興
華
月
報
A U G
2020
S E P
2020

8
9

全力以赴，
為自己發光。

ISO 9001:2015 Certified

2

目
录

141, PERSIARAN RAJA MUDA MUSA,
41200 KLANG, SELANGOR D.E. MALAYSIA.

Website: http://www.hinhua.edu.my
E-mail: hinhua@hinhua.edu.my

HIN HUA MONTHLY

1 焦点

2021 学年新生入学试
03 疫情无阻 1246 位考生报考
09 兴华中学线上开放日系列活动（1）

- 行政家长交流会
11 兴华中学线上开放日系列活动（2）
- 线上校园导览

校园动态

2

14 辅导活动：感受粉彩疗愈魅力
16 辅导活动：陪你同行，与你相伴
18 英语活动：Matilda Reading Club

3

闪耀星光

20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奖助学金

暨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全力以赴，为自己发光

5
30 你真的会阅读吗？
32 教师悦读分享会：

22
23
25
27
28

4

第 45 届高中统考各科成绩特出考生
高初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
关于备考我们有话要说 ......
初中统考优秀生感言
初三级备考讲座

书籍与艺文

《民国的慢船》线上导读会
35 《生活需要仪式感》导读会
37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线上读书会
40 掌握对的方法 , 让学习成为一件快乐

的事 ! 线上分享会
43 阅读主题书展
47 得奖作品：好文共赏

出版：兴华中学
顾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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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编辑：林卿卿、谢祉毅、陈胜耀
报道：大众传播出版学会

排版：蔡美玲、叶婷婷、贺字宁
封面设计：陈胜耀
摄影：蔡美玲、刘美娥、摄影学会
承印：益新印务有限公司 (45169-K)

入
学
试

●

2021

学
年
新
生
入
学
试

9月13日共有1246位小六生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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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am

我校入学考试。早上6时起，新生考生
陆陆续续抵校。当天下起细雨，教职
员、学长团、童军团和少年服务团引
领撑伞小六生进入校园。为了维护考
场的防疫与师生安全，家长不入内。

● 所有进入校园的小六考生，按我校防
疫SOP，使用免洗搓手剂和经过红外线
测量仪测量体温。

疫
情
无
阻

1246
位
考
生
报
考

● 当天也设了临时报考柜台，让未报考
的小六生现场报名，并设有电脑查询柜
台让小六生查询考场。

● 进入考场前，小六考生在教职员和学长
团的协助下整齐列队，依序进入各自的考
场。考场设有朝阳堂和国字楼课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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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场考试从上午8时30分开始，共3

8.30am

科，包括华文、英文和科学。

10.45am

● 因应不堂食规定，中场休息时，同学
们被安排在原考场的座位上，享用校方准
备的小点心，以避免走动及减少接触。

● 下半场考试则从上午11时30分开始，

11.30am

分别考国文和数学两科。

1.00pm

● 考试结束，小六考生们按疏散指示，依
序离开校园。

入
学
试

花絮
中场休息

● 中场休息时，教职员与学生帮忙派发点心盒给每一
位小六考生，并教导如何使用“口罩保护卡”，在用
餐时正确且卫生地收起口罩。用餐完毕后，教职员与
学生也负责餐盒的回收分类，贯彻我校的环保理念。

| 小点心分配

| 教导如何分类

| 教导如何使用＂口罩保护卡＂

| 回收区进行环保分类

各科批阅现场

● 各学科批阅老师和协助的职员、学长团，陆续从早上10
时45分开始批阅考卷至傍晚7时左右方完成，过程严谨。

| 华文组

| 英文组

| 国文组

| 数学组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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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现场

●

新生录取名单公布后，校方特别于9月19日、21日至23日，在朝

阳堂开设注册柜台，让家长正式为孩子注册入学，同时了解后续购
买校服、课本簿册、始业辅导等安排详情。

| 辅导处主任谢广婷老师为家长讲解来年

| 校长室助理蔡佩容女士为家长详说注册

始业辅导详情。

流程。

| 注册柜台。

| 注册柜台工作人员细心服务。

| 仔细查看、仔细填写学籍资料。

| 填写资料有问题时，资讯科技处老师就
在旁给予协助。

| 家协及校友会理事值班，给一把力。

| 董事及家协理事到校关心注册情况。
右一为苏进存校长。

入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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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林捷婷（高一文商平），
陈芷妤（高一文商礼），巫语暄（初二孝）

报考兴华是我的选择

想参加兴华排球校队

何采珆（青年华小）

许俊研（哈古乐小学）

希望能够在兴华度过
中学生涯
李嫒娃（巴生兴华小学）

报考兴华是我自己的决

相较往年，今年是特别的

定，因为我认为兴华的教育甚

一年，因为疫情关系，UPSR考

我会报读兴华，是因为觉

好。我对兴华的第一印象为校园

试被取消了，我觉得有些可惜，

得兴华环境很好，师资优秀，教

非常广大，设备软体皆先进，感

因为我无法评估自己这六年来的

学设备也非常齐全。虽然今年

觉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会很开

努力的成果。在爸爸的推荐下，

UPSR取消了，但我还是每天在家

心。对于此次的入学考试我祈求

我来到兴华报考了，有些难以置

为今天的入学考试做准备。入学

能被录取。

信，那么快就要迈入学习生涯的

考过了，我还是感到很紧张，因

下一个阶段，希望我能顺利考入兴

为我很害怕考不进。我希望能够

华，参加我梦寐以求的排球校队。

被兴华录取，在这里度过我的中
学生涯。

一探科技感的校园

校园防疫SOP佳

陈瑀涵（滨华二校）

潘梓轩（甘马挽挽华小学）

希望跟随姐姐脚步在
兴华读书
郭俊阳（巴生兴华小学）

走进校园，我觉得既紧张

虽然居住的地方遥远，但

又兴奋，一方面是为接下来的入

是我会报读此学校，是因为我有

我有一位初二的姐姐在这

学考试感到紧张，一方面是为

一个姐姐也在这里读书，今年已

里念书，因此我想和她一起读兴

看到充满科技感的校园而感到兴

初二了。我认为兴华中学校园很

华。据我所知，这间学校的环

奋。相比小学来说，兴华很大，

大，学术成绩表现优秀，让我想

境、设备和师资等都很优秀。我

校园也干净，而这也是我报考兴

在这里就读。虽然今年因新冠疫

为我即将升中学感到有些忐忑，

华的其中一个原因。我会报考兴

情UPSR取消了而没有做太多的考

因为今年没有了UPSR而错过了一

华，主要是因为兴华的学习环境

前准备，但是我还是为我自己即

个里程碑，但是我还是为自己即

很好，设备和校舍都令我向往。

将升中而感到很期待。今天的入

将迈入下一阶段开始新旅程而感

我很期待未来在兴华的生活，也

学考试，我认为校园的防疫SOP处

到开心激动。为了成功进入兴华

希望我能顺利考入兴华。

理得很好，让我可以安心的考试。

念书，我在考试前整个星期都做
了准备。我希望我可以考进这
间学校，日后和姐姐在同一间
中学念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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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华中学口碑佳
吕凤凌（家长）
我本身并不是受华文教育

母校办校水平长年
提高
张筱韵（家长、兴华校友）

的，愿意让孩子报考独中并选择

让孩子进入兴华中学是我

兴华，是因为觉得独中的师资相

和丈夫的一致决定，因为我们两

对国中来说会比较好，老师们都

人都是从兴华毕业的，对兴华的

比较有责任感，学习也会比较系

教育都非常有信心。兴华除了在

统化，而且兴华是一间有口碑、

学术上要求进步外，也非常注重

有水准的学校。学习环境佳，

人格培养，而这正符合我对孩子

学生也非常有纪律，在众多独中

的教育的期待。兴华的办校水平

内，兴华办学属名列前茅。入学

长年都在提高，作为家长，我们

考试固然难，但是我希望能给孩

也一直在努力跟上步伐，希望能

子一个机会去尝试。

给孩子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从视频得知校园环境
优良

肯定兴华校风与纪律

梁依琳（家长）

叶晓凌（家长、兴华校友）
曾经就读兴华中学的我，

我曾经在视频得知此校环

理所应当的希望孩子也可以进到

境优良且美观，也得知这间学校

兴华接受教育。兴华中学的校风

的水准很高。在我们家庭中，

与纪律也是我让孩子报考兴华的

我有一位已中学毕业的侄女也是

主要原因。看到兴华一步一脚印

独中生，曾在隆中华接受华文教

地从那简陋的校舍，建立到如今

育。因此，我也让儿子参加今年

的设施硬件都如此齐全，我非常

入学考试以报读独中。我认为兴

感动，也希望孩子能善用如今那

华中学除了水准高和环境优良，

么良好的设备，在学术或各方面

师资也很优秀而且教学设备完善

获取优异的表现。

齐全。我希望我儿子能被录取，
在此学习，成为一个品学兼优的
学生，并继续保持现有的上进心
和自信心，勇不畏惧地去面对一
切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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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 | 谢祉毅老师

为了让本届考生及家长了解学校的办

而高中则以程序语言、电子专题、商业美

学、校园软硬体和入学试当天的校园防疫

术、水墨画、公民教育、人文电影赏析等

及考试进行情况，我校于8月29日(星期六)

博雅系列开放选修课程，引领学生探索可

上午10时正，利用Zoom线上平台进行了行

发展的生涯规划。除了多元的选修课程，

政家长交流会。本次的线上交流会吸引了

为各级学生设计的天文学识学习营更是

300余人出席，当中有超过70%的家长是首

学校课程的一大特色。教学上则以专题研

位孩子报读兴华中学，显示了我校办学理

究、问题导向、协作学习、探究式学习等

念得到了社会人士的认可。

模式为课堂教学设计轴线，提供以学生为

各行政部门主任在苏进存校长的带领
下，扼要简报我校的办学方针、教育与课
程结构、升学出路等教育课题。此外，李
荣兴副校长也特别讲解9月13日的入学考试
概况，并呼吁家长和学生们谨慎遵守校园
防疫措施，以确保入学考试顺利进行。
教务处主任许梅韵副校长讲解我校高
初中的课程结构，说明除了基础知识性课
程教育外，初中课程亦设置如AI、生活、
家政、艺能类的手创系列校订选修课程，

| 苏进存校长

主体的个体发展平台之余，也兼顾群体协
作的学习氛围。许副校长表示，兴华中学
注重学生的学习成长经历，因此在教学评
量上布置多元、形成性评量结合学期末的
总结性评量，评估学生的全年发展。
接着，英语教学中心主任莫壮燕副校
长针对我校英语课程与师资专业资格进行
简述。莫副校长表示英语教学中心的老师
都具备中学英语教师专业资格，以专业知
识及教学法带领学生进行多元的英语学习
活动。

| 许梅韵副校长

| 莫壮燕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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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Zoom线上平台进行了行政家长交流会。

课程内容方面，我校以欧洲共同语言参考标准

堂”的共同点是，它们都是校园学习活动。“第二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CEFR)

课堂”是“第一课堂”的延伸或辅助。课外活动开

）相对应的教材进行教与学。CEFR主要分成A1，A2

拓更多的价值空间、营造更多的成功经验，让学业

，B1，B2，C1，C2

六个等级。在国家教育蓝图底

成绩好的学生可以发展他另一种不同类型的学习领

下，SPM学生毕业后需至少具备B1等级，而我校英语

域，可以加深学习，开拓视野；同时也让学业成就

教学中心的教学目标则锁定学生毕业时拥有至少B2水

低的学生较容易找到可以发挥的空间、可以扮演的

平，并具备以英语进行专案写作（English Academic

角色，使他们多少有机会获得肯定。谢副校长也简

Purpose（EAP））的能力。因此，我校英语课程采取

介了我校学术、艺能、表演、服务、体育五大类共

能力小班制教学，学生会根据相应的英语水平进行分

五十余个团体及其费用供家长们参考，让准兴华学

班，每班30至35人，从而达到因材施教的效果。

生可以了解我校课外活动多元选择。

训导处主任李荣兴副校长则表示，我校注重学生

中学作为衔接大学的中转站，高中毕业后的出

的生命教育和德育的培养，各级都有既定的品德教育

路都成为了家长们关注的重点。升学与国际事务处

目标，通过级联活动、班会、辅导活动等进行品德教

李辉祥主任为大家展示我校毕业生近年来在国内外

育。我校亦于多年前开始推行了校园环保及零垃圾运

的升学表现。除了本地私立大学外，我校毕业生也

动；在校园内禁用吸管和自带环保便当盒的习惯亦提

到世界各个角落升学。南半球的澳洲、北半球的中

升了学生对环境的关怀意识，将保护地球实践在生活

国、南美的美国、加拿大、欧洲的英国等，都有我

中。此外，在兴华六年的中学学习生涯中，校方会系

校毕业生的足迹。当中有部分的学生更是获得了大

统性地培养和灌输学生的自觉、自学与自律精神，当

学或该国家的全额奖学金在国外接受免费的大学教

中包括生命指南针的使用，7大习惯和PDCA的建构与

育，升学出路广泛。

实践等，让同学可以自主自律地管理自己的生活。

除了各处主任的介绍与讲解之外，李荣兴副校

课外活动处主任谢锡福副校长也在线上介绍了

长也为家长们说明入学考试当天的防疫措施及考试

我校课外活动概况。他说，在兴华中学，课外活动是

作业流程。由于现阶段我国仍处在复原式管制期，

自创校以来重要的群育活动。“六育均衡是我校的办

高密度的人口聚集依然存有很大的病毒传播风险，

学方针，因此课外活动很早就被列为学校正课。”谢

因此入学试当天校园并不开放让家长参观，校园食

副校长指出，课外活动提供较多样化、较生活化、较

堂也因不允许堂食的条规而没有营业。此外，凡出

有机的学习体验，激发潜能、发展兴趣。他说，课外

入校园的考生都必须测量体温和使用免洗搓手剂清

活动也称为“第二课堂”。“第二课堂”和“第一课

洗双手，并全程佩戴口罩，确保校园防疫万无一
失。校方在考试中场休息时，为每一位考生提供小
点心，间中也教导考生如何使用＂口罩保护卡＂及
进行环保分类。考试结束后，服务团体将有序引导
考生到底层各空间，再让考生自行走向与家长约定
的地点见面。
线上交流会让各行政主任介绍了兴华中学的办
学特色和理念，家长们也积极在留言栏上咨询和交

| 谢锡福副校长

| 李荣兴副校长

流，所有的疑惑都得到了满意的回应，让更多的家
长笃定将孩子送到兴华中学完成中学六年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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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报道 | 陈欣蜜 ( 高一文商平 ) 、
林礼俊 ( 初二智 )

