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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亦難

“新紀元教育是否有益社會，取決畢業生的表現”

 ■ 莫順宗博士 (左)、新任理事長林忠強博士：新紀元永遠的祝福

8月的骊歌，不久即将在新纪元奏起。也许因为悄悄是

别离的笙箫，几乎每一次都是在毕业典礼临近之时，我才想

起又有一批学生准备毕业了。

但今年8月的毕业典礼，料想会比往年热闹和忙

碌。2014年8月毕业典礼，落在8月24日。毕业典礼数天之前

的8月18日，先是遇上新学期开学日。然后8月23日，又适逢

董总六十周年会庆。为配合董总六十周年会庆，新纪元还于

8月22日与23日全力承担以董总名义举办的“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的所有筹备工作。从8月18日星期一始至8月24日星期

日止，从开学到会庆，从研讨会议到毕业典礼，一周之间，

宾客穿梭，节目相继而来，可以想象届时新纪元校园会有多

么热闹。参与筹备这系列节目的同仁皆已作好心理准备，这

必定是新纪元师生极其繁忙的一周。

畢典重頭戲

我对负责筹备毕业典礼的同事说，幸好新纪元这些年

举办了多次的毕业典礼，已是驾轻就熟的事了，再忙，必当

可以应付自如。但大家还是必须慎重其事。怎能不慎重其事

呢。须知，毕业典礼乃是一所学府的重头戏。毕业典礼对每

一所学府，都是意义非凡的。

我在新纪元服务已超过十一年，这十多年来我没有缺席

过任何一次毕业典礼。有机会参与毕业典礼，为我们的毕业

生献上祝福，分享他们的喜悦，这是为人师者至高无上的光

荣。沈慕羽、张雅山两位先生在世时，即便年届九十高龄依

然坚持出席我们的毕业典礼。他们站在毕业典礼舞台上颁发

证书，见证毕业生的学有所成，也见证新纪元的稳步前进。

那曾经是新纪元一道最动人的风景，他们过世后这画面始终

烙印在我们心中，成为新纪元校史永远的纪录。我们当然无

法跟这些华教元老相提并论，但他们坚毅的人格却值得我们

一再学习。

事实上，毕业典礼从来都是一个庄严却温馨的场合。

毕业生是我们最大的成果。在毕业典礼舞台上师长们放眼望

去，我们目睹又一批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即将踏出校门，

内心虽然不舍，但跟现场观礼的父母长辈一样，我们感觉无

限的安慰与欢欣。

理想的勇氣

时间过得很快，也许刚踏入校门时，同学们还以为毕

业遥遥无期，但转眼间就各分东西。时间过得确实真快，我

们期望毕业生们已经在新纪元找到他们一辈子的理想，以及

实践理想的勇气与能力。但我们又担心毕业生们过于理想主

义，不免要在复杂的社会中吃大亏，蹉跎人生宝贵的大好时

光。于是，在毕业生们即将踏出校门的这一刻，我们不断叮

嘱，期望他们一步一脚印先做好身边的小事，循序渐进才来

谈伟大的理想。

临别依依，在祝福声中，我们鼓励毕业生未来必须寻

找自己的方向，开创属于自己的天地和美好的人生。但我们

更知道，人生未必时时刻刻一帆风顺，于是我们盼望，无论

何时何刻，母校新纪元，都仿似是每一位校友心中的一座高

山，像父母的形象一般，高大而沉稳。曾经，在那短暂却快

乐的日子里，在新纪元校园内，与师长、同窗好友度过的美

好时光，永远都是稳定我们校友心灵的力量。我们深信，只

要心中有一股力量，一个人，才会走得远，飞得高，才会有

美好远大的前程。

此去经年，当我们为新纪元毕业生献上这些最真挚的祝

福时，脑海里时会浮现南大校友，以及早期留台生的身影，

受华文教育者悲歌不断，他们都是有故事的人。在极其不公

平的竞争条件下，是什么因素造就他们永不退缩力争上游

的特性？是母校的力量，我相信，是母校特定时代里的境遇

赋予他们不屈不挠的力量。南大校友的母校力量尤其震撼人

心，即使母校改制了，关闭了，然而南大校友的精神益加坚

定不移，母校的力量无处不在，存在于每一个南大校友的心

灵之内，存在于他们创造的事业之中，存在于他们为社会的

大小奉献之间。这是他们与母校最直接的联系，无论时隔多

久，斗志不减壮心不已，仿佛仍是当年南大校园里的少年，

悠游其中，须臾未曾离开。

畢業生母校情

我们期待，新纪元毕业生与母校之间也有一股如此维系

人心的力量，绵绵不断，不绝如丝。

值得欣慰的是，华文教育和民办高教的艰困确实锻炼了

我们不少学生的心志。在今日年轻一代逐渐迷失在网络上人

云亦云风气之际，我们有一部分学生却不受网民和政客似是

而非的言论荼毒，就在今年8月的这一批应届毕业生当中，

有者愿意到印尼实习协助印尼华文教学的复苏，有者为东

南亚学生开办中华文化活动，有者不但跟着＂无牙伯＂蔡平

先步行上京请命，还计划通过戏剧义演，筹款之余也提高民

众意识，为边佳兰义山的长期抗争而努力。这些都是怀抱理

想，但同时具有实践能力的新纪元模范生，是新纪元实力的

所在。

新纪元的教育是否有益于社会人心，完全取决于我们毕

业生今后的表现。但今日骊歌已然奏起，相见时难别亦难，

除了语重心长的叮咛，我最期盼的是好好祝福每一位毕业

生，祝福你们，我们的毕业生，祝福你们拥有无限的可能，

不管你们所处何方，母校新纪元，永远祝福你们。

鄭
翠
鑾

 ■ 梁健林回顧展：莫順宗(前左六)；梁嘉怡、顏桂珍 (前右二、三）

 ■ 二十四節令鼓成立：王雅(左)、莫順宗(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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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耳相傳，最終的結果是：消失無縱。語言學家指陳的事實

