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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防疫

欢迎返校

你我有责

2020年是极特殊的一年，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将影响着
我们一生。祈愿人类在这次与大自然的对话中，谦和
理解，知彼解已，并感恩大自然付予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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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进存校长

给全体师生的一封信
大家好！欢迎全体师生返校！
自3月18日以来，因新型冠状病毒的肆虐，政府为了有效阻断其传染链，颁布了几个阶段的行动管制令，以期
能有效地控制疫情，确保国人的健康。国家安全行动理事会多个月来在与政府各部门的配合下，发布了许多防疫指
南，并立法强制国人遵守，逐渐形成人民生活上的新常态。

重新审视生命和生活的意义
大家都理解，此次疫情可说是人类自二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挑战，敌方无所不在，无论结果如何，它势必对人类
各种生活型态带来不可逆袭的改变，诚如许多专家学者所预测，疫情之后，人类也无法回到疫情前的所有局面，在
疫情期间的非常态生活习惯也将逐渐常态化。
出门带口罩、排队量体温、搓手消毒等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习惯。我们每天浏览新闻媒体，查看感染病例和死亡
人数的最新统计数字，关注哪个地区又出现新的感染群。我们为之惶恐，为之彷徨。这场危机引发我们重新审视生
命和生活的意义。

你我是全球性的教育实验参与者
所谓危机就是危险与机遇，我们常常聚焦于危险，忽略了机遇的到来，疫情的得与失，应验在挑战与回应的对
话中，我们积极正向、从容应对，方才为我们的人生刻印极富意义的深度。
对于学校，3月23日启动“停课不停学~在家自主学习”在线学习、6月25日高二、高三同学局部复课、7月20
日个别年级轮替返校，实体课堂教学与网上教学混合交替，形成不同层次的教育发展规律，赶上一场全球性规模的
教育实验。
3月至今，全校师生经历了许多新体验，从开始在线的居家学习、无数次的在线会议、线上课外活动、师生们
各显神通，激发各自的创造力。在线成年礼，好时代云学习系列活动，更丰富了疫情下的校园天空！行政各处发布
不同平台，希望同学们透过智慧的双眼觉察疫情期间的大小事物，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连续四期《爱阅读》电子
报、《兴华月报》的系列报导，均可看到疫情下的校园生活仍然精彩缤纷。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9月7日，我们全体师生回到全面实体的复课，在遵守防疫标准作业程序下，大家应适应校园新常态并形成有
序防疫的校园生活。我们彼此之间是生命共同体、休戚与共、要爱护周遭的一切人、事、物，大家一起健康平安。
试想想，在我们富有想象力的生活方式中，一场看不见的瘟疫引发了我们的恐惧。身边的人若不幸确诊患病，
在康复路上，必心力交瘁；因隔离令须独自禁闭在四面墙空间里的人们，空间里出奇地安静，窗户里幽暗无比，安
静中充满无数遐想和胡思乱想，只有当家人送来食物的那一刻，才显得房子里面还有生命的气息，我们是可以想象
这个画面的。
今天，疫情稍缓和，但疫苗依然未研发出来。大家复课返校，我们更需谨慎遵守所有的防疫措施，不可掉以轻
心，让大家能在安全校园中一起学习与生活。

2020 年是极特殊的一年，它带给我们的启发将影响着我们一生。祈愿人类在这次与大自然的对话
中，谦和理解，知彼解已，并感恩大自然付予的一切。祝福全体师生愉快教学、快乐学习。
苏进存 校长
2020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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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自律 同兴抗疫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防疫工作（三）
供稿 | 训导处
新冠病毒肺炎肆虐，让“复课”成
为既令人期待又忧心忡忡的事情。我校董
事、校友、家长与社会人士等自4月8日起
为我校带来了大量防疫物资如口罩、免洗
消毒液、消毒剂等，让我校在面对复课之
时有信心且有能力保障教职员工生的生命
健康与安全。

5月29日（星期五） ，苏进存校长
带领召开行政·高三班导师·高三学生线
上交流会。6月1日（星期

| 3个月又11天后，同学们又重新坐在课堂上。

一） ，我校通过举办为期五
天的“好时代，云学习”活

旧精彩。此外，苏校长感谢三机构、老师及家长在危机中仍然善于学

动结束第一学期，让师生通

习、勇于承担，让我校教育在经得起考验之余，也有了一定的成长。

过交流不同领域的课题弥补缺失的实体校
园生活。3日，出版组、图书馆及教务处推
出电子读物《病毒突袭：生命·阅读·反

11日 ，我校发布《兴华中学校园防疫指南》，详细阐述了24日复课后
校园的一切防疫工作。

思》第三期。8日，行政·班导师·班委会

6月15日（星期一） ，我校迎来马

来西亚Carlsberg

议（二）于早上9时召开。9日，教务处发

集团的赞助为我校课室全面消毒。17日，

训导处主任李荣

布《停课不停学-在家学习指南（六）》，

兴副校长发布我校所制作的防疫宣导视

频，详细描述了

同学们需居家根据所定课表准时参与各科

复课后的全面防疫计划。19日，我校经马

来西亚陈嘉庚基

学习。

金介绍与推荐、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的

10日，苏校长发布文告表示，第二学
期将从6月9日开始，我校也将根据三个阶
段进行复课准备。第一阶段为复课前（6月
10日至23日），全体同学需根据课表每日
从上午8时30分学习至下午3时30分。各科
老师可根据教学目标、学科属性和学生学
习特性，采取同步教学、异步教学或两者
兼有的混合式教学。第二阶段为局部年级

安排与推荐下，Acechem Resources S/B

《兴华中学校园防疫指南》

为我校提供免费校园消毒服务。消毒范围
包括课室、资讯科技中心、行政办公室、食堂、图书馆、医疗室、宿舍
等。 20日 ，在苏校长主持下，行政、高二、高三级学生及班导师复课
前会议于线上召开，讲解与讨论复课后的各项防疫措施。 24日 ，历经
长达十周的居家学习，我校高二、高三年级学生逾1,100人于6月24日重
返校园了！全体老师高及二、高三级学生回到校园工作及学习，当天下
午2时也进行了校务会议，讨论复课后的上课情况。

复课（6月24日起），初一至高一级学生
在这阶段继续居家学习，高二及高三生则
返校投入备考与学习。第三阶段为全校复
课，而日期与上课时段将根据教育部所规
定的课室人数进行调整。苏校长赞许我校
师生在为期10周的居家教学展现了极高的
适应力及灵活性，开辟了疫情下教育的新
天地。各项线上活动的举办平衡了居家时
期的身心灵健康，少了实体校园的生活依

| 校园各角落进行消毒杀菌，以确保老师与学生处在安全的环境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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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后的第一阶段复课 ~
国家教育部私立学校组到校视察后，甚感满意
供稿 | 校长室

| 国家教育部私立学校组主任法兹、副主任拉兹里、官员吴耀其三人，到校视察学校的防疫措施及师生执
行情况。
作为全雪州最多复课学生人数的学校， 6月24日
（星期三）国家教育部私立学校组主任法兹、副主任
拉兹里、官员吴耀其三人，清早到校视察学校的防疫措
施及师生执行情况。对于学校的复课管理安排有序，师
生防疫意识高且配合执行的情况良好，使到复课过程一切
顺利，官员们大表赞赏，也希望成为各校的学习楷模。
巡视课堂的过程中，国家教育部私立学校组主任法
兹也了解到在国家限行令实施期间，我校的教与学从未
间断过。师生逐步适应线下到线上的教与学模式，因此
无论教学或评量进度皆未收到疫情的停课影响太多。此

| 入校园时防疫工作谨慎把关。

外，学校及时成立纾困基金帮助经济陷入困境的家庭，同时也提供 Chrome Book 的借用服务给缺乏硬体
设备的同学。各行政单位并致力设计各类线上学习拓展活动，包括举办“云学习”选修课、升学与生活
辅导、课外活动及体能训练等，提供师生受限于住家的环境下，仍然能有一定量的正常校园生活。法兹
主任对于学校面对疫情下的种种考验，对教育工作仍严谨看待及管理，井然有序安排各阶段的停课不停
学指南，并及时组织及指导老师、同学的效率，表示肯定与赞赏。

7月11日（星期六） ，线上复课说
明会于上午8时30分召开，初一、初二、初
三及高一同学轮番进行。7月20日（星期

一） ，我校开始全面复课，初三生及高三
生为准备统一考试每周到校上课，初一、初二及高一、
高二同学则隔周轮替到校上课。每班分成A、B两班，任
课老师于A班上课，再通过我校所购置的直播影像系统
于B班播放。为了调整学生作息及各科需求，每节课时
间由35分钟延长至40分钟，每节课间也设有10分钟休息
时间。因应复课教学新常态，英文课无法按能力分层次

| 任课老师于A班上课，再通过直播影像
系统于B班播放。

小班制教学，学生暂时回归原始班级，由重新配置的英文老师，慎选不同学习层次的教材做综合指导和
评量。为了平衡课业与课外活动的多元化发展，同学们于每周三下午或每周六上午进行联课活动，确切
时间则由各学会团体负责老师及执委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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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 责任 奋发
第 11 届高三成年礼“云典礼”1500 人见证
采访报道 | 陈俐棋（高一文商礼） 、 李筱心（初二平） 、禤咏善（初一廉）

| 一场“云典礼”需要设备、器材和技术连系线上线下，构建各方参与者的
共同体验与记忆。
成年，象征着孩子在父母的呵护及养育下已
长大成人，懂得感恩、肩担责任、奋发向上。在
高三生步入成年之时，我校于7月18日（星期六）
举办第11届成年礼。我校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先生
带领三机构理事，在苏进存校长、副校长等人陪
同下，于潘斯里陈开蓉大讲堂见证。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成年礼也与
校内其他活动一样，采线上直播方式进行，高三
生与家长居家参礼。所幸获得杨秉松校友的技术
与硬体资源的提供，典礼得以顺利进行。成年礼

| 主宾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左）与
苏进存校长见证高三成年礼仪式。

以高三生录制的《大学章句》及《行路难》掀开

在董事长与苏校长的见证下，高三生

序幕。接着，李平福董事长在致辞时表示，我校

宣誓“行必履正，勿怀侥幸”，承诺在未来

举办高三成年礼是为了让同学们了解，成长的背

的人生道路上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在任何

后是父母及师长不计回报的付出。同学们应知恩

事情上都不抱着侥幸的心态。家长们为孩子

图报、以行动报答他们，向父母、师长及曾经帮

系上领带后，高三生便向父母及师长鞠躬致

助自己的人道谢。董事长也期许高三生们能脚踏

谢，感恩他们的养育及栽培之恩。

实地，一步一脚印走出灿烂光明的前景。

接着，陈彦菲、叶淑欣（高三理孝）、

此外，苏进存校长在致辞时表示，父母承担

夏翊诠、林佳胜（高三理爱）、李凯欣（高

着厚重的责任和艰辛，孩子的成长更是牵动着父

三文商平）及张岱安（高三文商智）念出家

母的心。我校教育在于唤醒同学们的自觉意识与

书，同学们也将各自的家书献给父母，家长

行为，以体验、感悟和寻找十八岁的意义。他认

们满脸的幸福与感动为成年礼带来温馨的氛

为，同学们不应等待十八岁为生活带来改变，而

围。成长礼在高三生演唱《生命的蜕变》后

是仔细思考自己可以为十八岁带来什么改变。

温馨落幕。

成年
礼

形式不同，意义依旧
颜毓菁老师（高三毕联会负
责老师）

学会承担，明白成年
礼意义
陈坤祝老师（学生家长）

线上成年礼在面对着设备

往年的成年礼，父母与孩

不足、技术欠缺等问题下，老师

子都聚集在朝阳堂参礼，感受到

及校友们所付出的努力是成功

的是满满的庄重感及仪式感。但

举办成年礼不可缺少的力量。线

今年改成线上进行，让我们只能

上成年礼承担着许多不可控的因

在家参与仪式，确实无法感受现

素，为了降低风险，老师们不断

场的气氛。然而，疫情下有许多

召开会议并进行彩排，力求线上

不可控且需考虑的因素，线上

成年礼顺利进行。今年的成年礼

成年礼的举办的确是不容易的坚

在形式上虽与往年不同，但其仪

持。对我来说，参与线上成年礼

式、意义及诚意并无减少。

是个特别的体验，对学生来说

在时代的进步与转变下，
线上成年礼带给我们的是不一样
的体验。高三生居家参礼，除了
父母以外，家中长辈、兄弟姐妹
等皆可观礼。在全家人的见证下

焦点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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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是高三生活的另一番风景。我
认为，无论以怎样的形式举办，
只要能让高三生明白成年礼的意
义、学会承担，那便达到了校方
为高三生举办成年礼的目的。

完成成年仪式，是往年在校成年
礼无法达到的温馨效果。我希望
高三生们谨记八字箴言“行必履
正，勿怀侥幸”，无论是在生活
中或学习上，都要一步一脚印、
踏踏实实地达到自己的目标。祝
福高三生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
从“勿怀侥幸”蜕变到“无怀侥

| 系上红领带，高三生宣告成年，将展开美好人
生的新乐章。

幸”，便能从他律转变成自律。

| 叶淑欣（左一起）、夏翊诠、陈彦菲、林佳胜、李凯欣及张岱安代表先后真情流露地念出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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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
礼