为了让更多人认识我校校园，因此我校于9月
19日（星期六）早上9时30分开始，在面子书以线
上以直播的方式，进行了校园导览，让所有对兴
华校园充满好奇的家长与小学生能够了解我们兴
华校园的每个角落。
当天共进行了两场导览，分别为华文版本
及英文版本的导览。华文版本的导览由林莉媛（
高二文商和）及陈胜业（高三理爱）主持；英文
版本的导览则由陈慧尹（高二文商智）及林佳胜
（高三理爱）负责。在升学与国际事务处、英语
教学中心带领下，事先拍摄导览影片，导览校内
各个地点，并由学生负责配音。当天主持人是在
chrome lab 进行实体直播，使用直播与影片的方

2

式穿插进行。

1
2
3

|

1.华语导览由林莉媛（右）及

陈胜业主持。2.英语导览则由陈
慧尹（右）及林佳胜负责。3.实
体直播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合影。

华语场次

英语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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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校园导览制作团
顾问 / 苏进存校长

摄影与剪辑 / 甘家毓 S2SF

组长 / 莫壮燕副校长、谢广婷主任

工作人员 / 谢佑俊 J1Y、郑壹芯 J1T、

华语修稿与旁白指导 / 刘久进副主任
英语修稿与旁白指导 / 莫壮燕副校长、王翠玲师、黄学静师
华语影片旁白 / 严薇渝 S3SL、陈婕思 S3ACH
英语影片旁白 / 王暐玲 J3F、张立仪 S2ACM、蔡丽恩 S2ACM、
黄玮欣 S2ACW、颜明慧 S3ST、邢淑晴 S3ACH

华语主持人 / 陈胜业 S3SL、林莉媛 S2ACH
英语主持人 / 林佳胜 S3SL、陈慧尹 S2ACW

谢英姿 S1SL、林安琪 S1SL

技术顾问与支援 / 殷勇进校友、杨秉松校友、
刘美娥师、蔡美玲小姐

合作单位 / 数学学会、电脑学会、天文学会、
远距观测小组、图书馆服务团、
校史馆服务团、机器人学会、
宿舍自治会、First Lego League

统筹与执行 / 李辉祥主任、巫美萱、黄思贤

感谢幕前幕后师生的用心付出
李辉祥老师（升学与国际事务处主任）
这是我们第一次承接线上直播的任务，庆幸最终顺利完成。准备期约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是新手，一
开始不断的测试不同的直播方式效果，网上研究各式各样的直播器材，并陆续添购了所需设备。同时间也公开
招募中英导览员、摄影与影片剪辑师及工作人员，最终吸引了上百位各年级学生踊跃报名参加。之后开始确定
导览地点、撰写修订及收集导览稿、拍摄场景构思、旁白指导及录音、影片拍摄，剪辑及配乐，到正式直播当天，有赖幕前幕后
参与的老师及同学齐心完成，而过程中所遇到的挑战及困难，也一一顺利解决。为了维护校园防疫安全，我们希望这一次的线上
校园导览，可以让无法到校的家长及新生，透过线上导览的真实校园环境及设施设备认识，而对我校的教育理念及办学措施有更
进一步的了解。但我们也相信，在不久的未来，最终我们会在这书声琅琅美丽的校园里与你相遇。

感谢有机会参与服务
甘家毓（摄影与剪辑，高二理孝）
今年的校园导览影片，整整花了2个星期的时间来完成。3天拍摄，11天剪辑和修改。13个地点，2个语
言，共26支影片，总时长超过40分钟。
若按原始计划走，我校原本使用的方式是当场直播，但由于直播的方式在技术方面较棘手，于是改用了“
预录模式”。虽然预录模式花的时间较长，但无论是在表现、画质、音效等方面的效果都远比直播方式来得更佳。采用预录模
式，就需要拍摄者与剪辑者，因此我也有幸参与今年校园导览的工作。
我个人喜欢摄影和制作影片。我在初二时加入摄影学会学习一年后，于初三那年成为了我校《校园报报看》的一员。我的录
影及剪辑方面的知识多为自学以及参与《校园报报看》工作坊得来，与“专业摄影剪辑师” 相比，仍有很大的努力及进步空间。
总的来说，很高兴能被课外活动处副主任刘久进老师推荐参与此次的校园导览工作，让我拥有为校服务的机會。当然，我
也会继续努力，增进自己，成为一个更熟练、更专业的摄影剪辑师。

荣幸有机会线上主持
林佳胜（英语主持人，高三理爱）
这次是我第一次主持线上活动，我很荣幸能有机会进行线上主持。虽然不知道在直播时观众的反应如何，
但在进行直播前看了华文线上导览，我感觉观众的反应是不错的。我认为只要观众能明白我说的话，有领略校
园风光，那就证明我的表现是不错的。每当遇到新的事物，我都会认真学习，因此这次的直播我并没有遇到什
么特别大的困难。此外，我也发现进行线上的主持可以一种轻松但不随意的方式来主持，也算是一次新的体验。最后，我非常感
谢所有在线上支持我们的亲朋好友及老师们。若以后还有类似活动，希望学弟妹们能踊跃参与。

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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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到观众带着雀跃的心情
林莉媛（华语主持人，高二文商和）
这是我主持线上活动的初体验，觉得非常新鲜及特别，因为过
往所主持的活动是可以看见观众们以及他们现场的表情，而这次则
无法看见这些，只能全程盯着眼前的相机，也让我对网络直播多了
更深一层地认识。对于这次新颖的主持方式，我难免会有些许的不适应及慌张，再加
上我的麦克风在直播过程中突然没电了，让我有些慌张。我还有许多进步的空间，比
如说在镜头面前可以表现得自然些，这样才能让观众觉得我们正与他们互动，让他们
更能投入其中。当天直播后，我看了许多观众的留言，从留言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带着
雀跃的心情来了解兴华中学的。很感谢升学与国际事务处的老师们以及刘久进老师的
耐心指导，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的不足之处，并对症下药。

从体验中发现不足之处
陈胜业（华语主持人，高三理爱）
我很光荣能以即将毕业的高三生身份来主持我第一次的线上活
动，即便准备过程是甘苦参半，花费了许多心思，但只要这场直播
能带领未来的学弟妹及家长们认识兴华校园，那再多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我觉得自己的表现大致上都还不错，当影片开始播放时，我便在一旁抓紧时间
练习，所幸有之前多次的训练和老师的指导才能缓和以及从容地表达。美中不足的
是我有时会语速过快和口吃。语速太快会导致观众需要在短时间内消化大量讯息，而
其中带来的口吃则会影响整体流程度，导致观感不佳。通过这次的活动，我明白了一
般的主持模式和在线上主持模式的不同之处，也学习到了如何和观众互动，如通过提
问、邀请等方式让观众更有参与感。我想感谢李辉祥老师、刘久进老师、两位升学与
国际事务处的助理巫美萱、黄思贤老师，以及我的搭档—莉媛同学，感谢他们给予我
的信任及帮助。

完善的学习环境
陈文雅先生（观众）
我浏览了兴华的网站，也参与了线上分享，所以对兴华中
学的办校宗旨已经有基本的认识。看了这次的线上导览后，我更
加了解到原来兴华中学除了在学术方面很完善之外，对于课外活
|

台前幕后工作人员尽心尽力、在各自岗

位发挥力量。

动以及学生的兴趣培养，也是同等的重视。兴华为学生们打造了音乐室、机器人
研究室、室内体育中心等设备，依学生的兴趣爱好打造完善的学习环境，让人看
了非常热血沸腾。虽然对于校园学习氛围还不了解，但是我觉得硬体设备上兴华
中学是无可挑剔的。相信在种种优点的互补中，校园学习氛围肯定是不错的。对
于我而言，若要将一个校园环境优化，师生的用心以及家长的配合也都是关键之
一。希望未来可以到兴华校园里参观，感受学习气息，认识更多兴华的各个角落。

理想的校园建设
庄惠斌（观众，初二智）
在听过了这次的线上导览后，我对校园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我觉得兴华中学的建设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校园建
设。兴华有许多针对不一样的科目与活动而建造的空间，比如说墨艺轩、星象观测台、音乐室、实验室，电脑室等，
为学生们建立了一个非常良好优质的学习环境。我认为兴华中学非常棒，希望大家要好好爱护它，让学弟妹们也可以
继续享受这个优质的校园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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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粉彩疗愈魅力
供稿 | 辅导处

| Sarana Khoo 邱绣懿老师
“唰......唰......唰”，坐着约莫50人的房间里，只听见刮东西的声音，这是久违难得的场面，老师学生济济一
堂，大家静下心来，埋首画纸中，专注的在进行手中的工作，不一会儿，画纸中就呈现出五颜六色的各种内容，每一幅都
反映出个人的画风，每一幅也反映了个人独有的特质。
辅导处分别在8月12日和17日两天，安排了两场《感受粉彩疗愈魅力》粉彩彩绘活动，特意邀请日本和谐粉彩导师
Sarana Khoo，也是马来西亚首位在东南亚一带和亚洲华人地区积极推广日本和谐粉彩的艺术家，带领我校同学和老师进
行近两小时的粉彩疗愈活动，透过疗愈性的粉彩画放松心情、陶冶性情，一同渡过轻松愉快的下午。
Sarana导师带领参与者完成两幅画，其中一幅让参与者透过自身对色彩的感知选出不同的颜色，接着以最原始的工
具

—— 手指头，接触色彩，根据情绪和彩色的连接，绘出一个又一个大小、颜色深度不一的圈圈，带领参与者觉察情

绪给自己带来的感受和深度。Sarana导师说：“生活不缺少美，缺少的是感受美的双眼”，让大家正向面对生活中的正
负情绪，感受它、接纳它、找到与它共处的平衡点，也许是为它上色、也许是淡化它、也许是让它产生小变化，只要你允
许，也许它会成为你生活中的点缀品，发现它的需要与美好。

1. 什么是和谐粉彩艺术？
日本和谐粉彩（Pastel Nagomi Art）其中Nagomi的
日文汉字为“和”，也就是和谐的意思，源自于日本的
一门艺术疗愈，透过简单又具有疗愈力的绘画方式，运用
手指头和粉彩彩绘，为心灵带来和谐、宁静和喜悦。和谐
粉彩艺术疗愈透过艺术来陶治性情、也用于抒压、心理辅
导、艺术治疗等等。

2. “我不知道该怎么画？”
“我不会画/我画不出来。”
“我画画很差的，我没有艺术细胞。”
粉彩使用我们最原始的工具-手指头

来自由地彩绘出心中的色彩。无论任何年龄，只要愿

意，既能透过手指头去接触自己、表达自己及感受自己。

校园动态

学员作品
星空下的孤独？
张洺凯（初二廉）
你可曾觉得自己没有朋友或朋友都不和自
己说话，更没人懂你也没人理你，感觉孤独？
其实，你并不孤独 ...... 就像这棵大树，虽然
没有花草的衬托，也没有孩子的嬉闹声，只能
竖立在原地。但每当黑夜来临时，美丽的星空
会守护它，陪它度过每一个夜晚。人生虽然不
只有朋友，但朋友还是重要的。朋友是那倾听
你内心的人，也是陪伴你面对生活种种的人，
尝试勇敢与他人对话，让自己不做那棵孤独的
大树，就因为总有星空出现的时候......