是：世界上每天都有無數的小語種在沉默中死亡。

職是之故，一個民族的文化當兼具「語」和「文」，否

則乃無以成其為民族；這便是吾人在這塊土地上必不可失去

母語教育最樸素的原理原則，除了語文本身的精華，它並且

是我們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自尊。

文化母體

進一步言，其乃華教基石，倘若剝離了文化的母體，便

如無根浮萍，空有族群稱號，但精神與實質蕩然無存，長此

以往，自然萎縮以至在這塊土地上逐步消亡。

而當一個民族的語言文化長期受扭曲和排擠，通常會出

現兩種情況：一是一蹶不振；反之則奮力前進，愈戰愈勇。

我國的華文教育雖歷經凌遲，甚而鯨吞蠶食，卻仍圖強不輟

匍訇前進者，此無疑上一代華教先賢之洞見也。

儘管這一代董教總人已非上一代董教總人，時空迥異，

但處在一個眾說紛紜的年代，我們應思考的，無非如何平衡

前人努力過的路，做好銜接工作。不因被打壓而放棄，也不

因意見不同而誅之則快，當選擇剛柔並濟如耳順般兼聽則

明，庶幾無愧先行者之寂寞乎。

今年是董總成立六十週年，一甲子的猿聲魍魎。

回看董總剛成立的十年間，上一代華教先行者常被

當政者批評為「沙文主義」。事實上，所謂「沙文主義」

(Chauvinism)原指極端及狂熱的民族主義，如60年代蘇維埃

政權的大國主義者是。如今，這個辭彙的含義尚且包括過度

關愛自身族群或組織，以至對他人持惡意和仇恨者。

揆諸我國獨立後的片斷，華教發展因受制客觀環境，起

而捍衛母語教育，故常遭政治人物為難、揶揄有之。但究其

實，華教人士所堅持者，母語教育乃作為一國之民的權利，

要求使用母語教學主要是讓學生在沒有語言障礙下明白課程

內容，從而達到知識傳授之目的。

但即使如此，它並不影響馬來文作為國語的地位，這已

是憲法明文規定者；惟大馬畢竟是一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

憲法也保障了母語的學習權，若說民間組織戮力爭取多元教

育體制乃「沙文主義」者，實有失牽強矣。

全民受教權

從宏觀角度觀之，世上任一國家的教育不能只靠政府單

方面的作為，民間團體乃扮演吹哨者的角色，此斷非挑戰任

何政策或執政當局，而是希望透過監督和制衡，推行多元語

文，確保公平的全民受教權。

文化的定義固然廣泛，但萬變不離其宗，基本上乃離

不開人類生命記錄的總和。世界上任一民族必有其文化，否

則便無法生存和永續發展。因此，文化乃構成民族的基本要

素，延伸開來，它更且是民族教育的基礎。

必須看到，文化一辭乃抽象之描述也，必也透過語言

文字的傳承，才能築起其內涵。它是複雜的綜合體，亦如秤

砣，體積雖小足以壓千斤。一個族群如果失去了語言文字的

支撐，乃無異有體無魂的彊屍。

馬來民族的諺語：「語文是民族的靈魂」。若只是有

「語」無「文」，一如世上的許多土著語言，僅靠族人代代

別讓先行者太寂寞

胡
興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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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董總：兼聽則明，六十當耳順

 ■ 家屬出席觀禮：(左起)梁健林岳母、梁嘉怡、顏桂珍、莫順宗、梁美蘭(妹)、Ambrose	Poh、父親梁炳輝

54

新院縱覽

白色工坊于2014年5月15日至6月13日展出“梁健林书

画回顾纪念展”，并于6月12日在新院同仁、家属及同学见

证下，进行简单温馨的闭幕式。

热爱艺术的梁健林，不但精于水墨画、书法及现代画，

并涉猎陶艺、印章篆刻，留下不少让人怀念的作品。院长莫

顺宗表示，梁主任一生热衷艺术，如《雪域奇峰》便是从尼

泊尔回来后的画作，也让他忆起梁主任在生病前刚由西藏回

来时，身上背着登山包，一脸兴奋的表情，印象仍是那么深

刻。因此，除展览外，也集合他的作品出版一画集，以延续

他作品里的精神。

梁健林曾代美术与设计系主任，颇受同事与同学的喜

爱。现任美术与设计系主任Ambrose	 Poh表示，艺术是不会

说谎的，这可以从梁主任画作中看出他为人的真诚与价值。

当天，梁健林的遗孀颜桂珍与家属一起出席，她紧握女

儿梁嘉怡的手表示，丈夫在病逝前的最后一个月，来不及做

些什么，对新院给予的协助与支持感到窝心及感谢。她哽咽

说，出版画集是丈夫留给女儿的最后一份礼物，并向来宾鞠

躬致谢，令在场所有人眼眶不禁泛红。

仪式结束后，众人没有马上离去，而是驻足欣赏他的画

作，并用相机摄下他画里的精神，永存心中。(鄭翠鑾)

梁健林書畫回顧展

給女兒的最後一份禮物

 ■ 梁健林書畫、篆刻遺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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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個性化
　新網絡時代

走动在新纪元内，不难发现大部

分的人都是机不离身，不论是低头滑手

机还是使用手提电脑，都需依赖着院内

的无线网络。但院内也并非每一角落都

能接收到无线网络，因此大部分学生固

定上网的场所乃是在行政楼G层及彩虹

走廊，收讯较佳。

軟體費龐大

目前新纪元电脑室、陈六使图书

馆及行政楼共有280台电脑，一年的软

体费用为马币4万多令吉，支出庞大。

“今年4月起，电脑全面升级

Windows	 7。”新纪元电脑中心主任梁

帏雄解释，随着Wins	 XP的结束，软体

替换是必然的，但鉴于院内部分电脑不

能负荷新软件，因此必须添购新电脑。

他指出，其中用以授课的电脑介于30

至60台之间，保守估计一台电脑约马

币一千六百元，则费用需10万令吉。

院内网络乃由5条宽频作为主

线，每一条是20Mbps的流量，宿舍

占40Mbps、学院则占60Mbps。梁帏

雄指出只有100Mbps的流量是不足够

的，譬如10月至3月是短学期制，虽不

造成影响，但4月开课后人数培增，常

发生“抢线”的状况，网络系统变慢。

尤其今年住宿生约700人，为有效

管理网上资源，电脑中心决定进行控

管，包括封锁使用大流量的影视平台，

以避免网络瘫痪，但仍维持开放社交网

站平台。

电脑中心进一步计划将宿舍的流

量升至一倍，即80Mbps。梁帏雄阐

述，以往7人房的宿舍只有兩个网线插

座，因此学生自行携带器材，导致网络

系统出现故障。“基于安全考量，每间

房以人口计算，将增加3到9楼的网线插

座。”由于以往住宿情况不理想且经费

有限，故设备仍可应付，但随着入宿者

众，应及时改善宿舍设施。

分層管理

另一方面，宿舍网络也进行分层

管理，其优点是将病毒卡住并避免传播

至其他楼层。由于这套系统价格不菲，

因而计划先以三楼女生宿舍及九楼男生

宿舍进行管理。新院网络使用的防毒软

 ■ 電腦室設備充足，網速快，備受學生喜愛 ■ 新紀元網路電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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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年所需费用是马币一万令吉，属商