成为学弟妹的榜样及
表率
蔡菱恩（高三文商智）

肩负对社会的责任
林膺铨（高三理爱）
于我而言，成年礼是一段

成年礼三天后便是我的生

新旅程的开端。成年，象征着我

日，因此成年礼对我来说意义重

们开始肩负一份对社会的责任。

大，有瞬间成年的感觉。成年礼

今年的成年礼虽然以线上的方式

后，领带成为高三生校服的一部

进行，但我非常感谢校方能在这

分，象征着我们成为了初一至高

特殊时期为我们举办这意义非凡

二学弟妹的榜样及表率。系上领

的成年礼。纵使形式改变了，但

带，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将被更多

成年礼的精神和意义始终如一。

人看见，因此我会更注意自己的

成年礼后，我清楚地意识到自己

言行举止。线上成年礼确实比在

已经成年，并时刻提醒着自己要

校举办成年礼少了些仪式感和氛

对父母与师长抱着感恩之情与

围，但还是非常感谢学校的用

尊敬之心，对生命、社会担起责

心，为我们打造了前所未有的线

任。时光荏苒，不久后我也得离

上成年礼。

开学校、踏上新的征程。从这一
刻起的每一天，我将感恩生命中
的一切、尊敬师长，自立自强、
勇挑责任，并更加努力地向前
走、不留遗憾。

| 温馨感人的家书让父母与师长感动不已。

成年
礼

系上红领带与家人幸福合照

感恩
责任
奋发

焦点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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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重症患科副教授颜振胜医生
带你“与生命的对话”
采访报道 | 吴芯仪（高一文商廉）
配合高三成年礼，高三毕联会于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时，举办了一场“
与生命的对话”为题的线上讲座会，由辅导处谢广婷主任主持，邀请到毕业多年
的校友颜振胜教授，为即将迈入新旅程的高三生分享其心路历程及对生命的诠释
和体验。
讲座会一开始，颜教授便向高三生阐述“生命”的概念，从不同角度定义生
命的意义。以地球生命的角度来看，它是有能量代谢、会回应刺激及进行繁殖的
个体。生命的个体都得经历出生、成长、繁殖和死亡。在一代代个体更替的过程
中，依靠基因的随机变异不断地向现实作趋同演化。他表示，不同的角度皆对生
命有不同的意义，生命就该有朝气并包涵着承诺。
人在各个阶段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身上也背负着不同的责任。颜教授是

| 颜振胜教授

名儿童重症专科医生，同时也是一名大学教授身兼多职，责任重大。他表示其学
医之路十分坎坷，但也在不断地蜕变与成长。他认为，医生肩负着的是厚重的责
任。在现今紧张的医疗体系下，即使年轻的新手医生资历尚浅，他们仍不时需要
参与到协助病人的决策中，而每一个决定也都足以影响一个生命。
颜教授表示，只要用心体会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生活便是精彩、圆满
的。活着就一定会面对问题，而那是生活的一部分。有问题，自然也会有解决问
题的方法。在面对问题与困难时，只要肯“择善而固执”、“找寻真理”， 透过
自己的经验和他人的经历并学习聆听，便能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生活、找到生命的
意义。他嘱咐同学们珍惜当下，感恩父母的默默付出，勿把父母对我们的关怀当
作是理所应当的。

问题： 颜教授是位医生，同时也身兼多职，需要授课、做研究等。您在扮演
不同角色之时，也肩负着很多责任。在很多方面都需要作出选择，在高压的工
作环境下面对众多的选择和角色，您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情？

回答： 我认为自己是不完美的，且是个有限的个体。在有限的时间和生命下，
我们只能做出选择。当面同时面对多件事情需要处理时，我们可能认为一件事物
是最重要的，但最主要的还是考量当下哪一件事是紧急的，是最需要我们的。当
看不见自己的方向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了问题，那答案就在眼前，我该做的便是
去解决它。在面对选择的时候，我会从事情根本来考虑问题，理性且直接地做出
选择。

问题：颜教授面对死亡或受挫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的压力或舒缓自己的心情？
回答： 我会选择短暂地逃避，全神贯注地去做一件事，待心情平复后再理性
地做出决定。在探讨生命的时候，我不会把所有事情都扛在身上，只做自己应
该做的事情。

问题：颜教授是否曾怀疑选择重症专科，为什么会作出这个选择？
回答： 我曾经怀疑自己的选择，一路走来虽然辛苦，但最终获益的还是自
己。当我看到病人康复时就会觉得这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若在私人界工作，
我未必能做到自己想做的。因此，即使面对着金钱的诱惑，我依旧没有忘记从
医的初心，持续地在自己的领域把守好自己的岗位，因为我始终谨记自己的信
念和所背负的责任。

成年
礼

| 颜振胜教授（坐者）与我校正副校长、辅导处主任及高三级联老师合影。左一站者起为谢广
婷主任、谢锡福副校长、李荣兴副校长、苏进存校长、颜毓菁老师及陈伟轩老师。

感恩师长、谨记报恩
陈彦霏（高三理孝）
生命之浩瀚，我至今无法看完全部。讲座会中，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
癌症病患医生在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是我？”后，突然找到了答案——“为
什么不是我？”。这就是大爱。生命虽然脆弱，但精神却是永恒的。
颜教授中学生涯的刻苦、在海外留学的漂泊经历、在东马政府医院所承担的压力、在重症
专科的所见所学等，都让我们对他有了深刻的印象。颜教授扮演着孩子、父亲、医生、教授等
多重角色，步步未知却信任当下，这就是责任。他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感恩父母、谨记报恩，
父母的付出并不是理所应当的。把握当下、扛起责任、漫漫奋发、时时感恩，这些都是我们该
做且刻不容缓的事情。

赋予生命意义
颜明慧（高三理信）
一件非常困难且没人愿意做的事情，只要我们认为它有意义，就应奋力
去做、不轻易放弃。就如颜教授，他有很多选择，却从事儿童重症专科。这就
像我们，在升学时期选择科系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反对的声音，而颜教授所分
享的经验无疑给了我对未来选择的一种肯定。
我认为生命本无意义，但我们可以赋予它意义。希腊神话中，有位神仙每日日出时从山脚
推一块巨石到山顶，日落时到达山顶后又把石头滚回原点。大家都认为这周而复始的举动没有
意义，可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循环进行的事物。因此，生命没有意义，而我们可以赋予它
意义。
讲座后，回顾与父母相处的时光，我发现自己把他们的付出视为理所当然，从未深度思考
他们的百般叮咛、日夜牵挂是为了什么。我出生时还未足月，因而被送到加护病房，是颜教授
这些儿童重症专科医生赋予我生存的机会。因此，我非常感谢儿童重症专科医生们，他们守护
的是一个个微小的生命。没有他们，这世界上会有更多的家庭悲剧、更多生命流逝。颜教授见
证了一个个小生命的重生，他的生活经验与病例的分享，都让我们感受到生命来之不易、生命
诚可贵。

焦点
校园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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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乐

采访报道 | 谢祉毅老师
问题：近年来，ELC 常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如手绘文字 (hand-lettering)、烹饪及多场不同类型的工作坊 ，其目的为何？

回答： 学习第二语文，除了正规课堂的学习，还有许多高效方法，如课外延伸
阅读、实境应用、融入环境等。我校在强化课堂教学部分，高度注重教师专业培
育，老师的教学专业能力也日臻成熟，因此便同时开拓实境应用及融入环境的项目。
从高三学生回馈调查及家长满意度调查结果中发现，学生和家长都希望学
校能举办更多非竞赛类的英语学习活动。实际上，ELC每年都会举办多项开放予
我校师生的活动与工作坊。这些软性活动或许与学习英语没有直接关系，但负责
的英文老师皆以英语进行活动，让同学在有趣的活动中接触英语、解除对英语的
恐惧及自然地应用英语，并提升他们延伸学习的能力。一系列的活动与正规课堂
学习殊途同归，意在日常沟通中应用英语文。

英语教学中心（English
Language Centre，以下简
称ELC）于今年筹备了一
系列的工作坊及培训坊，
成为了校园新话题。为
此，本报专访了英语教学
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长，
一起了解ELC在筹备这些
活动的目的与宗旨。

问题：这些活动与 ELC 的办学理念有关系吗？
回答： ELC愿景阐明培养学生利用英语文拓展个人生活与生涯规划的能力；通
过正向的活动感受应用英语文的快乐和成就感更是我们的使命。通过这些活动及
工作坊寓教于乐，可达到学生喜欢英语文、可以在生活中应用英语文的宗旨。

问题：这两年，ELC 进行了专业教学培训（师资培训），举办这些活
动是否受到培训的启发？培训有了哪些成果和收获？
回答：除了2011年已完成的ICELT (In-service Certificat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及2016年全员参与的CiSELT (Certificate in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为了培育过去三年新加入兴华教师团队的英文

老师，我们于2019年再次进行CELT-S师资培训课程(Certificate

of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Secondary School)。所有英文教师在备课、教学及评量
的环节中都有共同的理念、知识和设计方向，具有教学发展的一贯性，对学生的
纵横向发展与能力培养至关重要。

专题报道
ELC 系列活动报道

去年，我们开始推展课例研究（Lesson

问题：ELC 正筹备着读书会，可否谈谈

Study），就是建立在大家有共同起点的基础

导读会的背景和规划？

上，深化全体英文老师对教案设计的协作、观

回答：ELC正准备导读 Roald Dahl 的《Matilda》

课、改进及共享。这些已在课堂实践和修订过的
教案，都收集在英语教学中心的共享云端，供
大家参考与使用，教师专业社群的形成便水到
渠成。

，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举办读书会，未来计划每年办
至少1场，以推广英文文学。此读书会开放予
全校师生参加。Roald Dahl是著名的英国儿童
文学作家，其作品亦虏获了许多读者的心。通

今年的师资培训着重在文学赏析与教学。

过生动的描绘文字，他所写的故事和角色栩栩

今年三月进行教师诗歌赏析与教学工作坊，便

如生、家喻户晓。其官方网页有大量可采用的

是期待老师们能跳脱考纲的束缚，纯粹以诗歌

教材，对推广英文阅读有极大的帮助。

感染心灵和语言的张力作为教学重点。配合学

通过图书馆的借阅数据得知，校园内已

生诗歌赏析和创作工作坊及第二学期的诗歌创

有 Roald Dahl 小众读者群，藉由学生的分享

作比赛，我期待有深度的文学赏析与创作，能

扩大潜在的读者群，以读书会的方式鼓励学生

顺利在兴华的校园内萌芽、成长。

阅读及分享，进而达到实境应用英文听、说、

接下来我们所规划的活动有读书会、短文
或小品文赏析与创作，再进一步延伸到小说，
以让不同年龄层、不同能力的学生得以让英语
文成为生活及学习上的有效载体。

问题：ELC 这些年所举办的大量工作坊
和培训，资源来自哪里？

回答： 感谢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

读、写的能力。举办读书会的最终目的不只是
推介一本书，而是一个作家的系列丛书，再扩
大到喜欢阅读英文书及发现英文文字的美和感
染力。（活动见封底海报）

备注： 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Roald Dahl 的官方
网页，内附大量儿童文学教材。
https://www.roalddahl.com

董事设立的“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
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与学生培训慈善基
金”赞助多年来各项计划。充沛的资金让ELC
在师资与活动项目的规划上无后顾之忧。同
时，ELC 也积极善用校外的社会资源，开拓更
多的英语学习机会，例如参加校际或国际交流等。

Roald Dahl 的官方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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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及学生培训慈善基金赞助

Creative Writing
Workshop for Teachers :
Focus on Poetry

Poerty Workshop for
Students –Apprecaiting
Literature

教师创意写作工作坊：
诗歌创作篇

学生诗歌创作工作坊：
带你感受英文文学的美

2
1

2

|1.全体英文老师与讲师合
影。2.工作坊由Prof.Edwin
（右）及杜伟强博士主讲。

采访报道 | 贺字宁
为了让师生辨识文学中的表现手法并进行诗歌创作，

工作坊学习内容分为7个部分，包括诗歌基础

我校英语教学中心在“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

(Getting the basics)、戏剧性背景及角色口吻 (Dramatic

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与学生培训慈善基金”的赞

Setting and Voices)、形象化及五感描述 (Images and

助下，于2月22日（星期六）为全体英文老师举办Creative

senses)、戏剧性结构及全诗声调 (Dramatic Setting and

Writing Workshop for Teahers : Focus on Poetry，

Tone)、常见文学表现手法 (Common literary devices)、

并于2月29日（星期六）举办学生的Poetry

辨识文学表现手法 (Identify literary devices)及诗歌

Workshop–

Appreciating Literature。工作坊由马来西亚诺丁汉大学
教授Prof. Malachi Edwin Vethamani及杜伟强博士主讲，
两场工作坊皆分为赏析与创作两个阶段进行。

写作 (Writing Poems)。
Prof. Edwin鼓励老师们在诗歌教学前先让学生自行
摸索再给予指导，利用诗歌带出不同的事物如文化、礼

Prof. Edwin在工作坊一开始便询问老师们是否认为阅读

仪等。他也建议大家在写诗前，根据自身情绪立定抽象

诗歌是件有趣的事，并让大家写下自己是否常阅读诗歌及其

物，或以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作为形象化描

原因。他期许老师们能喜欢阅读诗歌并具备赏析能力，才

述的灵感来源。杜博士则强调，诗歌无需使用过于优美

能在课堂上启发学生爱上英文文学；他强调，为考纲而教

及高深的词汇，只要充满意境及能令读者感同身受便是

文学，无法打动人心。欲理解一首诗歌，创意的思维、同

一首好诗。初写者可根据一些生活化的事物拟定诗歌主

理心及丰富的感情极为重要。老师们在课堂上指导学生英

题，如一个仰慕的人、一次难忘的体验、一段感情等。

文诗歌时，应常常自我反思是否正确地教导学生。

当天，老师们透过padlet网上平台即兴写诗，并朗诵诗

两场工作坊皆通过诗歌《The Wall》进行游戏活动。
游戏一开始，参与者先以大声朗读方式感受作者受困的意
境，接着想象自己为作者并无声演绎所理解的诗歌含义，

歌进行分享及交流。Prof. Edwin也以一首诗《I Will Text
You》祝福所有老师,也希望大家喜欢诗歌,并把诗歌融入生
活中。

再由其他组来猜测所表达的意思，最后参与者需以动作、

以学生为主的工作坊中，Prof. Edwin提供各组一朵

手势等搭配诗歌进行表演，借以表达对于诗歌重读音节的

九重葛，让学生们写下可联想到的十个词汇，再分类成

理解及全诗感受。同学们则需写下自己在生活中所面临的

名词、形容词、动词等。待大家对词汇有一定的掌握及

难题（WALL），大声念出后再撕毁纸张。杜博士认为，通

理解，杜博士让大家把自己所写下的词汇组织成句子，

过游戏让学生学习诗歌的同时，还能培养团结协作、创意

最后形成段落及一首诗歌。结束前，Prof.

