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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8届越野赛跑破四项大会纪录
•

男子公开组：林哲宇校友 - 18分43秒
•
男乙组：严宇翔（初三礼）- 18分04秒
•
女乙组：许筱恩（初二智）- 23分41秒
•
女乙组：马彦芷（初一爱）- 23分24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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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四项大会记录

◆陈伟后董事（左二）主持鸣笛，
台阶上站者右一为苏进存校长，
左一为李荣兴副校长。

陈筱蓓（高一理孝）、谢依伶（初一平）报道
第28届越野赛跑破四项大会纪录！他们是以18分43秒破
了男子公开组大会纪录的林哲宇校友、以18分04秒破了男乙
组大会纪录的严宇翔同学（初三礼），而马彦芷同学（初一
爱）与许筱恩同学（初二智）分别以23分24秒以及23分41秒
的佳绩破了女乙组的大会纪录。

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为赛事鸣枪，健儿们开始往前
冲刺。
这长达5公里的路途不仅有全力以赴的运动健将，也有
为了确保每一位参赛者而在不同的站点指挥交通的老师和同
学。圣约翰救伤队与童军的成员更是顶着艳阳在跑道旁待

兴华中学两年一度的全民运动会——越野赛跑于7月20

命，以便能及时给于同学帮助。此外，也有负责分派检票卡

日（星期六）举行，除了全体学生，也吸引了众多家长、校

的老师和同学坚守岗位。当然，也少不了摄影学会成员的身

友及教职员的踊跃参与。比赛前，全体同学在班上点名，并

影，捕捉参赛者们奔跑的英姿，记录珍贵美好的瞬间。

在运动服扣上属于自己的号码布后，到指定地点集合。身穿
运动服的参赛者们，朝气蓬勃的脸上都挂着笑容，期待着赛
事的开始。

经过不断的奔跑、拉锯、拼搏、超越和冲刺，所有参
赛者都陆陆续续地抵达终点。参赛者们汗如雨下。坚持到最
后的参赛者们也在现场同学与老师加油打气声中展露笑颜，

副董事长兼校友会主席余安

到校方所设立的补水站补充水份。上午10时15分进入颁奖仪

在开幕仪式上致词表示，运动乃健

式，随着优胜者名字的宣布，震耳欲聋的掌声经久不息，欢

康之本，读书求学和良好的生活质

呼声更是此起彼落，热闹不已。得奖健儿开心地走上台与颁

量更需要有良好的体魄和健康身

奖人合照留念。颁奖仪式的圆满落幕，为本次的越野赛跑画

心，体育活动的目的就在培养良好

上完美的句点。

的体魄、健康身心及终身运动的习

体育主任苏爱云老师表示，我校越野赛跑历史悠久，

惯。他说，该校越野赛跑分学生组

是组成兴华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鼓励全体同学、董事、家

和公开、宿将组的传统有其深远教
育意涵，一方面可团聚师生、董、

◆ 余安副董事长

家、校友的关系，另一方面就是体现体育运动的价值在于鍜
练体魄、健康第一及一起终身运动的精神。

长、教职员及校友参加，可说是兴华的“全民运动”，它是
体育又不仅于体育，体现了多方面的教育意义。她说，我校
越野赛跑每两年举办一次，参与人数每届增加，俱见大家热
爱体育的精神。
兴华人挥洒的每一滴汗水，跃动的每一个细胞，踏过的
每一颗沙砾，都是努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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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筱蓓（高一理孝）、李筱心（初一平），谢依伶（初一平）采访

从枯燥中跑出趣味
李锦华老师（男子宿将组第10名）
生活便是从枯燥中找出乐趣，就好似从单调无味的白开水中喝出滋味，跑步亦是如此。
我从高一开始就有跑步的习惯，参与过不少场马拉松、越野赛跑等赛事，所得到奖牌收在饼
干桶里，一叠叠就像堆积的饼干，有的奖杯则变成了孩子的玩具。比起名次，我认为享受跑
步的过程更为重要。相比较其它运动的限制，跑步具有极大的伸缩性和自由，无论回到故
乡，抑或者在远方旅行，只要有一双跑步鞋就可以跑步。
跑步还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促进新陈代谢、提高耐力及帮助思考。在松下体育馆以往
还隶属松下集团时，其员工受鼓励多运动，结果员工们免疫力提高，身体健康起来，为工厂提升不少生产力，不仅工厂有
益，员工也得益。我在越野赛跑中只与自己比赛，要求自己至少得维持在20分钟左右完成比赛，若没有达成，我就知道自
己的身体状况出了问题，所以啊，越野赛跑其实也是一次免费的身体检查。
常言道，“多做多得，少做多失”，任何事都要有付出，才有收获。与其把越野赛跑视作痛苦，不如从中体会跑步
的乐趣，享受沿途的风景。证严法师曾说“苦尽甘来，福尽悲来”，享福就是消福，吃苦就是了苦，只要细细品味，白开
水也能喝出味道。
为此，我倡导可每年举办越野赛跑，让同学们培养跑步的兴趣。此外，可考虑增加一项10公里的挑战，不擅跑步的
同学跑一圈即可，而勇于挑战的同学可继续跑第二圈，相信不少感兴趣的人将纷纷响应。

“

邊的
身
過
拂

強風告 訴 我
， 我 還在

跑”~《強風吹拂》

防患于未然，建议设立水站

成功在久不在速

叶碧湖（女子宿将组冠军）

钟殷绮（女子公开组第16名）

若想在越野赛跑中取得胜

正值大学假

利，最重要莫过于“坚持”二

期，加上兴趣的

字，跑者必须具备永不言弃的精

浇灌下，促使我

神，只要不断地告诉自己不要停

参与此次越野赛

下，就能抵达成功的彼岸。同

跑，让我得以重

时，日复一日的练习亦不可忽

返这片曾度过六

视。平日里，我常常跑步与骑自

年中学时光的校

行车以锻炼健康的体魄。比赛途

园，再见熟悉的

中，我看见那些超越我的同学们身上那洋溢着破釜沉舟的毅
力与魄力，无不令人感叹，那是属于年轻人的气盛。
作为Lekas Highway Ride 2019 的发起人，我曾参与
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运动比赛，为了降低意外的发生，我建议
校方应在途中设立水站，适时地补给水源，以避免参赛者中
暑、晕倒、体力不支等现象发生。哪怕只有短短5公里的路
程，但万事皆有可能，应防患于未然。此外，越野赛跑可作
为一年一度的盛事，以促使同学们不断精进自我，成为同学
们每日练习的动力。

面庞与亲切的笑
容。即便平日就有跑步的习惯，但此次获奖也
实属意外惊喜，真要说胜利有什么秘诀，那就
是锲而不舍的精神，因为越野赛跑主要是对于
参赛者体力的考验，而不是速度的较量。这长
达五公里的路程，我未曾停下，也不曾放弃。
途中，在拿取检票卡时，有些老师更会给予加
油和打气，令人十分感动。若还有机会，我定
还会回来参与下一届的越野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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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母校回校参赛
林哲宇（男子公开组冠军，破大会记录）
我每两年都会回校参加兴华举办的越野赛跑，支持母校。每次回校参加越野赛跑，我都
会回想起在校时参加越野赛跑的点点滴滴。这些回忆是我回校参与越野赛跑的动力。
赛前几个月，我每个星期都会坚持六天练跑，锻炼好体力。这次练跑期间，我的脚受伤
了，非常担心伤口无法愈合，所幸赛前伤口痊愈了。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能夺冠，因为以往我
都是拿亚军或季军的，这次拿到冠军，我还蛮惊喜的。
此外，在跑的过程中，派票的老师及同学忘记把检票卡给我，当我意识到的时候，还要倒回去拿票，这对于一些同
学来说，可能会影响成绩，所以我建议派票的老师及同学能够细心一点，也可以增加多几位派票人员。
如果我们想要得奖，努力和坚持非常重要，练跑的过程虽然很辛苦，如果我们半途而废，获奖的机会将变得很渺
茫，但如果我们拥有永不放弃的精神，就会有很大的机会可以成功。

给自己一份坚定
王光俊（男甲组冠军，高三文商平）
坚定的意志力是越野赛跑至关重要的关键。在繁重的学业下，是意志力支撑着我去练
习；在最后的冲刺中，是意志力驱使着我坚持下去。当然，身旁朋友们的鼓励也是我最大
的动力。练习辛苦总好过比赛辛苦，赛前一定要多练习，才不会留下遗憾。我在上一届的越
野赛跑只拿到了季军，所以我起初设立的目标是前三名，没想到这次得以荣获冠军，倍感开
心，因为长久以来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建议可以把跑道分成两条，其中一条可以让体力不支的同学慢步，否则无法轻易停下的跑者，极易撞到其他参赛者。

把懈怠删去
张芷悦（女甲组冠军，高二理忠）
这是我在中学生涯中最后一

努力不懈，全力以赴
严宇翔（男乙组冠军，破大会记录，初三礼）

次的越野赛跑，相比起前两届，我

今年的越野

为之付出了更多努力，比赛来临

赛跑，我和以前

前，就要求自己每天必须抽出时间

一样，在比赛之

练习。实际上，我所面对最大的敌

前会努力、坚持

人是我自己，每当我想要懈怠下来

地练习。虽然练

时，就会告诉自己不能有这些消极

跑的过程非常辛

的念头。因此，想在越野赛跑中胜

苦，但家人和朋

出一定要有很强的意念，全力以赴才不会留下遗憾。比赛当中，

友的鼓励，让我

我会把在我前面的选手设立为目标，在超越后就会得到很大的成

坚持下去。还没开跑前，我想拿到前50名，所

就感，接着再寻找新的目标，再不断地超越，重复，再超越。此

以这也是我练跑的动力之一。当我知道我拿到

外，我也将这次的奖项当作未来的生日礼物，且得以在毕业前得

冠军的时候，我倍感高兴，突然觉得我之前的

到这份荣誉，感到喜悦不已。

努力是值得的。

虽然预料自己无法在越野赛跑中破大会纪录，但来年的运

我在这里想要呼吁大家，不管是练跑还是

动会的短跑中，我会竭尽所能地去破纪录，为自己的高中留下绚

比赛，我们都要坚持，努力，全力以赴，拼尽

烂的一笔记录。另外，由于每个人的体质不同，速度不一，跑得

全力，拿下最好的成绩。

慢的同学就尽可能把一部分的跑道留给冲刺的参赛者。希望同学
们都可以多投入跑步，享受跑步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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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野赛跑体现兴华人精神
陈苡靖（女乙组第七名，高一理孝）
我对这次的成绩不满意，因为我设下拿到前三名的目标，所以感到十分遗憾。不过，这
也算是一种经验，让我发觉自身不足的地方。赛前练跑时，由于练习成绩的不如意，常常让
我陷入无尽的压力和难过，但很感谢一路以来陪我练习的朋友们，他们会开导我，让我不要
还没比赛前就害怕对手和未知结果，那就等同于还没开跑就输了。
为了越野赛跑，我会不停地督促自己去练习，打消一切偷懒的想法，也会在饮食中克制
自我，以最好的姿态迎接挑战。其实，越野赛跑对兴华生们有极大的意义。每当越野赛跑来临前，总会有一大批的学生自
主地提前熟悉路线，更有甚者组团一起练跑，这仿佛已成为兴华人的一种传统。哪怕是在比赛中，若遇到了同班同学或好
友，我们总会互相鼓励着彼此向前，这一幕幕的画面是如此动人！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王治健（男丙组冠军，初二义）、林攀盛（男丙组亚
军，初二智）
我们俩可谓是打从出生就认识，“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好
朋友。比赛当天，我们与另两名同学四人同行，奔跑途中渐渐
有人掉队，到最后1公里时便只剩我们二人，而冲刺环节中治健
略胜一筹，冠军便诞生了。不过，输赢并不会使我们之间的友
谊有任何的影响，反倒是这种良性竞争更加巩固了彼此的感