业阶级，病毒不易入侵。

同时为了防止网络系统突然出现

故障，电脑中心因此使用两款不同的网

络宽频。行政楼的G层及五楼、陈六使

图书馆、饮水思源楼的一、二楼都设有

无线热点。他们计划在今年增大网络流

量，以便增设更多的无线上网热点，尤

其是行政楼一至四楼。

外界瀏覽

梁帏雄指出，院内伺服器的使用容

量有160GB，分属教职员与部门使用；

另500GB的容量则专提供外界浏览院内

网站使用，因此容量较大。同时还保留

1TB的容量作为储存资料备份，除每晚

12点自动备份，每一星期及一个月都会

进行一次备份。

电脑中心近年已开始停止纸本作

业，实行网上缴费、派发成绩单及注册

资讯等，也在今年4月使用简讯操作，

让学生通过电邮或简讯获取资料。

唯一缺点是如果遭遇停电，外界无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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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忆述，早年职员与学生对电脑

需求不高，导致无法争取开发软体及程

式的经费。直到电脑资讯越趋发达，因

此电脑中心努力灌输E化作业的观念予

同事，循序渐进引进ISO管理，才开始

正式启动系统化操作。

電子時代

李佳家与周志卫是电脑中心的技

术员，负责支援电脑故障等技术问题。

他们表示，一些职员习惯简易操作的电

脑模式，更换新软体时则需花时间说服

他们。另一困扰则是他们经常接获课室

电脑无法操作，但检查后却发现是没开

启电源，因此希望使用者可以在基本检

查后再进行通报。电脑中心在未来也会

持续为不谙电脑操作的职员予以协助，

极力让大家跟上电子时代。

蔡惠雯乃负责网页设计，已在新

院工作七年多。她负责设计新院网页、

架设网站及上载资讯等。她计划为学院

网站设计多项应用程式，方便上网者浏

览资讯。

戏剧与影像系一年级的梁嘉欣住

在一室五人的宿舍，她对宿舍网络设备

甚为满意，不但每人拥有独自的网线插

座，网络也设有防火墙，安全性佳。

美术与设计系的彭佳伟、吴家升

及邱政威异口同声表示，学院无线网络

很弱，尤其他们因课业需求，比如搜寻

高像素的照片都必须花很长的时间。

網速提高

邵健乐就读资讯科学与电脑研究

系三年级，他比较现在和刚入学时，网

速已明显提高许多，惟饮水思源楼一楼

的无线网络收讯很弱。同一科系的黄世

文则表示，校内缴交作业的ELP内网经

常发生故障，令他们很头痛。

媒体系学生黄祖儿指出，图书馆

的电脑潜藏很多病毒，时常导致随身碟

中毒。(鄭翠鑾)

 ■ 梁幃雄

 ■ 梁嘉欣  ■ 彭佳偉、吳家升、邱政威  ■ 黃祖兒

 ■ 李佳家  ■ 周志衛  ■ 蔡惠雯  ■ 鄧敬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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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连上学校系统，而仍可运行的则是电

子邮件。电脑中心已签订一万个电子账

户，费用约马币一万令吉。在教职员离

职后，户口将被删除，但学生毕业后则

会继续保留户口，希望借此保持联系。

新院网络助理邓敬惠，在梁帏雄

的邀约下加入，主要负责管理网络资源

及支援网络用户，一人同时管理院内及

宿舍的网络问题。他表示，教职员与学

生的账户各有30GB，据资料显示平均

一天一个账户大约使用1.6GB的容量。

電腦教學

目前在新纪元服务了十一年的梁

帏雄，除了肩负管理，每周也有一门电

脑教学。其中新院分校“完美教学楼”

办公室与宿舍皆由电脑中心负责。

梁帏雄表示，早期曾有住宿生组

成“宿舍电脑维修小组”为学生提供维

修服务并收取少许的费用，可惜近年来

因无人接手以致后来无疾而终。

專題報導

耳熟能详的《西游记》搬上舞

台。改编自著名网路小说《西游日记》

和《悟空传》，戏剧与影像系师生全新

演绎，非一般地颠覆这一部神话经典。

《妖！！！西游日记》在2013年12月6

日至8日于加影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上

演，由贺世平导演带领二年级学生集体

即兴创作，用现代人的视角体现原著背

后的精神意义。

剧中以唐老师一家四口对照唐三

藏、孙悟空、猪八戒与沙僧四师徒。他

们透过一次极其荒谬的冒险旅程，途中

遇到蜘蛛精、白骨精、牛魔王、铁扇公

主、土地公、观世音、如来佛等等，满

天神佛，群魔乱舞。西游途中经历的花

果山、火焰山、盘丝洞、乌鸡国，极乐

世界都被当做旅游景点，由两位充当说

书人的导游，向观众细说从头。

探討人類宿命

这一趟旅程的设定，如同一场人

吃人的游戏，讽刺时弊、调侃人性，批

判霸权的只手遮天行为。此舞台剧以喜

悲剧的方式，探讨人类的宿命和自由命

题。在妖孽作怪的神话世界里，人们无

法摆脱命运的戏弄，无力地任由摆布。

叛逆的孙悟空不肯就范，精神分裂成真

假孙悟空，最后进行一场本我和超我的

内心决斗，最终仍难逃被打压在五指山

的悲惨下场。

唐三藏在漫漫西游途中经过多次

迷路折腾，终于来到西方极乐世界。一

向逆来顺受的唐三藏发觉自己并不快

乐，他开始质疑。通过与佛菩萨的一场

对话，他看清了西游记的一切假相，他

拒绝成佛，决定走出自己的路，创造令

人大呼过瘾的新结局。

《妖！！！西游日记》结合了真

人表演与影像，采用现代剧场的手法呈

献一部荒谬中讽刺现实的《西游记》。

（文/圖：戲劇與影像系提供）

 ■ 顛覆經典：放縱妖魔作怪都是上面的安排，西遊原來是一個騙局

看清假相　
三藏拒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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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女媧拯救世人，脫離苦海

