毕业于英国新堡大学
（Newcastle University）的政治与心理学系。她是我国著名
电视广告及电影导演、编剧、文稿撰写员，也曾在吉隆坡李奥
贝纳公司（Leo Burnett）担任执行创意总监。由于与港台两
地电影圈交流甚多，她精通广东话、台语，是深受两地影展欢
迎的导演之一。她的电影曾于世界知名影展上映，包括东京影
展、柏林影展等，并多次受邀担任国际影展评审。她曾经历过
两段婚姻，前夫是印度人，现任丈夫是华人，因此她的爱情观
没有种族之分。
Yasmin 是位巫裔导演，但她的作品不同于其他巫裔导演打
造纯马来人社会的作品，多以我国多元种族特色为主题，作品
中总能看见各族人民共处的画面，展现本土化与人性化的一面，
以真实的情感打动人心，浓厚的人物色彩时常让人产生共鸣，
深受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她乐于挑战，是个勇于跳出框架的
创作人，不会被意识形态所局限。即便作品经常在较为保守的
马来同胞圈子引起很大的争议，但她无所畏惧，坚持自己的态
度，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她以满腔的热忱，透过影像来说故
事，透过创作来表达她对这片国土及人民的爱，透过作品来传
达和平、种族和谐与感恩的观念。

灵感源自于生活

Yasmin 擅于将一些看似敏感的课题，化为我国各族群之间
的共鸣。如 1997 年适逢开斋节和农历新年双佳节，她借机拍了
一则以 513 事件为背景的佳节广告。她从敏感的题材中寻找出
美好的一面，转以包容和爱化解冲突，将比国人想象中更为密
切的种族关系呈现在大家眼前，让国人更加坦诚地面对彼此。
她曾说过：“I want young people in Malaysia learn
to treat people equally. I want to influence young
people to not be racist.”。她以异族关系为主题的广告系
列作品，都想表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互相理解与包容，大家
都是马来西亚人，不应有种族与肤色之分。她也希望我国年轻
一辈的人能够学习平等待人，学会尊重每个族群。

◆ 拍摄进行中。

深入民间采集故事的创作人
广告好比微型电影

呈现最真实的马来西亚

提及Yasmin的作品，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每年在各大节庆前
后推出的国油（Petronas）广告，温馨且紧扣人心，深受国人
喜爱。她擅于将抚慰人心的故事作为广告的背景，在短短几十
秒内传达出强烈的讯息，而不只是着重于故事背后的产品推销,
这正是Yasmin广告作品的特别之处。前著名广播人张吉安曾
说：“为什么Yasmin的广告那么成功？你看国油，她的广告就
没有让你去添油啊，但还是会让人记得那是国油的广告。”

导演出身的 Yasmin，从没想过涉足电影界，直到 2002 年
父亲生病，才有了这个念头。她的第一部电影《Rabun》正是以
她的双亲为蓝本，讲述老夫老妻相互扶持的感人爱情，借此让
Yasmin 表达她对父母的爱。年龄近 70 岁的俩人，依然会像小
孩般打闹，保留着许多甜蜜的举动，恩爱如初，这也让人们颠
覆对巫裔夫妻的传统刻板印象。

Yasmin的作品多以真实故事与情感为蓝本。她不会通过凭
空想象来构思故事，而是选择去聆听他人的故事，从他人的生
活中寻找灵感，再以此作为题材进行创作。2006年的那一则国
油新春广告，就是从与同事的聊天内容中获得灵感，从团圆饭
的角度出发，道出华人老人家们最重视的，就是团圆饭，提醒
年轻一辈再忙也别忘了回家过年，陪伴父母。为了更好地传达
出故事背后的意义，她还到安老院访问老人家，将自己最细腻
真实的观察与体会呈现给观众。

2004 年，Yasmin 的第二部电影作品《Sepet》诞生了。
这部讲述跨越种族与肤色的爱情故事电影让她扬名海外，在众
多国际影展中亦获得肯定。《Sepet》与后来的《Gubra》及
《Mukhsin》，记录着一个名为 Orked 的女性从青春期到婚后
的感情变化，并追溯她童年时期的友爱情意。Yasmin 擅于以
自己的生命故事、社会事件作为题材，而这三部曲中的女主角
Orked，是她的缩影，她在受访时曾提及：“Orked 是我母亲、
妹妹和我三人的混合体，我把大家的遭遇都融入角色里。”真
实的情感创作，正是她作品里最大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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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smin的所有电影，都和我国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常以面
对种族或宗教信仰不妥协的青春爱情为主题，充满人情味。她
的电影里，没有批判、讽刺，只有平实地述说着她想要说的故
事、想传达的信息，“I hope my films are more evocative
than provocative.”,她更希望的是能唤起国人的共鸣。她喜
欢创作刻画人性的作品，将人们的生活方式、心理状态，以及
在不同生命阶段会遭遇的问题，通过镜头呈现出来。“我就是
喜欢马来西亚这一点。马来人像马来人，华人像华人，印度人
过着印度人文化的日子。这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独有的方式。”
无论任何性别、年龄、种族、肤色、宗教、阶层，各式各样的
人们都会出现在Yasmin的电影里头，平淡朴实的生活反映出
我国多种族、多文化、多语言的特色，向观众呈现出最真实的
大马社会，及其丰富性与融合性，唤起大众对身边人事物的关
注。
一位受人爱戴与尊敬的女性
众人眼中的她
“她一直以来的作风就是不干预你的创作，她只跟她信任的人合
作，而跟她合作的人都能拥有绝对的发挥空间。”—本地影圈著名制片
和导演张子夫
“她是第一个敢给我拍广告的人。这是个很重要的跳跃，因为我
是一个很多意见的人，她却敢让我拍东西。”—本地电影导演何宇恒
“She was a catalyst, she was the definition of change for
the Malaysian film industry. She dared to be different, she was
fearless.”
“Some of the commercials were from what she saw and
experienced. The late director was known for her bold and
unconventional choices.”— Alan Bligh,
“Through her vision, she reminded us of the little things
that we take for granted. In her own unique way, she taught us
love, respect and unity. She will always be in the eyes of many
as the true ambassador of a united Malaysia.” — T.S. Lim