思维、提高诗歌学习兴趣等。游戏结束后,再让同学们完成

朗诵《To a Shrub》并鼓励大家多读诗及写诗。

学习单，可更快掌握诗歌要领及其重点。

Edwin为大家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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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与学生与讲师合影。2.学生们藉由学习单能更快掌握诗歌要领及其重点。3.以观察一朵九重葛，

让学生们写下可联想到的十个词汇，再分类成名词、形容词、动词等。

1

2
3

An interesting and exciting experience
Ms. Jagvinder Kaur

Attending this Poetry Workshop was my first experience ever after
graduating from university. All the information given was valuable and it
refreshed my mind throughout the session. I personally liked the "The Wall"
activity, as it was interesting and refreshing for the start of the day. Besides,
the explanation given by Prof. Edwin was really understandable and it gave me an insight that
writing poems can be interesting and meaningful to every individual. It also depends on how
an individual takes thing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meaning of a poem. To me, I enjoyed every
session of the training and I hope to attend a similar training in future.

The purple lady（蔡菱恩作品）
There she is,
a young and sweet
yet fragile little girl
in her adorable purple dress.

She proudly grows and blooms
into a purple lady
in her elegant purple dress
in the romantic spring day.
When autumn comes
she becomes an old lady
Walking to death
Giving out her last sacrifices
in the soil.

工作坊颠覆认知

蔡菱恩（高三文商智）

一直以来，我对中文诗

歌有着浓厚的兴趣，但较少
接触英文诗歌。我认为，诗
歌是个非常有意思且值得研究的领域。我非常
享受以游戏学习诗歌，这颠覆了我对诗歌的认
知。这一次的工作坊也让我认识到以动态的方
式学习诗歌可以有效加深我们对于诗歌涵义、
意境等的理解。通过工作坊，我们按部就班完
成一首诗的创作，从词汇、句子、段落到完整
的诗歌，整个过程非常有趣。我所写的诗是
《The purple lady》，即把花比喻成女性，描
述了一个女人从青涩、成熟到老去的过程。基
于工作坊对我的启发，我将深入探索诗歌并通
过不同语言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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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快乐学习。

写诗发挥自身创意

The Single Flower（林佳胜作品）

林佳胜（高三理爱）

I stood right there, with intent stare
At the garden which I tended
The blossoms grew, but very few
Much less than I intended

在参与工作
坊前，我认为诗歌
主题一定要非常有
深度。通过诗歌
《The Wall》，我
意识到任何想法都
可以作为诗歌主题，只要能让读者
有共鸣、感同身受便是一首好诗。
整场工作坊下来，我最喜欢的便是
写诗环节，因为那是让我们展现自
身知识与创意的机会。当天我写了
两首诗，分别为《Something New》
及《The Single Flower》。第一首

But then I saw, and beheld in awe
A single violet flower
Among the reeds, the tangled weeds
It stood like a stalwart tower
I watched it grow, on the ground so low
Its purple petals glowed
I gave a pull, the flower bloomed full
Its vibrant glory showed

诗以植物的坚韧及毅力为主题，第
二首则描述了一朵花如何通过自我
认识及他人协助完成绽放，这些都
是人在一生中会经历的不同阶段。

Something New（林佳胜作品）
The twisted branch was fragile, gnarled and old
A blossom sprouted, defiantly and bold
From a worn, withered stick a flower grew
And out of something old came something new

专题报道
ELC 系列活动报道

Poetry Writing Competition
美的呈现：英文诗歌创作比赛
Reported by ELC

| Group photo with the winners of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2020.

In order to inculcate the love of poem writing among students, promote creativity,
resourcefulness, self-expression and promote universal values in a fun and creative way through
the medium of poetry writing, the school has organized a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Students of
all levels we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competition.
Poetry is about self expressing, and this competition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students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with other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While students try to arrange their thoughts
and convert them into poetry, their English skills improve. Before conducting this competition,
ELC invited Prof. Malachi Edwin Vethamani and Dr. Too Wei Keong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to run a poetry writing workshop for both students and teachers. They gained a lot of
knowledge and tips from the workshop.
This is our first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Madam Boo, the head of ELC, expressed her vision
on enhancing students’ level of English in the literature aspect. She hopes that the competition can
bring impact to students and they can be more literary-cultured.
Learning and mastering a language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receiving knowledge. Using
it and expressing yourself through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learning. Poetry writing is a great
medium to do so.
Poetry writing can begin with people or objects in our surroundings. As Prof. Edwin
mentioned during the workshop, beginners can start off with a theme that is related to their daily
life. For example, one of the winners (Lee Yi Yang, J1 Dublin) expressed his love and appreciation
towards his father in his poem, and another winner (Lim Yu Yan, J3 Washington) described her
daily struggles and hopes.
Since this competition was held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has seemed to become a
muse for students to develop their thoughts as quite a number of poetry pieces were relat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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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students expressed their thoughts on how the pandemic has affected them, some
participants used a creative way to grumble about his hair getting long because of the MCO’s
restrictions caused by the pandemic. Some even shared their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t events
that occurred this year, such as the Australia’s bushfire, the locust plagu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and so on. We get to see that students are not only aware of their own surroundings, they
also show their concern over current affairs happening all around the world. They demonstrated
their work with deep emotions and creativity.
Through this competition, we get to take a glimpse of students’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re able to improve their literature cultivation, which is a win-win situation. Holding our
first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is a great start and hopefully we get to improve students’ English
capability in different fields in the future.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winners of
Poem Writing Competition 2020
The Best Three Poems
●

Choh Yong Bin (S3 Adelaide) My Hair

●

Lew Xin Yun (S2 Adelaide) Upon When the Parasites Fled

●

Tiew Zhi Qin (S1 Chicago) Twenty Twenty

Consolation Prize Winners
●

Lewis Chong Li Wei (S3 Canberra) The End

●

Nicole Leong Mei Hui (S1 Wellington) The Wind

●

Lim Yu Yan (J3 Washington) Daily Routine

●

Chew Kai Yuan (S3 Adelaide) The Meadow

●

Chai Chu Xun (S3 Melbourne) Plague

●

Poh Jia Jun (S3 Canberra) An Exclusive World

●

Lee Yi Yang (J1 Dublin) My Superhero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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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st Three Poems
●

My Hair（Choh Yong Bin , S3 Adelaide）

Ever since the plague begun,
My hair became long and overrun,
For each day that passes it grows even longer,
And soon my eyes and ears it covers,
When I wake in the morning it looks like a nest,
Where birds of all feathers return to rest,
Standing in the shower I look like a ghost,
And with my long hair I look scarier than most,
When I sleep at night I always feel hot,
Like sleeping on a heater of thousands of kilowatts,
It grew so long it twists and turns,
I’m sure down there it’s become caves and caverns,
Alas it appears the lockdown has come to an end,
Opened were the hair salons that once were banned,
In a few weeks I shall return to school,
Without my long hair to help me look cool,
Not long in the future I must shed my silky mane,
Cursed are the school rules that bind me like chains,
The day I dread comes ever near,
Down my spine it sends shivers of fear.

●

●

Upon When The Parasites Fled

（Lew Xin Yun, S2 Adelaide）
Utilize whatever he gives you
Entrust him with no soul
As I am sure whatever you hold
Is nothing but your own

By far, not thus far wonder
Pleasing thoughts and desires
You beg him
With hands nowhere near on earth
But weighing on one’s whose are
And parched lips so near to a shell which flinches
To which you’ve no ounce of doubt only reaction’s
to perk
Yet then again, when has there ever been?
For, you stole stilts of plenty
And you avail oneself of it no more
For, once were jeopardised, are now carved
Forgotten shells echo
For, stilts of many flew you to masochists’ streams
So you now remain starving, you just sit stoney,
embroidered
With splinters and smiles of many
A leech who saw no salt in the wound
The day I dread comes ever near,

Twenty Twenty（Tiew Zhi Qin, S1 Chicago ）

2020 is near, as the crowd start to cheer,
Everyone is here, excited for the new year.
Little do they know, the incidents that appear,
Would take away their smiles, exchanging them with fear.
Bushfires in Australia, started to threaten,
Billions of animals killed, no one knew this would happen.
From insects to reptiles, from kangaroos to koalas,
Animals lost their home, and even lost their mamas.
Later on the 26th, a helicopter crashed,
Kobe and Gigi, disappeared forever in a flash.
Serious locust attacks, crops are destroyed,
People are devastated, and some are annoyed.

Things got worse, covid-19 started to spread,
More than eight million cases, almost half a million
are dead.
We can't go to school, neither the park nor the gym,
Even if we miss our friends, we still have to
quarantine.
Innocent Floyd gets killed, social unrest explodes,
People are furious, and protests are spreading
across the globe.
Racial inequality, woman and man,
When will the nightmare of 2020 come to an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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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Speaking Workshop
深谈演讲的艺术，让你成为演说家！
报道 | 周艺敏（高三理孝）
If I am to speak ten minutes,
I need a week for preparation;
if fifteen minutes, three days;
if half an hour, two days;
if an hour, I am ready now.
——Woodrow Wilson
| 导师Miss Irin Tan Su Fern（左长发者）、萧腾峰校友（中间黑衣者）与
颜怡春校友（右立者）与工作坊同学合影。
通过“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
中心师资及学生培训慈善基金”赞助，英语教学中心指导下，我校
英语辩论社于3月2日（星期一）下午2时30分，举办英语演讲工作坊
（Public Speaking Workshop），希望借此机会激发学生对于演讲的
兴趣、训练学生的说话技巧、思辨思维和给予学生发表己见的机会。
演讲导师 Miss Irin Tan Su Fern 及 曾于演讲比赛获奖的校友萧腾峰
与颜怡春到校协助，讲题为“The Private Art of Public Speaking”，当天更是吸引了67名学生参与。
Miss Irin 认为每个人都应学会演讲的技巧，学习如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演讲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站在台上演讲或在
餐馆点餐，都是一种演讲。优秀的演说家并不一定需要精湛的说话技巧，而是要能让观众了解、感受并行动。Miss Irin以三位成功人士
作为例子：
● Donald Trump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拥有让人愿意聆听且会相信他的能力，是擅长运用说话技巧以操纵人心的
演说家。
● Steve Jobs — MacBook Air与牛皮档案袋

2008年1月16日的MacBook Air发布会上，他说的是连串的专业术语，却在他从一

牛皮档案袋取出MacBook Air时，对现场观众产生极大的感官冲突。
● S钩姐—15分钟交易100件铆钉孔衣服

直播售卖衣服的她，利用奇特思想及幽默口才将一批发错的衣服售卖出去，更创

下15分钟售卖100件衣服的记录。
在小组活动中，大家以婚礼、葬礼、开幕仪式、激励、欢送派对等为主题进行演讲。Miss

Irin以“舞台会放大一个人的

本性”结束其分享，并激励同学们应主动尝试演讲、通过演讲表达自己的看法。

1.好的演讲应具备的项目有：
1.Building（建构）IKEA法
Idea： 需有一个贯通整个脉络的想
法，并了解自己的想法。

Know： 已知事物如经验、回忆、经历
等都是非常适用的材料，而对于不了解
的则可以深入研究以让构思更加完整。

Extract ：通过字母、简写、重复性文
字、押韵及提出问题方便自己记下内容。

Add-on：观众会用20秒来决定是否聆
听演讲，因此需有好的开头来吸引观
众及好的结尾让观众产生共鸣。

2.Broadcasting（呈现）：

可吸引观众的开头：

● 依照观众的年纪、身份、感兴趣的领

1.幽默的故事

域改变呈现风格。

2.设置一个场景

● 选择聆听演讲的原因占比：

3.提出问题

内容7%

4.提出相关参考资料

声音38%

5.有趣的小知识

非语言沟通技巧55%

6.震撼的叙述

（包括姿态、手势、服装）

7.至理名言
8.设问的形式

3.Believing（坚信）

9.研究统计数据

● Confident-对自己有信心

10.视觉效果（道具/人物）

● Conviction-相信自己要说的内容
● Character-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让人意犹未尽的
结尾：
1.至理名言
2.给予挑战
3.要求观众行动
（登入网址点赞等）
4.发人深思的提问
5.重点整理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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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Cooking Workshop
煮印度美食，学英文
报道 | 陈俐棋（高一文商礼） 、 邹欣恬（初一义）
为了让英语的应用融入到生活当中，我校
英语教学中心于3月4日（星期三）在家政室举
办了Indian

Cooking

Workshop，让同学们动

手制作印度煎饼（tosai）和椰果酸辣酱（spicy
coconut

chutney）。当天活动由Ms.Evon带领，参

与同学被分为四组，另有三位老师Ms.Regina、Ms.
Prem和Ms.Sumathi从旁指导。
第一道食物是在南印度非常普遍的早
餐——椰果酸辣酱。老师们为大家准备了各种
食材，如椰丝、干辣椒、盐、咖喱叶、芥菜籽
等。Ms.Evon边讲解制作过程边示范，首先得将
椰丝和少量水一起搅拌成椰浆。搅拌完毕后，
将锅预热一分钟再加入少许的油。待油已完全
被加热，便可依序加入芥菜籽、干辣椒、辣椒
叶、扁豆、椰浆和盐，最后再进行翻炒。
接着，Ms.Evon为大家介绍的是印度煎饼，
印度煎饼是印度人三餐的必需品。制作煎饼所
需的用具有不粘锅、刮刀和杓子。首先，将印
度麥米洗干净，加入足够的水和胡芦巴后浸泡
过夜。隔天早上，将印度麥米的水沥干净后放
入搅拌机搅拌，再加入适量的水。这时，煎
饼的面糊便完成了。接着，将面糊倒入事先预
热好的不粘锅，用杓子将面糊扩散开来，再翻
面。待面糊已成煎饼状便可盛入盘中，与椰果
酸辣酱一并享用。
整个过程中，老师用英语解说食品的历史
与烹饪过程，同学也全程使用英语进行交流与
沟通，进而达到将英语应用在生活中的目的。
| 活动由Ms.Evon带领，参与同学被分为四组，
由Ms.Regina、Ms.Prem和Ms.Sumathi三位老
师从旁指导。

| 老师们以英语讲解所需食材和说明烹调过程，促进了师生们的英语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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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orn of English Debating Society
新社心声：英语辩论社成立之路
采访报道 | 周艺敏（高三理孝）、许盈萱（高二文商和）
2019年10月，我校课外活动处批准英语辩论社（English Debating
Society, EDS）的成立，由该社主席李雳圣（高二文商和）、学艺欧至
琛（高二理孝）、协调员莫妍一（高二理爱）及财摄陈宁（高二理孝）
所创办，指导老师为Miss Wendy和Miss Lava。由Mr Hafiz Muh Riza作
为教练的英语辩论社，创办第一年便收编了34位社员。作为新创社团，
四位创办人接受兴华月报的专访，谈谈关于英语辩论社的那些事......