 ■ 黑箱劇場：南美傀儡戲演出

女媧下凡
社區眾樂樂

傾聽安第斯山
秘魯剪刀舞

华人的古老传说，往往后代一知半解，有些甚至已经逐

渐遗忘。女娲补天的经典故事，如今可以透过表演的形式，

让炎黄子孙认识老祖宗优良的传统文化。由旅台艺术家张伟

来编导，联合我爱工作室，摆渡人艺术空间，带领新纪元学

院戏剧与影像系学生共同制作呈献的《补天传说》，在蕉赖

十一哩新村的有盖篮球场进行演出。

此演出活动在2月15日举行，是无拉港州议员人民中

心、加影市议员黎潍倡服务中心及蕉赖十一哩新村村委会

联办的	 “庆元宵、看好戏”,	 由戏剧与影像系制作《补天传

说》，演出女娲的万古神话。内容叙述盘古开天之后，女娲

创造万物，造福人间。之后发生水族与火族激烈交战，导致

天塌下来。女娲心生怜悯，以五色石补天，解救百姓苦难，

她的丰功伟绩从此被万古颂扬。

秘鲁传统“剪刀舞”于今年1月19日被戏剧与影像系邀

请到新纪元学院黑箱剧场做两场别开生面的演出。它在2010

年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2014年第一次登陆大

马，由国际艺术家Jose	Navarro	融合戏偶技巧与传统音乐表

演，并以剪刀作为伴奏乐器的功夫舞蹈。短短半小时的剪刀

舞演出，让我们一窥南美洲脊梁祖传的舞蹈，倾听安第斯山

音乐之脉动，傀儡师近距离的呈献，使出了浑身解数，现场

观众个个目瞪口呆，叹为观止。

演出后还进行“制偶工作坊”，由艺术家Jose带领制作

塑料偶。参与者除了学生，还有家长带着小孩一同制作，大

家乐在其中。(文/圖：戲劇與影像系提供)

《补天传说》是集戏剧、敲击、皮影戏及剪纸艺术的户

外表演，让观众欣赏到各类艺术巧妙精彩的结合呈现，同时

理解女娲创造生命，爱护自然的伟大精神。当晚大约有一千

位男女老幼的村民前来观赏，从这个活力十足的现场演出中

感染表演的喜悦。

值得一提的是《补天传说》的编导张伟来在台湾剧场工

作多年，是台湾身声剧团的资深团员。这一次回国与本地艺

术家合作，不在正规剧场做演出，而选择社区的空间，他想

借此机会让戏剧表演走入社区，接近人群。他也希望在华人

节庆中推动表演艺术，让民众在新年、中秋等传统节日里获

得欣赏表演的喜乐，同时让一家大小认识习俗文化。

文/圖：戲劇與影像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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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2日，新纪元黑箱

剧场举办两场舞台剧公演，《迷局》乃

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戏剧学系学生所呈

现。趁着台湾春假，文化大学戏剧学系

主任黄惟馨教授带领技助理教授徐堰铃

及讲师刘志伟，及三十二位学生莅临新

院进行为期五天的教学互动计划。

臺灣生高效率

新院戏剧与影像系主任贺世平表

示，此次交流促使学生互相切磋表演

手法，也从中体验团队精神。他说，举

凡架设背景、建立设备至演出，台湾学

生都是极高效率完成，可媲美专业级演

出。梁友瑄讲师则对台湾学生点头赞

赏，不论前置作业或演出都在水准之

上，鼓舞着新院学生迈向戏剧之梦。

黄惟馨主任受访时表示，大部分

团员第一次来马，抵达后部分团员因水

文化大學過江 
黑箱劇場夯

土不服病倒，仍非常敬业完成演出。她

也说，相较大马与台湾的戏剧发展，大

马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艺术经营

需政府的大力推广，方能减少艺术者在

创作时的困难。同时，她也与院长莫顺

宗协议，希望将来在新院举办硕士班，

让学生继续进修。

《迷局》演员之一的钟宛庭表

示，新院黑箱剧场与台湾相似并不感陌

生，仅有着文化上的差异，譬如该剧的

爆点乃反映台湾的社会文化，却不为大

马人所熟悉，如同她说：“原以为是笑

点的没反应，不是笑点的却笑翻天”。

新院生伴左右

技术组的洪庭甄指出，她在大马

面临最大的难题是寻找做道具的材料，

也因自己是新人而对舞台空间缺乏概

念，对于新院生的鼎力相助，深表感

谢。担任执行制作的陈羿陵表示，来马

前已根据新院场地表进行多次彩排，抵

达后演出还算顺利。惟灯光组必须当下

学会操控灯光控制台，而令他们倍加感

动的是，新院生都一直陪伴左右，“我

们工作多晚，他们就留多夜”。

舞台组的林谷钟，鉴于大布景无

法空运及经费有限，在黑箱剧场重新搭

起简单的舞台，他表示新院戏剧系的学

生虽然不多，却能感受到他们对戏剧的

热情与坚持。

演员谢毅宏在观赏新院生呈现的

《三个小孩》戏剧演出后表示，台湾演

员运用写实的演绎手法，著重角色投

入，譬如抛出一个小线索，让观众利用

想象力联想；反之大马演员则偏重于锻

炼意志的身体训练方法。同时他指出，

大马的戏剧发展犹如早期台湾的70年

代，资源及市场不饱满，也因此让新院

戲
劇
與
影
像
系
提
供

 ■ 《三個小孩》

 ■ 完美演出：零距離戲劇之旅

 ■ 鐘宛庭

 ■ 連建智

 ■ 洪庭甄

 ■ 張穎齊

 ■ 陳翼陵

 ■ 孫春美

 ■ 林谷鐘

 ■ 劉可成

 ■ 謝毅宏

 ■ 蕭冠俞

 ■ 《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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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賀世平  ■ 梁友瑄  ■ 黃惟馨

生多了一股冲劲及珍惜的情感。

幕后工作人员连建智表示黑箱剧

场不大，演员彩排走位很快便能适应。

张颖齐认为新院生的优点是基础训练扎

实，如一星期两堂课，每堂课四小时

半，集中训练所以音量及演技都很到

位。他在观赏《三个小孩》后表示，戏

剧不分国籍，也可包含多元语言。

大馬戲劇生態

此次教学，两校分别呈现一部舞

台剧，由各校提供讲座及表演训练，其

中分享《大马戏剧的特殊生态》讲座的

孙春美老师与黄惟馨主任同属文大校友

并认识数十载。她表示，此次教学富有

意义，不但让台湾学生了解大马戏剧发

展，同时也希望新院生对国家戏剧，即

中文、印度或马来戏剧都能充分了解，

为迈向国际化作为基点。

新院戏剧与影像系二年级的刘可

成透过此次交流让他深刻了解整体运作

的重要性，不论担任幕前或幕后者都必

须坚守自己的岗位，才是一部戏剧制胜

的关键。同是二年级的萧冠俞饰演《三

个小孩》其中一角，她希望将来此剧有

机会在台湾演出。

离别时刻，黑箱剧场播放着这些

天活动的影片，当画面出现《三个小

孩》演出照，台湾同学不约而同喊出剧

中说词：“骑啊～骑啊～骑啊骑！”，

全场哄堂大笑。戏剧不分国籍，更何况

感情早已深植大家心中。(鄭翠鑾)