◆ 电影《Mukhsin》拍摄进行中。

Yasmin在众人的眼中，是个坚强、勇敢、善良、活泼开
朗、美丽的女性。与他人相处的过程中，从不摆架子，总能与
大家打成一片。她就像是个温暖的大太阳，关心、照顾着你，
给予你百分之百的信任。她宽广的爱、单纯的快乐，感染着身
边的人。她透过创作向我国人民传达“学会理解与尊重每一个
独特个体”的信念，也深深影响着国人，正如电影《Gubra》
里的一段话：“The lamps are different，but the light
is the same.”。即使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但他们都
拥有相同之处，尊重他人，其实根源于对自己的谦逊，她的作
品就这样真切地描绘出人类共同的情感，向国人传递“爱”的
讯息。

◆ Yasmin Ahmad、张子夫与何宇恒的合照。

一个生命的陨落
可惜，2009年7月25日，Yasmin如花一样的生命，就这样
画上了休止符。她因中风脑溢血病逝，享年51岁。她的离开，
让许多人感到惋惜，我国也因此失去一位才华洋溢又富有热情
的艺术家。她对国家贡献良多，在“一个马来西亚”概念未成
为政治宣言前，她早已将此概念融入创作当中。至今，仍有许
多国人会到网上重温Yasmin的作品，回味她带给大家的感动与
真诚。即便Yasmin已离开人世，她的精神与信念，依然会永存
在国人心中。

◆ 张吉安与 Yasmin Ahmad 的合照。

文字整理/林倖伃

图片/取自网络
台湾《放映周报》专访
Yasmin Ahm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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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典 广 告 与 电 影
Yasmin Ahmad 是个心思细腻的人，她擅于透过镜头描绘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她的作品中，各族文
化水乳交融地结合，总能呈现出丰富多元色彩的大马文化。适逢 8 月份国庆日，让我们一起来回顾 Yasmin
Ahmad 生前的部分经典作品，看看她如何透过镜头，诠释一个多元的马来西亚。
1996 & 1997年 《One Little Indian Boy》
故事以一个印裔男孩与爸爸的儿时往事，及我国1957年宣布独立为背景，重现国父东
姑·阿都拉曼当年在独立广场高喊 “Merdeka！Merdeka！Merdeka！”的经典画面。黑白的
影像处理，一语双关，提醒国人勿忘初心之余，也提醒国人不应有种族与肤色区分，每个人
都是马来西亚人。

“That was the first Merdeka commercial produced
by a corporate company. Companies were producing all
sorts of commercials but none ever thought of producing
one for Merdeka, so we were delighted with the concept and
came up with one of the most memorable productions for
the nation. It touched my heart that when Malaysians saw
it, they didn’t see a boy of a particular race but they saw
a young Malaysian. I was very happy that Malaysians
could relate to it and that it united the nation in some
way.” —— Yasmin Ahmad (节录)

“In Malaysia, cultural differences are not only accepted, but enjoyed together.”

“This commercial teaches us not to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Who cares about languages? I am proud
that Malaysia is a place where we can enjoy each other’s
culture without anyone raising an eyebrow. It is so good
to be Malaysian.” —— Yasmin Ahmad (节录)

2002年

2000年

《Bush》： 一个男人正边修建矮树丛边唱印度歌，当他站直时，竟然是个华人。
《Gossip》： 巫裔妇女和华裔妇女在用餐，一人用粤语，一人用国语，交谈甚欢，
没有因为语言的不同而显得一丝尴尬。
《Joke》： 两名华裔正在听朋友分享趣事，三人全程用福建话交谈，镜头一退，
对方是个锡克人。

《Letchumi & Rokiah》

印裔女孩Letchumi和巫裔女孩Rokiah从小一起长大，一同经历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
但因一次争吵，两人渐行渐远，形同陌路。多年后，只能在泪水和回忆中，追思曾经最纯粹
真诚的友谊。友谊无种族肤色之分，每个人都应珍惜当下。

Petronas电视广告系列

《Param's Bicycle》

2003年

广告倒叙Lim、Atan和Param充满欢乐与泪的童年故事。另外也反映出，随着时代的进
步，人心越抽离，若孩子们一直以种族肤色标签彼此，各族和睦，似乎越走越远。

2007年

“Our children are colour blind, shouldn’t we keep them that way?”