◆王治健

◆林攀盛

情，能够收获胜利果实其中也少不了彼此的鼓励和陪伴。若是
输了，大不了把自己变得更强，在下一次打败对方。有人问我们会在排名和友谊之中会选择哪个？但对我们而言，排名本
就不能与友谊相比较。
我们自初一就开始一起练习，每个星期都会抽出时间训练。很可惜无法打破大会纪录，不过无妨，下一次的越野赛跑
将再接再厉。我们觉得，每个比赛都应该拼尽全力，哪怕无法得奖，也要坚持到最后。

不辜负平日的努力		
马彦芷（女丙组冠军，破大会记录，初一爱）
从小我就对跑步有极大的兴趣，所以在小学的时候我也有参加过越野赛跑。正式比赛
前，我规律性的练跑，以确保我能以最好的状态来跑完这次的越野赛跑。其实，我曾经也有
想过退出校队，因为实在是太辛苦了，但是，我不想放弃跑步，身边的家人朋友也鼓励我不
要半途而废，所以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继续留在校队进行训练。
拿到冠军的那一刻我心花怒放，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夺冠，这也算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的
最佳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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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宿将组优胜者

◆ 女生宿将组优胜者

◆ 男生公开组优胜者

◆ 女生公开组优胜者

◆ 男生丙组优胜者

◆ 女生丙组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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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生乙组优胜者

◆ 女生乙组优胜者

◆ 男生甲组优胜者

◆ 女生甲组优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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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天文学识营
许毓茹（初三孝）、曾钰晴（初三仁）报道

为了让天文教育更加
普及化，并启迪学生对太空天
体的认知和探索宇宙的兴趣，进而培
养观察能力与提升科学素养，我校科学
教研组在教务处的组织下，于7月13日（星
期六）在陈开蓉大讲堂及忠礼堂为全体初三
学生举办“初三级天文学识营”。活动主
◆ 张惠洁老师

讲人为张慧洁硕士（拉曼大学化工系讲
师）以及陈伟伦老师（我校天文学
会及远距天文观测小组指导
老师）。

◆ 陈伟伦老师

課程一：參觀天文臺與製作星盤
活动一开始，同学们取得制作纸板的材料，即根据影片的
指示，开始动手制作星盘。陈伟伦老师在同学们完成星盘的制作
后，指导他们如何正确使用星盘，完成学习单。
在制作星盘的同时，部分同学轮流参观天文台，每趟25
人，每次15分钟。参观项目包括：认识折反射式望远镜MEDEA
LX200GPS、使用 VIXER 望远镜观察太阳、认识不同类型的望远
镜，如折射式望远镜、反射式望远镜等。
◆ 同学们取得制作纸板的材
料，即开始动手制作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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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制作星盘的同时，部分同学轮流参观天文台，认识折反射式望远镜 MEDEA LX200GPS、使用 VIXER 望远镜观察太阳、
认识不同类型的望远镜。

如何制作星盘？

◆ 制作星盘视频。

如何制作星盘？[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TDmHHtVjps]
所需材料：两个纸板（外封面和星座示意图）、双面胶、剪刀、尖
锐物品（用以钻洞）
步骤：
1.用剪刀沿着边缘将外封面及内星座示意图剪出;
2.在外封面和星座示意图正中央用尖锐物品钻1个洞;
3.将“8”字形的星座示意图对折，在背面用双面胶将它固定;
4.外封面沿着虚线对折，用双面胶固定;
5.将两个纸板重叠组装合并，用扣子固定。
使用方式：
1.星盘上有月份和日期，封面上有夜晚时间;
2.选择日期后对准封面的时间;
3.朝向要观察到方向（南方或北方），便可观察星空;
4.将星盘反面观察，即可看到另一面的星空（南北方）。

課程二：“星星的一生”及“星座簡介與星空觀測
张惠洁老师透过她在世界各地拍摄的照片，
向同学们详细讲解宇宙与星系。宇宙主要是由氢和
氦组成，锂只占极小部分。宇宙的起源可分为大爆
炸理论和稳态理论，两者同时被科学家提出。早在
138亿年前，宇宙是膨胀形成的，并非爆炸，星系
亦是如此。它们之所以离彼此那么远，是因为他们
犹如气球般膨胀了。宇宙4亿岁时，第一代的恒星诞
生；10亿岁时，第一代星系诞生了；人们熟知的星
系—银河系（Milky Way Galaxy)，是本星系群的一
个地方；著名的星系—仙女座大星系（M31)，由于
离我们比较近，将来可能会撞到我们的银河系；人
们耳熟的太阳系，46亿年前由气体组成，位于银河
系的星系里。
◆ 仙女座大星系（M31)。
照片取自 https://hapod.nasa.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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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张老师说明恒星的诞生。恒星是由星云

黑洞会发射辐射的理论性预测（现称霍金

（ 天 空 中 的 气 体 ） 组 成 的 ， 而 星 云 可 分 为小质量恒星

辐射）的霍金、创立万有定律的牛顿等，

（Average star) 和大质量恒星（Massive star），两

他们都为天文知识奠定了重要基础。张老

者演化过程不同。白矮星是从小质量恒星演化而成，而

师认为，科学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它没

超新星爆炸是从大质量恒星演化而成，两者都表示着恒

有对的答案，每个人都能去自由探索。

星的死亡。超新星爆炸会形成中子星（Neutron star)和
恒星黑洞(Black

hole)。此外，恒星的颜色与表面温度

有着一定的关系（哈佛光谱分类）。

为了让学习过程变得更有趣，张老
师邀请六位同学上前扮演太阳、地球和四
季星空，以灵活的方式教导同学们如何辨

另外，张老师提到，由于人类强烈的好奇心，以致

认北斗七星、北极星和猎户座等星图与星

不断地探索着浩瀚无垠的宇宙，天文学才得以萌生和发

座。星图，是天上星星的“地”，它展示

展。例如：提出地心说的托勒密、日心说的哥白尼、世

了星星在星空中的位置，即星座。星空中

界上第一个把望远镜指向月亮作天文观测并且发现木星

一共有88个星座，古时人们用他们丰富的

四颗最大的卫星（现称伽利略卫星）的伽利略、研究出

想象力，将星星连接在一起，并依照形状
以及神话故事给予命名，但如今星座是指
天上某个区域恒星的组合，每个星座都有
其明确的界限。众所皆知，星座都是由一
颗颗星星连接而成，每个季节都有其代表
星座，这是地球绕太阳公转造成的现象。
春季的星空会出现狮子座；夏季的星空会
出现天蝎座；秋季的星空会出现飞马座；
冬季的星空会出现猎户座。
短短半天的天文学识营，让初三级学
生走出课室，探索更多有趣的天文知识，
也让他们从动手做中获得更多的乐趣，深

◆ 北 极 七 星 和 北 极 星。 照 片 取 自 https://blog.xuite.net/
herme/zen

入了解宇宙世界的奥妙。

◆ 陈伟伦老师拍摄。

天文知识趣味多

延长课程时间

林来顺（初三义）

俞愷（初三勇）

此次学识营让我增广见

宇宙之大，无边无际，

闻，学习了许多有趣的天文

既美丽又神秘。探索宇宙，

知识。制作星盘也让我学习

可以开拓视野，发掘更多新

到如何观测星座的周期及最

鲜事。亲手制作星盘，让我

佳观星时间。宇宙无限，许

学会如何根据日期和时间辨

多神秘天文现象还未被人类

认星座并且认识天顶等专有

发现。我对天文感兴趣，希望往后参与更多类似的讲座

名词。这也提升了我对天文学的兴趣。往后再次举办天

或活动。

文学识营，希望课程时间可以安排得更充裕，让主讲老
师可以更详细地为我们讲解天文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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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振胜校友

杜韩念校友

马大副教授/
儿科重症专科医生

律师/健身教练/
作家/社会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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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博士/
大马巴赫节艺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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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荣兴老师
副校长兼训导处主任

感恩·责任·奋发

高三

成年礼 主题分享会
谢书捷、洪振丰（高三理爱）采访报道

为配合7月4日（星期四）举行的高三成年礼，高三毕联会于7月4日（星期四）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一场主题为“感
恩·责任·奋发”的分享会。
这场分享会由副校长兼训导处主任李荣兴担任主持人，特邀毕业多年的三位校友：颜振胜、杜韩念及陈子虔，与即
将步入成年的高三生分享他们的心路历程，激励学生以积极向上的心态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责任感

李荣兴：对于“责任”一词，有何诠释？

杜韩念：责任，在不同的年龄层，会有不同的诠释。高中时，兼顾好课外活动和学业，不触犯校规，把自己照顾好，就
算是尽到一名学生的责任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力的提升，担负的责任也会逐渐加重，你们必须对家人、工作、社会
等负责。偶尔也需要承担别人犯下的错误。这是一个必经的成长过程，你们必须学习承认错误，承担起压力和面对各种困
难，并从中学习。

做个有担当的人

李荣兴：今天，你们身为各个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身上担负了哪些责任？

颜振胜：身为一名医生，我必须对病人及其家属负起责任。病人把性命交托于我，我就必须尽全力把他们治好。虽然一
开始当医生的本意是为了赚钱养活自己，但随着行医经验的累积，我发现这一路越走越精彩，“赚钱”反而显得不那么重
要了。每当我将一名患者从生命垂危的险境中拯救回来，我都感到欣慰和有成就感。另外，我很清楚首席医生担负着更重
要的责任及义务，需要把良好医德及专业知识，传承给有能力的下一代，我的使命才算完成。

杜韩念：身为一名健身教练，我必须对学员的生命负责任。当初成为健身教练只是想找人陪我运动，没有太多想法，并
没有考取任何专业执照，训练方式也是根据自身感觉和网上的资料进行。但随着学员的增多，我意识到健身运动本不是一
项可随意进行的运动，方式不正确更会影响学员的健康状况，因此便确定出席专业课程并考取正式的健身教练执照，引导
学员进行正确的健身训练程序，让他们的健身效果以及安全性都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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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起为苏进存校长、陈子虔校友、颜振胜校友、杜韩念校友、谢锡福副校长及李荣兴副校长。

陈子虔：职位越高、责任越大。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领导，另一种是跟从；两者都非常重要，只要认清

自己是哪一种人，然后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领导的责任特别大。指挥是领导的一种，常被称为是一个乐
团的灵魂人物。虽然很多时候，当团队里的乐者或歌者表现不理想不一定是指挥的错，但只要演出有任何
的差错或突发状况，通常第一位被指责的往往都是指挥，因为指挥是整团人的领导，必须承担一切责任。

掌握软硬实力

李荣兴：中学时期，你们都是学校的活跃分子，在兴华求学时，掌握到了什么软硬实力，让你们可以在后

来的不同的专业领域有所成就？在场的学弟妹又该拥有怎样的软硬实力呢？

颜振胜：同学们需要具备语言沟通能力，因为这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重要环节。我上大学时因语言障碍

导致成绩跌落谷底，信心大大受挫，而心生自卑。可是因为拥有兴华人精神的我，以顽强的抗挫能力对抗
之。我开始在语文科下大量苦工，不断地努力提升自己的语言能力，以至往后的大学生涯得以顺利地通过
考试。另外，抗挫能力也是大家必须拥有的软实力，不要害怕失败与挫折，因为失败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
会，从失败中发现错误，不断地尝试和突破，才能做得更好。

感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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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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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韩念：中学时期掌握的软硬实力，能让我们在未来发挥优势。如今网络普及化，科技发展迅速，机器人

已经能轻松取代许多职业，因此具备强大的软实力，如批判思考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才能
对未来职业生涯带来更大的帮助。学弟妹们可以通过学校所推行的一系列教学方法，及其他方式如阅读、
参与活动等，来提升自身的软实力，避免自己未来被机器人淘汰。

努力做好自己的本分

李荣兴：一路走来，人生当中有什么事让你们最印象深刻？

陈子虔：每天早上起床发现自己还活着其实就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能够有机会去经历生命，无论是