新院縱覽

新光雜誌   第七期14

新院縱覽

2014年7月號 15

專訪：2012年美術與設計系校友張寶鈴

新院吉祥物
    火炬揚校風

张宝铃，一位两颊常常红咚咚的

女生所以又名番茄，目前是漫画与插画

的自由工作者。她在学时曾期许将来能

为新纪元尽一分力，因此接获邀请为新

院设计吉祥物让她分外高兴。

可愛形象

擅长可爱画风的张宝铃，为新院

设计的吉祥物以卡通人像为主，打造年

轻、可爱的校园形象。吉祥物的头发亦

被设计成火炬形状，象征着对华文教育

的支持与世代相传的理念。在上色方面

则是巧妙运用了新纪元校徽的四色：

红、黄、蓝、绿，打造形象鲜艳，充满

阳光及活力的吉祥物。

在作品中，她共设计了九个吉祥

物，分别代表着新院及八大科系。同

时，她也搭配各系的特色，设计四至六

格的漫画，把各系优点精巧扼要点出。

她表示当初设计各系的吉祥物时

也曾非常苦恼，包括该如何去展现每一

科系的特色，除了自己曾是美术系学生

可轻松掌握，其余的科系则是必须参考

资料及凭想象力，如中文系就让她觉得

颇具挑战。经过多次讨论，各系主任也

参与提供意见，方让她笔下的吉祥物更

显传神。

專注學習

对张宝铃而言，她喜欢的是新纪

元静谧的校园氛围，虽然在入学前曾爆

发“打人事件”，却丝毫不影响她的决

定。她坦言，确实在事件发生后，新生

入学少了很多，甚至当时宿舍开放试住

一晚，也只有她一人报名，开课的第一

天班上也仅有几位学生，相反地让她更

能专注学习。

问起她为何选择画画，她自嘲说

小时候读书能力差，上了小学一年级仍

不会写自己的名字，画笔却是每天拿在

手上，因此从小就立志要当画家。付出

的努力会得到回报，就在她快毕业之

际，一位学长留意到她部落格的漫画，

遂向林连玉基金会推荐，让她朝梦想踏

出第一步。

她表示最初对这案子不感兴趣，

尤其对华教并无特别了解，当下心中七

上八下还未接受。然而，在莫泰熙老师

 ■ 張寶鈴：為新紀元盡一份力

前往她家中拜访，嘱咐她一定要把漫画

画好，让在一旁的妈妈听后泪流满面的

对她说：“林连玉为大家付出那么多，

你才花几个月有很困难吗？”这才让她

下定决心将这腔热血化为动力，着手画

作。刊物出版后，热烈的回响也让她感

受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自由工作

之后，她曾应征一间动画公司，

但真实的工作环境不如她想象中的美

好，不仅上班制式化，夜以继日的加班

也让她失去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在那段

时间里，她为了坚持自己的梦想，往往

在凌晨加班回家后仍坚持创作漫画，直

到后来在家人支持下，她决定自己接案

子，成为自由工作者。

开始时收入不稳定，能接的案子

也不多，幸得学长为她引荐，其中包

括政治插画及学校刊物等漫画，报章也

定期刊登她的自创漫画，才渐渐有了口

碑。目前，已有出版社与她商谈有关出

版漫画书之事，而她期盼自创漫画能带

出一些正面讯息，就如同她说的：书不

一定要读得好，而是品德一定要好。

回首这段日子，虽然在她经营部

落格时，同学皆表示不支持，甚至觉

得她在浪费时间，而她依然坚持自己的

梦想，秉持原来的信念：“做自己最快

乐，不用在乎别人的想法”，这才没因

此错失获学长推荐为林连玉作画的机

会。(鄭翠鑾)

鄭
翠
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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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春發：讓生命更豐盛
2011年，林春发发起一场“快乐高尔夫慈善比赛”，

并捐献新纪元、林连玉基金会及亚太清华总裁工商联合会各

马币一万零吉。今年，他发行第三本书《是谁，让你闲不下

来？》，慨赠新纪元学院一百本，同时在5月3日为新院社团

干部培训营提供一场分享会，出席者二十六位，由公关处主

任吴振声主持。

他向学员分享创业经验，以及生活中领略的人生态度，

他有感而发表示在一次的高尔夫球聚会中，友人太太对其述

说丈夫在读过他的文章后被触动，渐渐放下忙碌的工作，用

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让她十分感谢。这些话大大鼓舞了他

写作的动力，也因帮助他人而感到满足，就如同大家对他的

评语：文字平凡但感动。

交流时间，学员陈威雄提出一问题：身为学生会会长却

无法与社员有效沟通，让他倍感挫折。林春发以自身为例表

示，领导者必须认清自己付出了什么或作出什么样的改变，

先检视自己的不足才能获得他人尊敬。他鼓励学员多以正面

思考，而每件事情发生都有原因，也都会是好事。

另一学员李伟历表示最初选修商学系的原因是基于求职

通路广，却希望未来在传销业发展。林春发给予意见表示，

身边认识的友人都与本身所学背道而驰，就连自己的二儿子

川阳原本继修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却毅然投入“华德福教

育”(Waldorf	 Education)，因为他认为教育对国家有很大的

责任。因此，他选择支持儿子的决定，并鼓励学员别害怕失

败，反之在其中学习成长。

结束前，他提醒大家转念想“当发生任何事，先不想是

别人的错”，也以《遇见未知的自己》书里的一句话“亲爱

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勉励学员。

商学系二年级的李隆达是商学系系长及爱艺鼓队长，经

常面临管理上的问题，在参与分享会后，让他懂得“聆听”

的重要。在问题发生时不急着责怪他人，而是沉下气聆听事

情发生的原因，待事情解决后再进行检讨。

另一位参与者叶迎艺，她是彩虹兵团干部之一，她认为

分享会上大部分学员提出的问题都是大家曾经历的难题，每

当她遇上问题，除了向朋友诉苦外，也只能安慰自己。但她

也认同林春发的观念，遇到问题必须秉持正面的想法才能产

生正能量，事情随之迎刃而解。(鄭翠鑾)