《Tan Hong Ming In Love》： 我国首座坎城金狮广告奖作品
(2008年-Cannes Lions International Advertising Festival)
《Race》： 在孩子的世界里，并没有种族肤色之分。童言童语中，有的只是最真实单纯的情感。
身为大人的我们，是否也应该向他们学习呢？

“I love this whole series because it is
so candid and real. Most of my commercials
are planned, scripted, crafted and directed but
this series is so meaningful as none of it was
rehearsed and we didn’t prompt the children
for answers. Their answers came honestly. Our
children are so innocent and their answers so
pure, it’s a reminder to us that we should be like
them, without prejudice, without judgement.” ——
Yasmin Ahmad (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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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我想说的故事、拍值得拍的电影，而不是在片中探究深层的社会议题，尽管许多人建议我这么
做，但何必呢？如果问题真的存在，就将它留给故事吧，不需要刻意去渲染或特别强调什么，只希望能透
过镜头给予观众贴近真实的感受，并得以从新的角度去面对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小世界，由心体会过去不
曾注意的爱与快乐。”

《Rabun 爱到眼茫茫》（2003）
Yasmin Ahmad的首部电影，取材自她双亲的生命故事。一对老夫妻退休后
打算从城市搬回乡郊继承村屋，老太太精力充沛又精灵，丈夫的视力却不好，遭
邻居误会。导演以一对恩爱老夫妻的奇趣经历，透过幽默的对白，探讨大马多元
种族和贫富城乡的社会问题，首作题材大胆又不落俗套，获得观众的共鸣。

《Sepet 我爱单眼皮》（2005）| 影片馆藏编号 M988.9386 (0066036)
这是一个关于马来女生 Orked 和华人男生 Jason 的纯爱恋事。异族交往在我国不
是禁忌，但关于婚后男方要入回教等议题，非常具有话题性。雅丝敏撇开这些不说，以情
出发，小情小爱，触动人心。男女主角以英文交谈，男主角跟妈妈讲广东话，峇峇娘惹
身份的妈妈以国语回答，好友则说福建语，女主角是王家卫、金城武影迷，女主角的妈妈
爱看港剧，帮佣爱听泰语歌，两人还高唱《上海滩》，女主角爸妈甚至颠覆马来人传统的
刻板印象，洋派非常，人前人后不忘秀恩爱，还有电影片尾曲竟是许冠杰主唱的《浪子心
声》。电影展现大马多元种族的特色，以及不同文化对爱情的冲击。

《15 Malaysia 大马十五》（2009）
15 Malaysia是一个短篇电影活动，由15个我国导演创作的15部短片
电影组成。这些电影探讨马来西亚的现今社会和政治课题，更招来国内
许多知名人物，包括演员、音乐家和政治领袖参与其盛。Yasmin的作品
《Chocolate》，一贯以“情”的角度出发，透过一个沉静平实的短篇故
事，反映我国各族人民生活中面对着多方面的矛盾，例如我国存在多年，
却无法解决的固打制问题及长辈和年轻一代在种族意识观念上的不同。

《Talentime 恋恋茉莉香》（2009）| 影片馆藏编号 M988.9386 (0071575)
Yasmin Ahmad的最后一部电影作品。故事藉由一场校园才艺竞赛，交互穿插四个
分属不同族裔的青年男女各自的家庭处境，以及他们彼此间惺惺相惜的情谊。吉他手
Hafiz、胡琴Ka Hoe同时爱上气质女生茉莉，在才艺比赛中自弹自唱，透过音乐向伊人
表达爱意；茉莉却只希望念诗给有听觉障碍的Mahesh听，爱意无声胜有声。大马青春恋
曲，跨越族群隔阂，马来人、印度人、华人一家亲，大胆打破传统家庭宗教的矛盾，情
感真摰细腻，打动人心。另外，这是一个关于竞争的故事，借此反映出我国社会里各族
竞争的现象，而电影中有听觉障碍的Mahesh则映射出在政治上声音最小的印度人。电
影的最后，导演借此指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竞争，而是在于建立友谊，这才是更加重要
的。无论你是成王败寇，最终还是化为尘土，彼此相互竞夺并没有意义。

电影欣赏会宣传
今年，是雅斯敏˙阿莫（Yasmin Ahmad）辞世十周年。她留下来的五部
剧情片、一部电视电影以及无数节庆广告短片，影响了马来西亚人对族群关
系和文化碰撞的看法。适逢国庆日即将到来，也为配合图书馆8月主题书展，
图书馆和资讯出版组联合举办一场电影欣赏会！届时将观看雅丝敏导演获
得第22届马来西亚电影节最佳导演及最佳编剧奖的电影——《恋恋茉莉香》
（Talentime）！

日期：8 月 22 日（星期四）
时间：1:55pm-4：00pm
地点：黄景裕讲堂
*欢迎当天没有学会的师生踊跃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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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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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关马来西亚的历史
MUSIMGRAFIK 《季候风相会的土地上：马来西
亚人民历史》 | C738.6

演变，并以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宣告成立而告终。其中

对于许多人，历史也许是一堆枯燥乏味的日期、条

英勇反抗葡萄牙、荷兰、英国、日本的侵略和霸占，以

约和帝王将相的伟大事迹。
此书尝试以新风格追述我国的历史，并透过趣味的
漫画形式呈现给读者。在内容方面，则从人民的眼光看
待马来西亚史，俾开拓一个新境界。

的精彩内容追述了殖民主义势力对马六甲的争夺，人民
及独立前各政党和职工会等组织所扮演的角色。对于今
日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堪了解和感到疑惑的
人来说，尤 其 是 在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后 出 生 的 年 青 一
代，这是一本揭开人民反抗殖民主义斗争史的宝贵
书籍。