休息
程泺颖（初二和）
成长是场冒险旅程，总是被各种情绪伴随着。
有的时候，我们感知快乐；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难受。无论如何，身旁的朋友亲人总是在身旁，伤
心时陪一起哭，开心时一起吃大餐。
成长路途中，难免背负对未来的担心，造成
负担。其实，我们有选择，也许我们可以适当放下
肩上的负担，栽上知识、经验、嘱咐等，勇敢向前
进。有一天会站在自己期许的山顶。
但也无需强迫自己一直前进，允许自己偶尔停
下脚步，躺在树荫下，放松心情。“停下来，也没
关系”，休息也许会让自己更清楚未来的方向，更
有冲刺的能耐。

贝壳·档案
颜明慧（高三理信）
世界上有没有标准的叶子呢？答案肯定是没
有。世界上有两边一模一样的叶子？也没有。同
理，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每一个人都是
宝贵的，每一片叶子也是宝贵的。我们都是与众不
同的。若大自然中，你不能说某一片叶子比另一片
叶子更高贵，那么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不必因
为我们和别人不一样而感到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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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同行，与你相伴
采访报道 | 陈筱蓓（高二理孝）、陈玮铃（初二廉）

| 庄言咏心理辅导师

当身边的人情绪低潮时，想

在“分享曼陀罗笔记”活动中，同

伸出援手，却心有余而力不足？为

学们在纸上的五个空格分别写下“影响

了让同学们学习陪伴及提升助人技

我的人”、“我最害怕的事物”、“我

巧，辅导处于9月12日（星期六）早

最擅长的事物”、“我最常玩的事物”

上8时，主办了“陪你同行，与你相

以及“我最相信的事物”，并应用所学

伴”助人工作坊，特邀注册心理辅

的技巧，与同伴轮流担任表达者与聆听

导师庄言咏主讲。

者。“角色扮演”的活动则，让同学们

在互动环节中，庄讲师让同学
们通过有趣的小活动来领略与实践

学习同理受助者的感受及助人者眼神交
流的重要性。

各个小技巧。首先，同学们在面前

庄讲师邀请两位同学进行对话。一

的纸上画画，移动并接着画他人的

位当表达者，另一位则扮演助人者，两

画。待同学们再回到自身的画前，

人实际应用整场工作坊所学的技巧作为

纸上呈献的画面已超出预料之外。

总结。

他说，助人的第一步，得先了

最后，庄讲师叮嘱同学们在助人历

解别人需要的是什么，非一直强加

程中也不忘了好好照顾自己。每个人的

自己的想法。“纸张作画”的活动

力量都有限，无法负荷时要学会转介，

即让同学们深刻体悟助人的历程，

必须先自助后助人。

也打破学生对助人的迷思。
随后，庄讲师让同学分成两人
一组，一人躺在地上，另一人抓住

|1.通过纸上作画，了

对方的双脚并尝试拖行对方。庄讲

解助人前得先了解别

师透过两种情况进行对比：情况一

人需要的是什么。2-

为被拖者愿意配合拖行者，情况二
则被拖者强行留在原地，藉此让大
家知道助人过程，受助者的意愿亦
不可或缺。

1
2
3
4

4.通过有趣的小活动
来领略与实践各个助
人小技巧，感受对方
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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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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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我的朋友怎么说？
文字 | 工作坊学员

陪伴能让对方感受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可以带来温暖和平静，它是看不见的爱与连接。

默默的支持和鼓励
以前陪伴别人一直都是说自己发生的事，到后来才明白安安静静不说话的也是陪伴。或许真正的陪伴不是
小时候想的，你哭我就劝、你生气我就想办法让你冷静，而是去听别人在想什么，怎么看待事情，不一味的给
建议或说大道理。我个人觉得不管是陪伴别人还是被陪伴，都会觉得很幸福很快乐，让人感觉自己不是一个人，
而是有力量支撑着自己。

少用“我觉得”，多用“你觉得”
陪伴是一个可以让人感觉到很温暖的事情。当然陪伴的方法必须是正确的，像讲师分享的方法：倾听、沉
默、少用我觉得、为什么，多用你觉得。当我的知心朋友在陪伴我度过伤心难受的时刻，其实真的会感觉到很
温暖、很放松，但如是不适当的陪伴，不停地想知道八卦，这样反而会很尴尬，无法再聊下去。

“你有我， 我还在”
陪伴是这个世界上非常美丽的一件事。不是情人之间的“我爱你”而是一句“你有我”、“我还在”。
当你被好的陪伴，你的心会慢慢被打开，然后慢慢融化。你会觉得内心原来一些恐惧、孤独、阴暗，慢慢淡化
了。好像这个世界，变得有意义起来。好像以前的人生，从未活过。

“我在”足矣
陪伴不是必须得出现在你眼前，是倾入精力承接你的情绪，让你知道你不是孤身一人。
陪伴不是同情与安慰，是不离不弃与理解，在你需要时永远相伴。
陪伴不是纠正、给予意见和人生大道理的促膝长谈，是你需要为伤口疗伤，而我沉默地待在身旁。“我
在”足矣。

放慢脚步，多留意，多关怀，陪伴在你左右。

意识自己可改善之处

了解对方的需要

古畹仙（初二孝）

王竟宇（初二智）

我想通过此工作

助人工作坊的过程中，我特别喜欢互动比较多

坊了解如何更正确地

的环节，其中一个是庄老师让我与同伴两人一组，一

帮助伤心的朋友走出

人躺在地板上，另一人拉着对方双脚移动的环节，简

低潮。听了庄讲师的

称“拉人”。庄老师让躺在地板的同学拼命地把自己

讲解后，我意识到以

黏在地板上，不允许自己被拉着走。这好比我想帮助

往在陪伴朋友时，犯的一些“禁忌”。

一个人，但那个人狠狠地拒绝我，不愿与我配合一样，真的很难很难，

例如朋友向我倾诉的时候，我会在中途

结果两个人都很辛苦。所以“助人”需要双方相互合作，在两人都准备

打断，并说出自己的想法及给予意见。

好又愿意配合的情况下，才能顺利进行。另外还有“镜子”环节，庄老

现在，我学会应该在聆听别人烦恼时，

师让我与同伴相互模仿，他做什么，我就得完全模仿他的动作。这看似

多几分耐心，让他先倾诉完

简单，但做起来真的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完全不知道他下一步要做什

，若他有

需要才提出自己的意见及看法。

么，所以在助人的过程中对方的需要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按对方的
需求给予他适当的帮助，而不是勉强他接受我认为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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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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ilda Reading Club
Combining Intellectual and Fun Elements
through Extensive Reading
Reported by ELC
Do you know that 8th September is
International Literacy Day? As teachers,
reading has always been at the heart of our
efforts to nurture English Language as it has
tremendous power to fuel the development
of all aspects of language ability. To cultivate
the reading habit among students, with the
sponsorship from Tan Sri Yeoh Tiong Lay and
Puan Sri Tan Kai Yong Aided Hin Hua High
School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raining Charitable Fund,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held its very first reading
club on one of the remarkable books written
by Roald Dahl, MATILDA. The book won the
Children’s Book Award shortly after it was published back in 1988 and has
continued to delight audiences ever since.
Eleven students and three teachers came together on 15 September 2020
to have an intimate sharing session on MATILDA on the 9th floor of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wer. The event started after Miss Shyne gave a
short introduction of the world-renowned author, Roald Dahl and his book,
MATILDA The presenters of the day were Ha Zhe Qing from J3 London and
Tan Hwei Shan from S1 Canberra. Together, they took the participants on a
journey to the heart of Matilda Wormword, the main character of the story.
They first shared how they came across the book. Hwei Shan shared that a
reading camp she joined back then introduced Roald Dahl to her and since
then, she has read three of his books. She also stressed that reading Roald
Dahl’s books gives her more opportunities to be exposed to English language
since she comes from a Chinese-speaking background. On the other hand,
Zhe Qing told the audience that she was hooked to Roald Dahl’s books after
her cousin introduced her to 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All in all, she
has read ten Roald Dahl’s books which she borrowed from our school library.

| Presenter 1
Ha Zhe Qing
J3 London.

| Presenter 2
Tan Hwei Shan
S1 Canberra.

校园动态

During the session, Hwei
Shan and Zhe Qing took turn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values and language used in
the book. They also prompted a
lot of questions to the audience
and gave them opportunities to
share about their opinions too. It
was indeed a fun and interactive
session. One of the participants,
Sarah Yew Nuo-Lyn felt that
the reading club was so much
more engaging than she initially
expected. “I first thought that it
would be rather dull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very interactive. I am
glad to have spent my afternoon
attending this reading club.”
Another participant, Tan Ming
Thing mentioned that MATILDA
was her first English book she
had read in the past few years
and it prompted her to continue
reading English books. Amanda
Theseira, however, dissected the
book from the social science
aspect, relating it to the in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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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Tan Thong Hing, a school board director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sponsors of the prizes,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oosting
confidence through presentation and public speaking.

and corruption in the real world, which displayed the power of reading
in promoting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All the participants who came that
day actively shared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book and they went back
with Roald Dahl’s books as tokens of appreciation.
Mr. Tan Thong Hing, a school board director who was also one
of the sponsors of the prizes, talke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boosting
confidence through presentation and public speaking. “When you’re
out there in the corporate world, nothing matters more than how you
present yourself and your ideas. Self-confidence is very important,” he
said enthusiastically. Mr. Tan also promised to sponsor more books to
the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and encouraged students to take part in
such events.
The reading club ended with a fun mini quiz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to answer thirteen questions correctly as fast as they could. The
four lucky winners of the mini quiz were Mr. Teoh Kah Chun, a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 Sarah Yew Nuo-Lyn, Tan Hui Yi and Elisa Ng. They
were awarded with books from Roald Dahl’s splendiferous collection.
Mdm Boo,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English
Language Centre was happy
to see the impact a small
reading club could bring.
According to her, it not only
encourages reading and
literary appreciation, it also
provides the opportunities
for non-frequent users of
English to speak the language
with confidence in meaningful
settings.

| One of the winners of Matilda Pop
Quiz - Sarah Y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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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余安副董事长颁发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
里陈开蓉大专清寒特
优学生奖学金予张安
琪。2.家教协会主席陈
伟后董事颁发丹斯里杨
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
奖助学金予其中一位受
惠学子林馨艺。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
奖助学金暨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颁 20 万 6 千元予兴华中学优秀生
供稿 | 谢锡福副校长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大专奖助学金及清寒特优学
生奖学金基金共颁发20万6千元的大专奖助学金予19位获国内外大学录取的
我校去年高三毕业生，其中4位我校教职员子女，另15位为去年毕业高三毕
业生。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大专奖助学金基金自2015年
成立，至今已有73位该校高三毕业生及若干教职员子女受惠，所颁发款额
达65万。今年特别颁发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协助兴华中学大专清寒
|

苏进存校长鼓励获奖者

努力奋发，勇敢地去追求
自己的人生理想，将来学
而有成，也要不忘回馈母
校，造福人群。

特优学生奖学金一名，由张安琪获得，全额共8万元。

6 年共拨 65 万元嘉惠学子
副董事长余安于颁发仪式上感谢永久名誉董事长已故丹斯里杨忠礼
博士与潘斯里陈开蓉慷慨大爱，成立是项奖助学金来提升我校教职员的福
利，并让更多优秀毕业生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和鼓励以完成大学教育。
苏进存校长也在仪式上表示，三机构永久总顾问潘斯里陈开蓉董事因
事不克出席有关颁发仪式，特地致电嘱咐他勉励荣获奖助学金的学子们，
到大学后要心无旁骛地学习，在各自领域孜孜不倦，将来为社会、为国家
贡献力量。苏校长也说明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奖助学金及大专
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的成立，旨在赞助该校毕业生及教职员子女升读国内
外大专本科学位或专科教育费。他说，凡我校服务满三年全职教职员的子
女及高三毕业生，品学兼优，家境清寒，热心学校活动与服务，并已获得
国内外合格大专录取者皆可提出申请。每年录取的名额将由慈善基金受托
人小组根据基金提供的利息收入来决定。苏校长对该校三机构永久总顾问
潘斯里陈开蓉董事的慷慨与贴心的捐助表示由衷感激，潘斯里陈开蓉董事
虽无法亲自抵达会场主持颁发，也鼓励获奖者努力奋发，勇敢地去追求自
己的人生理想，造福社会。
当天出席者尚有家协主席兼董事陈伟后、陈静翔董事、尤瑞泉董事、
许梅韵副校长、莫壮燕副校长、李荣兴副校长等，师长们都发言勉励祝福
所有获得是项奖助学金的优秀学子鹏程万里、贯彻始终。

闪耀星光

| 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奖助学金暨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颁发仪式后合影。坐者左起为李荣兴副校
长、莫壮燕副校长、家教协会主席陈伟后董事、苏进存校长、余安副董事长、尤瑞泉董事及许梅韵副校长。

兴华中学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大专奖助学金
1 李悦宁 / 上海复旦大学/ 广播电视学
2 林敬翔 / 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Quantity Surveying
3 林晋优 / Sunway University，Business Analytics
4 吕敏瑜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视觉传达设计系
5 陈昱汶 /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Actuarial Science
6 翁正恒 /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 航运管理系
7 李志隆 /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Accounting
8 林佳杰 / 北京清华大学/ 化工系
9 童健汉 / Brickfields Asia College/ 法律系
10 彭美绮 / The One Academy/ 电子动画系
11 林馨艺 /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Banking and Finance
12 谢淑霓 / 浙江大学/ 传播系
13 周尔谦 / Sunway University，Glob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14 何冰雯 / Tunku Abdul Rahman University College，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15 余芷恩 / 上海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试验班
16 徐苠洧 / 西北大学/ 考古系
17 陈荟茹 / 天津大学/ 工业工程系
18 郑宇扬 / Sunway University，Information System

兴华中学丹斯里杨忠礼潘斯里陈开蓉
大专清寒特优学生奖学金
1 张安琪 / 北京清华大学/ 自动化与工业工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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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5
届
高
中
统
考
各
科
成
绩
特
出
考
生