Q1.为什么会创办英语辩论社？
圣： 初一时，我与至琛参与了英语教学中心所成立的英语辩论

|

培训班，妍一与陈宁也是成员之一。去年在HELP英语辩论比赛获

为许盈萱、周艺敏、李雳圣、莫妍一

奖后，我想让培训班变得更有条理，因此有了成立学会的想法。

及巫语暄。后排为陈宁。

欧至琛（蹲者）、第一排立者左起

琛： 初一时我便有了创办学会的梦想，当雳圣提出创办英语辩
论社的想法时，我便义不容辞地加入。

妍： 从初一开始我便是辩论学会会员，直到雳圣提出创办学会
的想法，我便退出了原学会，加入团队。

宁：我比他们都较迟接触辩论，参与班际辩论比赛后，我便对辩论

Q5.如今四位已经高二，你们计划如何在短时间内让
英语辩论社发展起来并训练会员？
圣： 执委是社团快速发展的基础，我们在毕业前都将负责一些

有了浓厚的兴趣，而创办学会更是提供我用英文进行辩论的机会。

核心的工作，其余的任务则交由有能力的会员。

Q2.创办英语辩论社时遇到了什么挑战？
圣：2019年7月，我们向蔡佩贞老师提出创办学会的想法。蔡老

作模式。我们四位也有一定的基础和经验，因此可以在这两年把

师让我们先拟定计划书，不料计划书却惨遭三次驳回。经过多次
修改，我们才成功获批创办英语辩论社。

琛： 我和雳圣来自东方教育背景，妍一和陈宁则来自西方教育

妍： 通过举办比赛及各类活动，会员可以更快地了解学会的运
我们所知道的传承下去。

Q6.很多人认为英语辩论社会员应具备优秀的英文水

背景。因此在拟写计划书的时候，我们四人常难以达成共识。

平，你们怎么看？
圣： 辩论基础和英文水平并不是最主要的，对辩论的兴趣才最

妍： 萧腾峰学长和颜怡春学长曾向韩江传媒大学学院的英语辩

看重，只要认真学习、敢于发表个人观点就好。

论社请教如何拟定计划书相关建议，给了我们许多的帮助。那四

妍： 只要同学们抱着学习新知识的态度及拥有满满的热忱，英

个月的筹备时间，我们多次会面进行讨论及通过线上视频通讯，

文水平是可以再提升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努力都是值得的。

宁：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是第一次的会员大会，因经验不足导致
我们无法很好地控制场面及遴选执委。

Q3.共同进退的你们发生过最大的冲突是？
妍：学会会员被分成四组，而我们是各组顾问（Advisors）。
当时我担心顾问的称谓导致会员们不悦，便提出建议改为引导者
（Facilitators）。不料他们都不认同，我们便起了一些冲突。

宁： 由于我们无法一直见面，因此多以讯息进行沟通。我们也

Q7.除了语言，英语辩论和华语辩论有什么不同点？
圣： 评分方式。华语辩论较注重咬字、发音、语调等，而英语
辩论则较注重内容。华语辩论是得在三分钟内把资料都表达出
来，而英语辩论则有六分钟的时间进行论述。与华语辩论激烈的
口舌之争不同，英语辩论较偏向于生活化地说服对手及评审。

妍： 华语辩论较正式，内容形式固定或使辩手无法跳出框架思
考；英语辩论则较注重辩手将辩题融入生活去进行思考。

常因不了解对方当时的情绪而产生误会，进而发生摩擦。

Q8.请以英语辩论社创办人的身份来说一说你们的社

Q4.筹备期间历经了许多事情，你们是否曾后悔创办

团理念。

英语辩论社？
圣： 在筹备期间，我因长时间的补习、堆积如山的功课与测验

people to be completely fluent in English, rather, English debating

等，使我每天的睡眠时间都少于4小时。当时会有些烦躁及不
满，但看到英语辩论社逐渐稳定，我不感到后悔。

As a wise mentor once said, “English debating never required
seeks people that are willing to put in the effort to learn. It doesn’t
matter where you start, as long as you do, you are bound to improve
and achieve greatness."

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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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及学生培训慈善基金赞助

Congratulations on receiving the
CELT-S qualification!
恭喜 8 位老师完成中学英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
供稿 | 英语教学中心

| 顺利完成中学英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的8位英文老师（立者）与苏进存校长（坐排左四）、莫壮燕副校长
（坐排左三）、英语教学中心副主任Miss Evon及众英语教学中心管理委员老师合影。
在“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及学生培训慈善基金”赞助下，我校8位英文
老师于2019年参与Certificate i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 Secondary（CELT-S）专业培训。今年2月，老师们
完成了所有培训活动，并全数获得认证。自2010年起，我校英语语教学中心老师便开始接受英语教学专业培育课程。经
过多年的耕耘，英语中心除了2020年新到任老师之外，所有老师都顺利获得了英语文教学专业文凭的认证。

Ms. Teoh Ke Li
The course was months of
hard work and I am glad that I
went through it! Overall, CELT-S
gave me a lot of hands-on training
about teaching. I have learnt a lot
about managing classroom activities effectively
such as setting up activities, monitoring and giving
feedback. Besides, I have learnt about how I can
make the best use of all the resources available
in my own context to motivate and support my
students. It has definitely made me a better teacher
and I truly appreciate the opportunity given to attend
this course.

Ms. Wendy Heng Wei Chian
First of al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Hin Hua High School for giving
us the opportunity to pursue this
CELT-S course in 2019. It was
certainly a great exposure for me as I could learn
more teach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out the

course. Working as a full-time teacher and at the
same time, pursuing this one-year CELT-S course
was definitely not easy for me. There were times
in which I struggled between my work and studies.
I am lucky to have an experienced trainer and a
group of helpful classmates around me. I remember
we used to discuss and share our thoughts about the
assignments in our office. I am happy that we made
it to complete the course and celebrate our success
together. With this new achievement, I look forward
to serving the school and students better in future.

Mr. Dannie Mar Yi Yuan
At first I thought I was going to
face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in CELT-S
due to my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ing experience. Turns out,
I found the course to be helpful, interesting, and
rewarding. I have learnt so much from all the support
and constructive input throughout the course from
our trainer, Ms Jillian. It has been a truly invaluable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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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Thinoshini
CELT-S experience was really like a roller coaster as the course comprises assignments,
teaching observations and online exercise. Initially, I felt so tired with the work but as time
passed on, I realised that I've been constantly learning new strategies and methods to teach in
school. The course has definitely taught me a lot from different angles to build my confidence
in my teaching career. I'm grateful to the school for this opportunity. Thank you.

Ms. Teepaadharshini
Yes, CELT-S course was a journey full of experience. It has brought a vast experience
on how teaching can be done in a much more interesting way. I am glad that I was given an
opportunity to join this programme and enlighten myself with a lot of interesting methods
and skills that I could incorporate in my teaching. I feel very pleased and elated because this
course has added my enthusiasm into teaching in various ways. I have learned from trial
and error and that knowledge would help me sustain a better teaching environment for my
students and myself in the future.

Ms. Sumathi
Graduating is a huge accomplishment and 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 Let’s be
honest, the CELT-S course wasn't easy. Some things were tougher than expected along the
way and you may have experienced moments of self-doubt, but when you graduate you
get to look back on those tough times and say to yourself, ‘I did it’. And that is certainly
something to be proud of.

Ms. Jaspreet
I’m indeed grateful and blessed to be part of the CELT-S course and I have completed
the entire course this year with fruitful knowledge on classroom management, teaching
approaches and how I could motivate my learners better in learning the 2nd language which
is English Language. Basically, the course has helped me to develop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and ability to respond to, the specific needs of secondary school learners in a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 I have learnt a range of approaches for developing the learners’ language
skills and have become more aware of ways to make effective use of resources to support learning in and
beyond the classroom. I’m truly thankful to the CELT-S trainer,Ms Jilian Estrop for giving guidance and
support throughout the course and it has given me a better insight on the variou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that I could use in class and how to cater the needs of my students based on their proficiency level of the
language. I truly appreciate the step taken by the school in investing on the CELT-S course for English
Langua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The key to success is dedication to life-long learning.”
Stephen Covey

Ms. Lavaniyaa
To begin with, CELT-S was like a maze. Always making me puzzled with all the jargons
used by the trainer. My course mates were my dictionary. Eventually I begin to learn them
as days go by. Juggling with work and family have made it even more adventurous, but I
did not give up. With the help of my course mates and my colleagues, I overcame it with
confidence. The journey ended with success and thanks to CELT-S and the school for the
opportunity given, I have enhanced my teaching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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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管制令下的联课活动
整理报道 | 贺字宁
因新冠肺炎疫情的笼罩，导致政府颁布行动管制令，
学校体育及课外活动皆需暂停。因此，我校课外活动处延
展各项大型活动，体育处亦取消了多项运动赛事。但在课
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的带领下，线上课外联课活动
得以在线上顺利展开。
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表示，我校也是在7月
20日才开始局部恢复学生回校上实体课，但实体体育课及
课外活动仍不被允许进行。“为了发挥课外活动在教育上
| 课外活动处开设脸书专页。

的群育功能，我们鼓励各学会在管制令（不能恢复实体活
动）期间，能通过在线平台，进行各项学会活动，如既定
课程、练习、比赛、开会、团康、茶会、跨校交流等之类
的活动，以便学会活动可以“停而不断”，弥补学生在此
非常时期参与实体课外活动不足之需求。”
“我们的理念是，如果群育在办学理念上是重要的，
我们就不应该让课外活动被疫情击倒，我们就不应该让课
外活动在行动管制令中被消失。本处同事也很快地在四月
下旬决定开设“兴华中学课外活动处脸书专页”，以作为
传播兴华中学课外活动处各项讯息及展现同学们课外活动

| 舞蹈社线上高三欢送会。

学习成果的辅助平台，俾能不受外在疫情和行动管制令的
影响，对师生们推展及参与各项课外活动给予鼓励和支持。”
在此期间，各学会团体绞尽脑汁、激发各自的创造力
及创新力、充分使用线上平台，弥补了同学们无法在校进
行联课活动的遗憾。如：舞蹈社举办了线上高三欢送会；
园艺学会会员居家栽种并进行线上康乐活动；烹饪学会会
员各自在家烹煮温馨料理等。此外，机器人学会录制了视
频指导会员制作名牌；童军团以测验的方式让会员学习绳
结的知识；书法社也以“曙光”为题居家创作书写了多幅

| 舞吉他社线上高三叙别会。

好作品。疫情下的天空，大家众志成城，在云上学习。同
学们把所学技能运用于生活当中，从学习到培养兴趣，都
体现了我校联课活动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在行政各处的协调及努力下，全校的联课活动
全面恢复学习，在各学会团体于线上交流、学习之时，我
校体育校队亦在各队教练的指导与带领下进行体能训练，
以确保队员们的身体素质在居家学习期间仍处优秀水平。
希望同学们都能藉由学校推展的各项课外活动，开展
并享受属于自己的快乐、充实而精进的学习旅程！

| 篮球校队保温活动—线上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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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学会保温活动

| 醒狮团学会保温活动— 线上练习。

| 机器人学会线上保温活动— 制作名牌。

| 烹饪学会会员在家烹煮温馨料理。

| 商学会“停而不断”—抗疫公益宣传片。

| 二十四节令鼓线上保温活动— 居家练习。

| 园艺学会会员居家栽种花草。

| 管乐团“停而不断”— 居家练习。

| 童军团— 测验绳结的知识。

| 扯铃社线上保温活动— 手绕和抽棒。

| 漫画学会线上保温活动—“运动人物动态绘制”。 | 书法社会员以“曙光”为题
居家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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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 share 生活
供稿 | 辅导处
行动管制期间，你是如何度过的呢？是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日常，还是给自己创造了不一样的
生活？仔细回想，你的百宝袋里收获了什么精彩呢？
这段期间，辅导处发布《Stay&Share》活动，希望同学们透过智慧的双眼觉察疫情期间的
大小事物，感受生活的点点滴滴，并记录这段日子的深刻体会和收获。同学们透过各种媒介，记
录疫情下的日常，作品各具特色。

写“疫”忆兴华
张岱安（高三文商智）
春节的兴花园，一经数月，
不知芳草是否如故？在校的日子倒数着，
怀念在栋栋楼层间，写生的瞬间，
将当时照片用画笔记录，
让兴华的美在心上反复。

全民抗战

叶淑欣（高三理孝）

为了消灭病毒，医护人员冲到了最前线。
为了减缓病毒的扩散，军警部队日晒雨淋地驱散人群。
为了全球人民，中国不分你我地到各地支援。
为了这一份“责任”，她们脱下了围裙、剪断了长发，
为了让她放心前去，他成了保姆、厨师、佣人、老师。。。
这些英勇的战士们不过是换了身衣服的普通人，
他们并非不想待在家中过着安逸的生活，
而是明白疫情面前有大家才有小家。
他们不是不害怕病毒，而是知道抗疫前线需要自己。
这些最平凡却最勇敢的天使们总在最外层保护者我们。
身为中学生的我们，虽无法向他们一样站到最前线，
但我们可以做到不增加他们的负担，
duduk diam-diam di rumah
就是我们对他们最宝贵的回报，也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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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房子