甜或苦，都是福气。在校念书时，我曾被同学排斥，没人愿意跟我同桌，常被同学们杯葛。在合唱团也一
样，常被人嘲笑戏弄，所以在音乐方面没有我理想中那么的活跃。当时雪隆一带或是整个马来西亚的音乐
气息也没有今天如此蓬勃，除了在教会有参与一些音乐活动外，并没有很多发挥的机会。音乐需要很多的
想象力，所以我特别喜欢上华文科，因为华文课里的古文，特别是唐诗、宋词和元曲，给了我非常多的想
像力，也因此帮助了我日后的音乐学习和发展。所以我要特别谢谢我中学的华文老师，今天在场的有黄雅
幼老师、李贤丽老师还有林金花老师。说到李贤丽老师，犹记得，我的班级被安排为当时的“人文走廊”
（现黄景裕讲堂旁通道）设计壁报，结果放学后只有我出现。我认为有必要把这项任务做好，因此一个人
漏液赶工，在第二天领成绩单前完成壁报设计。这对我来说就是承担责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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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兴：子虔是一个很认真的学生，每年教师节，他都坚持为每一位老师献上亲手制作的卡片。他做得非

常用心，老师们都很喜欢他。基于中学时所积累的努力以及积极向上的态度，才成就了今天的他。

杜韩念：以前的我很高傲，不可一世，认为所有的成就都是凭我一个人的实力做到的。可现在的我，意识

到那是错误的想法。It takes a whole village to raise a kid。每一个人成功的背后，都有许许多多无
名功臣在默默地奉献和支持。因此，我想借这个机会对我的母校说：谢谢您，兴华。我现在所收获到的许
多成果，都有赖于学校的培养。

颜振胜：

我要感恩兴华的培养，这包括老师的循循善诱、学校所提供的环境和同学们相互的扶持。兴华人

的精神，让我不管是在大学求学时或踏入社会后，一直都能以很认真的态度和感恩的心去面对。

勿忘初衷

李荣兴：如何坚持理想，造就今天的自己？

杜韩念：每当出现放弃的念头，就必须要审视自己，回想起当初选择这个方向的初衷。忘了初衷，就没有

坚持下去的理由了。

陈子虔：我们也许不一定常常都有很明确的目的，有时甚至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和方向。但只要继续做对的

事情，总好过在原地踏步。我认为“择善固执”非常重要。很多时候我们都想随波逐流，那也许是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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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舒适的选择，但是往往最出色、贡献最大、最成功的人都是选择中流砥柱的。另外，坚持比天份更加重
要。我记得小学和中学比我有天赋的同学多得是，我很少被选上代表班上参加歌唱或是演讲比赛。当时非
常仰慕那些被选上的同学们。但是，这些同学当中有许多因为没有坚持他们的理想，也没有继续操练他们
的天赋，今天也不了了之，非常可惜。所以毅力和坚持是迈向成功非常重要而且不可缺的元素。

玉不琢，不成器

李荣兴：有什么金玉良言可以与即将成年的学弟妹分享吗？

杜韩念：接下来的几个月，你们即将面对三连考：预考、毕业考、统考。辛苦吗？当然辛苦！值得吗？当

然值得！虽然接下来的日子会很难熬，但对未来一定有所帮助。请你们记得：No Pressure,No Diamond，
没有压力就没有前进的动力。

陈子虔：不要只专注于完成课业，赶快毕业。好好地去经历、去享受你在兴华剩下的每一天。我们经常活

在将来，一件事还没结束就想下一件。有长远计划，预早准备是好的，但是不要永远在计划未来，忘了活
在当下。世界是很大的，不要把自己，也不要把别人局限在一个小框框里。无需和别人比较，哪怕是同行
人。只要比昨天的自己进步，那已经很好了。常问自己有没有在 progress，自己是不是已经做到能力范围
内的最好。机会是为有准备好的人而预留的，而且很多时候机会是要自己去寻找和创造的。学习欣赏别人
的好，对自己的缺点要非常敏感。不要过得太安逸，因为 you have never lived if you have never
taken any risk. 不要让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够好了”的一天，因为那将是走下坡的开始。

坚定信念，奋力向前

对未来充满信心

郑义贤（高三理爱）

郑正榆（高三理忠）

这场分享会给予我最大

听了三位校友的分享，

的收获，是让我领悟到责任

让我意识到梦想其实并不遥

感的重要性，不管做出选择

远。在中学时期掌握的软硬

时抱有什么样的心态，都一

实力，让我们在踏入社会后

定要坚持把事情做好，做一

显得更加从容，面对困境时

个有担当的人。当我们答应

不轻易退缩。祝福全体高三

完成某项指定任务时，就必

生都能像三位校友一样，为

须全力以赴，遇到坎坷或感到迷茫时，都要去勇敢地克

自己的选择负责，为自己的梦想奋发，对自己的未来充

服，勿忘初衷，找回前进的动力。

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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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外宾演讲 ：“把爱带回家”
夫妻关系对家庭的影响
骆芷欣（高三理信）采访报道
我校辅导处于7月18日中午1时15分至3时半，在陈开蓉大讲堂举办的高三外宾演讲中，
邀请已亮出版社执行长冯以量老师，以“把爱带回家”为主题演讲。也是孝恩集团辅导与咨
商顾问的他提到，一个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夫妻间的关系，是家庭里最重要的关系。但
因为这个夫妻关系之间，并不存有血缘关系，因此也是家庭中最脆弱的关系。
针对上述说法，冯老师邀请各5位男女家长及3位学生，扮演家庭成员，以演绎场景的方
式解释发生在家庭关系中的问题。首先，扮演一对夫妻的家长，一起站在椅子上，代表拥有
共同的权利。冯老师询问夫妻一些基本的问题，包括在家庭关系中，谁负责赚钱养家？谁负
责洗衣做饭等。若是丈夫负责赚钱，冯老师即在他面前置放一个箱子；若是妻子负责洗衣做
饭，则在她面前置放另一个箱子，而共同完成的事务，则在两人之间置放箱子。
接着，冯老师请扮演孩子的学生上台，以类似的问题询问孩子，并以布条作为关系的象
征，形成三角关系：夫妻、父子、母子。最后，则是请4位家长扮演爷爷、奶奶、外公与外婆
◆ 冯以量老师

的角色。冯老师指出，孩子会受家庭的影响，而父母也会受他们的原生家庭影响，他在辅导
的工作生涯里，即曾遇上两个个案，皆是受家庭影响而导致问题的发生。

另外，冯老师请全部家长到台上扮演5对夫妻，三位
同学则扮演孩子的角色。这5对夫妻演绎着5种不同的家
庭情况，前4种包括:父权家庭、母权家庭、夫妻互相对

对决定负责任

立的家庭和夫妻冷战的家庭。冯老师走到其中一个家庭

曾繁乐（高三理信）

前，并解说了该家庭的具体情况，让孩子思考在该情境
之下，会选择如何应对。有同学选择逃避，有同学选择
保护妈妈，也有同学想和爸爸对抗。冯老师说，父母给
孩子的只是格局，但选择的权利还是在孩子自己本身，
并强调了身教的重要性。

冯老师一直强调，我们个人的
选择，决定自己在家中的地位及格
局。有些人未必有完美的家庭，但
是他们可以寻找资源对自己的人生
负责。不要因为家庭不理想就陷入

最后，冯老师走到第5个家庭说道，台上的这对“爸

被害者的情节。我觉得，通过这场

爸”及“妈妈”在现实生活中是一对夫妻。夫妻关系虽

讲座，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家庭，而且我觉得离婚未必不是件好

然因不存在血缘关系而显得格外脆弱，但双方只要有包

事，如果双方真的性格不合，那倒是一种解脱。在这场讲座里最

容心，这段关系就可以长久的维持下去。此外，孩子们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最后一个场景里的第一种家庭和第二种家庭，

所做的决定看似受父母的格局影响，但其实无论是立场

当那个家长跪下来的时候，我有被吓到，觉得这个画面很现实，

还是应对方式，其选择权都在孩子自己的手中。一旦做

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听了这场讲座后，我觉得

出决定后，就必须负起相应的责任。冯老师最后也强调

组建一个家庭及一段婚姻是一件慎重的事，所以一定要考虑清

传宗接代是延续有素质的生命，切勿将家庭中弊端的思

楚，一旦决定了就要负起责任。

想或行为传给下一代。

◆ 冯老师请扮演 5 对夫妻演绎着 5 种不同的家庭情况，并让扮演
孩子的同学思考在该情境之下，会选择如何应对。

2019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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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对“奋发”的了解有多少？
高一级联论坛
连艺林（高一文商礼）、李依璇（高一文商义）报道
7月16日（星期二）下午2时，我校于陈开蓉大讲堂举办一年一
度的高一级联论坛，主题为“学生如何自我提升”。由高一理孝的
许嘉倚和高一理信的吕立恩担任司仪。两位司仪也引用了孙中山先
生的一句话，“人类要在竞争中求生存，便要奋斗”，为高一级联
论坛掀开了序幕。
首先，由来自高一理忠的吴美莹分享。她认为，自我提升需注
意四点，即：自我定位、心态、时间规划以及实践。自我定位意为
设立目标，并找出自己的兴趣以及学习方法。心态方面则保持与自
己竞争的思想，同时也对事情有主见。时间规划也很重要，例如通
◆ 吴美莹（高一理忠）

过制定时间表安排事情，保持充足的睡眠也能适当地解压。在实践
上，她则建议同学们多参加各方面的活动，以及扩大自己的阅读范围。

◆ 梁丞尉（高一理仁）

接着，高一理孝的吴振耀和张慷旭，以自身的经验作为分享的
例子。吴同学分享道，自己过往较为内向，常不敢开口表达，但在
阅读的过程受到启发，尝试勇敢踏出自己的第一步，接受了这次作
为班上代表在级联论坛分享的机会。张慷旭则认为，学生必须具有
批判性思维，才能与时俱进，成为新时代的成功者。
“如果不给予自己失败的机会，怎么会在其中提升呢？”，
来自高一理仁的梁丞尉和陈翊瑄表示，只有了解自己、接受自己、
肯定自己，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自己。虽然要注重学业，但更重
要的是上课的心态，在成绩不退步的情况下反而更进一步。不仅如
◆ 吴振耀（高一理孝）

此，学校也提供了多元化的平台，而学生们也应善用这些平台来提

◆ 陈翊瑄（高一理仁）

升自我和充实自我。
来自高一理爱的李卓宁表示，中学生的自我提升除了课内硬知
识的融会贯通，还需结合课外软实力的提升。对于课堂上所学的知
识，最重要的便是学习力。当你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完整且清楚的表
达给其他人，那便是有了学习力。一个考试得90分的学生，解了无
数的题，但碰上了一个从未见过的题型却可能无从下手。而一个考
试不及格的学生，因为不局限于过去所学知识，更有可能开拓自己
的思维去解题。因此，学习不仅要有学习力，还必须读活书。
对于课外软实力的提升，最重要的便是积极参与课外活动。
在一次次的活动参与中，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事务，往那一方面去发
展，有了目标才会努力。我们可以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
◆ 张慷旭（高一理孝）

交际能力，领导力，应变能力等，也能从他人身上，看到不一样的
闪光点。

◆ 李卓宁（高一理爱）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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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家乐（高一理信）

◆ 林文聪（高一文商义）

◆ 程子峰（高一文商和）

◆ 李雳圣（高一文商和）

成功的第一步，往往都是先了解自己，接受自己的弱点，从中了
解自己的方向。通过多参与团体活动，可以培养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学
校，我们可以遇见很多不同的人，那要如何在不同年龄层面对性格不同
的人呢？来自高一理信的温家乐同学表示，通过建立人际关系，就可
以学习与他人相處的方式以及培养自身的领导力。除此之外，学习一门
手艺，从中培养兴趣与爱好，是一个自我提升的好方法，让自己在各个
方面更有自信。在拓展自己的思想方面，温同学也分享其自我提升的方
法，就是多阅读，如尼克·胡哲、巴菲特等等著名人士的传记。
接着，由高一文商义的林文聪同学，分享在家中自我提升的方法。
他认为，通过做家务，能培养自己的工作能力，也可帮忙家庭分担一些