我
校
15
科
26
人
次
上
榜

苏荣薰

贺字宁

邱欣怡

林铭捷

郭靖轩

高中华文、高中高
级数学(I)、9A

高中数学、高中高
级数学、9A

高中高级数学(I)、
高中电脑与资讯
工艺、9A

高中生物、高中物
理、8A

高中英文、高中簿
记与会计、7A

曾子晴

吴欣怡

陈玟翰

高中生物、9A

高中马来西亚
文、8A

高中物理、8A

黄芝玉
高中数学、高中簿
记与会计、6A

蓝克轩
高中高级数学(II)、
10A

2019年第45届全国独中统考成绩出炉，我校高、初中毕业生均考获不俗的成绩。在高中各
科成绩特出考生榜单中，共15科26人次上榜。整体均好成绩，是考生常勤精进的备考成果，也是
老师的循循善诱、家长的鼓励支持，譬如小水常流，则能穿石。

颜怡春

毛淑凌

谢敏薇

杨亿涵

陈紫甜

高中地理、7A

高中商业学、7A

高中簿记与会计、
7A

高中簿记与会计、
7A

高中簿记与会计、
7A

谢凯伦

张靖茹

徐雅萱

陈振威

邹维盛

高中物理、6A

高中美术、6A

高中簿记与会计、
5A

高中数学、4A

高中历史、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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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初 中 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

周奕漮

林如心

9A

9A

李嘉乐

9A

陈

慜

9A

陈昀蔧

9A

纪兆荣

高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210 人）

周家慧

8A

陈雨婕

8A

徐爱莉

8A

黄鉦皓

8A

颜学恩

8A

邱可莹

8A

陈佳瑜

8A

郑颂慈

8A

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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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彦妤

8A

张恺恩

8A

李佩娴

8A

黎恩庭

8A

林馨艺

8A

陈筱艺

8A

黄家顺

8A

宋呈焱

8A

初中统考考获 4A 以上的考生（159 人）

邹欣彤

8A

黄慧仪

8A

许智翔

8A

林旻仪

8A

吕敦绮

8A

黄诗薇

8A

梁美慧

8A

张芷柔

8A

吴维杰

8A

李子怡

8A

林狮峻

8A

方颖颖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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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备考

你必须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
蓝克轩（理科）
高中统考10A
高级数学II特出考生

，我 们 想 说 。。。
采访 | 贺字宁

Hard work puts you
where good luck can find you.
曾子晴（理科）
高中统考9A
生物特出考生

蓝克轩

努力是为了更好的选择，
或者是为了自己能自由选择。
邱欣怡（理科）
高中统考9A
高级数学I、电脑与资讯工艺
特出考生

解到一个章节里前后的连贯性，甚至是

用对方式，轻松备考

几个章节间的联系，便无需死记硬背，

我认为在备考期间不应使用一些

遇到不明白的问题时，应把握机会赶紧

耗时且耗力的学习方式，而是应该根

向同学或老师询问。如果一拖再拖，接

据自身的各科程度及所拥有的资源进行

下来课堂上的内容就会更难理解，不明

系统性的复习。在数学与物理方面，同

白的部分最终会堆积如山，到那个时候

学需多做练习以熟悉各种题型。我在备

再想补救会非常吃力。

考期间经常解这两科的统考题，当遇到
不清楚或不明白的题目时，会与朋友一
起讨论，以让自己在遇到类似的问题时
可以轻松回答。对于其他科目，我多以
读课本的方式备考。这让我不会遗漏课
本里的内容，反复地读课本也让我对课
文有更深的印象。我并没有常做笔记的
习惯，通过笔记复习也并不适合我，这
也体现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
我认为每个人应找到适合自己的备考方
式，了解自己适合运用哪种资源来达到
有效率的复习。

曾子晴

上课专心听讲最重要

而是‘自然’地记得。最重要的是，当

邱欣怡

学习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学业成绩是一张通往大学的入门
票，它在让你选择向往的大学与科系上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我看来，
它只能生活的一部分，千万别为了学业
而放弃其他活动，例如运动、娱乐等。
很多人会在临考期间放弃娱乐活动，但
这已忽视了心灵的健康，啃再多的书也
不一吸收得了。每个找到让自己处于
知己知彼，最佳状态的途径，健康、运
动、感兴趣的活动都别忽略。我面对压
力时会听音乐和弹钢琴，也享受打乒乓
和游泳。虽然并没有太多时间让你进行

上课时边听讲边记录确实是个好

那么多活动，但其实很多时候只要自己

习惯，但我认为同学们应衡量自己的

愿意尝试都会发现一切皆有可能。即使

学习速度与吸收能力来决定是否上课时

在最难熬的日子也别轻言放弃，读书时

做笔记。若无法一心二用，我建议同学

期的辛苦在十年后可能已是微不足道的

们先用心聆听老师授课，花多一些时间

事。至于该花多少的时间在学业上才是

消化课堂内容有助于加深对于课文的理

正确的选择，只要想想以后自己会不会

解，至于笔记则可以留到课后再整理。

认可当时的决定就好。

同时，我们在上课时应时刻回想之前学
过的内容，与新知识作连接。只要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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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从来无捷径，循序渐进登高峰。

只要愿意学习，
就一定能够学会。
陈昀蔧（文商）
高中统考9A

陈昀蔧

努力造就实力，
态度决定高度。

Move in silence,
only speak when it's checkmate.
纪兆荣（文商）
高中统考9A

黄家顺（文商）
高中统考8A

制应用程序的消息接收，以让自己

对症下药提高备考效率

可以专心地进行备考。我也充分利

有效率的备考方式可以减轻考前

机而分心。临近考试时，我建议同学们

压力及帮助自己更了解考试内容。对

卸载手机里常常使用的应用程式，因为

于需大量记忆的科目，我会分析历年考

手机确实是专注学习的一大阻碍。我认

题，依出题频密程度将考题进行分类，

为学习环境非常重要，因其将影响个人

再根据自身的能力由题目热门至冷门的

的学习成果和学习效率。太舒适的环境

排序背下重点，用联想或谐音的方式也

会造成我们不自觉地放松下来，因此我

可以帮助我加深记忆。同学们可专注于

都不在房间里温习功课，以避免因过于

自身擅长或分数比重较高的部分，“分

舒适而倒头就睡。妨碍专注力的因素有

数回报率”才会较高。精于部分章节或考

很多，但我们应在学习与备考的过程中

纲也胜过“半桶水”式地复习所有章节。

找到保持专注力的方法，以达成自己的

在数学方面，当我遇到不理解的
地方时，我会尽快请教老师或同学，临
时抱佛脚只会加重备考压力。多做历年
考题有助于熟悉出题方式，同学们也不
应在考前一晚熬夜解题，养足精神更为
重要。

用“Forest专注森林”来阻止自己因手

目标。

黄家顺

考前考后好心态

考试前最重要的就是要照顾好自
己的身体，尽量避免吃煎炸或辛辣的食

备考作文方面，我会参考网络上
的优秀作文或购买作文范本以扩充语言
与文字表达能力。选择自己擅长的作文
格式，并熟记其写作规则有助于得到更
好的分数，平时也应多关注时事与各类
新闻以增强评论能力。

物，以让自己在备考或应考时都能保持
最佳的状态。此外也要确保文具和所需
证件都已备齐，避免因临时发现所需文
具或文件缺漏而影响考试情绪。考前不
要过于纠结没有复习到的部分，把握会
回答的题目就好。
一般上我会通过复习历年考题来

纪兆荣

保持专注，用心备考

巩固自信心，因为能够回答历年考题
就表示自己能够吸收与运用所复习的知
识。考试时应该要时刻放松心情，冷静
思考，专注于自己的考卷，有人提早交

无论学习或备考，保持一定的专

卷也不要感到压力，这样会影响到自己

注力是非常重要的。在备考期间，我认

作答的节奏，考试结束后若对试卷有疑

为当朋友邀请玩游戏或外出时，应适当

问尽量不要去查证或讨论，避免因为一

学会拒绝。若频密地被打扰，我也会限

个失误而影响了接下来的考试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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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中 统 考 优 秀 生 感 言
采访 | 陈慧珊 ( 高一文商义 )、刘怡君 ( 高一理信 )

黄诗薇（高一文商义）
初中统考8A

黄诗薇

林狮峻（高一文商礼）
初中统考8A

林旻仪（高一理忠）
初中统考8A

林狮峻

初三是个黄金年份

坚持到最后一刻才会成功

心又惊喜，因为全A是个出乎我意料的

常努力，因此在统考前夕只需翻阅笔记

好成绩。笔记非常重要，它是三年知识

便可轻松应考。同学们应在课堂上认真

的累积。做笔记有助于巩固自己对知识

听讲,因为很多知识点是无法只靠自己

的了解，考前翻阅笔记便可省下读课本

学好的。此外，完成笔记与作业才能从

的时间。备考期间，认真学习以外，我

中学习并巩固所学知识。面对三联考取

会进行一些休闲活动如阅读课外小说、

得佳绩的唯一途经是努力，考前不可临

与朋友聊天放松心情等。备考史地科目

时抱佛脚，养足精神应考才能发挥出最

时，理解比死背来得更有效率,对课文

好的水平。不要放弃，坚持到最后一刻

熟悉后再根据自身理解应考才能巩固长

才会成功。

当我获悉自己考获8A时，我既开

期记忆。数理科方面，我会把课堂上的
重点记录下来，考前再根据所记录的重

在应付预考及毕业考时，我便非

林旻仪

许智翔（高一理爱）
初中统考8A

的责任。读书方式得依靠自己去探索与
尝试，因为每个人的学习方式都不同。
我认为设立目标非常重要,因为目标让
我有更大动力去学习。

许智翔

平时的努力是成功的关键

我对自己在考试中的表现有自

信，因此在获悉成绩时心情非常平静。
诚然,考前所定下的目标就是8A,但相
较于学术性的科目，美术科对我来说是
个很大的挑战,毕竟美术一直以来都是
我的弱项。为了考获佳绩，我常请教学
长姐及身边的朋友，他们给我的建议无

天再熟悉这些词汇。手机是许多人学习

学习是自身责任

当我知道所付出的努力都得到回

时的阻碍，因此我会关闭手机上的网络

报时，我为达到自身目标而感到非常高

为，知识得从平时积累，冲刺备考仅仅

连接以专心备考。

兴与兴奋。备考的过程中，我发现三年

点进行复习。对于语文科,我会在做笔
记时查找一些难懂词汇的意思，考前几

我认为，同学们应为三联考作出充
分的准备，而不是在统考前夕才开始努
力。初三这一年,年头时就得调整好自
己的心态,认真对待学业。初三亦是个
黄金年份,老师会为我们复习初一及初
二的知识点,因此认真上课非常重要。
考试时也不应过于紧张,紧张会让人无
法理智思考。事前做好准备，考前把要
点再看过一遍,便可放松去考试了。

的知识量太多了,所以我便提早开始做
准备。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学习是自身

疑也起了很大的帮助。备考时，我与朋
友一起制作笔记以作复习时使用。我认
是唤醒和巩固所学知识，临时抱佛脚更
是不可取的。遇到问题时也要及时请教
老师,不要让“不明白”赖在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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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级备考讲座
采访报道 | 郭谚嗪、甘于卿（初三仁）
我校于6月27日（星期六）早上10时举办线
上初三级备考讲座。讲座请来林旻仪同学（高一
理忠）、许智翔同学（高一理爱）、贺字宁学姐
及曾子晴学姐主讲。

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以理解的方式把课文记
下来。
对于语文科，子晴学姐鼓励大家多阅读有深
度的文章，而不是背单词及优美句子。对于不擅

字宁学姐在分享中，鼓励同学们建立自己的

长语文科的同学，则可以多学各类单词及背下优

写作风格，并通过阅读、观看节目等收集优美句

美句子以用于写作中，从而提升语感。她鼓励大

子以运用于作文中。对于较不擅长某语文科的同

家善用零碎时间进行备考，如在换节的短短几分

学，可尝试营造一个语言环境，对同学们的语言

钟内解数学题、在回家的途中阅读文章或看一些

能力提升带来极大的进步。在备考文言文时，她

视频等。认真上课也是备考的一种方式，在晨读

也建议以理解代替死背的方式，鼓励同学们先把

时间多看知识性强的书籍，更是有助于语文的进步。

古文阅读一遍，尝试理解后，再一句句通过译文
理解古文，最后再阅读古文来检验自己是否完全
理解。

此外，旻仪同学认为学习要有“三动”，即
动机、动力及行动。动机分为机会和自由，她认
为，优秀的成绩会让自己有更多的机会如代表学

在数学科方面，字宁学姐认为，解题确实可

校参赛、参加各类集训营等，而在学习中保持自

以帮助同学们验证自己的学习成果，并让自己习

律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自由。此外，她也鼓励同

惯答题模式，但理解考纲及熟悉题型，比盲目解

学们以一件喜欢的事物作为动力，设立自己的目

题来得重要。对于历史科，了解历史拟题走向、

标，再去完成该事物。有了动机和动力，行动就

以时间为主线进行备考是系统化复习的好办法，

不再是空谈，找到适合自己的备考方式便可以顺

死背硬记并不适于故事性强的科目。她鼓励大家

利备考。

规划自己的每月、每周备考计划，把平日里零碎
的时间用于学习的事项上，便会发现备考工作并
不沉重繁琐。

旻仪同学在分享各科备考技巧时表示，在写
作方面，同学们可以分析历届出题类型并进行总
结及归纳，再选择自己较擅长的类型进行钻研。

在子晴学姐的分享中，她建议同学们把科学

在语文理解方面，她认为在应付简答题时，应抱

划分为生物、化学、物理来进行备考。生物和化

有“不怕写多只怕少”的态度；在回答选择题

学属于记忆需求大的部分，同学们可以把常忽略

时，也不可马虎，应仔细阅读每个选项。对于科

的细节或常犯的错误记录在便利贴，以巩固自己

学，她鼓励同学们通过选择题进行备考，这是因

的记忆。物理方面，她则建议同学们多练习答题

为选择题较刁钻困难，有助于了解课文及巩固记

来掌握相关概念。在备考时间不足的情况下，她

忆。在为美术科做准备时，她鼓励同学们多看范

认为同学们需专注于公式的来源和推导。至于地

例，若选考想象画则应专攻人物和背景的画法。

理科，她尝试把课文跟生活作连接，并在备考时

| 林旻仪同学

| 许智翔同学

| 贺字宁学姐

| 曾子晴学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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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翔同学在分享时，劝诫大家勿放弃自己不喜欢的科目，善
用“共笔”即与同伴一起整理备考资料。考前不熬夜，带着自信而不