本书触及的历史时期包括了马六甲王国及它以后的

廖文辉 《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 |
C738.6

活动，到当代马来西亚二○○八年的国会大选， 贯穿

这 是 一 部 由 马 来 西 亚 华 人 以 中 文 写 成 的马来西亚

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选题层次清晰，融集现实性和指向

史 ， 填 补 近 半 世 纪 来 华 人 社 会 书 写 大 马 史 的空白，博

性，体系完整、结构缜密，论述稳健、语言朴实，综述

采 华 文 、 巫 文 及 其 他 外 语 文 献 研 究 。 揭 开 被覆盖的昨

马来西亚上下几千年的历史，并且以文化融和、政治角

日，追寻真实的过去，探问未知的未来。沿袭马来西亚

力、经济动力和民族团结的视角，看待马来西亚历史发

的历史发展轨迹逐一开展，从远古石器时代先民的原始

展的变与常。

古今，兼及东西马，详略论述考古新发现、各分期的历

B. 大马华人的故事
林悦 《榴莲国度》 | C868.76
我们生活在榴莲国度。这里是我们先辈南来的扎根
之地，从此异乡变成故乡。我们继续摇摇摆摆，留下生
活的印迹。一代又一代，依然等待一个许诺。希望漂移
的历史能终结，换来一个踏踏实实的家园。

陈亚才 《与叶亚来相遇吉隆坡》 | C783.868
走在吉隆坡的街上，我们随时会遇见叶亚来，或在
鹅唛河，或在巴生河，或在中央艺术坊，叶亚来的精神
就在那里呼唤我们前进不退缩。

C. 一年了，然后呢……
潘永强 《未巩固的民主：马来西亚2018年选举》 |
C576.386

建、问责机构的再造，都需要时日去经营与形塑。在未

马来西亚在2018年5月9日第14届全国大选，实现了

朝不意味着换代，国人仍停留在旧威权下的社会矛盾之

1957年独立后的第一次政党轮替，对民主力量而言，这

中。马来西亚民主巩固的成败关键和重要因素，包涵

是意外胜利，对国阵来说则是突然败选。这次的政党轮

了族群政治幽灵、宗教神权巨兽、君主干政阴影；政治

替，不只为马来西亚政治掀开新页，也为韧性威权政体

精英和普罗大众对民主的忠诚度；政府绩效以及多族群

的垮台带来重要启示，对东南亚区域政治更是富有深远

社会的社会分歧和不平等现象等等，若处理不慎缺乏敏

意义。

锐，威权回潮的威胁将依然存在。

来可预见的一段时期内，政权机构固然易手更替，但改

尽 管 如 此 ， 威权 体 制 的 遗 绪 、 保 守 权 贵 的 反扑、

如何告别威权重新建国，将是未来二十年政治与社

族群宗教的分歧、社会经济的鸿沟，都不可能在一夕之

会各领域的最重要主题，同时也必将是一段艰难和充满

间得以翻转抑或修复，而公民文化培育、崩坏体制的重

阵痛的转型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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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才 《509：民意觉醒——马来西亚第14届选举
专号》 | C576.386
第14届全国大选是我国最具历史意义、见证独立半