◆ 高一级联自治会
   主席陈嘉恩

责任。身为孩子，应该给予父母最基本的尊重，时时听取父母的意见，
为成长的道路点上一盏光明的火把。
高一文商和的程子峰和李雳圣，以三个重点表达了对于如何自我提
升的想法。他们认为，时时刻刻都应该自我反省，审视自己的问题，并
且要提高对自己的要求，也要提高对自我的要求。他们表示，适当的压
力可以转换为前进的动力，再转化为不断地努力，最后才能够获得自我
的提升。除了需要自我的不断提升，也要看到本身的不足，从而更好地
改进自己，亦可以透过他人的建议来改善。
高一文商平的陈必谦，则认为自我提升前少不了的关键因素在于兴
趣。而“上瘾”是上进的智力资源，只有自己对事情感兴趣才能够更有
动力完成那件事，最后也能在无形中得到提升。

◆ 陈必谦（高一文商平）

◆ 韦勇氻（高一文商礼）

◆ 古家兴（高一文商勇）

◆ 陈俊烽（高一文商廉）

◆ 陈婉慈（高一文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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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文商礼的韦勇氻表示，想要提升自己，就需从三个方面入手，那就是心理、心灵、生理。想要更
好的提升自己，那就先要解决最困难的地方。韦同学说：“今天的你要比昨天的你好。”而提升自己是需
要坚持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将来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成就。
高一文商廉的陈俊烽表示，提升品德也十分重要，成为一个有礼貌的人也是让自己变得更好的其中
一个方法。除此之外，也需要扩大自己的交友圈，尝试和不同性格的人接触才能够让自己在未来更具交际手
段。
来自高一文商智的陈婉慈，强调必须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如此才能让自己接受更多的挑战，以提升
自己。她表示，现在起开始设立自己未来的目标，定下了目标，就努力去实行它。身为一位有责任心的学
生，除了要在自己的课业有一番成就，也不能忘了个人的身心调理，周末可以进行一些轻松的活动，让压
力能够得到适当的疏解。
最后一位分享的古家兴同学，来自高一文商勇，他强调，学业固然重要，但是也不可以疏忽自己在人
际关系的建立，所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是第二个家人，在需要帮助的時侯总会出现。此
外，学生必懂得自律，才不会输给懒惰，而自律，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责任。正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
每个人都有优点、缺点，发挥自己存在的价值，努力做好自己，课余时间可以开发自己的的个人兴趣，培
养相关能力，慢慢建立起一个良好的形象，是中学生涯必须做到的。
最后，高一级联自治会主席陈嘉恩同学，勉励在场的同学对于未来必须有个方向，这才能够更好地实践
提升自我，在未来有一番成就，她也祝愿所有同学都能够有勇气克服困难，并且可以在高中生活展翅翱翔。

苏瑜静（高一文商和）采访

心态良好才能自我提升
唐梓珅（高一文商和）
听了各班级代表提出的观点后，我觉得学生如果要自我提升，心态至关
重要。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都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学生本身想要提升自我。如果
想要进步，就算别人不提醒、督促你，你也会主动、想方设法地让自己变得更
优秀。反之，再多的理论都只是空谈。
此外，自我提升是一个无止尽的过程，这需要相当大的毅力。我认为被
动地靠别人灌输知识，无法得到非常充分的提升，因为其他人并不完全了解自
己。惟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不足之处，对症下药，循序渐进地自我提升。例
如，我的英文会话能力略有不足。应多看些英文影片，上英文课时勇于发言，
争取锻炼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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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礼，无以立”
初一级联论坛 “日常的礼仪”
陈玮铃、黄燕婷（初一廉 ）、池恒（初一勇）采访报道
初一级同学与班导师于7月23日（星期二）齐聚在陈开蓉大讲堂出席由初一级联自治会举办的级联论坛,主题
为“日常的礼仪”。论坛由李真善（初一爱）和黎伟恒（初一仁）主持，以初一和与初一义的同学拍摄的短片为开
场。短片的内容是关于电梯与同侪礼仪的正确与错误示范。除此，当天初一级同学还分享了“三部曲”、“同侪礼
仪”、“电梯和集会礼仪”，并设有问答环节。论坛以刘力琦训导老师总结校园日常礼仪与规范作为结束。

三部曲的礼仪
■ 班长喊“起立”后应立马放下手上的工作，迅速站好，不交谈。
■ 起立时，应抬头挺胸，不弯腰驼背。
■ 一堂课结束后向老师道谢时，应注视老师的身影直至离开课室。

其实，三部曲的用意除了表达学生对老师
的敬意，让同学们学会尊师重道之外，还可让
同学们集中精神，做好上课的准备。
◆ 林芯玫、朱心宇（初一孝）

同侪礼仪
■ 同侪之间必须互相尊重，不侵犯别人的隐私，不乱动别人的东西，
不嘲笑他人。
■ 进行肢体接触时必须注意场合
- 同性之间也要避免举止太亲密
- 异性相处则要保持距离，注意言行举止

同学之间应该和睦共处，互相体谅和关
心，并使用适当的语言交谈。

◆ 康溧芯（初一平）

2019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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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礼仪
■ 必须耐心及有秩序地等候电梯。
■ 进电梯前必须让里面的人先出来，不可争先恐后，挡在电梯门口。
■ 进电梯时必须做到“长者先，幼者后”，看到老师或长辈必须有礼
让的精神。
■ 若电梯超重必须主动让出位子来，等下一趟电梯。

在电梯里不大声说话、不用手机、不蹦跳、

◆ 萧钿沁（初一礼）

不玩闹才是有礼貌的行为。

集会礼仪
■ 集会前要迅速整队，快速并准时地到达会场。
■ 集会进行时要保持安静以及专心聆听，做个文明的观众或听众。
■ 站姿和坐姿必须端正，不可弯腰或驼背。

孟子曰：“敬者，人恒敬之”。尊重别人
便是尊重自己。因此，集会时做到安静聆听便
◆ 郑宇晶（初一勇）

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我要提问！
Q

训导处助理
刘力绮老师总结

集会时,当司仪报告唱国歌,但有些人没有唱。
请问,我需要唱吗?

A

■ 与同学相处时,我们必须时时刻

当司仪报告唱国歌时,我们就必须立正，大
声唱国歌。

刻保持谨慎。在集会或任何多人
的场合下,不可和朋友打闹。私
底相处时,不可随意触摸他人,使

做好自己的本分。在集会结束后,告诉班导
师,让班导师处理。

别人感到不舒服。
■ 当台上的人自我介绍时,我们只
◆ 刘力绮老师

需鼓掌,发出尖叫声的欢迎方
式，让人觉得噪音，也失去尊重

Q

当班长喊三部曲的时候,我不在座位上,我应该
怎么办?

A

我们应该尽快回到座位,才进行三部曲。

自己和他人的礼仪。
■ 问答环节是为了解决同学们的疑
惑及促进更多的交流。好问题展
现个人的内涵和素养；提问得法
体现个人的能力与态度。
■ 当我们在校内或在外遇到老师或
同学时,主动微笑或点头,也是一

Q

在电梯里时,父母亲突然打电话来,那要怎么办?

A

学校的校规是只可在底层使用手机,所以无
论多么紧急,也不可以在电梯里使用手机。

种礼仪的表现。

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同学们在日常
生活中把礼仪变成习惯，化理论为实际行动。
从现在开始,让我们把礼仪实践于生活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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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联论坛 林倖伃、罗国骏校友主讲
“行动是成功的阶梯”

陈芷妤、林芝勤（初三平）采访报道

为了让初三级学生掌握有效的

罗学长随后播放一个激励影片。影片中强调，“设

备考技巧，以更好状态去面对接

定目标”是一个长期有效的自我激励方法，同学们必须

下来的三联考，我校于7月9日

设定适当且实际的目标，将它作为自身动力的来源，并

（星期二）在陈开蓉大讲堂举

对自己有所期许，保持自信。他也举例分享自己过往的

办备考讲座，主讲人为罗国骏

备考思路，如复习文言文翻译时，要注意文中的通假字，

校友及林倖伃校友。

且需充分理解文章故事背景，并提醒

备考方式可分为两

同学们要把握好预考和毕业考。

种，即个人备考及团体

罗学长提及，学习时要疏

备考。同学们需根据自

通概念，而不是死记硬背，同

身的学习情况来选择正

时也要多做习题，熟悉题型，以

确的备考方式，以提升

巩固所学到的知识点。此外，他

学习效率。林学姐提醒同

也同时强调，学习不是为了

学们，必须提早为考试做

考试，学业成绩也不是

好准备，避免出现临时抱

唯一，同学们更应该

佛脚的状态，过程中须保

以坦然的心态去面

持顺其自然的良好心态，

对，努力做到最

不要因为过于紧张而弄巧成

好，不让自己留下

拙。她说，每一次测验都是一次很好的复习，同学们可
以从中发现错误，并加以改正。她也建议，同学们应养
成制定学习时间表的习惯，根据计划进行备考，做好时
间管理。
接着，林学姐播放一则“如何保持专注力？”的影

遗憾。
最 后 ， 司 仪
以“不为失败找理由,
只为成功找方法”作为
这场论坛的结束语，借此

片，其中提到的方法有：一、一次只做一件事，不要分

勉励同学们积极向上，努力

心；二、上课时抄写笔记；三、感到累时，可以活动身

学习，寻找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通往成功之路。两位

子，抖擞精神，转换心情；四、善加利用个人或环境暗

校友分享各科的备考方式，让在座的学生获益良多，提

示，如提醒自己需努力考好成绩以获取奖学金、图书馆

升大家应考的自信心。

有读书氛围等；五，其他工具的辅助，如番茄工作法等。

* 有关番茄工作法，可参阅2019年3月份《兴华月报》第8页。

灵活学习，提升效率

掌握备考技巧

陈吇谚（初三孝）

林允镓（初三平）

学姐分享的其中一个备

我一直以来都找不到特

考方式——“番茄工作法”

别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因

，让我印象深刻，对我也很

此听了学长姐的分享后，获

有帮助。所谓“番茄工作

益良多。学长姐分享了自己

法”，就是复习25分钟后休

以往的备考方式，还针对各

息5分钟，以此类推，劳逸

个科目给予不同的建议，解

结合的同时，也可以帮助学

答了我一直以来的疑惑。希

生做好时间管理。聆听这场级联论坛前，我都是以死记

望往后有更多类似的讲座或论坛，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

硬背来应付各种测验或是考试，听了学长姐的建议后，

趣，帮助学生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最后，我要谢

我会尝试以更灵活的学习方式来备考，提升学习效率。

谢学长姐不吝于分享自己的方法帮助我们，也祝福所有
考生考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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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陈嘉庆校友
林意晴（高二理孝）采访
我校2018年毕业生陈嘉庆同学，分别于2019年5月及6月，
前往澳大利亚及拉脱维亚参加亚洲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及欧洲物理
奥林匹克竞赛。陈嘉庆同学作为马来西亚代表，不仅在APhO中获
得荣誉奖，同时也在EuPhO的铜带奖中占得一席之位。
同年8月，他也在匈牙利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奥林匹克竞赛
中荣获铜牌。在此恭贺他，为马来西亚、为独中、为兴华争光！

◆ 陈嘉庆（右一）在 EuPhO 荣获铜带奖项。

Q1

你有预料过自己会获奖吗？

能够得奖完全是我预料之外的事情，毕竟我个人认为自己为
这两项比赛所做的准备不太充分，APhO的筹备仅仅用了大约一星
期和一天的校外老师的培训，而EuPhO则是到UKM（马来西亚国立
大学）参加选拔和练习了几次实验操作。我在备赛期间难以找到
相关的人员咨询，没办法依赖老师的帮忙，因此只能靠自己去找
资料和筹备。

◆ 陈嘉庆（左三）在匈牙利国际天文与天体物理
奥林匹克竞赛中荣获铜牌。

Q2

参赛过程（包括选拔、比赛期间），有

没有哪一些时刻让你倍感压力？
说实话相较于比赛，选拔期间其实更让我感到压力。在选
拔营中，所有为了竞选代表资格前来的的国内选手们都同住一个
宿舍。每到空挡时间，就会看到大家一直在“啃书”、复习，而
对比其他人刻苦读书的状态，我就显得比较从容放松，这时候让
我觉得自己似乎有点太过随性了。比赛过程反倒不会太压力或辛
苦，因为不会有人在考试期间时时刻刻盯着你看，只需要全力以
赴。因此，基本上整个考试的过程就只有你一个人自己做题、做
实验、思考。