张紫樱（初三孝）

人类的适应能力何其强大。生活

这段日子里，我不定时给戈多（

石子玩的声音，墙壁的另一面是父亲谈

节奏被打乱的我们现在短暂地交接起来

笔友）写信，从杀死蜘蛛到家庭矛盾，

论疫情的说话声，一成不变的语调像是

了。事实上，管制令期间的我外出次数

像一张捕蝇网把零碎的文字全拢在一

在平静地叙述一件琐事。人们采购时戴

几乎为零，预想中的难忘经历像是空气

起，细小的身躯在挣扎，慢慢蠕动成一

上口罩，各取所需，看着最新公布的资

钻进透明塑料袋。天花板是按下开关就

张不规则图画。我们没有多谈疫情，

讯，只有我的白房子不受影响。长年失

以相同速度旋转的吊扇，外界的信息则

更多的是逐渐记不清却又真实相信的想

修的墙缝渗了水，很快就被垫上一块

是空气与灰尘，晚上的空气是空调特有

法，因为那是潜意识，是心灵压抑却又

布，苍白又有序，白房子在那一刻变成

的感觉。换句话说，管制令间我只做自

比谁都明白的想法。

我的潜意识。我正在经历一种微妙的荒

己最擅长的事：看。我擅长以沉默到近
乎冷漠的心态面对任何事，倒也不是说
对任何事毫无感想，只是这些情感都像
是一次性消耗品，很快就被淹没在新的
事情中了。

这种生活态度是奇特且平常的，
它出于对一切难以拥有真实感，大部分
情况理解又不共情。而疫情恰好成为一

诞感，并非是指白色的大象被衔尾蛇咬
死这种奇景，而是鉴于现实、鉴于一个
除了保全自己以外改变不了什么的普通人。

个有力的例子将这个问题放大了，都数

是的，我并没有什么值得分享的

字化了，死亡人数、确诊人数、上下排

有趣经历。生活教会我的道理即是无聊

疫情让我更有理由待在房间，网

名以及两个星期为周期的延续。于是，

足以杀死一个人，白房子对称的墙面线

课的存在很好地节省了我的活动空间，

这一潜在的问题在疫情之下被无限放

条变成维持我心态的蜘蛛丝。我在印有

但你知道，人无法在松懈了好几个月还

大，人们在欢笑、为自己发现了有趣

规律线条图案的床单上睡着，在内心世

长时间专注在学习。于是，我有一部分

之物而高兴，没完没了的资讯却像后浪

界与面前景象逐渐融合的时候醒来。床

时间被切割，一条毫无起伏的时间线变

一般打碎反应思考的时间。我们思考、

单上的线条变成了印有防疫方法与确诊

成偶尔的灵光一闪。有意限制的活动空

讨论的问题核心也逐渐提起现代化与信

人数的长纸条，它们居高临下地包围

间，以及可爱的、自由发散的思考，一

息时代，就像是面粉倒上水，本就难以

我，床单橙红的底色成为柔软温床，那

切被压缩在漆成白色的房间。

区分的信息开始误导，直至人们放弃思

只被我错手杀死的蜘蛛向我垂下沾了灰

考，看见了自己愿意看见的——任何事

尘的蛛丝。无数或被我遗忘或烂熟于心

情久而久之都可以用“习以为常”来替

的信息与知识奔涌而出，那感觉像是在

代。因为我们不仅在学校，还在网上学

口袋里装满石头往水里跳。蛛丝的尽头

习，不着痕迹地在没有亲身经历的情况

是与我相对的方向，只消伸手便可否定

下当一个旁观者丰富自己的阅历。我大

一切迎接一个人们都在实行的新开始。

可从那里我又看见什么呢？我放
弃去写一个拙劣的观察结果，我得承认
自己的确不擅长把一堆许久未见的人们
心里可能的想法轻飘飘地归类又总结。
显然，我也无法代表人们，所以我的生
活极尽无聊，唯有自我能成为此次分享
的主题。心灵与经历相辅而成，可一个

可不那么谨慎用词，那么人们将在网络
中博学，纸张般脆弱又边角锋利的博学。

人生大事件都是以自我的想法构成的人

白房子是寂静的，墙角掉漆的部

往往也会在世界发生大事的时候予以一

分被墙纸糊上，厚窗帘的背后是小孩砸

些看法或者发现。我就是抱着这样堪称
傲慢的自信写下这些字的。

树仔菜

张芷悦（高三理信）

在行管令前期，想必家家户户都会种点什么以作为备用粮食
吧！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植物——树仔菜。树仔
菜的叶子常被人摘下放入汤面里作为菜，然而，你看过树仔菜开花
吗？不仔细瞧瞧，是看不到的哦！可爱小巧的花朵们都在翠绿的叶
子背面乘凉，我们唯有蹲下来，才能用不一样的角度发现世界上另
类的美。
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到自家种的树仔菜开花。我觉得幸福的事物
往往在自己的身边，只是我们是否愿意停下来去欣赏呢？幸福就像
身边的空气，看得见、摸不着，却一直在身边。我们惟有停下来才
会发觉，幸福一直都在！
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看过树仔菜开花呢？ 或许你应该多留意
身边的事物，也许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哦！

也就是在我放弃抓住蛛丝的那一
瞬，我知道我爱白房子，没有私人房间
与自我世界之区分。我继续平躺，新的
一天开始。

29

“云上”学习

听歌·分享·话梦想
陈俐杏校友与你分享追梦之路
供稿 | 辅导处

| 艺人陈俐杏校友
● 兴华中学校友
● 国立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
（主修英语文学）
● Astro国际华裔小姐竞选 15强
● 2015年荣获 Miss Universe
Malaysia 亚军
● 演出作品《开餐吧！吃货小妹》、
《花式告白时分》、《永保平安》、
《逆行者》、《Kebaya Mek Hwa》
、《妈姐》、主持《活力加油站》、
《八八六十四》、制作Youtube频道
《开箱凡人》

我校辅导处于5月12日（星期二）举办《听歌·分享·话梦想》在线分享
会，邀请到本地艺人陈俐杏校友分享自己的追梦之路，由辅导处郑月娥老师、朱
彩萁老师及卜志健老师主持。俐杏学姐表示，她在中学时期便开始通过尝试各种
事物来寻找自己的方向、探索自己的梦想。初一时，她是大众传播学会会员，之
后也加入了学长团。此外，她也是合唱校队、辩论校队的一员，更多次参与其他
学会的表演。在不同的平台上，她不断精进，奠定的便是未来的基础。

以下为分享会的内容：
Q1

在追梦的道路上，你遇到了什么让自己很挫败的事？
任何追求梦想的道路都会有挫折，并不限于演艺圈。在演艺圈，我曾试镜不成功、被责备，但也遇
到许多乐意帮助我的人。当我遇到挫折时，我便会将重心放在我得到的帮助上，那我就有了再往前

走的动力。只要有热忱，即使遇到挫折，也可以凭着意志力熬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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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你是否曾经为了追梦而考虑放弃学业？

Q6 你曾说：“梦想很重要，人因梦想而

伟大，在怀抱梦想的同时，不要忘记
现实的一面”，可否多谈谈这句话的
含义？

2011年，我参加了Astro国际华裔小姐竞选，那是我接触
娱乐圈的第一小步，也幸运地晋级20强。当时，若我顺利晋级
10强，我便无法回到台湾上课。然而，我止步于15强，便也无
需在暂停学业和放弃比赛间做选择。回到台湾继续上课后，我

这是我一直以来秉持的理念。如果我怕水

领悟到“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就因被

却想成为游泳健将、怕血却想成为医生，那这

淘汰而继续升学，我才有了选修韩文为第二外语的机会，并以

个梦想就无法达成了吗?在达到一个梦想之前，

交换生身份到韩国一年。我的人生历练与阅历因“淘汰”而丰

我们必需与自己有一段深层的对话，深入了解

富了！在遇到类似的十字路口时，我希望大家谨记学业的重要

自己是否有能力应付。怀抱梦想的同时，我们

性，切勿因工作而放弃学习，毕竟未来还有更多工作的时间与

应认真考虑自己是否有这方面的才华并付 诸于
实际行动。此外，如果经济上无法负荷，也需
有后备计划。这便是我这几年不断尝试不同的

机会。我希望大家 以学业优先，念书时期尽可能地增强自

己的各种才能、丰富自己的经验，以为追求梦想做好准备。

领域和工作的原因，为的就是制造更多的后备

Q3

如果很难跳出自己的舒适圈，那怎么办？
有句话说： “如果你想要改变一件事情，就要先改变

自己”。要生活有所改变，就必须从自己身上做出改变。大部

机会以提升应变能力。

Q7

分人都因不敢面对“未知”而不敢跳出舒适圈，我倒觉得未知
是很有趣的。要是所有事情都在掌握之中，那生活就会变得无

设立目标时，会不会受到周围环境的
影响而改变计划？
人算不如天算，我们能掌控的事物太有

趣，也无需做出新尝试了。

限，只能让它顺其自然。在我能力范围内能做
到的事，我都会尽力做到最好，不让自己留有

Q4

在梦想、家人和健康中，你会如何作排序？

遗憾，我已经尽力了，那就可以了。

排第一的当然是健康、家人，接着才是梦想。健康真的太
重要了，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更好地追求梦想；若健康不佳，那
谈何梦想？家人是我在追梦过程中很大的动力来源。我是一个
爱做梦的人，而父母较为踏实。在我提出较不现实的想法时，
他们便会拉我一把、分享他们的建议和想法，这让我在追梦路
上踏实了不少。

Q8

从华裔小姐竞选、演员、主持人，到
制作《开箱凡人》节目，你都不断地
在为自己设立下一个目标、不停的地
往前走，这是为什么呢？
停滞不前就是死路一条。回顾自己的中学

Q5

在追梦的过程中，若父母反对，那该怎么办？

生活，我发现自己爱好尝试新事物，直到现在
也还秉持着同样的生活理念。我觉得人一旦停

我一开始想要走这条路的时候，父母都不赞同，但我也不
曾放弃与他们沟通 。起初，我想报读表演科系，但“表演”

滞、不再进步、惯于自己的舒适圈，就好像判

这条路非常抽象，加上时代因素，父母难以理解表演科系的课

不停地接受各种挑战，才能在生活中累积
收获，获得更多的突破。

程内容。我便上网搜寻大学开放日，并带他们到大学找科系
主任或老师交谈。同时，我搜寻了许多表演科系的未来出路并
记录下来，以报告的方式呈现给父母。我相信，父母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开心，没有父母会想要陷害自己的孩子，他们只是以
过来人的身份给予我们忠告和意见。我们或许不赞同，但需听
进去、需接纳，理清后再与他们沟通。如果父母看到你达到目
标，他们便会愿意让我们去做更多的事情；若达不到，我们也
得回到现实层面进行考量。因此，怀抱梦想很伟大，但是现实
层面的考量也很重要。

了自己死刑。生命中需要不断尝试新事物、

闪耀星光

第六届全国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
我校包揽多项奖项
供稿 | 兴华中学陈嘉庚常识队

| 得奖同学与苏进存校长（前排右三）及负责老师梁耀文老师合影。

我校学生于6月6日（星期六）上午11时，参

由于比赛于行动管制令期间举行，我校常识

加由马来西亚陈嘉庚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全国

队仅能够居家备赛。然而，仍在比赛中有亮眼的

中学生陈嘉庚常识比赛”电子竞赛，荣获高阶组

表现，脱颖而出，实属不易。历年来，课外活动

冠、亚、季军及优异奖，初阶组亦荣获亚军及优

处积极召集并组织热爱历史、关注时事的学生参

异奖。

赛，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及校友得奖。

陈嘉庚常识比赛为纪念陈嘉庚先生并弘扬“
嘉庚精神”、了解先贤勇士奋起抗战的事迹、宣
扬人类和平正义的精神、共创和谐世界及追寻华
人的文化踪迹与历史烙印。
受新冠肺炎疫情和行动管制令影响，比赛
形式由初赛的纸本笔试、晋级赛及决赛的团队问
答竞赛，改为个人电子竞赛。参赛组别分为初阶
组、高阶组及公开组，各组选手需在40分钟内完

得
奖
名
单

高阶组：
冠军：许智翔（高一理爱）
亚军：张岱安（高三文商智）
季军：李钧皓（高三理忠）
优异奖：谢凯皓（高三理爱）、
吴奕茹（高三文商平）、
蔡菱恩（高三文商智）

成作答100题选择题。初阶组的出题范围为主办方
所提供的《光辉典范——陈嘉庚先生》一书；高

初阶组：

阶组与公开组除上述资料外，还包括《陈嘉庚华

亚军：赖诗月（初三智）

侨传奇人物》（杨进发著）、《马来西亚史》（

优异奖：陈颖暄（初三忠）、

廖文辉著）及《日本侵略马来亚历史图集》（陆
培春著）等书籍。

马凱权（初三孝）

公开组：
优胜奖：颜学恩（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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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前充分准备
许智翔（高一理爱）
今年是我第二次参赛，非常开心荣获高阶组冠军。相较于去
年，我赛前准备得更充分，主要是有了去年的经验，对于知识点及
各种题型都有一定的印象，因此在阅读和记忆时耗时较少。此外，
我赛前所准备的内容较去年全面，在答题时更为顺畅。
在此，感谢学长姐分享笔记，让我的备赛过程轻松了不少。赛制的改变给予了我
们在比赛中查询资料的机会，这让我得以再三检查答案以保证准确率。整体而言，这
届赛事的题目难度系数较低，但我仍有许多进步空间。参赛是一个有趣的体验，让我
们得以了解华族先贤的历史事迹，这也是作为独中生的我们有责任去了解的。相信明
年的赛事便会回归团体赛，希望自己可以更努力，与伙伴们一起延续“兴”光！

传记灌输时代思想
张岱安（高三文商智）
作为即将退役的高三生，我本来很期待今年的赛事将会在哪
举行、我与同伴们会有怎样的难忘回忆，可惜失去了剑指冠军的夙
愿。值得高兴的是，在大家的努力下，我们一队的成绩可观如旧。
失去了与队友们在前往赛场时的谈笑风生，我们只能在线上互相提问、互相提醒，这
些都让我倍感可惜。
阅读伟人传记，需要了解的是一个时代的思想。陈嘉庚用一生来告诉我们什么
是“教育为立国之本”、“金钱如肥料，散播才有用”；太平洋战争用血泪歌一段可
泣的章节，史书记载了每一个曾经，都是在告诫我们：做对的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
自己的每一天。

体验及收获大于比赛结果
李钧皓（高三理忠）
这是我第四年参加陈嘉庚常识比赛，非常感恩在疫情之时仍能
参赛。为了准备这一次的比赛，我付出了许多努力。有别于以往的
团体赛，今年以个人赛的形式进行。然而，在成天啃书、做笔记之
余，我仍然会借助团队的力量与队友们一起备赛。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我中学生涯的最后一场常识比赛。比赛结
果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因为我早已在备赛过程中收获了更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历史
所传达的情感、努力的价值及友情。
回想参加过的所有常识比赛，每一场赛事都让我成长了。无论是备赛或比赛的过
程，我都从中汲取许多知识、经验及更多的体会。历史的浪花告诫我的道理、伟人身
体力行塑造的榜样、与队友谈笑风生的回忆及那一幕幕的光荣时刻，都是我“常识”
之旅的收获。我因常识比赛而沮丧过、喜悦过，这些回忆都让我的中学生涯变得格外
有质量且难忘。这一路走来，感谢梁耀文老师、队友们还有自己的付出。

闪耀星光

属于自己的奖项
赖诗月（初三智）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并参加常识比赛，带着些许期待、新鲜和紧
张去参赛。我耗时大约三个星期备赛，备赛期间我给自己规划了时
间表和备赛方针，并把内容重点写成故事线。备赛期间，我曾因害
怕发挥失常而想过放弃，所幸我坚持了下去。
比赛结束后，我便期待着成绩公布的那一天。当我看见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亚军栏
位时，我愣了一会儿，喜悦感和成就感瞬间涌来。我没有辜负自己的努力并得到了一
份属于自己的奖项及成就，我也完成了今年的目标之一。
我认为，得失、胜负并不重要，为之努力、坚持不放弃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失
败了就重新站起来、积累更丰厚的经验，总会有成功的一天。努力是不会辜负你的，
只要坚持，必会迎来光明；坚守信念，一切都会雨过天晴!