的第一步。投票箱当中传达的民意，显示人民厌弃长久
以来贪污滥权、卖弄种族议题的政体。此后，我国将带
着重建政治制度的愿景，迈向新的马来西亚。

世纪以来第一次政党轮替的选举。这本《509：民意觉

改革之路漫长，过去与现在的国家政策都是全马人

醒——马来西亚第14届选举专号》集结了选举前后的文章

民密切关注的议题，这本书收录的每一篇文章分析记录

论述，是编者精选的中巫英文政治评论。2018年5月9日

了选前选后的关键事件，带领读者回顾重要的时刻。

的政权转移，希盟入主中央，为马来西亚民主历程翻开
新的一页，也是人民期许国家建立起公正透明政治制度

D. 你对马来西亚的期望是什么？
黄大志 《马来西亚的种族政治与和谐展望》 |
C738.6

面，所有国民不分种族一致认同并平等共享同属的国家
主权、领土和荣誉。

在一个拥有多元宗教信仰、语言、不同文化价值观

本书按内容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涉及马来西亚种

的多元种族社会，要做到真正的种族和谐，首先要从公

族政治的由来与演变。第二部分关注的是在大马种族政

民个人做起。公民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要以全国利益为

治格局下，各政党合作或妥协的处境中出现的经济社会

考虑，政府的政策应以全民利益为依据，而不是以某个

议题。第三部分选择几个华社关心的问题，从“侨民与

种族的利益为依据。政府的资源分配原则是，国家财富

公民的现代意义”谈华人的传统侨民意识、缺乏强烈建

和资产是全民所有，人人都有平等权利共享。

设新国家的观念，耽误了早期建立能自己当家作主的机

种 族 和 谐 及 其 落 实 基 础 是 ， 在 政 策 层 面 ， 采取种

会。但也说明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今后努力还不迟。

族间公平正义、互助互利、同舟共济的基本原则。法律

华人在争取维护自身文化与语言的同时，应该要有针对

上各族群应一律平等，经济上各族群共享共荣，语文和

性和优先考虑的原则，不应争取面太广、毫无策略性选

文化上相互包容和认可，拒绝同化政策。在国家利益方

择，更不应各自为政，各建疏散小山头。

刘 嘉 美 《 有 些 人 行 动 ——马 来 西 亚 1 1 个 抗 争 故
事》 | C738.6

伤有时愤怒。
看似是别人的故事，但刘嘉美写来绝不抽离，处处

世界不尽完美，社会总有阴暗，有人如常度日，有

有态度。同情的同情，欣赏的欣赏。有些个案里，她寻

人想看见阳光，走了出来向大众喊话，初来到埗的刘嘉

且是参与者，到巴南反水坝丶到沙巴做义工帮忙搞水力

美听到了，一个一个去追寻他们的声音。

发电......,不管是什么角色，她都谦逊而谨慎地步步

她不熟悉马来西亚，倒是通过倾听别人的遭遇，她
知道的社会状态，比大众媒体形塑的，立 体 得 多 。 有 人
反征地丶有人追寻命案真相丶有人建立非传统的另

前行。
这本结集，算是过去两年，刘嘉美在马来西亚不安
于现状的生活介入。

类空间......许许多多，都让她情绪触动，有时感

E. 阅读马来西亚
曾荣盛 《绘情画意：马来西亚诗歌译集》 |
C868.751

、甘玛拉（Kemala）、莫哈末沙烈和安华利端

国内第一本结合新诗、书法和翻译的另类书。这本

健、游川、方昂、秃橡、碧澄、春山、秋山、王寿、叶

书收录了15位马来诗人36首诗，加上国内15位马华诗人
36首诗，对译成文，配上书法家王嘉堃的挥毫墨宝，所
制作的一本跨界书。
诗歌译集收录的马来诗人包括6位国家文学奖得主，
他们是乌士曼阿旺、沙末赛益、巴哈金（Baha Zain）

（Anwar Ridhwan），收录的马华诗人则有吴岸、何乃
彤、田思及晨露等。
书法家王嘉堃采用5种书法种类，包括楷书、草书、
隶书、篆书和行书，依每一首诗句挥毫，完成这72幅诗
歌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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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承得 《阅读马来西亚》 | C4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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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国际重要书展的汇报。傅承得，作为本地杰出的出版

本 书 为 马 来 西 亚 第 一 本 谈 论 本 地 华 文 出版与阅读

人，他对本地出版及阅读行为的思考，都收集在本书。

概况的书。共分四辑：〈书托邦〉、〈书事故〉、〈书

如果想要了解本地出版状况，或是想窥探傅承得企图建

悟空〉和〈书跋涉〉。里头有出版人傅承得对出版业的

构马来西亚为华文出版世界第四块版图的企图心，《阅

理想和期许，也有许多本地作者的书故事，更有作者出

读马来西亚》不可不读。

F. 马来西亚小旅游
林振福 《搭上巴士去旅行》 | C738.69
对马来西亚有10年空白的FuFu，决定用返璞归真
的方式，搭巴士环游马来西亚半岛。抛开旅游书上的精
心景点、没有时间的约束、FuFu从吉隆坡出发，第一

店、随机品尝百姓乡民的地道饮食小吃、与跟着巴士数
十年的售票员聊天、与旅途上的有缘人成为朋友；倘佯
在甘榜、稻田、渔港、老店铺......尽情享受朴质无华
的生活。

站先返回老家捡回童年的回忆。随后再搭上巴士继续往

书内35则的平凡小故事，记录了FuFu在这趟北马巴

北上，穿梭霹雳、槟城、玻璃市和吉打的大城小镇；贴

士旅程所遇见的人事物。配上简单易懂的插画地图和清

近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入住不起眼但非常有特色的老酒

新简约的排版风格，让你看见这片土地上的温馨故事。

卓衍豪 《自游马来西亚：秘境探索x人气美食x必
带名产》 | C738.69

本真正的马来西亚旅游指南。从路线、景点、饮食、住
宿来安排一趟真正的马来西亚旅游。你，要来参与吗？

关于马来西亚旅游，从来都不只是吉隆坡、槟城、

由达人带路，深入在地风情、特殊景观并穿 插历

马六甲。但是，市面上的进口旅游指南，说的马来西亚

史、人文背景解说，让自游不仅限于观光。

旅游却总是集中在这3座旅游城市。现在，我们终于有一

G. 属于马来西亚人的味道
陈静宜 《啊，这味道：深入马来西亚市井巷弄，
尝一口有情有味华人小吃》 | C427

福建薄饼、肉骨茶、海南鸡饭、广东猪肠粉、潮州炒粿

作 者 受 大 马 知名 饮 食 作 家 林 金 城 启 发 ， 长 期钻研

也写背后的华工历史与庶民文化；写马来西亚小吃的诞

马来西亚饮食文化，每每远赴吉隆坡、怡保、马六甲、

生与渊源，也写老店与老时代的轶闻野史，大马风味尽

槟城等地，亲自品尝各式华人美食，采访其人其店，记

在笔下、在书中，进而弥漫在空气里，使读者随之勾起

录“吃一次少一次”的地道小吃。她以马来西亚的人和

食欲与玩兴，更为马来西亚的饮食做了精采的见证。

条、华人沙嗲等。写马来西亚食物激荡出的辛甘咸香，

食物为主轴，囊括福建、潮州、广东系的经典小吃，如

林金城 《知食分子》 | C738.69
本 书 结 合 林 金 城 及 龚 万 辉 对 饮 食 及 怀 旧的感觉，
一文一图，合作出版。林金城自2003年开始书写饮食至
今，已发表约八十篇作品；书中收录的，是最近三年在
报章杂志上发表的部份文字。