自信面对三联考
傅思源（初三爱）

是疑问进入考场，只要把知识点都学上手了，那就无需过于担心。在
备考数学科方面，志翔同学认为，掌握课本里的所有解题方法是非常

面对即将到来的三

重要的，在遇到难题时应先反复思考，而不是马上询问他人并得到答

联考，我并不感到压力，

案。他提到自己在备考历史与地理科时，并不会制作额外笔记，而是

反而是充满信心。对于

把地名、人物、故事顺序、前因后果等记忆下来。对于美术科，他则

这一次的讲座，我认为

认为唯一的备考途径便是熟能生巧。多练习、认真地复习美术常识、

学长姐分享的内容对我很

多进行思考、购置齐全所有工具都是其备考秘诀。

有帮助，但我会依据自身能力去制定学习
计划，毕竟每个人的学习方式不一样。我

通过这次讲座，初三级同学获益良多，从四位主讲人的分享中
学习到各种备考方式与技巧。

会在备考开始前整理备考内容并制定小目
标，根据自身能力分划各科所需的备考时
间。我认为，巩固自己较擅长的科目比提升
较弱的科目来得重要。我希望自己在未来
的考试中，在自己较擅长的科目中更加进
步、较不擅长的科目也能达到75分以上。

以喜欢的事物作为动力
张恩伟（初三忠）
| 贺字宁学姐建议通过阅读、观看节目等收集优美句子以运用
于作文中。

这场讲座让我收益
良多，学长姐们所分享的
方法更是有助于我更充分
地进行备考。我非常认同
林旻仪学姐寻找动力的方
式，我也常以自己喜欢的东西作为目标以督
促自己努力学习。当我想玩游戏时，我便会
要求自己完成一个单元的复习再玩游戏。对
于自己较不擅长的科目，我会花更多的时间
去准备，多做练习以巩固自己的知识点。即
使讲座因疫情关系而透过线上平台进行，但
这丝毫不妨碍我们从学长姐身上学习，疫情

| 曾子晴学姐在讲座会中提到，她会尝试把地理科课文跟生活
作连接，并在备考时反复问自己“为什么”，以理解的方式把
课文记下来。

| 林旻仪同学鼓励同学们以一件喜欢的事物作为动力，设立自
己的目标，再去完成该事物。

也不会是我们备考路上的阻碍。

| 许智翔同学提到自己在备考历史与地理科时，并不会制
作额外笔记，而是把地名、人物、故事顺序、前因后果等
记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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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摘自 |
吕佩橙博士专场《从知识到智慧——高阶思维阅读》

你真的会阅读吗？
贺字宁 整理
我们从小便开始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在寻找最有效率的阅读
方式。但往往会发现，读了很多书却毫无长进，读完整本书后却
什么都不清楚。“为什么要阅读这本书？”“我真的需要书里的
所有信息吗？”“ 我 真 的 理 解 这 本 书 的 内 容 吗？” 这 些 从 未 思
考的问题，往往都是无法通过阅读有所收获的原因。
重新认识“读书”，不但可以提高阅读效率、加强思辨能力，
还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阅读获取最有用的信息。下文则从吕佩橙
的《从知识到智慧——高阶思维阅读》的分享中，整理出一些阅读的
方式与技巧。

| 吕佩橙博士

横向速读是通过几个步骤将阅读系统化的阅读方式，强调“选书”及目录
的重要性。在选书时，应确切了解自己的阅读原因，到底是因为兴趣、为了工作
抑或需要这类知识才选的这本书。此外，通过阅读一本书的序言，可以了解到书

目标

的来源、书里内容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作者有何独特想法、书被推荐的原因
等。唯有通过了解自己的阅读动机及翻看序言的情况下，才能选到当下最适合自
己的书。

……

在众多的书籍中，可以挑选一个主题作为核心阅读方向，把与该主题相关的
书籍分类出来，通过这些书去了解这个阅读方向的意义。在同一主题、内容近似
的书籍里，阅 读 时 应 找 出 它 们 的 异 同 之 处 ， 巩 固 对 于 主 题 的 认 知 之 余 ， 也 更
清晰地了解其连带关系。

……

清晰

提取
主线

清楚地把书籍区分后，直接投入在阅读之中是不会带来任何效益的，应先看
每本书的目录，并找出需要的内容。在了解了目录与小节后，便能找出众书籍中
的“骨干教师”，即与主题最相关的那一本书。接着，再看一遍目录，以主题为
中心建立主体框架，并在阅读时迅速看过书里同章节的部分。阅读时，往往会遇
到不同作者对于同个事物的不同看法。当内容产生冲突时，应以自己的理解与掌

框架
结构

握程度来进行印证，理性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同一主题的内容虽然出现在不
同的书上，但经过看目录及拟定主题框架后，便可迅速地通过不同的书了解同一
件事，并直接制作整个主题或小节的笔记。

……

阅读是激发思考、打开思维的好途径，但人在阅读的过程中容易被书中内容
束缚，一味地获取而不思考，便会稀释了阅读的意义。因此，应该带着自己的想
法与经验去读一本书，有困惑时通过互联网或期刊进行查询，毕竟有困惑才会有
拓展思维的机会。每推进一个章节时，除了在同步了解他人的观点，加入自己的
理解与看法，更是学到、学好的关键。在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中，记忆与理解
属最低的学习成果。欲启动高阶思维，我们需进行应用、分析与评价，学会引用
与设想来刺激新的构想。如此一来，我们通过阅读所吸收到的远远多于书内所提
供的信息与知识，这便有效地提高了自身的综合能力。

……

深化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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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高信息留存率？

展。当我们读得越多、阅读笔记逐渐增加的时候，

最好的学习方法，便是把从阅读中所学的内

分类阅读笔记则相当重要。可以善用电子软件，通

容与他人分享。学习金字塔中，传授所学给他人或

过Excel制作目录框架、利用Word进行摘抄及使用

立即应用是知识留存在脑中的最佳办法，哪怕在2

Powerpoint完成阅读笔记。其中，Powerpoint有

周后仍有90%的留存率。在分享时，可以针对分享

利于制作图表、美化笔记、修正或调整笔记顺序

对象的兴趣为出发点，将其爱好与自身所学相结

等，让所制作的阅读笔记更具逻辑关系、清晰

合，有利于对方理解的同时知识应用与重构学习能

易懂。

力也将有所提升。此外，若能把自身经历融入到所
学中进行分享，便可勾勒出自己的主题、建构起自

横向阅读和纵深重构

己的知识树，分享的同时巩固了自己的学习知识。

读书的原因与目的是连贯阅读到收获的主

阅读笔记也是一门学问

干，而以分享一个有意思的主题为阅读目的是理清
思路及拓展思维的好办法。把横向阅读得到的信息

对学生来说，做笔记并不是一件陌生的事

及纵向要表达的主题交织在一起，便能梳理出一个

情。好的笔记是在经过浓缩及重新梳理后，按照

框架，以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将新知识与旧经历融合

自己的想法整理出来的。然而，经常通过划书（划

在表达当中。同时，可以通过表达顺序来调整笔记

线、加点、划框）、符号标记分类、把想法直接写

顺序，由浅入深、环环相扣，让阅读笔记随着自己

在书上等方式来做笔记，当要查找回之前所标记的

的思路进行排序，更是有助于之后进行查找。纵向

内容或重点时，需耗时许久才能找回所要的信息。

结构化让输出具自身观点，用新知叙述旧知的同时

这时，在阅读前清楚知道自己要得到什么信息则显

让旧知被新知启动。

得非常重要。

以一个主题为中心进行阅读后，得进行总

我们可以先大略阅读一遍，找出自己的方向

结，梳理出这些书所带给自己的信息与启发。以清

并进行分类，在第二遍阅读时以颜色来区分内容

晰的目标开启一段阅读旅程，并以深化主题来总结

类别。这种带着目标、具结构化的思维模式，能轻

众书籍带来的感受与成长，有助于了解不同层面、

易地在阅读后找到应对或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不仅

不同方向、不同领域的知识。阅读，提供了一个结

适用于阅读，在应对考试时，也可以通过预设考题

合各种观点及热点的平台，让我们去发掘与领悟。

思路来划分学习方向，这便能将学习融进思维发

要提高人生格局，就从阅读开始吧！

嘉庚教育云讲堂吕佩橙博士专场
(从知识到智慧—高阶思维阅读)上集

https://cutt.ly/cd3EIN4
嘉庚教育云讲堂吕佩橙博士专场
(从知识到智慧—高阶思维阅读)下集

https://cutt.ly/cd3EOJW

| 左右脑分工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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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的慢船》线上导读会

马华文学随时可能会消失？
从马华文学谈身份认同、马共与写作
陈筱蓓（高二理孝）报道

| 陈胜耀老师

黄锦树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马华文学本来就
是一个随时会消失的事物，我刚好身在其中，就
总要去做一点事情。”

为了提高师生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作品的关注、增加阅读与交流，陈胜耀老
师于8月19日（星期三）晚上8时，导读黄锦树的小说《民国的慢船》，探讨该作品中的身份认
同、马共书写与文学写作。导读会由谢祉毅老师主持。我校今年的“教师悦读分享会”，因为
疫情关系，改为线上举办。当 环 境 不 受 限 制 ， 同 时 开 放 让 学 生 参 与 ， 达 到 了 师 生 共 同 研 读
一本书的美好画面。
谢老师在开场的介绍中，分别以断奶论、烧芭论及经典缺失论来介绍关于黄锦树的事迹，
以让大家更了解黄锦树于马华文坛的身份背景。黄锦树于90年代导弹般地抛出了马华文学作品
必须与“北国的母亲”—— 中国文学切割的断奶论，认为马华现实主义小说应一把火烧了的烧
芭论及提出了马华文学经典缺失论在马华文坛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也奠定了他在马华文学史
上的地位。

慢船到民国
接着，陈老师以《慢船到民国》中七个定居在台湾而不愿返马的个案，与大家讨论作者
在小说中所指涉关于身份认同的课题，这些个案中的主角，都是在台湾戒严时期搭船从马来
（西）亚到民国（台湾）。他说作者在数个个案中，特别凸显主角的政治认同，带出国共内战
后，大部分在台的马来西亚人较倾向于中华民国或国民党的历史背景。
另外，作者巧妙地将故事中的两个女性个案，设计成没有政治认同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
婚姻而留在台湾。这间接带出该时期女性在政治上的地位、角色与意识，皆比男性来得低。

在台马华的身份认同
80年代“华文小学要不要被消灭”的热议令黄锦树意识到自己要么留在我国成为二等公
民，要么远走他乡去寻找更多的可能。马来西亚华人究竟是个怎样的存在呢？陈老师叙述了自
身留学台湾的经验，他发现自己即使与台湾同学说着相同的语言、拥有相近的饮食与文化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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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的慢船》黄锦树 (C868.757)。
| 图书馆主任黄英莲老师赠送礼物给陈胜耀老师，以感谢他
为大家分享《民国的慢船》这本图书。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观看
陈胜耀老师分享的《民国的慢船》

https://cutt.ly/WfRaxrK

俗，但彼此在政治与国家立场的不同，时刻提醒着他身为马来西亚人的身份，也更加确定了自
身作为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他的经历让黄雅幼师及颜毓菁师产生了共鸣，纷纷表示自己
也因家人而选择在留台毕业后回国。

马华文学中的华人史
黄锦树的作品中向来充斥着马共和许多华人历史的色彩。陈老师借黄锦树向马共总书记陈
平致意的《雨纷纷》表示，其“虚中有实，实中带虚”的表现手法耐人寻味，吸引读者阅读的
欲望。同时，他也鼓励读者阅读时一定要再三查证书中所写的史料，以免被书中虚构的情节混
淆。马华文学作品中参杂了许多马来西亚方言与当地语言，如“Tongkat Ali”、“骨痛热症”
、“羔呸乌”等，使他国读者饶有兴味。
陈老师提到，虽然黄锦树曾批评马华革命文学的长篇小说作家妄图让小说成为华人史，但
中国读者也在地小说看见了华人史。对此，他以“马华文学应不应该担负马华历史的存续？”
提出疑问，得到了严伟扬师的回应：文学与史实虽然不相违背，但两者仍具有差别。