参赛收获经验
李翊旸（初一智）
首先，我要感谢校方、梁耀文老师及学长姐的栽培。虽然我没
有获奖，但我收获了许多经验，与队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深厚
了。居家备赛期间，我与队友们于线上讨论，老师也常致电关心我
们的备赛情况，感谢队友的付出以及老师的用心。
通过此次比赛，我认识到陈嘉庚先生是个爱国、信守商业信誉及不沽名钓誉的儒
商。他不仅把必生积蓄用以教育，让更多华侨及中国同胞有机会上学，也打破了“只
有男生才能上学”的惯例让女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陈嘉庚先生毁家办学的精神确实
值得我们尊敬。

对华教、时事、历史等常
识有兴趣？
欢迎来届与同年级且志同
道合的朋友一同组队，到
课外活动处向梁耀文老师
报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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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
当
年
惜
今
日

。

校园全面重建与翻新

，

系列
报道
三
◢ 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斯里陈开蓉董事（中）在校园设施翻新重建工程
中，从需求、设计、寻找承包商、材料选择等方面都给予专业的建议，并承担所有
工程费用。过程中她不时到校督导、巡视重建工程的进展，尽心竭力，亲力亲为。
图为潘斯里（中）与董事长拿督李平福（右三）、苏进存校长（左三）、家协主
席陈伟后董事（左二）、谢锡福副校长（左一）、莫壮燕副校长（右二）、李荣
兴副校长（右一）在视察工程时留影。

陈胜耀老师 报道

2018年11月开始，三机构永久

上述的地面皆增高6寸至1尺不

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承续我校

等，同时也因铺上两层铁支网，让

Flexx），若垃圾槽造成墙面留下污

永久荣誉董事长已故丹斯里拿督斯

地面的承重量增高至25吨。除此，

垢，也能用水冲洗干净。

里杨忠礼博士的遗愿，在众子女们

重建后采用防滑混凝土印花地面，

的全力支持下，全心投入重建与翻

取代原有的泊油和滑面磁砖，除让

新校园硬体设施，供师生在更优美

其更坚固、更美观之外，也让师生

舒适的校园学习与生活。

在校园行走时更为安全。

2020年我校设施重建与翻新

至于垃圾槽旁厕所的整修，

工程持续进行中！第三阶段的工程

则包括在厕所内增设大镜子、抽风

中，除了接续第二阶段校园地面的

机、监视器和求救警铃，并将原本

重建之外，还包括了垃圾槽旁厕所

面对垃圾槽的窗口，移建至另一面

的整修，让校园设施更趋完善。

墙，让难闻的垃圾味不会飘进厕所

针对校园地面的翻新重建，
除科技大楼前、教学大楼前、综合

内，也因采用了最新颖的百叶窗，
提升了厕所的通风与采光效果。

大楼前、校舍后以及校舍两旁的走

在移建厕所窗口的工程中，

道，已在第二阶段的工程中完成之

我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拿汀

外，此次再扩大重建范围，含括校

斯里陈开蓉董事，更提出具专业与

门口前、科技大楼右侧与后侧和篮

深谋远虑的建议，她认为墙面应漆

球场观众席后侧走道。

上最高品质且可以水洗涤的灰水

（Dulux

Weather-shield

Power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在我校设施
重建工程，从需求、设计、寻找承
包商、材料选择、监督、建议与费
用的等，皆煞费心思，尽心竭力希
望能打造一个完善且可以永续经营
的校园。
虽然第三阶段的工程期间，受
到行动管制令的影响，造成工程一
度暂停，但至今已陆陆续续完成原
定的工程。而未来将陆续展开的工
程，包括更换综合大楼后侧楼梯白
钢门及重建校门口保安亭、候车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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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校门口前走道地面重建。1：重建后。  2：重建前。  3：工程施工中。
4：铺上两层铁支网，让地面的承重量达到 25 吨。

地面重建工程
校门口前、科技大楼右侧与后侧和篮球场观众
席后侧走道的地面，把原有的泊油地面换成防滑混
凝土印花地面，灌泥浆地基，并铺上两层铁支网，
使用G30等级的高品质混凝土，不仅坚固耐用，让承
重量达到25吨，同时也增高了地面6寸至1尺不等。

◢ 科技大口右侧地面重建
1：重建前。  
2：工程施工中。
3：重建后。

1
2 3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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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 篮球场观众席后侧走道地面重建。1：重建工程完成后，校工正清洗地面。
2：后侧走道同样采用防滑混凝土印花地面。  3：地面重建施工情况，能明显看出增高了。

廁所整修工程
垃圾槽旁厕所的窗口，从面向垃圾
槽的方向，移建至另一方向的墙面，让异
味不再飘进厕所内。同时采用最新颖的百
叶窗，提升通风和采光效果。同时，也增
设大镜子、抽风机、监视器和求救警铃。

1
2
3 4

◢ 垃圾槽旁厕所整修
1：窗口移建前的外观。
2：窗口从面向垃圾槽的
方向移至另一方向。
3：原面向垃圾槽的窗口
封上后，将安装大镜子。
4：移建后的窗口装上最
新 颖 的 百 叶 窗， 替 换 旧
式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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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邀加入“新火书厢”，一起共享阅读乐！

“新火”一词取自苏轼《望江南》中的“且将新火试新茶”。
“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意为“姑且用新火来烹煮新茶，趁着时光未老，借吟诗饮酒来自得其乐吧。”
“新火”谐音“兴火”，乃“新取之火”，寓意每读一本新书，就是一个新的开端，句号后的新起点。
“且将新火试新茶，读书趁年华”，用“新火”来烹煮阅读的热情，趁年华正好，赶紧来享受阅读的清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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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新火书厢：
散播阅读的快乐种子
文 | 林卿卿老师
在MCO期间，我对“阅读这件事”多了一
些深层的思考。
过去我致力在办主题书展、推广阅读，
期许更多的同学可以爱上阅读，享受看书的乐
趣。但这更像一个单向的输出，我依据主题推
荐书籍，吸引同学来借书。我知道我成功地吸
引了一个个爱看书的“个体”，经常到书展前
翻书，乐此不疲。这些“个体“形成了”一群
人”，姑且在此称他们为“爱阅人”。但，“
他们”究竟是谁？
在MCO期间，我多出了时间阅读了更多
的书。

新火书厢希望能结合群体的智慧，让阅读
不再只是个人的事。因此，推广阅读、举办读
书会、工作坊，到之后计划的举办展览会和各
项实际走读、户外活动等，是新火书厢的主要
责任。阅读的真正意涵，不能只是局限在“读
书”这个狭窄的框架之中，应把知识与学习、
工作、生活经验互相连结，从“知道”延伸
到“做到”。我们坚信，当阅读量提升，表达
能力增强，进而就能提升校园的创作风气。

活动内容
-----------------------------------------------主题书展 | 读书会 | 工作坊 | 展览 | 实地走读

少了在课堂上跟同学们的互动，我有些“

阅读是输入，表达是产出，同学们应从阅

空虚”。因此，我开始写文章、做阅读笔记，

读的阶段就开始思考要怎么和别人传达自己的

甚至在网上打卡，推荐我读过的好书，试图跟

阅读经验，进而达到将知识内化的过程。而读

别人做交流。此时我想，那群喜欢阅读的同

书会的存在，就肩负了训练学生表达和发声，

学在哪里？他们也在这段时间里看了很多好书

还有同理、尊重他人想法和情感的责任。虽然

吗？他们有遇到不知上哪找书的困扰吗？还是

阅读是很个人的经验，一个人静静地读与想，

他们也读了什么好书却苦于无处跟人分享呢？

很好，但那是“一条线”的阅读。一群人在一

在MCO期间，我也不断在思考。

起共读与思考、讨论，就会形成一个“圆”的
阅读。一本书，一个人阅读也许只能获得一

沉浸在阅读里固然是快乐的，可读了以后

个观点，但多人一起阅读，就能获得无数个观

呢？我们是否借着阅读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点。每个人都会带着原有的思维去接收新信息

我们是否更具备理解力、思辨力或者同理心

与激出新想法；如果有机会且愿意接纳别人给

呢？读过的每一本书，能让我变成一个有智慧

的不同面向的思考，一定会激荡出与旧有思维

的人吗？阅读后，我能合理的去批判、思辨、

截然不同的结论。

论述、发声吗？

过去在学校办活动或是读书会的时候，常

在MCO期间，我 灵 光 闪 现 ， 想 要 成 立 一

遇到时间、场地问题，在这疫情之际，我们乘

个“阅读俱乐部”，将喜欢阅读的人聚在

机将活动搬到了线上，让好书人集聚一堂，打

一起。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目前我们只有每两周

我想借取“俱乐部”的概念，让同样爱阅

一次的线上读书会，待疫情过去，春暖花开之

读的人聚集在一起，进行社会交际、文化娱乐

时，新火书厢将会有更精彩的活动等着你！

等活动，制造一个交流和对话的平台，让阅读

别犹豫了，马上加入新火书厢吧！

不再只是一件静态的、个人的事。几经商量，
最终将其名为“新火书厢”。

■■■■

39

书籍与艺文

成立新火书厢第一场读书会
林卿卿老师导读《原子习惯》
连艺林 （高二文商礼）报道、 刘宇宗 （初一勇）

你是否曾经想完成一件事情却怠惰不堪？你是否曾经想要培养某个习惯却无法坚持下去？为了推
广培养良好习惯的重要性及普及自律的方法，林卿卿老师于7月17日（星期五）晚上8时，线上导读詹姆
斯·克利尔所著的《原子习惯》。活动共吸引了72位校外内师生报名参加。
读书会正式开始前，主持人谢祉毅老师首先为大家说明“新火书厢”的由来及意义。谢老師表示，
培养一个习惯要21天，但往往未达21天，我们便放弃了。若想要努力却坚持不下去，通过这本书，21天
习惯养成法将成为一种方式，而不再是单靠意志力来达成。林老师在导读开始时也特别提到，即使没有
读过导读文本，亦可以参加读书会，因为这是生活忙碌的人们了解一本书的最佳渠道。
她解释，人是懒惰的，要养成某种习惯不能单靠意志力，而是要找到对的方法。书中提到，每个人
都有想完成的事情或欲培养的习惯，可是人们极易受到外界的干扰和诱惑，最后因无法达标而自责。作
者在书中提到，自律者是擅长建构生活的人，他们不让自己曝露在充满诱惑的环境中，则无需依靠超凡
的意志力和自控力来达成目标。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我们便能培养好习惯并使它成为自然而然去执行
的事物。

什么是“原子习惯”？
在互动的过程中，林老师让大家写下自己想培养的习惯与所面对的困难。大部分的与会者都提及
了希望能培养早睡早起、持续运动或阅读等的习惯。收集了这些回应后，林老师告诉大家，原子是很小
的，而原子习惯就是通过一个个微小的改变培养出习惯。原子习惯是生活的基本单元，当所有原子习惯
累积在一起，就会构成生活的方方面面。简单来说，每天有1%的提升，积少成多便能累积成一种习惯。
只要坚持多年，那些一开始显得微不足道的改变都会如复利般累积成我们想要培养的习惯。
她还提到，系统比目标更重要，即使每个人有着一样的目标，却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功。目标的达
成只是短暂的改变，而目标会限制快乐，习惯却不会。这是因为习惯会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因而作
出改变。欲培养或改变某个习惯，就得先从改变行为开始，而行为改变的层次分为结果、过程和身份。

你想要成为怎样的人？
林老师表示，作者在书中提及一个重点，与其把目标定在想达到某个阶段或成果，不如定在自己想
要成为怎样的人。她强调，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类型的人是养成习惯的关键，并且可以通过生活中的阶
段性成果来验证自己。在与会者写下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后，林老师提醒大家应先决定自己的新定位，
再通过行动向自己证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并非要改变自己的身份，而是要把坏习惯改掉，进而培养
新的好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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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习惯的四个步骤

提示

渴望

回应

奖赏

提示我们的大脑

渴望是行为的动

回应即行为，可

奖赏是达成最

可以开始进行一

机，为了得到回

以是实际行动或

终目标后所能

个行为。

报，我们便开始

想法。

满足渴望的。

进行某个行为。

例子：
当我们收到信息时手机响起（提示），我们想知道信息的内容（渴望）便拿起手机阅读信息内容（回
应），最后我们因阅读了信息而满足了渴望（奖赏）。

习惯为我们带来自由
当我们养成良好的习惯，便会有更多自由思考与创意所需的心理空间。在《原》中，作者认为学会
专注可以带来成功，习惯则可以减轻一人的认知负荷。建立了一个习惯后，便可轻松地完成生活中的基
本事物，而心智便能自由地聚焦于新的挑战。总的来说，习惯是重复多次至产生自动化的行为，而习惯
的终极目标是以最少的能量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