Q3

既然有苦的时候，那么应该也会

有美好的时候吧？有哪一些回忆是让你
特别难忘的？
比赛结束回国后，其实我还蛮怀念的那段时光。
长达数天的营会中，其实真正比赛也就十个小时，其
他时间都可以与营员交流。与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朋
友交流时，我可谓获益良多，毕竟大家都有一定的实
力，思维上也比较相近。而要说最难忘的，就是和朋
友们一起参加培训营的那段时间，大家一起备战，一
起奋斗的感觉特别好。
◆ 苏进存校长（左）与陈嘉庆。

24

HIN HUA MONTHLY

2019年 8月号

文接上页

◆ 陈嘉庆（左四）与马来
西亚队友合影。

Q4

你是抱着什么心态去应对来自其

他国家的优秀学生？会不会因此而在心理
上给自己比较大的压力？
我 在 高 一 的 时 候 曾 参 加 由 中 国 某 单 位 所 主 办 的数

陈嘉庆同学是我校非常优秀的毕业
生，在校期间不仅于校内取得优异成绩，
也无数次代表学校参加各项全国乃至国际

学比赛，当时对自己的实力还蛮有信心，但成绩出来却

的赛事。他勉励学弟妹们：

不尽人意，这才意识到自己严重的不足，甚至在之后的

“参加校外比赛为校争光固然是
一件好事，但是在校外活动与校内课
业间取得一个良好的平衡非常重要！
相较于比赛成绩，我们更应注重课内
学业。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基础足够稳
定，即使被比赛和校外活动占用了部
分学习时间也不至于影响学业，才选
择让自己去参加比赛。同时，如果你
成功作为代表，去校外、甚至国外参
加比赛时，务必要调整好自己的心
态。毕竟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时刻
做好迎接失败的心理准备，要为自己
建立一定的抗压能力，才不会在受到
打击时就因此一蹶不振。不论如何，
希望你们都可以继续加油！”

一段时间内对数学一度失去信心。所幸的是，后来慢慢
地把心态调整过来，参加任何比赛都事先给自己打一只
预防针，尽量以平和的姿态和心情去应对。因此，之后
参加的其他的国际赛事，我都有办法保持比较正面的心
态，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心理困扰。

Q5
你会如何评价自己在这两项比赛
中的表现？
虽然两项比赛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我绝对还有
改进的空间。实验操作时，我就常常会在取实验数据时
手忙脚乱，没有办法很有条理、从容稳定地去解决。比
赛时实验取得的数据量是非常庞大的，每当我看到这么
一堆数字要处理时，心情总会烦躁。再者就是必须要增
强英文能力，有些题目的英文用词比较难懂，也不是我
们常见的单词，因此没有办法很好很详细地去解答。这
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因为英文吃过亏，之前的好几次比赛
就是看不懂题目丢了分数，所以说学好英文很重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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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校内物理科考试的题目难度无法满足你时，你是否会想要更进一步地挑战自己的极限呢？许多国际赛
事，如APhO、IPhO、EuPhO等，正是为了激励这些在物理的领域中具备超凡能力与才华的青少年而设置。这些
竞赛作为物理领域中重要的国际赛事，为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青少年提供了交流和竞争的舞台，同时也希望能
够通过组织国际性中学生物理竞赛，促使青少年学生认识物理学在现代科学和技术领域中日增的重要性。

你知道吗？

参赛选手皆是经历过
国内层层选拔后脱颖而出
的精英，无论有没有在决
赛中获奖，他们在国内已经
是数一数二的优秀代表了。

竞赛规则
可分为理论与实验两部分，每位选手都单独进行考试。在为时5个小时的理论笔试中，共分有三个等级
的题目非常难、难和普通题。每个问题的完整解决方案给予10分。对于在完整解决方案中使用的每个想法或
公式，给予部分积分。实验考试同样历时5小时，需完成有两个实验任务。
在阅读这篇科普资讯的你，如此关注国际比赛，相信都是对物理这门科目深感兴趣，不妨试着挑战2018
年EuPhO的竞赛理论题，想必会让你大开眼界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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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团员谢幕后，与部分出席的三机构成员合影，前排右七起为管乐团陈垠贵教练、颜贞标董事、苏进存校长、
卢金峰署理董事长、颜建义董事、刘俊仪董事、吕怀毅董事及谢锡福副校长。

穿梭时空之旅
第十三届管乐团演奏会
周艺敏（高二理孝）报道
“音乐是心情的艺术，它直接针对着心情。——黑
格尔”

曲，缅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英雄辛德勒；爱国歌曲
《Malaysia Tanah Airku》的曲子——《Sipadan》，让

7月13日（星期六），我校管乐团于朝阳堂举办第十
三届管乐团演奏会。有别于以往，本届演奏会没有定下
主题，增添了许多神秘感，成功吸引1200位听众到场支

听众的爱国之情油然而生；《The Incredibles》及《The
Lion King Bale》两首曲子，熟悉的旋律带领听众回到孩
童时期，重拾童年的美好回忆。
中场休息后，由我校管乐团前团员——幸蔚蓝校友

持，场内座无虚席。
首先，管乐团以《African

Symphony》一曲为演奏会

掀开 序 幕 ， 热 情 奔 放 的 旋 律 ， 让 听 众 宛 如 置 身 于 广 阔
的非洲草原；《Magellen's Voyage To The Unknown
Continent》，让听众跟随著名航海家麦哲伦展开绕地球
一周的冒险；《The Phantom Of Opera》，则让听众陷
入一段三角的爱恨情仇之中；《Schindler's

分享过去在管乐团内的点点滴滴。她说，很怀念与国外
各校管乐团交流的日子，那段时间很开心，大家一起搬
乐器、认真练习，回忆满满。她随后自弹自唱《幸福校
园》，现场听众随着旋律拍打拍子，气氛愉快又活泼。
她也即兴演唱《菊花台》，气氛霎时沸腾。

List》一

◆ 管乐团时而气势磅礴、时而活动轻松，演奏首首动人的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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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将毕业的高三团员获颁纪念品并发表感言，场面温馨。
接着，管乐团演奏《Memory》和《Star

Wars

Saga》，

《Memory》一曲，更邀请到萨克斯手陈永恒校友同台演奏。加时
演出《Hey

Jude》以及《喜欢你》，动人的旋律配合同时进行

的高三团员欢送仪式，场面动人。管乐团负责老师黄世基老师颁
发纪念品予高三生后，高三代表林隽秀和林势凯同学代表全体管
乐团致感谢词。许多听众把鲜花和小礼物送给高三团员，祝福他
们前程似锦。闭幕前温馨的送礼仪式，为这场演奏会画上了圆满
的句点。
黄世基老师受访时表示，感恩学校长期来大力支持管乐团

◆ 校友幸蔚蓝在
管乐团伴奏
下， 演 唱 了
《幸福校园》
及《菊花台》。

活动，尤其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更
赞助数十万令吉添购乐器，使管乐团更具规模。

◆ 曹裕斌在
管乐团演
奏《 辛 德
勒的名单》
中，担任小
提琴独奏。

One Band One Sound
苏晋伟（高一理仁）
身为本次演奏会的主席，身
上背负着很大的压力，庆幸的是身
边有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才能让本
次演奏会顺利落幕。《Star

Wars

Saga》这首曲子，由于时间紧凑且
演奏技巧难，难度较高，是教练给
我们的一个挑战。刚开始时大家无
从下手，但经过不断的练习，我们
终于成功掌握这首曲子，演出也非
常成功，一起努力的过程成了我们最珍贵的回忆。演奏会虽有些
许遗憾，但成果已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很满足。最后，我想对
学弟妹们说：无论举办什么活动，都有其难度和挑战，不要害怕
去面对，最重要的是战胜自己。放胆去做，相信自己！

◆ 我校管乐团是一支阵容庞大的乐团，演出极具气势。

◆ 萨克斯手陈永恒校
友与管乐团同台演
奏多首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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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亭泉韵”书法展

◆ 师生一同揭开书法研习社赠送的卷轴作品，为本次联展拉开序幕。后排左一起为莫壮燕副校长、许梅韵副校长、赖
全合老师、苏进存校长、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副校长、邝美玉老师及黄雅幼老师。前排为吴奕茹、颜靖璇、曾繁乐、
叶泓玮、谢诗颖、彭紫萱及苏荣蔚。

陈慧珊（初三仁）、郑敏甜（初三礼）采访报道

为推广书法文化，提升校园文化气息以及师

开幕典礼结束后，老师及同学们畅游于书

生对书法的认识与兴趣，并促进书艺爱好者之间

法作品间，欣赏每一幅书法作品所带来的“泉

的交流，我校书法研习社于7月23日至7月26日(星

韵”。作品字体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及

期二至星期五）在人文走廊举办为期4天的7人书

行楷。活动期间，同学也在人文走廊售卖以不同

法联展。此联展的主题为“书亭泉韵”，寓意着

书法字体写着各种静思语，包括“静心”、“静

兴华中学好比书亭，孕育着一批对书法充满热情

悟”、“奋斗”等的书签。

的学生，而书法艺术如音韵般体现在七位书法爱
好者的作品中，书法
的意涵也如泉水般传
承不息。
苏进存校长致开
幕词时祝福此次联展
展出成功，也希望各
位同学及老师能够享
受书法所带给我们的
美好。开幕仪式上，
苏进存校长、谢锡福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许
梅韵副校长、李荣兴副校长、赖全合老师、黄雅
幼老师及邝美玉老师一同揭开书法研习社赠送的
卷轴作品，为本次联展拉开序幕。

◆ 参展同学也在人文走廊售卖以不同书法字体写
的各种静思语书签。

2019年 8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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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靖璇（高三文商平）从6岁开始
学书法，启蒙老师为吴杏梅老师，过后再
向郭温和老师、夏振基老师和赖全合老师
学习书法，在书法社已6年，展出作品以行
书为主。

叶泓玮（高三理忠）向赖全合老师学
习书法，在书法研习社已3年，展出的作品
以楷书为主。

谢诗颖（高三理孝）向夏振基
老师、赖全合老师和叶宝心老师学
习书法，在书法研习社已6年，展出
的作品以行楷为主。

曾繁乐（高三理信）向陈健诚
老师、郭明丰老师，赖全合老师学
习书法，在书法研习社已半年，展
出作品以楷书为主。

彭紫萱（高一理信）从10岁开
始学书法，向叶汉州老师和赖全合
老师学习书法，在书法社研习社已1
年半，展出作品以隶书为主。
苏荣蔚（高二文商廉）向夏振基老
师和赖全合老师学习书法，在书法研习社
已5年，展出作品以行书和楷书为主。

吴奕茹（高二文商勇）从9岁开始

学书法，启蒙老师是叶汉州老师，过后向
夏振基老师和赖全合老师学习书法，在书
法研习社已5年，展出作品有篆书、行书及
楷书。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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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字体

汉字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先后出现过五种主要字体，即人们俗称的：
真、行、草、隶、篆。这五种字体，在中国书法史上都占有着重要的位置。

1）篆书，一般指的是包括大篆与小篆两种字

体。大篆是早期的篆书，主要是指青铜器和石鼓
上的古文字。大篆宽泛的涵义连甲骨文字也算在
其间，可知大篆是一种字形并不一致的字体。小
篆，又称“秦篆”，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统
一文字的结果。秦代是以小篆作为正字使用的，
它结束了秦以前文字混乱的局面，汉字的规范性
◆ 草书《张旭 - 肚痛帖》。

也是自小篆出现后开始的。书法家代表有太史
籀、李斯。

2）隶书，是从篆书演变而来的一种字体。

◆ 篆书《宋枢密副使赠礼
部尚书孝肃包公墓铭》。

它简化了篆书的繁难字形，又把篆书的圆转笔画
变为接近方折，在字形的结构上完成了由象形性
变为笔画性的演化，书写时比篆书方便，为以
后真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隶书的出现是在战国
末期，早期的隶书还存有篆书的形迹，发展到东
汉时已完全成熟，并被广泛使用。隋、唐以前把
隶书称为正书，唐代有“今隶”字体，指的是真
书。书法家代表有郑簠、金农。