从写作中论写作
这本小说中的其中4篇，都是以“论写作”为题进行书写，陈老师说，作者是透过写作中去
讨论写作这件事。其中，《论写作（搞定遗孀）》里，所描述的即是在台马华作家Y君离世后，
台湾作家对于其作品与成就的感叹，认为在台马华文学只是台湾文学系统的附加品，与该地
的历史记忆关联不大，凸显马华文学与作家被边缘化的真实处境。
陈老师也提到，在小说的附录的采访中，黄锦树认为“马华文学本来就是一个随时会消失
的事物，我刚好身在其中，就是要去做一点事情。”因此，马华文学未来的“命运”以及如何
培养新生代马华作家也成为了导读会的重要讨论焦点。
结束前，林卿卿老师和谢祉毅老师鼓励同学们多关注马华文学作品。马华作家群中也有不
少大师，同学们应摒弃认为马华文学是边缘文学的刻板印象，才不会错失好作品。积极创作是
延续马华文学最关键的一环，唯有代代人才辈出，才能遏制马华文学步入消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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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慷旭、陈筱蓓（高二理孝）采访

马来西亚，我的归属

留学经验加深身份认同

吴振耀（高二理孝）

张嘉俊老师

我在课堂上阅读过几篇方

中国留学期间，我对于自身马

路的散文，这次的分享激起了我

来西亚华人的身份认同越感深刻。

阅读其他马华文学作品的欲望，

中国的科技及交通发展固然使人民

如黎紫书的《告别的年代》和黄

的生活更方便，如出门只需带一只

锦树的《雨》，相信它们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体

手机即可付账、买票、租共享单车等。当地的书店、

验和观点。分享会所提到的身份认同也让我深思

书摊也比比皆是，其书籍的价格也较马来西亚便宜。

自己应出国留学并扎根异乡还是留在国内这个问

但是，我也体验到了中国人民文化、生活习惯、教育

题。虽然在政治的影响下，马来西亚华人有成为

及政治环境与马来西亚的巨大差异。尽管和当地人说

二等公民之嫌，但这里毕竟是我的家。叻沙、椰

着同种语言，有着相近的肤色，但生活在中国时仍会

浆饭、印度煎饼等，才是我所熟悉的故乡味道。

被部分人因国籍相异而被区格。

在这里，人们说着亲切的口音，这些熟悉的声音
与语言让我有了归属感。我是土生土长的马来西
亚华人，马来西亚就是我的家。

马华文学需要更强烈
的象征
张紫樱（初三孝）

这次的导读会令我收获满满。从中我不仅意识到
马华的创作困境，也了解了写作基石、文学风格等。
最后，我坚信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的根，希望
身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我们不要忘记。

绽放本土文学色彩
黄雅幼老师

对我来说，马华文学中最

胜耀老师从身份认同、马共

具文学性的作品是黄锦树的《

历史及马华文学三方面来导读这本

雨》，其次才是黎紫书的《流

书，让我更能理解书中的内容。书

俗地》与贺淑芳的《湖面如镜》。这些作品极具

中描绘台湾的情境，不禁勾起我在

特色，甚至有一些是超乎常人的叙事与象征。我

台湾生活时的美好回忆。我认为这

觉得马华文学不一定非得局限在华人的生活或历

本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当代马华的

史，也不需用各种谐音、马来语、英语来展现华人

社会背景，也可以激发读者对研究马共历史的兴趣。

说话的语气，强调马来西亚特色，正正规规地书写

书中的本土用语如Nasi Lemak，更添亲切感且具地方

也具有一定的亮点和竞争力。

色彩。

分享会提到黄锦树认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一

对于马华文学往后是否能持续流传发展，我抱持

旦消失，马华文学就会消失。事实上，我不担心

着乐观的态度。我认为中国古典文学固然是华教的基

华文教育会消失，但马华文学确实处于市场窄小

础，但马来西亚本土色彩也需被融入课程，形成马来

和风格缺乏的处境。黄锦树虽是马华文学重要作

西亚华教的特色。近来初中华文新课本逐歩配合课程

家之一，但其作品销量在我国仍然惨淡，更别遑

编入本地作家的作品，各类马华文学的课程也开放予

论新秀作家。在这些资深作家的不懈奋斗下，马

华文教师和学生参与，提供了更多机会给本地人接触

华文学屹立近百年都不会消失。然而，若没有一

马华文学。这都是马华文学流芳路上好的开始，也希

个强烈的象征或一部具有影响力的经典作品，马

望各团体和学校配合推广。

华文学未来的路恐怕越来越难走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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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仪式感》导读会
郑理晏（高二理孝）报道

你是否正在迷糊度日？你是否对生活感到迷茫？如果你有这些感
觉，那么你的生活缺了仪式感！8月14日（星期五）晚上8时，辅导处彭
伟雄老师于线上导读李思圆所著的《生活需要仪式感》，向大家分享了
仪式感的概念与其在生活中的应用。

| 彭伟雄老师

读书会一开始，主持人林卿卿老师表示，此读书会与图书馆主题“
疫情之后如何安心”相呼应。这是因为在复苏式行动管制令期间，学生
隔周到校上课，加上全球疫情影响导致人心惶惶，培养仪式感便能找回
安全感及归属感。
彭老师以“什么是仪式感？”开始其分享，并表示仪式感的来源无
法被考察，却能在《小王子》里找到答案：
小王子驯养狐狸后，第二天又去看它。
“你每天最好在相同时间来。”狐狸说。小王子问：“为什么？”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观看
彭伟雄老师分享的《生活需要仪式感》
https://cutt.ly/yf9PmWV

“比如，你下午四点来，那么从三点起，我就开始感到幸福。时间
越临近，我就越感到幸福。我就发现了幸福的价值……所以，应当有一
定的仪式。”
“仪式是什么？”小王子问。“它就是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使某一个时刻与其他时刻不同。”狐狸说。
彭老师认为，仪式感是一种态度和感觉，它不是僵化的规范，而是
一种对生活认真、尊重、敬畏且热爱的态度。仪式感是对人生的加冕，
让我们的生活成为真正在生活，而不仅是在生存。提及为何需要仪式感
时，彭老师表示，生活中我们与家人、朋友相处时，常会忘记了表达关
心、感恩与珍惜，更常忘了倾听自己内心深处的声音。若我们通过仪式
来产生仪式感，。便能达到自我暗示的目的，暗示自己必须时刻拥有真
诚、专注的心去对待身边的人事物，紧攥着热忱以避免生活被琐碎的事
物消磨殆尽。
彭老师还提到，每当我们想要立志做一些事时，往往都会经历未开
始便放弃的情况，因为我们总是在起步时就被所想象的困难击败。他认
为，失败的问题不在于缺乏时间或准备不足，而是在于想得太多却做得
太少，少了立即行动的勇气和力量。作者也在书中提到，世界上最遥远
的距离是“想到”和“得到”之间。很多事都是得在做的过程中逐渐完
成的，毕竟下了水才会知道水有多深；走了几步才会知道自己能不能跑。
彭老师在大学时期欲学习吉他，却没有付出时间去练习，直到行动
管制令后期才拿起吉他开始学习。透过这一段经历，他发现专注力、细
化目标及培养毅力是培养新习惯不可缺少的元素。只要将精力专注在一
件事上，开始前将大目标细化至具体的小目标，设定固定的时间与情境

| 《生活需要仪式感》连山 (C192.5)。
| 《生活需要仪式感》李思圆 (C192.5)。

来进行某件事，便能更快速地把一个习惯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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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仪式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书中提到，许多人认为身穿礼服、进出高级场
所、享用精致美食才是有仪式感的生活，其实不然。
生活中的仪式感无需物质来衬托，对自己、对生活
用心便能使生活富仪式感。彭老师以在台湾留学

营才得以维系。因此，我们需腾出一些时间来与亲人
交流，一句关心、一句慰问便能让彼此感到温暖。亲
情的仪式，从好好说话开始。有效的沟通更是建立在
表达清晰的前提上。

感情中的仪式感

时，把照片打印成明信片寄给家人、朋友为例，告
诉大家仪式感能让自己更积极、乐观地找到生活中

在感情中，仪式感让我们懂得如何去爱与被爱，
让我们放下手头上的琐碎并做出改变。仪式感能够让

的美好与感动。

我们表达自己对这段感情的重视和用心程度，是一种

生活中的坑，都是自己挖的，迷茫也是。
在追梦的路上，我们时常会感到迷茫，总是在刚
起步时就想着终点的方向。那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类情

尊重的体现、一份爱的表达。再炽热的爱情，也会随
着时间的冲刷逐渐趋于平淡。感情中的仪式感，便能
提醒彼此爱的存在，帮助彼此回忆深爱对方的那颗心。

况迷茫呢？彭老师认为，只要认清迷茫是人生常态、

读书会结束前，彭老师提醒大家，活在这世界上

立足当下且安于寂寞、学会与迷茫共处，便能有效地

不仅是为了生存，我们也应懂得生活。重视仪式感的

克服迷茫。

人，有能力把每件事都做成值得回味的纪念版。生活

激荡起我们心中对梦想的热忱，三分钟思考你的
梦想：

中有了仪式感，不管人生平淡或曲折，我们都有能力
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一、深度思考你的梦想是什么
二、开拓梦想的广度和深度
三、勇敢说出自己的梦想
四、找到梦想存在的意义

对仪式感有更深一层的
了解
夏子晴（初三平）

作者在书中提到，当我们感到痛苦和压抑的时

我刚开始对“仪式感”并不是

候，需要的是一个排泄情绪的出口。生活中我们会感

很了解，也处于仪式感的误区。听

到快乐、伤心、欢笑，当然也会流泪，学习接纳自己

了老师的分享后，才对仪式感有了

的所有情绪，包括纾解负面的情绪是非常重要的，。

更深一层的了解，并且发现自己在生活中无形的也做

我们要学习如何纾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如可以选择独

到了所谓的“仪式感”。这次的读书会也让我和朋友

处、听音乐、写日记等。

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讨论，让忙碌的生活稍微放松。
我蛮喜欢读书会的尾声，大家在留言区分享自己遇到

学习/工作中的仪式感
彭老师认为，我们应把工作当成神圣的使命，常
自我提醒学生也是种职业，学生的工作就是学习。由
仪式感迸发的真诚、乐观和热情，我们便能通过完成
工作来获得无限的能量并走向成功。工作占了一天中
三分之二的时间，若我们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快乐，那
不就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是不幸福的吗？彭老师说，作
者在书中也提到忙碌是一种生活状态，但不应该是心
灵的常态。在忙碌的生活中保持一颗平常心，将忙碌
的劳累与不快沉淀到心底，用时间将其风干成一种曾
经奋斗的记忆，才是在学习中获得快乐的方法。学生
可以在每次学习时创造一些快乐的仪式感，日子就不
会那么难熬。

的一些问题，然后老师也给予回应或分享，有种“其
实我们都一样”的感觉。由于我本身对阅读还没产生
浓厚的兴趣，也许是没有找到好书的关系，所以认为
通过读书会，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书籍，交流心得，让
我得以从中获益。

仪式感增添生活气息
潘思彤（高二文商和）
听完了彭老师的导读会，我
觉得自己在生活中仪式感可以再加
强，让生活更添气息。有时候，仪
式感并不是用金钱来堆砌的，只要
享受当下的的时光足矣。仪式感需要自己去发掘，只
要用心，朴实无华的生活也可以变得多姿多彩。读书

家庭中的仪式感

会聚集了爱好阅读的伙伴一起聊聊书，让自己在忙碌
的生活中多了一点放松的时间。

节奏快速的现代生活中，我们常会忽略了家人。
家人虽是我们最亲近的人，但任何一种关系都需要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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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线上读书会
李筱心（初二平）、洪健恒（初一义）、锺智如（初一平）采访报道
一个惊人的故事，真正鼓舞人心。我在阅读她极端的童年故事时，也开
始反思起自己的生活。《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每个人都会喜欢。它甚至比
你听说的还要好。 ——比尔•盖茨

十七岁从未上过学的女孩，如何成为剑桥大学博士？我们要背叛多少曾
经，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新火书厢主办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线上读
书会于2020年8月28日的晚上8时至9时30分如期举行，当天的参加人数高达
90人，并由初二爱的黄橞萱同学导读。
这场线上读书会由主持人谢祉毅老师打开序幕，谢老师向学生们介绍了

| 黄橞萱同学

黄橞萱同学，并表示她在行动管制令（MCO）期间进行大量的电子阅读，文
笔迅速进步，由此开启了文学及文字的启蒙之路。

接着，黄橞萱同学开始讲解《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的作者。这本书的作者名为塔拉 • 韦斯
特弗，是美国传记作家及历史学家，在1986年出生于美国爱荷华州的巴克峰。是家中七个孩子里
年龄最小的，她从小不被允许去上学与去医院，在9岁时才拿到出生证明。塔拉在17岁那年通过
自学考取杨百翰大学，由于没有上学经历，所以对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她坚持不懈令自己的成绩
慢慢赶上。在200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随后获得盖茨剑桥奖学金，2009年获剑桥大学哲学硕士学
位。2010年获得奖学金赴哈佛大学访学。2014年获剑桥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
通过写下自己的故事，塔拉找到了一种答案。教育意味着自我创造，令她鼓起勇气去打开生
命的无限可能，去接受不同的声音。她曾活在父亲确凿的规训之下，是主动寻求教育让她发现了
真正的自己。接受教育，世界不再非黑即白，而是色彩斑斓。
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史。接受教育，但不要让你的教育僵
化成傲慢。教育应该是思想的拓展，同理心的深化，视野的开阔。它不应该使你的偏见变得更顽
固。如果人们受过教育，他们应该变得不那么确定，而不是更确定。他们应该多听，少说，对差
异满怀激情，热爱那些不同于他们的想法。—— 塔拉 • 韦斯特弗，《福布斯杂志》访谈
家庭终究是我们心中一块难以厘清是非对错的所在，有时它给你温暖，有时它令你刺痛。尽
管观念不同，立场相左，爱却始终存在，无法割舍。
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想念一个人，但仍然庆幸他不在你的生命中。
但获得的和失去的同等重要，她感激这个教育打开的新世界，却也还在努力寻找一条回家的路。