对食物的记忆、对味觉的诠释、各地招牌小吃以及
食物背后的故事，本书娓娓道来。书中提及饮食包括：
番婆饼、臭草绿豆汤、峇厘烧、鸡仔饼、广府炒鸳鸯、
猪肠粉、潮州粥、红豆冰、妈姐鸡、红豆霜、粿条汤、
炒粿条、五香贯（灌）肠、星洲炒米、菜头粿、潮州水
粿、九重粿、绿豆爽等。

绘本推荐
《婆婆与育劳》

《老港是我家》

图文：砂鲁基 | 中译：陈维维

图/文：老港培智华小

第一本森脉原住民创作绘本。

马来西亚第一本儿童 皮 影 社

最初的原住民，他们原是不养鱼，

区绘本！19名老港培智华小学生

河里抓；不种果树，上树采；果子

为 “ 回港过中秋”演出，在连续三

掉下来，随手拾起；不养山猪，打

年的[听、说、写]快乐故事营里，

猎就是；不养蜜蜂，树上挂蜂巢。

写下自己家园的故事，并亲手制
作剪影纸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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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活动

这个国庆日，
我想对马来西亚说……
陈巧儿（高二文商廉）

吴葭卉（高二文商廉）

马来西亚，是我的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17

家。纵然它不比别国强

年了，说不爱是假的。只

大、富有，却是生我育我

要离开这里一个星期，就

的地方。这片土地孕育了

会开始想念。想念这里的

无数生命，培育了无数人

一草一木，想念这里的食

才。许多人说：“外国的

物，想念这里的种种。是

月亮比较圆”，但我始终

爱吗？或许只是习惯了这

认为，还是孕育我们成长的马来西亚更好些。这就像是

个地方。可是，当看见马来西亚本土电影、本土音乐又

外出旅行，回到家总是特别的舒适，这道理大概许多人

或者运动场上健将们的英姿时，我都会倍感骄傲。为国

都可以领悟到吧！过去的马来西亚或许真的混乱不已，

家的每一件人事物感到骄傲。无可否认，这片国土的确

但如今马来西亚正在做出改变，许多人民都在为这片土

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可是，国家的进步需要每一位人民

地努力着，我想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人民真正爱上马

一起改进。

来西亚并做出努力的机会。我想对这片土地说声“我爱
您”，这片曾被伤害的土地正在被爱它的人民修复，总

我为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亚人，而感到骄傲。

有一天会回到美丽又和谐的那一天。眼看就要到国庆日
了，也想对保卫国土的忠士们说声谢谢。马来西亚，我

林立谦（高二文商廉）

爱您！

每个人都有权力选择
离开祖国，认为外国的月

沈珺龄（高二理孝）

亮比较圆，可是我们不可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马

以忘记马来西亚这片土地

来西亚人，对这片土地又

是我们的出生地，是我们

爱又恨。但肯定是爱多于

长大的地方。它从来没有

恨，毕竟是自己的祖国。
爱体现在许多方面，尤其
是大马的美食，每当出国
旅游回来的第一顿饭一定

亏待过我们，反而是我们
亏待了它，制造了许多垃圾，砍伐树木，造成空气、水
源污染等，把它给破坏。

是椰浆饭，这已成了我们家的“习俗”。马来西亚是个

我国近年来也推行环保，爱地球等活动。我会选

多元种族的国家，大家能够和睦地相处，互相学习彼此

择参加一些环保团体和他们一起推行环保分类，减少使

的语言，实属难得。在这个世界上，恐怕很难再找到另

用塑料袋。我也曾参加佛光山东禅寺举办的“地球是我

一个像马来西亚的国度了。这个国家赋予了我安全和平

家，环保靠大家”，到海边去拾垃圾，然后，把它们分

的环境，赋予了我学习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赋予了我一

类，保持海边的清洁。只要有人开始行动，周围的人就

个幸福的家庭。所谓：有国才有家，我国政治稳定，

会被感染而一起去实行这些环保活动。这就是我对马来

没有战争的困扰、人民生活得自由自在，我可以很

西亚说：“我爱你”的方法。

骄傲地说：“我是马来西亚人！”。

2019年 7月号

45

HIN HUA MONTHLY

罗骏祥（高二理孝）
马来西亚是我的国

吕宝薇（高二文商廉）

家，也是我出生的地方，

我认为马来西亚特

我长大的地方。马来西亚

别耀眼之处，就是有着

独立至今已有62年，也在

至少5种不同文化的族

去年经历了第一次的政党

群，却能和睦的生活在一

轮替，让我对马来西亚的

起。我们有别人很难模仿

前景抱有更大的希望。我

的“rojak语”、融合中

的父母虽然对马来西亚的体制仍感到失望，但我一点也
没有这种感受。我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尽全力的去帮
助自己的国家，而不是只会抱怨或者选择离开。将来大
学毕业后，我也会为我爱的国家马来西亚效劳。