习惯记分卡与习惯堆叠
通过习惯记分卡，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自己应该做什么，简单地将一天活动内容写下，如“起床
后关掉闹铃查看手机去卫生间刷牙洗脸泡一杯茶。”完成习惯记分卡后，可简单标明哪项是好习惯、坏
习惯或不好不坏的习惯，通过检视生活作息来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培养好习惯的第一步。此外，我们可
以将习惯堆叠，把想要做的与必须做的捆绑在一起，就会很自然地将习惯培养起来。习惯取决于我们所
处的空间环境，将“提示”成为环境中的一部分，每日目标将会变得非常明确。
书中提到，最有自制力的人是用到最少自制力的人。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让好习惯的提示显而易
见，让坏习惯的提示隐而不见，养成习惯的过程将变得更加容易。此外，我们可以将诱惑与习惯捆绑在
一起，让习惯变得更有吸引力，或创造动机意识，在解决难题后以喜爱的事物来鼓励自己。

让行动变得轻而易举
林老师认为，降低阻力、减少培养好习惯的步骤、营造适合的环境，可以让行动变得更加容易执
行。两分钟法则，即犹豫于惰性与行动之间时马上动起来，便解决了“万事起头难”的难题。比如，在
犹豫是否要出门跑步时，马上换上运动鞋，就会“降低阻力”，让“跑步”变得更易执行。欲培养某种
习惯，我们需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急于成果只会让自己对该习惯产生负面情绪。为了培养好习惯，我
们应适时对自己狠心些，如删除手游或娱乐软件、设定自动存款、降低信用卡额度等。此外，习惯追踪
器有助于确保自己有定时完成每日任务，把习惯给忘了的时候也可以迅速回到正轨。
作者詹姆斯以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为例，只要让提示更明显（把运动鞋放在显眼处）、让渴望更
强烈（参与健身房课程）、让反应更简单（降低每次锻炼要求）及让回报更满足（与朋友一起锻炼，从
运动与友谊中收获双重满足），那么要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并不困难。反之，我们可以通过让提示不明
显、让渴望没有吸引力、让反应更困难及让回报不满足来改掉坏习惯。
最后，林老师在为与会者者解答困惑时鼓励大家循序渐进地培养起某种习惯，勿在一开始便设定过
大的目标，要相信习惯是日积月累而成的。在设立身份认同感时改变自己的思维，肯定生活中的每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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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小进步，切勿因成果不明显而心生焦虑。她强调，在培养习惯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许多快乐
的事情会与习惯相斥。然而，一味地进行那些带来愉悦感的事情会增添未来的痛苦，牺牲现在的享乐能
换取未来的成就和快乐。

故事一

故事二
造就成功的是日常习惯，而不是千载难逢的转变。好

只要你愿意坚持，那些看起来微不
足道的改变都可以改变你的生命。

习惯会让时间成为你的盟友。

高中时，詹姆斯•克利尔因被棒球击

2003年，英国自行车队聘请了一位新教练，这位教

中而重伤，大学时加入棒球队却只能坐冷

练与众不同在于他注重的是“聚集微小提升”。他认为，

板凳。自此，他开始改变自己的习惯，每

只要技术提升了1%或某细节提升了1%都是一种进步，如让

日都早睡。由此一来，他得以集中精神听

自行车座椅更舒适、增加轮胎摩檫力、加热骑行服以保持

课，课业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他变得

肌肉温度、把脚车漆成白色以便于找出贴在车身上的尘埃

越来越自信，顺利地加入棒球队后成为一

等。最后，在这些看似微小的提升背后，英国自行车队成

位优秀的棒球运动员。

功夺下多项世界冠军，并在奥运会夺得多项金牌。

习惯需通过积累而成
李诗涵（SMK Taman Johor Jaya 2）
由于我一直以来都对读书会感兴趣，却苦于没有参加的机会，因此在华文老师的介
绍下，我参与了兴华中学的《原子习惯》读书会。即使不曾阅读《原子习惯》，但是在
林老师的导读下，我深深地明白习惯是需要累积的。行动管制令期间，我因没有马上完
成老师所布置的作业而导致功课大量累积，最后耗时许久才把功课完成。我并不是一个非常自律的人，在
中三时也曾制作子弹笔记（Bullet Journal）规划时间，那段时间感觉特别有满足感。但升上了中五后，
因课业与课外活动较为忙碌，导致时间管理出现问题，无法同时兼顾。对于这一次的读书会，我收获良
多，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参与类似的读书会！

不让坏习惯控制生活
涂慧晶（初三爱）
我曾在网络上看过《原子习惯》的介绍影片，当时非常感兴趣却没借这本书来看。
恰逢林卿卿老师导读这本书，我便报了名，希望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理解这本书。导读会
过程中，我听得非常认真且出神，从中也收获了不少。导读会后，我从书里的道理寻找
到了生活的意义，变得更加乐观之余，我在思考时也更加实际了。我认为培养习惯非常重要，把坏习惯改
掉更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把坏习惯控制好，它就会控制我们的生活。目前，我希望自己可以更
加自律，不拖延作业进度，改掉自己的惰性。

学习培养习惯的办法
李真善 （初二爱）
《原子习惯》读书会的内容非常接近中学生的生活，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通
过此次读书会，我了解到了许多有效培养习惯的方法，如设立目标的方法、如何抵挡诱
惑等。我也会开始建立一些好习惯，努力督促自己不再重复坏习惯。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浏览
林卿卿老师导读《原子习惯》

https://cutt.ly/Rd3TL6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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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
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读书会
陈慧珊（高一文商义）报道

你了解自己的天命是什么吗？当确定了自己的天命后，你是否能够
不忘初心、坚定地往它走去？来自高二理孝的郑理晏同学透过导读《牧
羊少年奇幻之旅》这本书，带出天命的意义，更让大家明白整本书的核
心：“当你真心渴望某样东西时，整个宇宙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完成。”
这场《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读书会是于7月31日（星期五）晚上8时，透过Google Meet 线上平台进
行。这是我校“新火书厢”成立后的第二场读书会，且首次由学生带领导读，吸引百位师生与校外人士
参与。

郑理晏 供稿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牧羊少年。
从前，有一个平凡的牧羊少年，两次梦见了一个小孩带他去金字塔，告诉他，他能在那里找到宝
藏。牧羊少年为此犹豫要不要去寻找宝藏时，遇见了撒冷国王。国王说服了他，他于是踏上了寻找宝藏
的旅程。在旅途中，他被人欺骗、帮助、收留，遇见了让他生命做出改变的人—— 水晶商人、英国人、骆
驼夫、法蒂玛和炼金术士。最终，男孩找到了宝藏，也收获了真爱、宇宙之语和天地之心。
这本书在我的书橱里待了三四年，终于在我17岁的时候被我拿出来阅读。才赫然发现：有一个宝藏
在我书橱里埋了三四年，真是相见恨晚啊！这看似一个简单的寻宝故事，其实却蕴含了无限深意。牧羊
少年带给我的感动，是没有看过故事的人所不能体会的。
我觉得，牧羊少年能成为牧羊少年，便已经十分不凡。他出生在一个农人家庭里，父母亲送他去上
学，希望他能成为一名神父，为家庭带来荣耀。可是少年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要去旅行，他要认识
这个世界，他鼓起勇气将自己的内心告诉父亲。我讶异于父亲对此竟没有多加阻止，还为少年出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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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成为一个牧羊人。我想，这是因为旅行也是父亲的渴望吧。“他不得不深埋了这种渴望，但渴望依
旧存在。”作者如此描述着父亲。或许多年以前，父亲为了生存，为了养家糊口，放弃了心中的梦想。
牧羊少年在旅途中遇见真爱后，一度想放弃宝藏留下来与她厮守终老，但炼金术士告诉他，随着日子的
推移他会越来越频繁地想起宝藏，想起未完成的天命，直至心神都被占据，便再也快乐不起来。于是我
深信，梦想可以被放弃，却无法被遗忘！若它是你的天命，那它时时刻刻都会提醒你它的存在，直至你
老去死去。

◢ 撒冷国王——麦基洗德

天命又是什么？撒冷国王—— 麦基洗德告诉男孩：“天命就是你一直
想去做的事。完成自己的天命，是每个人唯一的职责。”他说，人们从
小已经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只是岁月的流逝会产生一股神秘的
力量使众人相信根本不可能完成自己的天命。是啊，小的时候不管多么
天真无邪、异想天开，我们都会对自己的“梦想”坚定不移，相信那便
是自己的使命。可是长大后，见的世界多了，便越觉自己的渺小与从前
的自大，渐渐否定自己的能力及未来的无限可能性......最终放弃了
自己的天命。我很喜欢撒冷国王与牧羊少年的对话的部分。
撒冷国王在我心里是一个老智者的模样，留着长长的胡须，像是
皑皑的白雪。他会让我内心的牧羊少年重新思考：我的天命是什么？我
内心最渴望的又是什么？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在陌生的城市被欺骗后，牧羊少年在一家水晶商店暂住下来。他
为水晶商人工作了十一个月。期间，牧羊少年提议了一项创新的经营水
晶商店的方式，必定能带来大生意。水晶商人却告诉牧羊少年，他习惯
了旧有的样子，觉得保持现状其实不错。“我不希望做任何改变，因为

我不知道该怎么应付改变。我只习惯原有的样子。”习惯为我们搭建了一个舒适圈，呆在里面让我们获
得足够的安全感，去忍受它带来的枯燥乏味。即使痛苦，我们也不愿意离开，因为我们害怕未知，害怕
失败。从此我们固步自封。但到最后，水晶商人还是接纳了牧羊少年的提议，踏出了改变的那一步。其
实往另一方面想，安于现状也不尽然是坏事，可以是一种知足常乐。如果你想要的是平淡的生活，那并
没有错。可若你在平淡中被种种无限的可能性拨动了心弦，或许那是天命对你的呼唤。我相信，勇于挑
战的人是不会变得软弱的。
但这一切都要看我们如何去选择。水晶商人选择不去麦加朝圣，而是靠着对朝圣的想象生活下
去。“Maktub。”他说，注定。也许，这便是他的天命。
牧羊少年遇见的爱情令我感动。在故事的开始，牧羊少年曾幻想过安定下来，与买羊毛商人的商人
的女儿过生活。可事实证明，如果他没有放下她踏上寻找宝藏的旅途的话，他就不会遇见他的真爱——
那个沙漠女人，法蒂玛。这对年轻人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不要过早地为了一个人束缚自己，放弃
自己的梦想。在牧羊少年与法蒂玛四目交接的刹那，时间静滞。他
的真爱，竟是一见倾心。那短短的一瞬，却被拉得好长好长。“他
明白了整个宇宙之语中最重要的部分——  世 界上每个人的心都能了解
的语言——  那 就是爱。那是比人类的存在更古老，比沙漠更悠远的东
西。”“世界上有人正在等待着你，不论在沙漠之中，或者在大城市
里。而当这两个互相等待的人，当他们的眼波交会，他们的过去和未
来就变得不再重要。”真爱被描述得多美好啊，爱情是庄重的，爱情
是不能苟且的，爱情是命中注定的。爱情不需要寻找，该来的时候，
你自然会知道。牧羊少年多想就留在那片绿州与她幸福快乐地生活下
去，但她阻止了他。“如果我真的是你的一部分，你总会回到我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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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炼金术士

边来。”她要他去追寻自己的天命。炼金术士也告诉牧羊人：“爱并不会
阻碍一个人去追寻他的天命，如果他放弃追寻，那是因为它不是真爱......
不是诉说着宇宙之语的那种爱。”
真正的爱不是束缚，不是止步不前，而是即使寂寞等待，也要成全。
人总是很容易因各种外界因素而忘了自己最初的目的和梦想。我本
要添购家里的牛奶，却在超市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抓了几包零食便把牛
奶给忘记了。所以在人生路上，最难得的莫过于不忘初衷，保持一颗赤
子之心，坚定地朝终点走去。不知道少年最后有没有成功回到法蒂玛
身边，但在文字中结束后依旧在心中继续的故事，是少年与法蒂玛幸
福美满地过着余下的日子。
书中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少年开始与自己的心对话的时候。我想很多
时候我们都会下意识忽略心在说什么，因为我们害怕面对最真实的自己。
我们害怕看见自己的怯懦与狡猾，害怕心对梦想的呼唤。可是少年让我相
信，只要我愿意听心说的话，那它就会帮助我完成我的梦想。“你的心在

哪里，你的宝藏就在那里。”与心对话之后，他可以和风对话、和沙漠对话。
“爱是什么？”沙漠问牧羊少年。我喜欢牧羊少年用沙漠、小生物、猎鹰和人来回答。从牧羊少年
的回答中，我想，爱是了解与付出，爱是用牺牲来成就。
我还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是少年横越沙漠结识的骆驼夫。“我现在正在活着。当我吃东西的时候，
我只想着吃，如果我正在行进，我也只专注地前进。如果我必须打仗，那么哪一天死，对我都一样。因
为我不需要依靠我的过去或财富而活着。我只关心现在。如果你能活在当下这一刻，你就会活得很快
乐。你就能够看清沙漠里永远有生命，天上永远有星星，而那些部落之所以会战争只不过因为那就是生
命当中的一部分。生命对你来说将会是一场饗 宴。一个盛大的庆典，因为生命就在我们活着的每一个
当下。”这不禁让我想起龙应台先生的《走路、洗碗、剥橘子》，这位骆驼夫，想必也参透了生命的本
质。可敬！多想像他一样，成为更真实、更坦率、更勇敢面对生活的人啊！
结局出人意料却让我很喜欢。少年找到了宝藏，而宝藏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实在是令我惊喜万
分。人最终果然还是要回家的，但在那之前必须在外闯荡一番，而所有的经历都会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钦佩于牧羊少年的勇气：他离开了自己熟悉的地方，离开了家人，还卖掉了羊，成为一个没有羊的
牧羊人。他孤身一人飘洋过海去到陌生的城市。也许耐得住孤独，是完成天命的必要条件。感谢牧羊少
年—— 圣狄雅各，他让我重新倾听自己的心，思考自己的天命，寻找自己的宝藏。牧羊少年的故事能够让
迷茫的人找回方向。我想，我也在牧羊少年的故事中，找回了自己。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牧羊少年。每一个牧羊少年，都必须谱写出自己的寻宝故事。
教你如何辨识“天命”：
1. 天命是一件放弃比坚持更令人痛苦的事。
2. 完成“天命”这件事会带给我们至高无上的快乐。
3. 天命可以被放弃，却不能够被遗忘。若不去完成，会留下遗憾。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
郑理晏导读《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https://cutt.ly/dd3Ep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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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主题书展：
疫情之后，如何安心