3）草书，是伴随着隶书同时出现的，约产

生在秦、汉两代相交的阶段，称为“草隶”，就
是书写潦草的隶书。以后又由“草隶”发展到字
形较为成熟的每字独立不相连的“章草”。相传
◆ 楷书《欧阳询书法作品》。

在汉末时，书法家张芝又把“章草”字的隶书笔
意舍弃，采取偏旁相互借用，书写时使上下字之

◆ 隶书《郑簠书法作品》。

间的笔势牵连相通，创造成了至今仍在流行的“
今草”。俗称的草书，一般就指“今草”这种字
体。唐代的书法家张旭与怀素在写“今草”的过
程中，更把草字加以放纵，书写时笔势连绵，一
笔写出连带的数字，字形的大小偏正变化多样，
又形成了“狂草”。书法家代表有张芝、索靖、
王羲之、王献之和张旭。

4)楷书，又称正书，也称正楷、真书。楷

书的出现，是在汉代隶书和草书使用阶段开始产
生的。它的优点，一是方便书写，；二是匡正了
草书的无固定标准，结构不严密的弱点。它的形

◆ 行书《颜真卿 - 湖州帖》。

5）行书，是一种处在真书和草书之间的字体，它比

体方正，笔画平直，易认易识，为人们所乐于接

真书书写起来迅速，比草书字体容易认识，在日常应用和

受，就成了书写的楷模，所以称做楷书。由于楷

书法活动中被大量使用。在行书当中，按照它的书写形态

书的应用范围广泛，书写时可大可小，又有小

区分，偏于楷法的称为“行楷”，草法采用多的则称为“

楷、中楷、大楷、榜书等不同的功用和称呼。书

行草”。书法家代表有颜真卿、王羲之、苏轼、米芾和趙

法家代表有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和趙孟頫。

孟頫。

2019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31

通过书法培养耐力
苏荣蔚（高二文商廉、参展人）
我从3年级开始学习书法，那时是因为兄弟姐妹都学书法，所以我也跟着他们一
起去。其实一开始学书法时觉得很无聊，不过只要你把入门练好，之后接触及学习
更多的字体，就会越写越好，渐渐地会有成就感，让自己一直坚持下去。有时我会觉
得很烦躁、焦虑，而写书法可以借机锻炼自己的平静心与耐力。这次的展览是7人联
展，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也是一种成长。这次的联展会写“静悟”这个词，主要是
想告诉同学们：写书法需要一颗平静的心以及耐力才能坚持下去。而“行勿懒”则是
我对自己的警惕，希望自己不管做任何事都抱有这种态度。同时，我也非常开心自己的作品可以有机会展出，让
更多人去接触、了解书法。

努力练习以写得更好
吴奕茹（高二文商勇、参展人）
我9岁开始学书法。一开始我只是学绘画，后来父母希望我可以兼学书法，所以
才有这样的机缘接触书法。学习书法方面，老师的指导是很重要的。当然，自己也要
努力多练习，才能写得更好。这次的联展是我第一次以个人名义来办的展览，与以往
所办的大型展览不同，也非常感谢老师们给予的机会。我对联展的效果很满意，有了
这次经验后，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好。

写书法提升个人气质
黄雅幼老师（书法研习社负责老师之一）
去年人文走廊开幕时，就想到应该善用人文走廊来举办各类文化活动，因此去年
年底就产生了让学生办联展的想法。除了善用人文走廊，营造文化气息，最主要还是
为了推广书法教育，激发学生对书法的兴趣，让同学接触、了解书法的各种书体。我
相信同学们在欣赏他人的作品时，也可以享受书法所带来的的乐趣。
这次只办7人联展的原因是为了给予高中生毕业前的展览机会。同时，这7位同学
中有很多类型的书体，包括：篆书、隶书、楷书、行书和行楷。通过联展，也能给予比较有功力的学生一个展出
作品的平台。这是书法研习社举办的第二次联展，所以希望同学们能够吸取这次经验，下次可以展出更多大幅作
品，也借机提升同学们的书法水平。我也希望下次可以办一场大型展览，让全体书法研习社会员各写一幅作品，
让每个人都有展出的机会。
我认为写书法可以锻炼我们的耐力。有耐心才能写好一幅好作品，同时也要天天努力练习，让自己熟能生
巧，越写越好。写书法也能提升个人气质，有文化素养的人在谈吐、行为举止方面，都会比较文雅。
这次的7人联展能圆满展出，要感谢赖全合老师和邝美玉老师从旁的指导与协助。

进一步认识书法
潘洪浩（初三信）
我认为书法在发扬中华文化上是功不可没的。此外，这次的展览包含了不同的书
体，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不同书体的书写方式。展出的书体众多，我最欣赏的作品书体
是篆书，其字体工整，刚中带柔。我很喜欢这次的联展，展出的每一个字都蕴含着学
长姐们对书法的热忱。希望校方能通过更多的活动培养同学们对书法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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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志有邻”沈慕羽 106 岁冥诞暨
逝世 10 周年纪念系列活动
苏荣蔚（高二文商廉）、吴奕茹（高二文商勇）报道
我校学生于7月14日（星期日）上午7时在邝美玉老师和杨四
娇老师的带领下，前往雪兰莪州士毛月出席由教总举办，富贵集
团、沈慕羽书法文物馆、林连玉基金和马来西亚国际现代书画联
盟协办的沈慕羽先生逝世10周年的公祭仪式。
2019年，是华教斗士沈慕羽先生逝世10周年。此项活动宗旨
为纪念沈慕羽先生对华文教育的不懈奋斗，致上最高的敬意，宣
扬“德不孤，必有邻”，并将沈老的伟大事迹流传后世，让华教
人士永远缅怀并心存感恩。“虽千万人吾往矣”，是沈慕羽先生
一生的精神写照，亦是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者追随沈老的精神，不
屈不挠发展华教的写照。
公祭仪式后，师生们前往桃源古镇中华人文碑林参加三项活
动：沈慕羽语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中学生华教歌曲创作比赛以

◆ 同学们出席沈慕羽先生公祭仪式。

及参观中华人文碑林。我校学生在沈慕羽语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
中荣获团体亚军；在中学生华教歌曲创作赛中则获得季军。

沈慕羽语录 中小学生书法比赛

◆ 前排站立者左起为吴奕茹、杨四娇老师、邝美玉老师、颜靖璇以及骆淑慧小姐。
沈慕羽语录中小学生书法比赛旨在宣
扬及传承沈慕羽精神，并提升及推动学生

得奖名单

对书法的兴趣，同时也弘扬中华文化。开

高中组

幕仪式后，书法比赛正式开始，参赛者可

一等奖：黄鉦皓（高三理孝）

自行选择写字环境。在竹林环绕，山明水

优秀奖：颜靖璇（高三文商平）、吴奕茹（高二文商勇）、

秀的美景下，各位参赛者大展身手，为人
文碑林绘下不一样的景观。

洪芷汀（高一理信）、彭紫萱（高一理信）
学校团体奖：亚军

2019年 8月号

HIN HUA MONTHLY

33

参观中华人文碑林
中华人文碑林始建于2009年，
占地20英亩，耗资数千万，为马来
西亚第一座碑林，也被誉为海外第一
碑林。其展示了中国文字演变历程与
中、日、韩、台、马各地的书法名
作。本碑林之碑刻共分三组：（一）
中国历代各体文字与书法名作碑刻，
展现汉字演变轨迹及历代书法家与名
人如：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黄
庭坚、米芾、武则天、乾隆、孙中山
等人之墨宝；（二）我国已故书法家
及前贤如：竺摩长老、黄石庵、施香
沱、崔大地、沈慕羽等人之遗作；（
三）国际已故书法家如：空海法师、
金膺显等人之作品。
在碑林入口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高耸入云，刻着“中华人文碑林”字样的
石碑。石碑下是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赑
屃。赑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样子
似龟，喜欢负重。石碑下的赑屃向前昂着
头，背上负着巨大的石碑，但四只脚依然顽
强地撑着。它好似在告诉人们，不论遇到多

兰亭傍
场 景。 ， 以
的
诗
作
塑
人饮酒
之的雕
古时诗 书圣”王羲 集 序 》 写 于
了
原
还
“
《兰亭
曾对
巧妙地
水旁是
亭 ” 很 水 流 过， 溪 序 》 的 碑 文。 所 作。 后 人
兰
“
兴
溪
集
即
中，
此 碑 林 有 一 条 弯 弯 的 称 ——《 兰 亭 诗 酒 聚 会 中
康
◆ 在
的
还
之
禊
为洪子
，
。
”
春
王羲之 石像旁。左一
水而建 下第一行书 在一次文人
为
即
，
天
之
之
及 有“ ， 传 为 王 羲 好字唯之。之 书圣”王羲
年
“
：
于
九
道
摄
和
赞
们
永
称
与同学
的书法
王羲之 老师（左二）
美玉
览员。
    邝
担任导
，
友
校

大的挫折也好，也一定要抬头挺胸，不轻易
放弃，撑到成功的那一天。从导览员的解
说中，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石碑多是由赑屃背
起的，人文碑林里的石碑也如此，一般上由
赑屃背着的石碑，其作者的地位便是较尊贵
的，如历代帝王。
沿着迂回的甬道走去，石碑林立。它们
仿佛史册一般，将各个朝代的历史汇集在此
处，一一展现在人们眼前。每一座碑林的背
后，只要肯去深入了解，都有其深刻的意义
及创作背景。
在这座碑林中，也有不少马新著名人

◆ 沈慕羽 - 楷书中堂。

士的书法作品，其中包括了：陈嘉庚、林连
玉、沈慕羽等等。这些石碑的背后，蕴藏的

此次活动是一次非常难得机会，让参与者能认识到石碑上的各家

是这些斗士们为了国家作出的牺牲。为了保

书法，更难得的是能参与华教先贤沈慕羽老先生的公祭仪式，追缅先

全祖国，陈嘉庚付出了无限苦辛；为了捍卫

人。书法文化流传至今，大多是刻在石碑上的。所以能够在石碑上见

华教，林连玉“怒奋空拳搏虎头”；沈慕

到这些文字，不仅要感叹雕工的精细，更要能从中体会到前人的书法

羽“服务一生，战斗一世”。这些碑文，警

底蕴。中华人文碑林既为汉字发展史之缩影，亦是历史的写照，展现

惕着世人勿忘先辈的贡献、牺牲，并且以此

了中华文化人文素质与艺术特色。每一个名家作品后的历史，每一座

为鉴。

石碑上的刻字，都是从古到今的积累。书法文化的不朽，系其得到很
好的传承与守护。
参考资料：http://www.beilin.my/china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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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华教歌曲创作比赛

◆ 前排左二为侯宇亮老师，李怡霖老师，沈墨义。前排右起为周金亮老师及张盛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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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传达信息与力量

饮水思源

陆加蓁（高三文商和）

徐梓捷（高二理仁）

华教对我们的意义深远，音乐是情感的最佳表达方

华教走过了很长的一段路，然而华教战士的生平事

式，我想借此机会通过音乐向华教先贤致谢。

迹却越来越鲜为人知，通过这类比赛除了可以培养学生

这 次 我 们 以 乐队 方 式 呈 现 ， 是 较 不 一 样 的 舞台体
验。表演的当下，我们希望在场的观众能够感受到这首
词曲所传达的信息与力量——要懂得感恩。华教这一路
以来都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挑战，所以我们更应该齐

对音乐的兴趣，也可让更多中学生知道他们的故事。歌
词中的这一路风风雨雨也揭露了华教这一路走来经历了
许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应该饮水思源，感恩
前辈的付出，才有今天桃李满天下的辉煌。