 ■ 林春發(黃衣，中)：轉念就是希望，從失敗中學習

鄭
翠
鑾

轉念：為新紀元獻上祝福

TIE THE KNOT

5月初应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院

长（他也是我关丹中菁小学学弟）特別

邀约，我到新院为二十多名学生领袖分

享我的3本小书：《转念，让生命更丰

盛》、《分享：跨越人生的维度》及《

是谁，让你閒不下来？》的一点人生经

验。两周后，我在中国公干时收到新纪

元大学学院公关处主任吴振声的邮件，

他是当天的主持人。

「敬致：林春发先生（林大哥），

感谢您专程为新纪元同学们开讲。最近

同学们时不时口吐「转念」……例如昨

日同学篮球比赛败阵，球员心情难免失

落。队友会却劝说「要转念，输球让我

们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当下真

的有点感动，想必是您的故事开始產生

作用了。我们正计划把您的分享文稿转

载校刊《新光杂誌》上，让转念的力量

持之以恆，希望大家能够把阳光能量散

发出去。」

读了邮件很感动，感谢让我第一次

公开的交流分享，让我有机会再学习再

昇华。学生们的问与答中，真正感受到

90年后的大学生自由开放的思维。

交流会上有同学说:发哥，我们要

应付考试又要负责学会搞活动，要经常

开会，同学们不容易召集，如何阳光面

对？

有人问：身边同学有遇到感情问

题，我能为她解，一旦感情问题发生在

自已身上则一发不可收拾，我应如何？

又问：在遇到困扰时如何转念？

如何保持乐观阳光正能量？「发哥，您

如何在困境中突破？你如何能坚持写作

（出版三本书）。」

我和同学们分享乳牛入牛棚的故

事外，也让同学们分享自己的学习心

得！说真的，特別的掌声要送给学生领

袖们，她（他）们一心二用，除了要搞

好功课，也主动为大学的活动负责当

担。当然，做领袖的都有颇多压力，大

家都意识到压力其实是推动力和歷练与

成长。两个多小时互动，欣慰同学们对

「积极转念」的接纳，並明瞭阳光心態

的重要。

我也分享自己作为父母的心境，

希望同学要常自我反省，要常持爱心並

培养良好品德「以德为先」，敬老扶

贫，要珍惜当下。

上周，接到同学主动联繫微信，

感谢我，因转念分享唤醒了她们，並要

求我接受她们录製採访。

我知道近年来华教风雨不断，正

处多事之秋。莫院长和同仁歷经无数艰

难困惑的日子，在困境中依然看到光

明、看到成绩，在危机中毅然提高勇

气，扬长补短，持之以恆默默奉献；大

家都相信阳光总会在风雨后。

近日到访新院，再度感受到校园

的青春活力和笑声，教人欣慰。风雨过

后，总算见到了阳光。

喜闻新纪元今年新生大增，相信

这是以爱为本：百花齐放，百鸟爭鸣，

求同存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的努力

成果吧！祝愿新纪元大学学院，大业千

秋育英才，基业长青红花开！

bride’s	home.	The	couples	stayed	for	long	period	waiting	

the	dinner	ahead	in	the	evening.

The	dinner	started	around	7:30pm.	It	was	great	honor	

to	invite	our	colleagues	Ms	Shamuni,	Ms	Theepa,	Vivian	Tan,	

Ms	Chan	Kuan	Thye,	Mr.	Heng	Han	Kok,	Mr	Lurth,	Uncle	

Winston	and	Law	Siong	Teng.	 I	would	 like	 to	wish	special	

thank	you	for	our	 lovely	principle	Dr.	Mok	Soon	Chong	for	

attending	the	dinner	reception.	(Mr.	Navaratnam/	Lecturer,	

School	of	Business)

Firstly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New	 Era	 College	 for	

giving	me	an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wedding	experience.	

The	wedding	was	held	on	1	June	2014	in	one	of	the	famous	

temple	 in	Klang.	 It	 is	an	 Indian	 traditional	wedding	where	

relatives	 and	 friends	 from	both	 sides	 attend	 to	 bless	 and	

celebrate	the	special	occasion.	

The	wedding	begin	around	8	am	and	completed	by	11	

am.	According	to	Hindhu	religion,	the	newly	married	couple	

will	be	invited	to	three	different	house	.	Therefore,	the	newly	

married	 couple	 were	 brought	 to	 bridegroom’s	 home	 for	

the	“1st	invitation”.	Next	about	1pm,	the	next	visit	was	the	

按：本文同時刊載6月6日《東方日報》

林春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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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触摄影的时间有三年半，是

大半年前开始接触底片相机。“多重曝

光”，我是因为它才开始爱上胶片摄

影。数码，就是属于直接性观看，而菲

林就是需要“温度”才可以呈现影像。

我喜欢菲林，单纯的只是喜欢它的颗粒

感，还有可以拍出一些空气感，这是数

码无法做出的。冲洗时，等待的过程，

有时是惊喜，有时是失落，这就是胶卷

摄影的魅力所在。我喜欢拍完一卷菲林

后再重拍一次，让不同时间的影像重

叠，所谓的时间重叠吧！底片拍了后再

重拍一次，不是每次都那么巧合重叠到

好作品，一切就交给幸运女神吧！这是

冒险又附有惊喜的玩法。当冲洗底片看

见成品时，那心情是：“怎么会那么幸

运，拍到这照片”，这就是数码所体验

不到的喜悅。这次我展出的作品，全都

是重叠所完成的，有些些天马行空，有

点抽象的影像。

Kong Tan

我名叫Kong。熟悉的朋友都叫我

阿豪或豪哥，比較親近。我手指慢慢的

愛上了快門，自身也漸漸的熱愛生活

了，生活離不開攝影了。

菲林空間影像展
“菲林空間影像展”於2014年4月2日，在新紀元白色工作坊展出一個月。愛好菲林攝影的徐
亦克，在一次與新院美術系助理林淑瑩閒聊中，得知白色工坊有空檔可供展覽，因此構思此
一展出。事實上，早在2013年杪，他即着手籌備，並於面子書廣招菲林愛好者參展，包括他
自己，共獲19位攝影者共襄盛舉，其中更有來自沙巴及台灣的發燒友。對徐亦克而言，籌辦
菲林展的意義很簡單，主要是希望喚醒大家對菲林照片的記憶，相對數碼相機，菲林帶出更
多的是：感動。

專題報導專題報導

戀戀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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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菲林的吸引力太厉害了，它的特别是数码所表达不出的。我个人觉得它