作者访谈：
教育不是狭义的职业培训，
而在于自我创造

https://cutt.ly/of1Kd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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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后思考：
1.如果你像塔拉，没有上学的机会，生病、受伤不能去医院，还常被哥哥毒打，你会怎么
做？你可以想出什么方法自救吗？
2.“人们只看到我的与众不同：一个十七岁前从未踏入教室的大山女孩，却戴上一顶学历的
高帽，熠熠生辉。只有我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看了塔拉的经历，试想想，我们是否也曾只
看见别人的光环，或羡慕他人的成就，而忘了思考其背后的经历与付出的努力呢？
3.“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转变，蜕变，虚伪，背叛。而我称之为：教
育。”试简单述说，受教育带给你的意义是什么呢？学习知识给你带来什么样的转变？读了一本
书，思考了许多，给你的生命带来什么样的转变？

从最初的恐惧，到如今的满足
分享人 黄橞萱（初二爱）
为了尝试新事物，挑战自己的极限，所以我接受挑战，当了这场线上读书会
的导读人。虽谈不上非常成功，但还算蛮顺利的。还没开始前我感到很紧张，但
紧张是必然的，受到朋友们的鼓励及支持后，稍微缓解。
虽然我只是个新手，但我还是有一些些的小秘诀，那就是要谈得轻松些，像是在跟朋友聊天一
般，必要的时候可以变音以增加带入感，气氛也就不会那么紧绷了。
对我来说，最困难的就是下定决心，剩下的只是坚持。从最初的恐惧到如今的满足，星期五晚
前的我，无法想象我会如此勇敢当初答应要导读。很高兴能有这个导读的机会，我从中获得的不只
是经验，更多的是友情。
当然，下一场的读书会我也会参加，想听他人推荐好书，让自己可以多增加知识，开开眼界。

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林慧娟（初一平）
我来参加这场读书会是因为想尝试新事物，放松一下。我之前没有参加过类
似的活动，这次会参加主要是班导师在班群里宣传。
此外，我认为这场读书会可以再生动一点，这样会更加的吸引人。参加这场
读书会带给我最大的启发是要学会自己解决问题，因为未来遇到一些问题都要靠自己，没人会一直
帮着你。
很开心能参加这场读书会，的确学到一些东西，也意识到自己在某些事方面的表达方式有误。

找出自己的能力所在，再决定自己是谁
林礼俊（初二智）
通过这个线上读书会，使我在思想上、觉悟上有了些许的提高。我从中明
白了教育非常重要，因为教育意味着获得不同的视角，理解不同的人、经历和历
史。我也从中得到了启发—— 我们应该先找出自己的能力所在，然后再决定自己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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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更多值得一看的书籍
李卓宁（高二理爱）
首先，我认为读书会的时间可以稍微控制一点，不要太长也不能太短，老
师和学生可以交替介绍那本书。当晚，除了收获良多之外，也感受到不同的人有
不同的想法。通过不同人的导读，以及各位同学的评论分享看法，能够让自己思
考事情的其他可能性。此外，参与者的评论提供了我更多发想，可以让自己的想
法“进化”。当然生活中的一切还是要自己去经历，去感悟。还有，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下一场读书
会我一定参加。

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吕熙乐（高二理孝）
我认为，教育不应该仅限于课堂上所学习的知识或者是从课外读物中了解到
的事物，教育就是不断地去思考周边的事物并悟出个所以然，不断地去精进自己
的这个过程。而教育就是可以让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的途径，不是被原生家庭、
外界因素限制住的那个自己，而是有着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人生的
那个自己。
我觉得现今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大部分学生已经不再去认真地思考了，思考对大部分人来说是
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以致于这些学生只会觉得学习只是为了测验、考试、文凭，而考试后就忘记
掉这些乏味的知识。而我不觉得这是教育该有的样子，教育就该是让学生享受努力的一个过程，让
学生领悟到努力不懈的价值，这样在未来他们追求的不会只是名与利，而是在努力奋斗的这个过程
中如何升华自己的身心灵，不断地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

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勇敢踏前一步
张菁伊（竞智华小老师）
我是第一次参加校外读书会，分享对象还是个学生。身为一位初二的导读
者，显得非常勇敢。虽然过程有些小差错，但她立即补救，变现淡定，值得大家
学习。
听了这场读书会，让我很想去挖掘作者的经历。作者的勇敢，相信大多数人很难做到。因为我
们常常随遇而安，不敢也不想去改变！甚至是我自己有时也会因为现实而认命。但是，在读书会当
下听到作者的那份“坚持“，让我燃起那份想要坚持到底完成梦想的拼劲。所以，这本书值得一看。
感谢举办这次读书会的新火书厢，让我更深一层了解此书的内容。谢谢导读此书的橞萱同学，
你的勇敢值得嘉赏，加油！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观看
黄橞萱分享的《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
https://cutt.ly/7f9OyEr

| 《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塔拉•韦斯特弗
(Tara Westover) (C78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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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对的方法 ,
让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
线上分享会
9 月 11 日晚上 8 时，新火书厢的第五场读书会，邀请了 2019 年毕业生
贺字宁学姐通过导读《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和《深度学习的技
术》，并结合自己的求学经验和方法，以“掌握对的方法，让学习成为一件
快乐的事”一题进行了线上分享。

贺字宁 供稿

每个人的学习能力都不一样。学习能力与成效的提升耗时较长，但当掌握了对的
学习方法，循序渐进，能力也会相对增强。《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及《
深度学习的技术》两本书是探讨学习方法的书籍，前者适用于在初中阶段急需寻找基
础知识学习方法的学生、而后者则更适用于高中阶段，对深入探讨与寻找各种适合自
身的学习模式有兴趣的学生。。
考试是检测学生是否掌握课堂、课本知识的过程，若要在考前一周、两周、甚至
是一个月较轻松应付，长期地进行复习则尤为重要。根据书中提及，学习分成五个部
分，即理解、记忆、整合、复习及巩固。而区分方式分为两种：若要在考前只完成一
些简单的复习，那需在平时不停地完成理解、记忆及整合的部分。对于应考测验、期
末考等范围较小的考试，达到理解与记忆即可；若是应付范围较大的考试，整合与复
习则显得非常重要。

扫描二维码或点击网址观看
贺字宁分享的《掌握对的方法，
让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
https://cutt.ly/bf9PI7R

| 《深度学习的技术》杨大辉 (C521.1)。
| 《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池田义博 (C1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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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及《深度学习的技术》二书中提及学习的5个部分
“有了深层的理解，才能找到问题本质、提出深刻的答案。”理解是掌握一个

①
理
解

章节、一门学科的重要过程，但同学们往往会发现自己无法很好地理解课文，这便体
现出相邻可能的重要性。根据书本作者解释，相邻可能指的是需先学会基础，才能掌
握更深的知识。很多科目在章节间都有其关联及连续性，若前面的基础或知识点未掌
握，那便无法把新的知识学会。
此外，在思考一件事情的时候，把思考过程写下来，可以减少大脑的工作量，即
工作记忆。当可以把思路写下来，代表对该知识点已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并且以俯瞰
的角度去看时，大脑里形成的是视觉化思考，这能帮助更快地把东西想明白。再进行
思考的时候，需适当地切换理解角度，即以专注模式或发散模式进行思考。普遍上，
当在阅读课本、笔记时，可以以专注模式来阅读，这有助于集中思考。
然而，当遇到难题且陷入困境已久时，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这个难题，去做其他事
情或复习其他科目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是因为当我们困在一个难题的时间太久，
大脑会绷得很紧，而导致无法有效思考。
“追求超强的记忆力并不是一个好选择，但一定程度地记住知识还是必须的。”

②
记
忆

在掌握了知识点后，需记住它，以更好地进行运用并应试。在进行记忆时，需要一定
的集中力，以更快地把知识点记起来。通过感官，即听（边听边写、戴耳塞）、触（
空写）、味（边吃边读）等，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少的事物上。每个人的作息都
不一样，而每个时段的集中力也不一样的。书中提到，睡醒后两小时及下午四时到晚
饭前时一天中集中力最好的时段，也可以通过不断试验找出自己最能集中的时段。
在学习时，总会发现在同个学科或跨学科中有其共同点及规律性，这便能用更短
的时间进行记忆。学习时，放张纸在书的旁边，不时地写下自己所学的重点，便能通
过信手涂鸦的方式让自己拥有视觉化记忆。在进行记忆时，可以通过积攒强烈的情绪
来巩固自己所记忆的知识，这便凸显了回忆的重要性。在读完一个章节后，可以回想
自己读了什么（回忆），或用一分钟写下自己所记得的内容（提取练习）。一分钟手
写法是指在复习完后，在一分钟内把自己所记得的内容写下来，一分钟内即使想不起
来也不能停笔，一分钟后找出尚未掌握的部分并立即重读该内容。当回想或在写的时
候可能感到困难，那这份困难便会变成回忆，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强烈的情绪”。
此外，学习就像刷墙，只涂一遍颜色太浅、到处都是空白，所以得快速过、再重
来，这就是刷墙学习法。其中，可以通过三画圈反复速记法，即在读完第一章后再重
读一遍，读完第二章后再读回第一章，以此类推形成1-12-123-234-345的节奏。再
学习或进行记忆时，若遇到难题，可以当下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若有充裕的时间，
我们还可以停下来对该难题进行研究。
“组块（zoom out）是一种俯瞰视角的理解方式，是一种对全局的了解；分块

③
整
合

（zoom in）是一种放大视角来理解知识的方式，能让你看见细节里的魔鬼。”当理解
了并把大部分知识点记起来后，则需进行梳理与整合，以更好地掌握章节与章节间的
关系。若面对的是一个很多层次、错综复杂、分支很多又相互有关系的章节时，可以
制作心智图以更好地理清其关系。当遇到一连串、里头有很多细节的知识点时，可以
通过制作概念图来帮助自己把其中的细节弄懂。在制作此类图表时，应以自己看得懂
为首要出发点，不执着于精致且好看，只要能达到整合及理清楚的目的便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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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前，总需要把自己所学会的知识点再复习一遍。复习时，可以通过限时速

④
复
习

读，即规定自己在一定时间内完成一个章节或一本课本的复习。时间的压力会逼迫我
们鼓起最大的劲儿去复习，便可以更快地完成复习。速读时，若可以预设到接下来的
内容，那便已完全掌握并记忆该知识点。这与听歌一样，若能跟着唱下去，便象征着
懂得该歌歌词。此外，在进行复习时，可以善用间隔学习，即一天复习2-4门科目。
间隔学习的目的是让自己的大脑保持灵活，以让自己的大脑在同样的状态下连续复习
几个科目。
有时候会面临“读了却不知道自己是否懂了”的问题，那就得通过输出来验证

⑤
巩
固

自己的学习成果。输出就是说出来，把自己所学、所记说出来，可以说给朋友或自己
听。当别人向我们请教的时候，教别人的过程就是巩固自己记忆的最佳方式，因为在
教别人的时候，也是再一次的复习。当说给自己听的时候，可以在不看书的情况下用
最浅白的方式说出知识点，这时完成的是聆听与输出，可以更有效地巩固该知识点。
很多人在面对失败的时候容易放弃，因为坚持太难了，但放弃只是一瞬间的事

结
论

情。可以把目标写在纸上，这是一种自我鼓励、自我鞭策的方式，也是在失落、快要
放弃的时候鼓励自己的方式。此外，应了解自己的学习高原，即当学到一个程度的时
候，会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一样的水平，需要付出几倍的努力才能进步。当没有进步
的时候，应进行检讨，找出是到达学习高原或学习方法出了问题。若是到达了学习高
原，可以调整自己的学习时间、付出更多的努力、找出进步的方法；若发现学习方法
不适合，便可以向老师或同学请教，该如何进行学习。当长时间进行学习时，可能无
法持续地保持注意力。这时，可以通过补水及食用坚果的方式，或通过三点聚焦法，
即在纸上以三角的方式画下三点，眼睛轮番盯着这三点来提高自己的注意力。

注：以上内容均整理自《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和《深度学习的技术》二书。

改变学习方式
萧巧缘（初二仁）
我在这场导读会里学到了很多学习技巧与方法，让我开始反省并想要改变现在的学习方
式。我想最大的收获是让我重新有了学习的动力！

找到学习的意义
邱宗裕（初三仁）
我很满意这次的导读会，因为让我认识到很多学习的方法，比如：如何应付考试、如何
正确地复习、如何改变自己的心态，让自己爱上学习等等。这让我正视自己的学习问题，去
探索最实用、最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此外，我也更加地了解到学
习的意义，应该改变自己的心态来应对不喜欢的科目，找到一些激励自己读书的方法，把目
标定下来，成为自己前进的动力，对自己的未来负责。