心协力共同维护华教，因为那是属于我们华人的骄傲。

华人的骄傲
作曲、编曲：刘彦伶

作词：陈韦杉

演唱：陈联乐 刘彦伶
吉他手：陆加蓁		

鼓手：刘祖良

钢琴手：徐梓捷

歌词：

响起的声声母语 倾入我心 多么的动听
你对我们无私的奉献 被记在心里
从前的风雨波折 起落浮沉 都换来今天
这一路风风雨雨 是你我携手努力
谁知后浪推前浪 孕育了多少的战士

◆ 前排

刘彦
左起为

加蓁
伶，陆

，陈

后排左
韦杉。

起为

捷
，徐梓
陈联乐

良
，刘祖

。

无惧怕勇敢抵抗 经历了数百年
这就是华教

感谢为华教无私奉献的先辈

参赛过程获益良多

陈联乐（高三文商和）

刘彦伶（高三文商廉）

这个比赛让我更深入了解沈慕羽先生。沈

我是以一个比较抒情且激昂的方式去呈现这首歌的旋律，

老先生的墓园里，记录了他对华教奉献的点点滴

利用“起承转合”，结合歌词，带出我们想传达的意义。由于这

滴，他也让我了解到，除了族魂林连玉先生，其

是我第一次参加歌曲创作比赛，较缺乏经验，但能进到决赛，是

实还有很多为华教无私奉献的人，我们应该向这

很大的肯定。比赛当天，每一位老师的评语，都让我获益良多。

些人致敬。

此外，我还认识了不少热爱音乐的朋友，做了一些交流。最感谢
的还是我们整个团队，让整首歌得以完美呈现。感恩有这个平
台，让我们创作之余，也得更加了解华教的历史，并且学会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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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中国北京大学升学说明会
巫美萱老师 报道

◆ 北京大学升学说明会，主讲人与出席者合影。左四起为孙东东教授、苏进存校长、
何珠副教授、赖贞煌会长、翁柳洁老师、林纪一校友和李辉祥主任。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及科技建设的高速发展，我

前往升学，在优良的环境中探求专业知识，亦能得到

校选择前往中国深造的毕业生也日益增加。为此，我校

多样的就业与创业机会。此外，中国与马来西亚的语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7月8日（星期一）在黄景裕讲堂主

言相通，到中国深造的同学并不会面临语言障碍的问

办中国北京大学升学说明会，共吸引了近200名同学出席

题，在短时间内便能融入中国社会的语言及环境。相

聆听。北京大学乃中国公立综合型大学，为当今世界一

对其他国家留学生而言，马来西亚华人到中国留学所

流大学之一。当天北京大学代表有分别来自法学院的孙

面临的文化冲击也较小。做为中国的首都——北京，

东东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何姝副教授、国际合作部

不仅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更是世界级的

留学生办公室于潇副主任以及北京大学马来西亚校友会

繁华大都市。北京四季分明，到北京留学也可学习应

会长赖贞煌先生。

对四季的变化。

目前就读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我校毕业

孙教授提及，中国的大学不计其数，而同学们

生——林纪一校友担任此次说明会的主持人，介绍来自

必须选择北京大学的原因是：第一、北京大学历史悠

北京大学的代表及数位目前正在北大求学的兴华校友。

久，其创立于1898年。第二、北京大学学科齐全、文

在说明会开始前，北京大学代表播放一部留学生招生宣

理学术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名师齐聚名校，北大配备

传片供同学观赏。影片里除了介绍北京大学及留学生学

雄厚的师资力量，于文科、理科、工科与医学领域皆

习情况外，亦提供各种海外交换、出席名人演讲以及座

有很强的科研能力与影响力。第三、同学们到北京大

谈交流的机会，更有诸多各式各样的社团活动供同学们

学深造将能与来自世界各地优秀的知识分子成为良好

自由参加。

的竞争伙伴，相互学习、共同进步与成长。此外，北

接着，孙东东教授为同学们说明到中国北京求学的
优势与好处。他表示，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乃经济持续飞腾的发展中国家。倘若一个国家已经发展
到了极高点，即很难再有追求进步的空间。而中国现处
在飞速发展的时代，仍不断追求创新改革，正适合同学

京大学多年来秉持的精神特质为“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提倡学术自由，具有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襟
怀接纳各种新文化与思想的冲击。同学们在北大求学
除了研读自己的专业外，亦可选择副修或旁听其他感
兴趣的专业课。于此，孙教授也呼吁同学们根据自己
的特长与兴趣去选择科系，否则在求学阶段将倍感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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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孙教授认为，马来西亚独中学子普遍具备一种“

材料、出席面试。其录取结果将于2月间公布。目前，“

坚韧不拔”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传承自为华教斗争数

博雅海外人才培养计划”一共开放予马来西亚六所独中

十年的南洋先辈。譬如林连玉先生，即使在维护华文

的同学参加，我校为其一。其招生对象为学业成绩排名

母语教育的道路上面临诸多挑战，却也不曾放弃。他

位居全年级前5%以内，并获得所在中学校长推荐全面

表示，若独中生未来在北大求学时面对沉重的学习压

综合素质佳、拥有广阔国际化视野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报

力与同侪竞争，也有足够强大的心理素质坚持到最

名。在此计划下，符合申请资格的同学可于统考成绩出

后。孙教授也相信，只要同学认真努力，便不必过于

炉前以校内成绩及相关评鉴资料，优先参加初步材料审

担心无法负荷在北大学习的压力。

核以及线上面试。北京大学亦提供丰厚的奖学金，分别

随后，于潇老师向同学讲解报读北京大学所需符
合的条件以及申请流程。北京大学留学生本科生录取
途径分为三类，即海外招生、博雅海外人才培养计划
及免笔试项目。海外招生方面，北京大学专业团队将
于每年1月初到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招生面试，有意
申请北大的同学必须留意北大委托董总发布的面试标
准、面试时间等资讯，以便能在限定时间内呈上申请

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北京市外国留学生奖学
金、郭氏基金奖学金等。北大将根据同学们的面试表现及
统考成绩作奖学金审核。于老师说到，就读北京大学平均
一个月的生活费介于2000至3000人民币，而住宿费平均一
个月2000至4000人民币。
在说明会的尾声，同学积极踊跃的提问下，结束今
天的讲座。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升学说明会
为了让同学对留学新加坡有初步的了解及认识，
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于7月16日（星期二）主办新加坡
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升学说明会。当天由王慧仙高级助理主任（学生与学
术服务部）及Dr John Heng（School of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为同学介绍该大学的科系
及特点。
南洋理工大学（以下简称南大），是一所科研
密集型大学，分文、理、工、商四大学院，其中工
学院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工程学院之一。学院提供12
个学士学位课程外，还设有双学士学位课程、双主

◆ 王慧仙高级助理主任

修课程、综合课程以及新加坡唯一的宇航工程课程
◆ Dr. John Heng

等。文学院分为传播与信息学院、艺术、设计与媒
体学院及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三大主要院系。理学
院所提供的物理、数理和生物科学等相关的课程是

接下来Dr.John Heng劝勉同学先了解自己喜欢及享受

新加坡唯一的学士荣誉学位课程。其中，生物科学学

做些什么事务，不要盲目跟从朋友的选择去就读该科系。

院开设的生物医学和中医学双学位课程是与北京中医

接着，Dr.John Heng向同学们解释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药大学联办。毕业生将获颁南大生物医学理学士荣誉

就读工程学系的好处。他表示，南大的师资雄厚，提供的

学位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医学中医专业学士学位。

资源也很多，同学们到校不是单纯的聆听老师讲课，主

南大提供的奖学金有ASIAN

Scholarship、Nanyang

要是练习自己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并且与老师同学们一

Scholarship、short-term scholarship及Long-term

起实践并解决问题。此外，工学院与企业机构和工业园

Scholarship等。大一及大二的学生可保障住宿。在

有密切的关系，同学们可到相关企业进行研究与实习，

南大，每10 名学生当中就有8 名学生到海外的高等

同时也提供海外交流计划，或国际竞技比赛，与全世界

学府修读相关科目、参加交流活动或国际竞赛等。同

的学生切磋。加上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文化相同，语言

时，学生们也能在企业机构和工业园区实习并进行研

相通，因此同学们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难以适应。说明

究和实习，南大的合作伙伴和国际联盟不断增加，其

会于下午4时圆满结束。

中包括Rolls-Royce、Lockheed Martin和BMW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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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图书馆阅读主题书展 ▇

9月份

“如果国家不存在，我们是否会更自由？”
“我们是否必须寻求真理？”
“人应该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快乐吗？”

如果要给“哲学”一个最简单的答案，那应该是
—— “人对于自身处境的反思”。

“是否只要有选择就算自由？”
“法律的定义是否就是正义？”
你问过自己以上的问题吗？如果考试出这些题目，
你又会如何作答呢？没错，别怀疑，法国的高中生需上

当然有些人想得比较浅，有些人则想得比较深。相
较于一般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一套生存哲学，哲学家的所
思所想就更为深邃，他们的哲学不仅是对自身处境的反
省，更是对于所属时代的响应。

哲学课，也需作答上述问题！

或许，“哲学”不应该只是一门学问，而应 变成
一个“动词”，它是一种行动，不停地追问事物表象背

嗯......什么是哲学？

后所蕴含的前提。当哲学变成动词，所有的问题都没有

哲学家罗素曾说过：“一个人若从未动过哲学的念

标准答案，原本以为毫无疑问的道理，现在要好好质疑

头，则终其一生他都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被理智的偏

了，因为知道没有标准答案，也会更有能力去面对、拆

见所‘禁闭’，被他所处的时代、习以为常的意见所‘

解不同观点。

禁闭’”

这个九月份，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哲学的世界，透过
反复论证的过程，帮助你在多元价值的现代社会中，强
化思考能力，建立自己的观点。

图书推荐
展出时间：10.9.2019 至 13.10.2019
推荐图书借出：17.9.2019起
《十六岁的哲学课》 手岛纯 | C100
十六岁，正是开始接触哲学，学习拥抱自由，最美好的年纪！
法国高三的全部课程中有18%是哲学课，毕业会考第一堂考的就是哲学，这个百年传统造就
了当今勇于独立思考，超有个性的法国人。不只法国，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日
本......，都在高中开设哲学课。
很多国家逐渐发现，哲学教育能深化社会的公共论坛，带动一个国家的进步。哲学引导你思
考，思考引导你批判，批判引导你行动，精力充沛的年轻人需要哲学与他激荡。
读哲学˙做自己！一本写给年轻人的哲学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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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史》 撒穆尔˙伊诺克˙斯通普夫(Samuel Enoch Stumpf) | C140
本书为哲学思想提供了一个通俗易懂的历史梳理，并附有大量具有极高价值的一手文本。本
文是一本全面的、以历史为线索编排的哲学入门书籍，传达出了本学科的丰富性，并为学生提供
了西方哲学发展的专业知识。它以生动、平易近人的风格涵盖了西方文明中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
的主要贡献。

亚里斯多德（希腊） Aeistotle
时期：西元前 384-322 年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亚里斯多德相当博学，著作包含物理学、形上学、
诗歌（戏剧）、生物学、经济学、逻辑学、政治以及伦理学。他和柏拉图、苏格拉底共同被誉为西方哲
学的奠基者。亚里斯多德以系统的方式讲述哲学，包含道德、美学、逻辑和形上学。

柏拉图（希腊） Plato
时期：西元前 427-347 年
雅典人、著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学院创办人。他的著作大多以对话录形式记录。柏拉图是苏格拉
底的学生，也是亚里斯多德的老师，他们三人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哲学的奠基者，史称“西方三圣贤”
或“希腊三哲”。

苏格拉底（希腊） Socrates
时期：前 470 年 - 前 399 年
古希腊哲学家，和其追随者柏拉图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被并称为希腊三贤。他被认为是西方哲学
的奠基者。没有留下著作，其思想和生平记述于后来的学者（主要是他的学生柏拉图）和同时代的剧作
家阿里斯托芬的剧作中。柏拉图的《对话》一书记载了苏格拉底在伦理学领域的贡献。