很特别，所以就爱上了自然的颜色和使用菲林相机的技术。由于菲林没办法像数

码能马上知道照片的模样，所以往往很令人挑战和充满期待感。感动都是来自于

我和MD的合作所呈现在照片上的。

对我而言，摄影不是为了要很多人去喜欢你的照片，而是拍摄者和被拍摄者

喜欢就够了。摄影很简单，只要你喜欢，MD喜欢，这样就够了，就很令我感动

了；另一个感动就是结交到不少志同道合的好摄友，没有比这个更感动了。这次

展出的作品，只是单纯的想表达我对美的观念和我的摄影风格，美的照片其实很

简单，不需要很华丽的打扮，很漂亮的地方，特别刻意的去摆Pose，简单的打

扮，自然的动作，街边，我们住宅区附近的篮球场甚至意想不到的码头，也是可

以拍到很漂亮的。	所以简单就是美，而美就是简单。

2013年踏入菲林摄影，喜欢菲林带来

的那种期待与惊喜。因为读建筑系课业需

求所以买了一部数码相机，之后有缘认识

了一班热爱摄影的朋友。有机会学习拍摄

人像，也渐渐爱上了摄影，从此踏上了摄

影之旅。爱上菲林摄影是去年就已经喜欢

上了，那是无意间在面子书加了一位玩菲

林的朋友，看到他用菲林拍的人像很有感

觉，色调让我爱不释手，所以我的菲林摄

影在2014年年头才开始不久。菲林和数码

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色调还有感觉，就算

把数码照片调至适当的颜色，感觉也绝不

会比菲林照片强烈。另外菲林有分很多种

类，不同的颜色不同的拍法，例如重曝。

第一次用非林摄影感觉是怕浪费因为当用

Serene Ang
Adam Tui

20歲，大學生，仍是菜鳥一

名，很喜歡膠片所拍出來的

感覺和顏色。

一個喜歡攝影，喜歡把美的

東西記錄下來的記錄者。喜

歡菲林是從去年遇上一位菲

林達人開始。

数码相机拍照的时候并无需顾虑太多，照

片不喜欢即可删除但是菲林不一样，你的

照片是拍下你用眼睛所看到的，拍了之后

也不能preview，也因此我学会了放慢脚

步，用心拍摄，感觉对了才按下快门。照

片被洗出来后更是惊喜，往往会因为色调

的关系比你先前用眼睛所看到的画面更为

有感觉。这次所展出的三张照片都是逆光

人像，是用两种不同的菲林(lomo	 800和

kodak	ultramax	400)。其中用lomo	800所

拍出来的照片颗粒感虽然粗糙，却反而把

感觉都带出来了。而另一张打直拍的照片

用kodak	 ultramax	 400，让画面呈现出了

类似白色光圈，正是所谓的空气感是数码

相机拍不到的。

菲林空間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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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与菲林摄影两者各有优势，而我钟情于菲林的色彩

呈现与惊喜。为了展现菲林摄影的特色之一，此次参展作品

以底片重曝为主题。作品不加任何后制，效果出乎意料和惊

喜是菲林摄影的最大乐趣。我在半年前开始接触菲林摄影，

是被身边的摄友影响。菲林的色彩呈现比数码世界来得更为

精彩，不同性质的菲林呈现的色彩也不一样，菲林拥有更高

的动态范围。使用菲林和数码会有不一样的心态和感受。

由于数码科技方便，拍得不好可以删除再重拍，也可以

使用后制来修补或加强作品，然而菲林却无法让你马上看到

Liuxing Siaw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摄影，无论是菲林

或是数码。记得小时候都会拿爸爸的菲林

相机去学校的儿童节，然后就一直乱拍，

还有跟同学合照。那时候只会按快门，什

么都不懂。上中学后，开始有了数码相

机，渐渐的菲林相机也被取代了。2011

年，因为那时候正流行lomo相机，贪爽之

下，自己也去买了一台。但是因为冲洗的

价钱不便宜，而我还是大学生，所以被逼

停止。直到2013年，踏入社会第二年，开

始交了许多喜欢菲林摄影的朋友，让我再

次踏入菲林摄影，拥有了人生中的第一台

SLR。

菲林给予的惊喜太大了，因为拍摄

后完全看不到自己拍的影像，加上我使用

的是全手动的相机，那个过程远比用数码

的时候来得有意义。由于只有36张，让

我拍摄每一格的时候，都很珍惜当时眼前

看到的东西。如果简单的说，那么底片摄

影就是给予现代摄影一个重新检视初衷的

方式。体会胶片摄影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回归，回归到摄影最真实的地方，感受那

些最简单的感动！这次展出的作品都属于

documentary，就是一种记录，记录一些

平时生活上都可以看到但也最容易忽略的

东西，而我也最喜欢拍这种记录。

2008年開始愛上攝影；2011年接觸lomo菲

林機；2013年真正踏入菲林攝影，喜歡菲

林帶來的那種期待與驚喜。

Patrick Teh

新紀元學院第八屆美術與設計

系畢業，職業為攝影師。

所拍的成品，而且也无法删除再重拍，这使到我们在按下快

门前更为谨慎和细心观察，菲林所呈现出来的颜色是很独特

的，所以一般上都不需要后制来加强作品。当看到冲洗出来

后的菲林照片，会有种惊喜和成就，尤其是我使用的是手动

对焦相机，每当看到照片命中对焦，都会有种成就感。至于

惊喜，我也常拍一些重曝的作品，出来的效果都是出乎意料

的。这次我刻意选了3副重曝的作品，因为我个人认为这是

菲林摄影最有趣和最独特的，当然也可以使用后制将不同的

照片来做合成，可是那种不加任何后制而拍摄出来的惊喜，

是无法取代的。

菲林空間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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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風，一名在攝影公司上班