杜佐薇（高二理孝）
出国时站在陌生的

华文化及马来文化的娘惹
美食，这些都成了我们身为马来西亚人的标签。我们能
对不同的人切换成不同的语言,我们能不受语言和文化
的阻隔并轻松的交谈......我认为这就是我爱这片土
地的原因,是一种光荣的身份、一种其他外地华人都无
法取代的踏实感。

土地上，内心没有一刻不

我认为华人捍卫华教与爱国是没有冲突的,不同的

想念我的祖国——马来西

文化背景,却无阻爱国信念的一致。我们都需要紧记自

亚。纵使大人总说马币在

己的根从何而来,因为这就是我们存在的证明。

贬值，很多东西越来越没

秉持着自己的文化,与不同文化的人有着一致的精

有价值，但我国的所有人

神，即是爱国的表现!我爱你，马来西亚！有着多元文

事物在我心中占着很大的

化的马来西亚！

分量。友族之间，彼此互相适应着；不同节日，共同庆
祝着。
我为我会讲多种语言这项技能感到骄傲。即使当
年在国外比赛，我和队友们总会毫不犹豫地跟外国的朋
友说我们来自马来西亚。我从不后悔我是一位马来西亚
人，并为此感到十分骄傲。也因为这样，我非常希望能

林意晴（高二理孝）

把我国的文化，美食以及热情分享给更多人知道。也因
为马来西亚，让我觉得至少这世界有着许多温情。乡村

“你知道今年的国庆

人民的热情，庆祝节日的那种热闹氛围是我一直珍惜

口号吗？你知道去年国庆

的。马来西亚的人就如它的天气一样热！马来西亚，我

庆典在哪儿举办吗？”当

爱你！

我被老师的一连串问题问
得哑口无言时，我才恍然
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这

林嘉伟（高二文商廉）

片我生活了17年的土地了

如果要对马来西亚

解少得可怜。我可以对世界历史信手拈来，却连自己国

说“我爱你”，我会以保

土的几任元首都不甚清楚；我可以把中美贸易战解释得

护环境这个动作来倾诉我

头头是道，却对马来西亚的经济体系如何运作一无所

对马来西亚的情感。然，

知。我对马来西亚并不是毫无感情，我一样会因为别人

生活中总遇上一些没有公

侮辱了它而感到愤怒，也会因它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只

民意识的国民，以不负责

是，我觉得自己似乎不配说我爱它，毕竟我从未真正地

任的心态把垃圾或废物丢

去认识它、了解过它，甚至珍惜它。就像父母与孩子一

进自然环境里，导致马来西亚的严重地被污染。其实我

样，我心安理得地汲取着它的每一点每一滴，认为一切

觉得马来西亚的风景与外国的风景比起来，一点也不

理所当然，却从未想过自己可以为它付出什么。这一年

逊色啊！只是如果要它更完美地展现出来，我们必须

的国庆，我想为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比如在这篇短

要从改变自己开始，这样我们才能够看到更不一样的

短的文章中，告诉马来西亚：“你是大马人民的母亲，

马来西亚。

谢谢你一直默默地滋养着我们、庇护着我们。祝马来西

别老是问这片土地可以给我们什么，思考我们可
以为它贡献什么吧！

亚国庆快乐，生日快乐！今天起，我会努力让自己成为
一名合格的马来西亚人！”

46

HIN HUA MONTHLY

2019年 7月号

陈彦霏（高二理爱）
《情》
爱而无限框，

杨汇殷（初二爱）

您唯是我芳。

马来西亚是我的祖

马骏虎猛堂，

国，是我土生土长的地
方。它和我一样，仍有

来势斗激昂。

许多地方有待改善，以

希朝唤雀蘘，

变得更好。我可以为它
做什么呢？我可以从根

亚土为尔扛！

本开始做一个奉公守法
的人民；努力学习的学生；有公德心的人。如果能
够做到这几点，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人人都可

叶秉勋（初二平）

以做好自己的本分，这个国家可以变得更好。我爱
你马来西亚，希望我们同步成长。

看着那正在飘扬
的“辉煌条纹”，想起
62年前那七声的“默迪

陈芷琦（初二廉）

卡”。不得不想起，那
些为了这片国土而牺牲

我爱你，我土生土

的烈士。那多元而丰富

长的这片土地——马来

的文化，那热情而开朗

西亚。我爱伴着马来同

的人民，是如此的精彩、美丽。看看你的脚下，踏

胞念经的声音从梦中醒

着的这片土地，正是“马来西亚”。好想回到1957

来，我爱经过有各种香

年8月31日，和大家一起呐喊“默迪卡”。

料味扑鼻而来的印度店
铺，我爱看见这片土地

徐靖彤（初二爱）
马来西亚是个美
丽的国家：绽放的木

伫立的每一所独中，我爱大排档、嘛嘛档里三大种
族同框的和谐画面。我爱你的所有完美与不完美。
您就像母亲一样，包容孩子们在你的怀抱里撒野，
却始终如一地保护着我们。我爱你，马来西亚。

槿、团结的人们、多元
种族的文化，都在这个
国家上演。可世上没有
完美的存在，她也存

叶韦欐（初二廉）

在着一些瑕疵，腐败的
政府吞噬、摧毁这个新生的国家，使她、使人民痛

亲爱的马来西亚，

不欲生。不过，大雨后一定会有彩虹，现在的马来

您四季如夏，让一株株

西亚，正朝着美好前进，未来一定会更好。马来西

椰树和棕榈树屹立在地

亚，我的祖国，我爱您。

表上。这里无灾无害，
人们不必为天灾而不
安。三大民族，在这里
融洽的相处，将不同
的文化融合，成为马来西亚的特色。不管文化和语
言的差异，这里每一个人好好地交谈，相处。飘扬
的国旗，是我们全国人民的骄傲！谢谢您，马来西
亚，我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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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文 / 谢祉毅师