《哲学叩应：德国人手一本的哲学课参考书，与柏拉图、康德、亚里士多德等大师对
谈，解构18大经典哲学思想》 约尔格˙彼得斯(Jorg Peters) | C140
许多经典的理论、论述皆源自伟大的哲学家，但哲学原典文字艰深，若未曾受过哲学思考的
训练，常会不知如何以“批判性角度”阅读，进而错失认识哲学的机会。
有鉴于此，德国二大哲学博士携手合作，精选18大哲学理论，以虚拟对话的方式，搭配德式
幽默，呈现哲学迷人的一面。本书从哲学人类学开始，带领读者一同证明“人类是一种匮乏的存
在”、解释人类的心智是“尚未书写的纸”，最后则以我们如何理解“理解”作结。全书脉络清
晰，哲学推演严谨，适合初接触哲学、欲理解伟大思想精髓的读者。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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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页

《思考的艺术：52 个非受迫性思考错误》
《生活的艺术：52个打造美好人生的思考工具》鲁尔夫˙杜伯里
(Rolf Dobelli) | C176.4
作者以清晰易读的语调，逐篇举出52个人人易犯的思考错误，并佐以
生活趣事、名人轶事、历史、爱情关系、投资理财、实验研究等内容，具
体说明错误何在、何以会犯。此外，针对各项错误，作者一一提出解决之
道，让读者不易掉入思考陷阱之中。同时，每篇均搭配一幅与主题相关的
谐趣插画，让本书不仅具实用性，更具可看性。
不论是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经营、投资理财或爱情关系上的大小
事，本书指摘的52个思考错误，将让你明白自身的弱点何在，并且更勇敢地与自己的非理性对抗，不再只靠直觉决定
一切！

《一口哲学：27场当代哲学家献给爱智饕客的绝妙TALK，限时15分钟畅谈哲学大师
的心灵之旅》奈杰尔˙沃伯顿(Nigel Warburton) | C100
柏拉图如何看待爱情？康德的先验综合命题是指什么？怎样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为什么说
萨特的存在主义是生活哲学？德希达名副其实还是名不副实？......西方哲学有两千五百多年的
思想可供我们吸取和总结。每一代人都在重新阅读这些往昔哲学大师的著作，并重新阐释他们的
思想。
在本书中，作者以访谈的形式与当代哲学界的杰出人物，共同谈论了这些伟大思想家的生平
和思想。这些思想家大都耳熟能详，有的可能也鲜为人知，但其思想无一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给后人以启迪！

《法国高中生哲学读本1&2&3》奈杰尔˙沃伯顿
(Blanche Robert) | C108
如何让自己的思考更深刻、更周全，这有赖于哲学的
训练。
法国自中学阶段即重视哲学教育，其目的不在于把学生训
练成专门解答问题的机器、把学生教育成顺服的国民，而是要
养成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将学生培养成懂得批判思
考的公民。《法国高中生哲学读本》系列是翻译自法国高中的哲学教科书，中译本分为五册出版，主题分别为：政治、道
德、主体、文化、理性与真实，其中又以主体哲学为核心。

伊曼努尔·康德（德 / 普鲁士王国） Immanuel Kant
时期：1724-1804 年
康德是启蒙运动时期的重要哲学家。他调和了勒内·迪卡儿的理性主义与法兰西斯·培根的经验主
义，被认为是继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后，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主要核心著作
合称“三大批判”，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

卡尔·马克思（德） Karl Marx
时期：1818-1883 年
犹太裔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革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以 1848 年发表的《共产
党宣言》和 1867 年至 1894 年出版的《资本论》闻名。在经济学上，他探讨工人和资本家间的关系，后人
以其思想奠定许多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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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要活着？寻找生命意义的11堂哲学必修课》朱立安˙巴吉尼(Julian
Baggini) | C191
英国畅销哲普作家巴吉尼秉持其一贯理性分析，为所有想要利用哲学方法来寻找生命意义
的读者，开辟了这11堂最全面、最深入的生命必修课。巴吉尼就像是循循善诱的老师，一步一步
带着你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吸收了许多哲学家的论点，结合日常生活的例子，甚至引用知名电影
的启发，藉此充分阐释自己的论证。就算没有接触过哲学，也能在他的引导之下，透过最精辟的
哲学思考，讨论各种解答的可能性。
更重要的是，他要我们相信，即使没有最终的解答，但只要透过这11堂课，还是可以找到
属于自己的生命意义，为活下去找到充分又必要的理由。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 | C120
作者在1948年应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邀请，在美国宾州大学讲学时编写的英文教材。他将古
今中外的相关知识融会贯通，在有限的二十余万字中，融入了对中国几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精
神、智慧等方面的深刻理解，以开阔的视野对中国哲学进行了深入浅出的分析。

《穿越时空，与孔子对话：关于理想与生命，让孔子来回答》孙中兴 | C121.23
现在的你，看了很多，却不知道懂了什么。读书很好，却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有个工作，
却做得索然无味，过得庸庸碌碌。身是活着，心是空着。是一个人，却不知道要成为怎样的人。
这不是一本关于圣人的书，只是勾勒一个跟学生不断对话的老师，怎么活过他的一生，如何
在浑沌不明的时代安顿自己，指引他人，以及穷尽一生地追求理想。从公元前到二十一世纪，他
关心的、思虑的与我们烦恼的，依然相同；这个时代，依然值得好好读一遍孔子。

孔子
时期：（前 551 年－前 479 年）
孔丘，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生于鲁国陬邑，祖先为宋国人，东周
春秋末期鲁国的教育家与哲学家，曾在鲁国担任官府要职。孔子为儒家创始人，其德性论五行思想
（仁义礼智信）对邻近地区，如：朝鲜半岛、琉球、日本、越南、东南亚等有深远影响，此等地区
也被称为儒家文化圈。

老子
时期：约公元前 571 年 - 公元前 471 年
名耳，字伯阳、外字聃，世人尊称为“老子”，生于东周苦县厉乡曲仁里，据《史记》记载，
老子是婚生子。他母亲先天太后益寿氏生他时 168 岁，而父亲先天太上王李敬已经 658 岁
了，父亲李敬活到了 700 岁，而母亲益寿氏活到了 251 岁 ，师从殷商末臣之商容，于东
周春秋末之周守藏室任吏、春秋时代思想家，隐居邢台广阳山。此人有著作被人们广泛奉
为《道德经》，是道家的经典、全球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著作之一。
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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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
时期：约公元前 369 年 - 公元前 286 年
名周，生卒年失考，约与孟子同时，为战国时代宋国蒙（河南商丘或安徽蒙城）人，曾任漆园吏。
他是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者，后世
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他也被称为蒙吏、蒙庄和蒙叟。公元 742 年，唐玄宗天宝初，诏
封庄周为南华真人，称其著书《庄子》为南华经，在四库全书之中归类为子部道家类。

《庄子，从心开始》蔡璧名 | C121.33
本书除了搜录包括庄子内七篇中的前三篇〈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另增可应
用于身心修炼操作的〈体验古典〉单元，本书教你如何：
看待生命──学职涯规划、人生道路上的各种争竞低潮与关卡抉择、生离死别。

相应之道

不在外逐，只要把注意力收回自身，心就可以不烦、不乱、不痛的地面对。
爱养身体──难以成眠、心灵意志无法静定、身体纠结紧张。只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原则，放
松身体，就是最好的养生之道。
面对感情──去爱，怕深陷与失去；不去爱，怕的是悔恨与错过。只要懂得深情而不滞于情
原则，面对人与生俱来的情感需求、追求与渴望，可以不执着、不陷溺。
《庄子，从心开始》解答现代人普遍的心灵痛苦，让你自然感受彷佛就在与庄子闲聊间，体会庄子的治身心之道。
从生活领会庄子，用庄子驾驭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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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狼罗密欧
作者：尼克∙詹斯(Nick Jans)
推荐者：陈妙智师
↘ 推荐语
一个真实故事，见解深刻，富有哲理。甚至《科克斯书评》点评到，这是一个爱和狗狗玩的狼的
美好而又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人类与狼之间斗智斗勇却又互相尊重的邂逅。Youtube也能
找到这只狼(Romeo)的真实背影的影片。
↘ 图书简介
一只闯入人类世界的孤狼，用信任与爱改写了一座城市的轨迹。它死于对人类的依恋，死于对人
类的毫无戒备。它死后，小镇的人们纷纷怀念它的同时也开始反思；野生动物与人类文明究竟该
有怎样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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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为什么不喜欢上学？
作者：丹尼尔∙威灵汉(Daniel T.Willingham)
推荐者：刘兼阀师
↘ 推荐语
1.人天生好奇，但并非天生善于思考。
2.要先有“事实型”知识，才能培养能力。
3.我们在已知事物的架构下理解新事物，而大多数我们所知都是“具体”的。
4.设有充分练习，脑力活动几乎不可能熟练自如。
5.训练初期的认知能力和后期的认知能力截然不同。
6.孩子在学习与思考方面的相似点比不同处多。
7.孩子的智能确实有所不同但是智能可以透过不断努力来改善。
8.教学和所有复杂的认知技能一样，一定要练习才能进步。
↘ 图书简介
大部分教师都会感到困惑，学生为什么对课堂上的知识学习兴趣缺缺，却热中于打电玩、滑手
机，对偶像剧的剧情记得一清二楚？本书作者是美国知名认知心理学家，专攻学习和记忆，为了
解开这些迷题，他透过认知心理学的研究和实验，试着揭开人类大脑是如何习得知识和储存记
忆，以及对什么知识有学习的偏好。

上帝与黄金
作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
推荐者：庄慧敏师
↘ 推荐语
英语国家的全球权利掌握、威望的形成与发酵。在当今文化，经济冲击下这不可一世的英美势力
实力还能持续多久？
↘ 图书简介
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解释了英美两国卓越地位之关键在于盛行于英美的宗教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形
态。他解释了为何这种意识形态在适应在两国都繁荣兴旺的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起到独一无二的文
化作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两国如何能够创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体系，其经济和社会影响持续在全
球增长。

真确
作者：汉斯∙罗斯林(Hans Rosling)
推荐者：黄仰宏师
↘ 推荐语
本书提出了10种人们常有对真实情况的认知偏误，并且有解释产生该偏误的原因和避免方
法。作者的写作内容扎实；不仅采用了具可靠与权威的数据，而且结合了作者的亲身经历
与探究过程。此书必能让读者以不同的角度来看待数据的分析与事物。
↘ 图书简介
有些事尽管抵触我们的直觉认知，尽管显得绝无可能，却仍然真确。这本书在谈世界，在谈
世界真正的样子，也是在谈你，以及你该如何真确思考，基于事实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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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mberley Yee Xin Wei, the consolation prize winner in Sunway 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posing with Mdm Boo, Ms
Sumathi and the ELC management committee.

Innovative Writer Shines in

Sunway-Oxbridge Essay Writing Competition
Reported by ELC

Our heartiest congratulations to Kimberley Yee
Xin Wei from S1 Canberra on her superb performance
in the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2019!
She happily bagged a consolation prize with a
certificate, a cash prize of RM500 and a Sunway
bursary worth RM5000.
SUNWAY Group has partnered with Oxford
and Cambridge Society Malaysia to organise the
sixth Sunway-Oxbridge Essay Competi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ll
participants from secondary schools were invited to
submit their original essays focused on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
Participants in Category A (Forms One to Three)
were requested to submit essays from 200 to 350
words; answering the question of “What changes
would you like to see in the Malaysian education
system and why?” For Category B (Forms Four to
Five) students were required to write an essay in
500 to 650 words which answered the question of
“What do you envisage as the next big innovation
in education?”

This year, four students from our school
were shortlisted to attend the on-site finals for the
competition which was held on May 25 at Sunway
College and Sunway University. They were Tan
Jhun Loong, Hee Zi Jie and Hew Jayne Sheyn, all
from J3 Adelaide and the consolation prize winner,
Kimberley.
Again, we would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finalists and winner on their
well-deserved success. We hope that they will keep
on reading and enjoying the pleasure of writing in
their golden youth.

Kimberley Yee Xin Wei ( S1 Canberra)
I entered the competition without any
expectations so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 found
out that I was one of the finalists for the finals. I
was glad that the judges gave us helpful feedback
on our essays as I am still hoping to improve
my writing skills.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teacher, Ms Sumathi, my family and friends for
supporting me throughout the competi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