激发学习动力
萧恩欣（高一文商廉）
好满意！听到思路清晰的贺学姐和其他同学分享后，自己也好像被点醒了。这个夜晚我
是真的很满足，因为“沉浸”那么久后，我终于又感受到来自内心的渴望和学习的动力！我
很庆幸自己可以在这对的时间，收获那么多“宝藏”。或许我应该尽快找到一个属于自己适
合的学习方式，星期一就去借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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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主题书展：
全力以赴，为自己发光

为自己热爱的事物，全力以赴闪闪发光的
时刻，就是我最喜欢自己的时候。
时光匆匆，我们经历了 疫情、复课、新常
态，最后，期末考 / 毕业考将至。请相信自己，
相信汗水可以为未来铺成一条斑斓的路，相信
梦最终能够发光，也相信美好能降临在自己的
头上。
我们依旧相信，只要有好的心态、全力以
赴，一定能为自己的梦想增光添彩。
在追梦的路上，一个人的心灵、精神和灵
魂都得到滋养；在求学的路上，学习方法、时
间管理缺一不可；在成为更好的人的路上，得
思想正确，对社会有更多的关怀……为此，图
书馆主题书展为你准备了一系列的书籍，欢迎
你来借阅，一起共创“闪闪发光”的人生！

浏览延伸阅读书目

https://reurl.cc/Y68mL4

| 推荐书单
A. 身心养成计划
《给内心总是很累的你》
马克•费里曼 (Mark Freeman) | 三采出版 | C177.3
其实，情绪稳定的人，从来都不想试着消除、逃避不喜欢的感受，
反而会正面体验那股惶惶不确定的感觉，并与之共处。然而，多数的现
代人都掉入这个陷阱，喜欢给脑中闪过的想法、念头、感受、思维贴标
签，并告诉自己不应产生或拥有不好的念头，像个仓鼠终日在这样思
维、模式中打转，却花大把时间游移在过去与未来的懊悔、焦虑，开始
迷失了自己，也没有能力活出想要的人生。但是，我们该做的仅仅只是
脱离这样的思维模式吗？不，因为长期被负面情绪主导人生的你，还需
要一套能完整导航人生的价值观，让你所有的行为、思考、动作都能彻
底实践你对人生的渴望。作者还提供20种练习，强化情绪肌肉，在脱离
强迫性行为的同时，可以为情绪自主的未来，开始规划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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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快乐的处方》
安德斯•韩森 (Anders Hansen) | 究竟出版 | C176.5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可以改变自我、稳定情绪、拥抱健康，更能
有效提升智力、注意力、记忆力、创造力等各方面的表现！韩森医师从
脑科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告诉读者能够对大脑产生巨大影响的机制，并
提供临床的实际案例和实做的“处方笺”，让我们简简单单就能快乐地
进行生命升级！

《为什么要睡觉？：睡出健康与学习力、梦出创意的新科学》
沃克 (Matthew Walker) | 天下文化出版 | C411.77
我们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记忆力、学习力、创意、生产力、领
导力、决策力、智商与情商、吸引力、运动表现，甚至食欲，这些让日间
生活更精采的能力，原来都与夜间那场神秘的睡眠有关系。沃克是杰出的
神经科学家，他热爱睡眠，研究睡眠，为我们描绘出当前科学对于睡眠的
全盘了解，最后还告诉我们如何睡好觉的诀窍。

《心流》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中信出版 | C170
本书将带领读者走一趟心灵之旅，认识意识的运作，并学会驾驭
之；控制经验反应在大脑里的信息，进而决定自我人生的模样；最终结合
所有经验，打造一个有意义的模式，让一个人可以驾驭生命，并感受到它
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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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疫后学习术

《你不是记性差，只是没找对方法》
池田义博 | 东方出版 | C176.3
作者池田义博总结自己的记忆力训练经验，为的这提供了提升记忆
的5大锦囊和32个进阶技巧，辅以大量实例，帮助读者更好地提升、运用
自己的记忆力，帮助读者拥有更强的大脑，成为记忆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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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学习的技术》杨大辉 | 远流出版 | C521.1
要如何才能学得深入，而且学得正确呢？本书将从科学的角度出发
与论证，结 合 自 身 学 习 经 验 总 结 出 框 架 ， 带 领 读 者 逐 步 达 到 “ 高 效
学习”。

《超速学习：我这样做，一个月学会素描，一年学会四种语言，
完成 MIT 四年课程》史考特•杨 (Scott H. Young) | 方智出版 |
C521.1
在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成为佼佼者只是一时的，唯有持续不断自
我精进，拥有快速的自主学习能力，才保持领先地位、跟上时局变化。
作者纵览最新研究，考察其他超速学习者的历程，并辅导小团队进行学
习计划，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验，归结出九大关键法则，任何人都能藉
此方法成为“超速学习者”，拥抱超乎想象的美好人生！

《拿高分的科学读书法：一试必中，人生升级的超能力》
DaiGo | 方智出版 | C019
不 太 读 书 却 经 常 考 高 分 的 人 都 这 么 做 ── 想 象 自 己 之 后 要
教人：练习把学到的东西说明得连10岁小孩都懂。不要写学
习目标，写出你知道的：回想脑中既有的知识，反而更容易
记住新的内容。用音乐暖身：读书时听音乐只会分心，降低效率；读书
前听喜欢的歌，能帮助转换心情。西红柿钟工作法＋附带奖励的午睡：
专心读书25分钟，休息5分钟，能有效提高专注力。比手势：一边背单字
一边比手势会更容易记住。只要了解学习的原理，每个人都能在短时间
内取得丰硕成果。符合科学根据的读书法人人适用，毫无例外！

《刻意练习》安德斯•艾利克森（Anders Ericsson） |
机械工业出版出版 | C177.2
一堆人学钢琴、小提琴、舞蹈、围棋、各项运动，为什么有些人可
以有高手级表现，大部分人却只有“可接受”的水平？多数人相信原因
出在天赋，但本书作者安德斯 •艾瑞克森根据三十多年的研究发现，所谓
天赋其实是人类大脑和身体的适应力，只要透过正确的练习，亦即“刻
意练习”，善用大脑和身体的适应力，每个人都能改善技能，甚至创造
出你本来以为自己没有的能力，达到颠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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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时间规划法
《专注力协定》尼尔•艾欧 (Nir Eyal) | 时报出版 | C176.3
作者尼尔 •艾欧探讨打造热销上瘾商品的前作《钩瘾效应》，成为硅
谷新创公司人手一册的宝典。有感于生活充斥着愈来愈多导致分心的产
品与诱因，我们愈来愈倾向于获得实时的满足（就连自己的亲子关系也
受到影响），他决定站在普罗大众的立场，研究如何在吵嘈的生活中保
有专注力。他发现，阻断外在诱因（例如关闭手机通知）只能治标，我
们很快便会开始寻找其他的分心替代选项。唯有从内在诱因着手，才是
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

《番茄工作法图解：简单易行的时间管理方法》
弗朗西斯科•西里洛 | 人民邮电出版 | C177.2
本书除了解决头脑与外部信息干扰，还首度提出团队如何使用西红
柿工作法来节省时间和提高生产力，并附有大量图表范例，详细拆解西
红柿工作法的方法与架构，更完整分享达目标时间管理心法，产生改变
人生的强大动力。只要利用25分钟、间歇休息5分钟的高效成功单位，不
仅学生能改进读书方式，专心念书；上班族还能改善工作方式，拿来解
决复杂问题，完成更多工作。

D. 思考真确

《思辨是我们的义务：那些瑞典老师教我的事》
吴媛媛 | 木马文化出版 | C524
本书以瑞典高中为主，并从第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角度，生动描写瑞
典课堂，解析瑞典各科课纲在塑造公民素养上的用心设计，为教育呈现
更多可能性。希望这本教学实例的集锦，能为现在的学校师生，也为和
作者一样走过填鸭教育的大人们，提供一套鲜活的补充读物。

《正义：一场思辨之旅》迈可•桑德尔 (Michael Sandel) |
雅言文化出版 | C198
作者以浅白清楚的方式诠释亚里士多德、边沁、康德、诺齐克、罗
尔斯等诸多哲学大家的观念，探讨各种冲突争议的概念，邀请大众持续
对我们在生活中面对的两难困境，进行自我检视和深度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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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寸草心16》征文比赛 | 初中组.优秀奖

熟悉的味道
文 | 刘玟杉 初二爱

“杉啊，快下来吃你最爱的咕

本以为那个时候会和小学一样，可我

厅，发现桌上有一碗不冷不热的咕噜

噜肉饭啦！”“来啦来啦！”话音刚

这个想法却是错误的。堆积如山的功

肉饭，下面还压着一张便条。

落，一阵脚步声从楼上传到楼下来。

课，新老师给我承受的压力，已经让

只见小女孩兴匆匆地坐在椅子上，等

我无法喘息过来，我甚至有过逃课的

待妈妈端出她最爱的咕噜肉饭。过了

想法。可我明白我妈妈一向都希望我

不久，妈妈从厨房端出一碗咕噜肉

能够在学业上有些成就，甚至还希望

致亲爱的杉：

饭，递到小女孩的面前。她拿起手上

可以在学校成为模范生。因此，我每

对不起，可能妈妈不是很了解

的勺子，开始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次都忍声吞气，不在她面前发泄，倾

你，对你的期望也很高。因为这样，

坐在一旁的妈妈看见自己心爱的孩

诉，也不敢在她面前露出我那卑微的

可能你对妈妈有些误解了吧！其实，

子，嘴上挂着欣慰的笑容，一脸慈祥

一面，因为深怕她看到了以后，责怪

妈妈并不是你想的那个，要求自己的

的看着她。而这个故事的小女孩，就

我，告诉我说：“你呀，可真是给我

孩子必须十全十美，不可有任何犯

是我本人。

丢人了！”

错的思想的一位妈妈。妈妈也只希望

从小，我就特爱妈妈做的咕噜
肉饭。每当我心情不好时，妈妈就会
特意为我准备咕噜肉饭给我；每当我
不知道该吃什么时，咕噜肉饭就会浮
现在我的脑海里：“妈妈，我想吃咕
噜肉饭！”“好的呢！”我一想吃，
妈妈都会愿意为我去做这道佳肴。其
实咕噜肉饭，它对于我妈妈，有着
特别的意义：在我妈妈小时候刚学
烹饪时，她做的第一道菜，就是咕噜
肉。而且这道菜，是我外公亲手教她
做的。我妈妈还告诉我，那个时候的
她，笨手笨脚的，想必自己给外公添
了不少麻烦吧！虽然如此，外公还是
耐心地教我妈妈，连一声叹气也没发
出来。看来我妈妈的脾气，应该是从
外公身上遗传下来的吧！
但是那时候的我，认为父母为我
做的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时候
的我，不如白居易的《慈乌夜啼》中
的乌鸦，未有过想要报答妈妈对我的
养育之恩。直到那一天，那件事改变
了我对“行孝”这两个字的想法，也
让我领悟到了“百善孝为先”这个道
理。这件事情，还得从我刚上初中的
那段时期开始说起......

虽然如此，可在那件事上，我没

我拿起便条，仔细地阅读上面的
文字。

你能够适应新环境，能够在其中认识
知心的朋友，也能够从学习中找到快

忍住。
发生那件事情的当天，是读书
天。那一天，我班有三个不同科目的
测验，可我那天却缺席了。没错，我

乐，我就安心了。妈妈也知道你肯定
也饿了吧，特意准备咕噜肉饭给你，
希望能够安抚好你的情绪。

逃课了。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也

看完便条上的最后一个字，我

是最后一次以假生病这个名义去请

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流了下

假。那个时候，我妈并不知道我逃课

来。我这时才意识到“母爱”这两个

了，因此当她发现到这件事之后，顿

字的笔画数虽然不多，却蕴含着满满

时大发雷霆。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

的爱意。我这也才明白，妈妈并不是

看到我那和蔼可亲的妈妈，因为我

我想象中的一样，可能自己对妈妈也

逃课的事情，顿时火冒三丈。那个时

是不够了解。我含着眼泪，一口一口

候，我妈妈一直对我指指点点的，可

地咀嚼着碗里的咕噜肉饭。还是那个

那个时候的我，不知哪来的勇气让我

熟悉的味道呢！

把这句话从嘴里说了出来：“要是你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善于向自

有本事的话，为什么你要把我这个对你

己最亲的人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可

来说堕落，无情的孩子给生出来呢！”

当我们越是这样，我们与父母之间的

当我说完这句话时，脑袋突

距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俗话说：“

然一片空白。“刘玟杉，你这是在干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每个人都有犯

什么呀！”不等妈妈的反应，我立刻

错的时候，因此当我们犯错时，必须

直奔回到房间，开始嚎啕大哭。我从

要自我反省，而不是在面前理直气壮

没想过，这句话对我妈妈来说，伤害

的。妈妈的爱，是无形的，我们看不

是有多大；也从没想过，自己说完这

到、也听不到，却能感受的到她对我

句话后，该怎么负责。当时候的我，

的爱。因此，孝顺不能等，我们应该

只是在一旁哭，哭着哭着，也就饿

珍惜当下，好好地报答妈妈对我这十

了。当我抬起头望向墙上的时间时，

四年来的养育之恩。

那时候的我才刚上初中，面对

已经是凌晨11点了。“妈妈应该睡着

新环境还存在着“未知”这两个字。

了吧？”我蹑手蹑脚地走到我家的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