复课后的这几周，同学们的心情可能各不相同：
有些同学对当前的疫情，仍会担心害怕；有些或许
学习压力很大；有些同学可能会不适应防疫期间学
校的上课方式而烦躁 ... 等等。
在生活中，情绪创伤总有时遭受不管是失败、内
疚、悲伤，还是孤独、愤怒、压抑。这些坏情绪就
像身体的磕磕碰碰一般，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里，我们想要对你说：情绪不需要被克制，
你越克制，反而越会把焦点锁定在坏情绪上。情绪
需要的是引导，是排遣。换句话说，我们应当学会
“御情良方”，正确地疏导不良情绪。对于同一件事，
认知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情绪反应也有所不同。
最最重要的是，永远都要相信：无论如何，希望
常在。只要有希望，就一定能跨过去。
因此，图书馆的主题书展为你整理了一系列书
籍，欢迎入馆翻阅！
我们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努力到了现在，相信各
位同学一定能越战越勇，2020，我们奋力向前！

浏览延伸阅读书目

https://cutt.ly/Bd3ss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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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书单
A. 入门书籍
《一本小小的情绪管理书》董如峰 | 中国纺织出版 | C176.5
本书结合作者多年从事心理咨询工作的经验与心得，针对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的
情绪问题，结合实例，给出相应的情绪疏导方法。希望读者能够借由这本小小的情绪
管理书，重新认识情绪、接纳情绪，从而学会应对各种“大大”的情绪问题。

《情绪：深入了解情绪，化解焦虑抑郁的时代病》
莉莎•费德曼•巴瑞特 (Lisa Feldman Barrett) | 中信出版 | C176.5
知名心理学家、神经科学家莉莎·费德曼·巴瑞特博士基于多年的深入研究，提
出了全新的情绪构建理论，这个理论将彻底改变我们对人类大脑的认知。作者认为，
情绪并非与生俱来，它也不具有普遍性。情绪不是被激发的，而是由个体创造出来
的。情绪的出现是各种因素（包括你的各种生理特征、灵活的大脑以及文化背景和成
长环境）协调作用的结果。因此，我们能够通过具体可行的方法，管理情绪、控制情
绪、提高情绪管理能力，学会接纳自己，体谅他人，从而打造融洽的人际关系，拥有
和谐幸福的生活。

《整理情绪的力量》有川真由美 | 鹭江出版 | C176.5
你的生活方式，与你如何对待情绪垃圾息息相关。《整理情绪的力量》选择了愤
怒、焦虑、嫉妒、拖延等多种生活中时刻出现的消极情绪与习惯，以实用、亲切的情
绪调节技巧依次审视，各个击破，割断消极情绪的乱麻，彻底将它们逐出生活。按本
书中介绍的方法去做，你的心境也会像大扫除后一样轻松透明。

《情商：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
丹尼尔•戈尔曼 (Daniel Goleman) | 中信出版 | C176.5
作者利用大脑与行为科学的突破性研究，说明了高智商的人表现不佳、普通智商
的人表现良好的影响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自我意识、自律和同理心，它们不是天生固
有的，却能为我们另辟蹊径。情绪智力成形于我们的童年时期，但可在成年时期继续
培育和加强——这对我们的健康、人际关系以及工作将会产生直接益处。
情商是一种基本生存能力，决定你其他心智能力的表现，也决定你一生的走向与
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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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心灵力量
《给不小心就会太在意的你：停止脑中小剧场，轻松卸下内心的重担！》
水岛广子 | 日月文化出版 | C176.5
当事情不如预期，你忍不住就会愈想愈多，在脑中搬演各种小剧场？怎样才能学
会对事不对人，把情绪和事实分开？如果问题是自己造成的，该如何整理沮丧受挫的
心？如果被对方的行为或话语所伤，又该如何不受影响？要甩开这种凡事太在意、想
太多、自寻烦恼的情绪包袱，是有诀窍的，本书公开“让自己变得柔软而强大”的思
考模式，找回自在、平静的心！

《如何才能不焦虑》
克里斯多夫•柯特曼 (Christopher Cortman) | 北京联合出版 | C176.5
《如何才能不焦虑》首先呈现了现在对焦虑的理解、大脑如何产生焦虑、焦虑
的功能以及它在人类生存中的贡献、病理学的进展等。然后，作者分章节介绍了五种
主要焦虑症（恐惧症、惊恐障碍、强迫症、广泛性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产生原
因，结合实际例子讨论应对策略和克服这些焦虑症的练习。

《真正的接纳，就是爱上不完美的自己：点击量破千万的内在成长课！》
爱丽丝•博伊斯 (Alice Boyes) | 中国友谊出版 | C176.4
部分人都知道自己并不完美，不过，如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有许多人，要么因自己的性格缺陷而自卑不已，要么终其一生都在徒劳无功的证
明自己。只有学会接纳自己，与自己的不完美和解，才能够真正迎来人生的蜕变。
在本书中，作者从人们不容易接纳自己的几个面向，帮助人们重新建立对自身性
格的认知。首先，你会了解到任何一种性格特质都有两面性，但是人们往往倾向于看
到性格中不好的成分；其次，你会了解到如何扬长避短，尽可能地改善自己的行为模
式；最后，你将能够接纳自己，从此摆脱因恐惧、焦虑、罪恶感或不安全感所导致的
自我厌弃行为。

C. 人际关系
《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 2：如何聪明善良，才能让你做个内心柔软，但有骨气
的好人？》慕颜歌 | 采实文化出版 | C192.1
深度挖掘为什么你善良无法锋芒的背后原因与真相。本书涉及家庭、职场、爱
情、婚姻、人际关系等各种生活场景，提出痛点建议，让你能多拥有一分合理拒绝、
适度反抗的力量。
人应该善良，但一定要有原则，有一点脾气。要有骨气，才不会让那些欺软怕硬
的人欺负你；要敢于拒绝，才不会让那些心机深重的人利用你；要有自己的原则，才
不会在生活中一直忍气吞声。请做一个柔软而有锋芒、善良而有原则的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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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康永的情商课：为你自己活一次》蔡康永 | 如何出版 | C176.4
这些年间，作者发现有件事跟会说话同样重要，那就是拥有“高情商”。他凝聚
30年来在演艺圈摸索出的门道，举大量实例、动人的故事和对话，以及独到的幽默感
和奇思妙想，帮读者扫除自卑、恐惧、自欺、空虚......等负面情绪，踏出高情商的
第一步。

D. 自我成长
《生存的十二条法则》
乔登•彼得森 (Jordan B.Peterson) | 大家出版 | C177.2
人类的基因、大脑、生理和心理现状，都是在漫长的生存奋斗史中形塑而出。
所谓生存法则，正是生物一路努力至今的成就。而作者让我们知道，如果没有爱的关
系、智慧的传统，或是心理学的洞见的帮助，单一个人要处理自身受苦的问题，会是
多么孤独、偏颇又困难。但他也让我们知道，在面对受苦的问题时，人是可以从个人
的、内在的层面，生发出力量去改变困境。

《不懂提问，哪来一帆风顺？：高手教你提升自我、拉近关系》
韩根太 | 究竟出版 | C192.32
你是会问问题的人吗？世上能言善道的人虽多，却鲜少有善于提问的人。好的提
问，可以拉近人我关系，成为社交的最佳工具！好的提问，可以强化职场竞争力，甚
至引领企业突破困局！
更重要的是，好的提问，可以让你了解自己，进而提升转化自我！

◢ 我的情绪小怪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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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潜能开发
《心流：高手都在研究的最优体验心理学》
米哈里•契克森米哈伊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 中信出版 | C170
最美好的幸福时刻，发生在一个人有意地将身体或心智能力发挥到极限，进而完
成某件具有难度或有价值的事的时候；而真正能够满足人心的，是对自己的生命真实
感到满意。最优体验需要个人的努力与创造力，以及随时随地掌控意识的能力。让更
多日常生活进入「心流」，你将拥有更快乐的人生。

《原子习惯：细微改变带来巨大成就的实证法则》
詹姆斯•克利尔 (James Clear) | 中信出版 | C170
虽然知道习惯很重要，但你经常为了自己的坏习惯苦恼，想要戒除却力不从心？
或者，你想养成好习惯，却老是半途而废？其实，问题不在你身上，而是你遵循的行
为改变系统出了问题！
作者从生物学、心理学及神经科学中撷取菁华，结合自己亲身实践的经验，创
造出简单易懂、容易执行的“行为改变四法则”。这套法则可运用于学业、工作、家
庭、健康、财富、人际关系等人生各个面向，有效帮助你打造好习惯、戒除坏习惯。

F. 文学作品
《好好活着》陈忠实 | 北京联合出版 | C855
作者是个活得通透的人。平常日子，生活是老舅送来的一对白鸽，是关中老家的
火晶柿子，是记忆里顶快活的一曲秦腔；面对人生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坎儿，先生无外
乎一个“熬”字应对，熬过去挣过去，坎儿就成了路。
忆往事、聊友谊、谈生活、话人生，陈忠实将数十年的人生感悟宣泄于字里行
间，希望给在人生旅途中辛苦奔波的年轻人带去勇气与力量。

《暖和和手套国》小川糸 | 圆神出版 | C861
作者以爱与坚强编织的梦幻小国物语── 即便位处强大帝国旁边，一群温暖的人持
续相信土地的祝福。这个国度，充满了神的祝福，人们深信那份祝福就在暖和和的手
套里......
小川系的作品，总能带给读者满满的能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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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人间征文比赛 | 初中组.三好奖

人间有温情，疫情见真情
文 | 黄佳慧 初二爱

2020年，注定是个不平凡的一年。这个春节，本该是人们欢乐、开心地迎
接春天的到来。但是因为我们遇到了一位比年兽更恐怖、更让人恐慌的“新朋
友”，让这个春天世界充满着恐慌、害怕、不安，那就是我们2020年的“大魔
王”—— 新型冠状病毒。因为它，这个春天充满了汗水和泪水，让2020年的春
天，与往常的春天截然不同。
人们常说人间有温情，患难见真情。是啊，在这段疫情期间，最危险的时
刻，总有着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天使们，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前线，他们来自全国
各地，虽然语言不同，风俗习惯不同，生活背景不同，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
同的目标—— 世界和平。为了守护这个伟大的梦想，这些白衣天使们舍弃与家
庭的团聚，站在前线，奋不顾身地为世界抗疫工作，贡献了极大的力量。
虽然疫情期间，许多人都过得非常艰辛，但依然有许多人在自己力所能及
的范围内，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帮助身边的人。
我曾在报道和各个社交媒体上看过许多无名天使的报道。一些组织筹钱向
医院、消防局等前线防疫地方送去一箱箱的口罩、防护衣等所需物资。此外，
也给孤儿院、老人院、甚至是外籍劳工等弱势群体送上食物、日常用品和陪伴
让他们能感受到世界的温暖，安稳地度过这段疫情。
无名帮助不限于钱。寒冷的街道里一盒热腾腾的盒饭，辛苦工作后一句温
暖的问候，无助、焦急时一箱箱雪中送炭的物资，孤单时温暖的陪伴，都能让
人们感到温暖。
抗疫这段时间里，最让我难忘的事是一位马来西亚的女歌手—— 李佩玲，
演唱了一首歌——《Respect 1000000》，寓意是向前线抗疫人员100万次的敬
意，包括医护人员、军警和志愿者们。听了这首歌，让我热泪盈眶，医护人员
和军警们的牺牲，换来我们的安稳生活。
“也许你以为自己平凡，也许你以为自己能做的不多，但其实每位为周遭
带来温暖的你，都是天使。”
我很喜欢这段文字。它，是为这些平凡的无名天使量身定做的，不管是在
前线对抗疫情的医护人员还是在背后默默付出的无名人士，都为周遭带来了温
暖，你们都是平凡天使。
现在马来西亚还处于封国的状态，希望我们能顺利度过这场疫情，迎接春
天的到来。齐心抗疫，大马必胜，天佑世界！

• 每位参赛者将获得由马来西亚大专青年协会颁发的电子参赛证书。

奖中学以资感谢该中学的鼎力支持。

最佳精神奖：根据该中学的总参赛人数而定。主办方将颁发奖状证书予获

：奖金 RM188 及 奖佳作奖 × 5份 ：奖金 RM88 及 奖状。

特优奖 ：奖金 RM688 及 奖状、优秀獎 ：奖金 RM388 及 奖状、推荐獎

（二）中学组

予获奖大专组织以资感谢该组织的支持。

召力而定。总参赛人数最多的大学将获额外加分。主办方将颁发奖状证书

优秀组织奖：根据该大学团体为此征文比赛积极推广宣传及对大学生的号

RM288及奖状、佳作奖x5份：奖金RM128及奖状。

特优奖：奖金RM888及奖状、优秀奖：奖金RM488及奖状、推荐奖：奖金

（一）公开组

■ 奖项 ：

■ 投稿截止日期：2020年11月11日

数：不超过3000字，包括标点符号。

独立中学（初一至高三生）、私立中学及国际学校的马来西亚籍学生。字

（二）中学组：公开予就读任何国中、国民型中学（预备班至中六生）、

不超过4000字，包括标点符。

包括所有国立或私立大专生、毕业生及各阶层人士皆可报名参加。字数：

■ 参赛组别 ：（一）公开组：开放予有兴趣的马来西亚公民报名参加，

大马公民的文学创作风气。

■ 宗旨：推广新村的多元文化及风貌，体现爱国精神为核心价值观，提升

改变,让它们能以自己独特的风格与意义继续在这城市里编写它们的故事。

历史的轨迹里。当我们去发掘这些逐渐逝去的文化历史时,是否也应该做出

地向前迈进,有些文化随着新时代发扬光大,有些文化已经默默地被遗忘在

■ 比赛简介：《文化•拓新》寓意“开拓”与“创新”。时代的巨轮不停

https://nivc5.graduanmalaysia.org/literary

| 《文化•拓新》文学征文比赛

请扫描以获取
更多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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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巴生兴华中学英语教学中心师资及学生培训慈善基金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