我们都是一家人——
参加国民服务计划之感想
高中毕业后，我有幸获选参加国民服务计划。在国民服务期间，我认识了很多友族朋
友，与各族同龄同胞同住一屋檐下长达3个月。我们互助互爱，一起处理生活上的琐事、
一起克服训练上的困境、一起承担责任接受处罚、一起为彼此加油打气。我们就像家人一
样，在日常中互相扶持成长，从洗衣、冲凉、擦鞋、运动等生活小事，建立起彼此间的友
谊之桥。
有别于一般马来西亚有3大民族的认知，我服务的营里有很多来自沙巴和砂劳越的土
著。那时候，我其中一个好友是来自少数部落的土著。犹记得在一起填表格时，他问我种
族一栏要如何填，被我取笑不识字后才发现原来他的族群并没有出现在表格上的5个民族选
项中。他说，他们的族群人数不多，只剩下几个家庭，很多文化正在消失中，唯独语言是
他们坚持必须学习并流传下去的。他也用他们的语言教我说了几句简单的问候语。在当兵
的那段时间里，我还结识了伊班族的朋友，向他们学习了伊班的传统舞蹈。
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每个民族有着自身的文化，每个人都是自己民族文化的传承
者。我们信奉不同的宗教，每个宗教都有不同的禁忌与教条。然而，在那3个月的相处中，
我们并没有因为自身的文化或宗教不同而出现争执，也没有种族歧视、宗教打压等情况发
生。六百多人同住一个营地，三十多人同住一间房，我们一起受训，一起服务和劳动，一
起冲凉吃饭，一起开心欢唱，一起在宿舍里演着不知名的狗血剧，
每个周末的家长日，大伙儿坐在一起分享父母带给我们的食物。晚上肚子饿了，一杯
杯面十几个人抢着吃。一人一口，那怕只是分得一口汤，大家都心满意足，流露出孩童般
的笑容。我们沟通、交流，穿着对方的传统服装去集会；我们学习彼此的语言，分享彼此
的文化。在这里，没有人要求我们要尊重，没有人强制我们不可冒犯他人的宗教教条，我
们像一家人一样相处，为朋友生病、受罚而担心，为大家的胜利而欢呼。
我们生活在这片可爱的土地上，多元是我们国家的特色，包容是我们人民的精神。
在马来西亚，不需要有人教我们去包容，去体谅，去理解，我们只需要在生活中多一分关
爱，多一分理解，每个人主动跨出一步，多彩多姿，共存共荣的社会将随之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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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推荐好书
书籍的流动有赖于读者的求知欲、好奇心，图书的能见度则需
要爱书人的推荐与分享。图书馆诚意邀请老师推荐书籍，让我们共
同分享阅读的喜悦。透过阅读分享，召唤与你相同频率的爱书人！
◆ 图书置放在图书馆前厅“老师推荐图书”专柜上，欢迎借阅。

THE YEOH TIONG LAY
STORY
Author : Yeoh Tiong Lay
Recommended by : Mdm Tan Joo Kiong
▪ Review

As an outstanding and humble
entrepreneur, Yeoh Tiong Lay is
much respected by Malaysians.
He was a prominent figure who
led the YTL family business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He was
a strong supporter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always had a
passion to determine the young
generation equipped with good
education. In this memoir, he
also expressed his gratitude to his
beloved wife, Puan Sri Tan Kai
Yong who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as a supportive woman behind
him. His experiences, hardships and
fruitful successes in life would serve
as guidance to the readers.

郭鹤年自传
杨忠礼回忆录
作者：杨忠礼
推荐者：黄英莲主任

ROBERT KUOK:A
MEMOIR
Author : Robert Kuok
Recommended by : Mdm Tan Joo Kiong

↘ 推荐语
本书叙述了故杨忠
礼董事长与兴华的
故事，他的奋斗与成
功。他与夫人忠贞相
爱，家庭幸福美满，
堪为典范。我推荐兴
华人阅读。
↘ 图书简介
《杨忠礼回忆录》于
2003年出版，是丹
斯里拿督斯里杨忠
礼博士于74岁前的
人生回顾。

▪ Review

Robert Kuok is a prominent
business man who is famously
known as “Sugar King”. In this
memoir, he reveals what made
him the man he is. His upbringing
especially the fine values instilled
by his beloved mother brought
him to cope with the best and
worst of human nature. With his
perseverance and determination,
Robert Kuok has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in his business around
the globe. It’s a book of inspiration
and motivation.

作者：ANDREW TANZER
推荐者：黄英莲主任
↘ 推荐语
《郭鹤年自传》说了好
些家事及有趣的小故
事，内容精彩易读。郭
鹤年阅历丰富，是华商
翘楚。《郭鹤年自传》
自2017年底出版以来，
各方抢读，轰动一时，
至今热度不减。
↘ 图书简介
传奇华裔企业家──郭
鹤年，首次亲身述说
最真实的故事！字 里
行间流露最动人的情
感，偶尔伤感、偶尔
刚强、偶尔开怀、偶
尔振奋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