的小生，膠片是愛好之一，

是個喜歡蔬果的男人。

曉風

在因缘聚会之下，有幸与自己的摄影导师学习暗房技术，因此开始了对胶卷

的好奇，开始游走在数码与胶卷之间去进行影像创作。数码与菲林不同之处是在

于数码创作讲求高效率，普遍上给整个摄影圈子带来精致、快速、量化。菲林的

反袭，似乎提醒著我们善用数码的优势的同时也別忘了我们其实可以学习放慢，

重新检视我们握着相机的态度和思维，从慢活中寻找快活。

菲林带给我相当感动的是，让我把母亲封尘已久的电子胶卷单眼重新拿出来

进行拍摄，那种感觉就好像我继承了母亲的某种精神，带着属于我母亲特质的情

怀，去走下我以后的摄影之路。这是一种很私人的链结，也许不发生在別人的身

上，拿着母亲的相机总是让我想起我的母亲，而这是一种动力。这一次的展出我

学习著表达平淡和简单，很可惜我做得不够好，我想这是我做人还在学习的，我

始终相信什么样的人就会拍出什么样的照片，跟其他展出作品的优秀朋友们，我

的成长与努力空间还有太多太多了。

馬來西亞柔佛新山寬柔中學畢業，目前就讀臺灣南臺科技大

學產品設計系。學習攝影已四年的時間，不愛被稱呼為攝影

師，更趨向說故事的人。專長	:	人像、人文、旅遊攝影。

Evander Kek

聆听每个故事，并透过影像传达其中的故事一直都是我

的所爱。欢迎大家来聆听我的每段故事，并希望能在我的作

品中听到我想说想传达的。大约一年前一次的心动，我买下

了Lomography的Konstruktor，以后我就被它传统式的操作

迷上了。会爱上菲林主要是因为那种对于自己能力的训练，

在限制下自己能做到多少的考验特別的喜爱，并在期待下拿

到冲洗好的底片更是一种很特別的感觉。对于我来说，菲林

与数码之间的差距在于手握的感动。在数位上，你能在当下

观看到的喜悅，而在菲林中却办不到。在把底片送洗以后，

手里握着的是你所拥抱的当下，那些回忆就好像被截取了下

来握在你的手中，并感受其中。虽然菲林的限制较多，但一

次一次的快门，是训练你掌握当下的能力，并在收获了以后

感受到一次掌握住当下的快感。

我认识菲林不多也拍不多。但我有种偏执，认为在一

些情况下，我想把当下握在手里，所以宁愿拋弃数位单眼，

而带上了失败率较高的底片相机。因为那件事情值得你这么

做，而底片展现出来的底片味的感动亦会让人更加感受到当

下的情况。也许是一次的家庭聚会，一次的旅行，或者是一

个扣人心铉的故事，让我觉得他值得我把他在当下截取下

来，掌握那一个瞬间。这次的展出的作品想传达关于有些生

活，有些人有些事物你看不见，并不代表他不存在。爱你的

生活，珍惜你的人生，他们都拥抱着对生命的热情，勇敢的

坚强面对并活下来。我把画面交给大家，愿大家从中领悟并

时刻提醒自己。

菲林空間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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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从1997年菲林时代就开始摄影了，开始摄影是因为家里以前是开相馆的，很自然就对这方面有兴趣了。菲林

与数码的不同之处，对于我来说菲林摄影多了一份挑战与惊喜，一卷菲林就只有36张，所以每次按下的快门都让我思考更

多，脚步更慢，这样反而让我对摄影多了一份用心。菲林摄影按下快门当下是没办法预知拍出来的最终成果，虽然会有挫败

感，但是很多时候是惊喜。我是这次展出的发起人，其实办这样的展一直是我的心愿。我是想借助这次的展览让大家了解

到，就算是数码时代，菲林摄影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回想起来，应该说在我使用数码相

机时就爱上菲林，只是不懂要如何跨出这

一步。直到遇见我的另一半，才正式接

触了菲林相机，并开始踏上了菲林摄影的

路途。我会爱上菲林的原因是不一定每一

张拍出来的照片都会清晰精準，有时候会

有微微的失焦，却失焦得很有神秘感。我

经常用著的是手动镜头的菲林相机，所以

会故意让画面失焦，浅浅就好。用过数码

相机的人都知道，拍的照片可以在当下过

目，并且再用编辑软件调整照片的色调与

细节。然而菲林的色调决定于菲林的各种

特性，每种特性都有它们适合的拍摄。我

发现菲林要注意的不只是感光度，还有天

气。同一款的菲林，在寒冷和温热的天气

下，拍出来的成果会有差异。若要说菲林

的细节方面，不管在曝光率较低或较高的

情况下拍摄，依然是看得见亮与暗之间的

细节。

对我来说，每一卷菲林用心拍出来的

照片就是一种感动，兴奋和期待的心情也

是无法避免的。其实当摄影随着时代的进

步，被数码取代后，菲林渐渐也被人们遗

忘。虽然这次的展出纯粹只是个分享，但

同时也想让所有人知道菲林依然存在。

80年代出生，天蠍座，愛咖

啡，愛攝影。取景框教會了我

看世界的另一種方式。我，就

是愛菲林。

Vez 徐亦克

Azure Cwx

曾菀馨；暱名：Azure、阿珠，目前在

董總上班，2011年接觸數碼攝影，直到

2012年才開始轉換玩菲林攝影。

菲林空間影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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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otographs are amazing. Through photographs, we preserve 

history - our children's first steps, a decaying landscape, or rare 
and endangering animals. Photographs "become" through making 

choices, and great photographs become through making right 

choices. Right choices are the direct result of the photographers’ 

knowledge. Anyone using most any camera can take an incredible 

photograph.

謝洛棋
SIA ZOCK KEE
第九届美术与设计毕业作品 - The Story

《他的故事》以照片来说出他们的故事。他们都是一些在社会拥有丰富经验

与专业的人士。这些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他们秉持着自己的专业在社会

中打拼。

駱旭昇
DARREN LOH SHIUH SHENG
第八届美术与设计毕业作品 - Behind the Mask

人们倾向于用“面具”保护自己，但大家都不知道戴上面具才是痛苦的开

始。面具让我们陷入混乱与痛苦，甚至失去真实的自己。我希望通过摄影

让人们了解面具背后的苦楚。

設計空間：Photography/攝影

Nicsson Chia
Lecturer, Department Art & Design 

　　照片让人惊艳。我们通过照片保存历史，譬如孩子

的成长过程、变幻无常的风景或濒危的动物。摄影可以

塑造出伟大的照片，而这些条件都必须取决于摄影师对

摄影拥有正确的知识。任何摄影者都可以使用任何相机

来拍摄出一幅震撼人心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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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良
LIM JIA LIANG
第八届美术与设计系毕业作品 - Man & Nature

“人类”这个字眼存在于地球只有短短的20万年但却彻底的改变了它原始的

样貌。希望透过我的毕业制作来让人们得到启发与联想，我们都对地球做了

些什么。 

陳奕隆
TAN YEET LOONG
第八届美术与设计系毕业作品 - Happiness at Old Age

银色的头发、满脸的皱纹，拄着拐杖艰辛向前走，却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

他们是年老了。年龄变老是令人沮丧的，却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老年人对生

活趋向于乐观，比年轻人拥有更积极的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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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art journey started from a painting called "Long 

Beans". During the school holidays In December 1988, I 

was attracted by the long bean flowers and painted them. 
In the same month my husband was transferred from Prison 

College to head the Pulau Jerejak Rehabilitation Centre. 

“Long Beans” helped me to get involved in Penang art circle. 

It was the first time I sent painting to Penang State Museum 
& Art Gallery; thank God it was selected by penang art 

sociaty to exhibited in 1989.

In 1990 I applied to join Penang Watercolor Society, 

"Long Beans" was one of the three paintings I sent together 

with my application and was accepted as a life member . From 

then on, I became quite active in art activities and painted 

many paintings. "Don’t Cry Gadis Mutiara", "Goodbye Pulau 

Jerejak" (both were collected by National Visual Arts Gallery) 

and many of my glass window series were painted during 

that time. 

Towards the end of 1991, my husband was transferred 

馬愛真：我的繪畫人生

我的艺术生涯始于“长豆”这幅

画。1988年12月假期，园中的长豆花

开得很美丽，我就用水彩把它画下来。

在同一个月外子被调到槟州掌管

木蔻山改造中心。“长豆”帮助我进入

槟州艺术圈子。它是我第一次尝试并入

 ■ "Long Beans" 《長豆》/ 1988  

 ■ "Don't Cry, Gadis Mutiara"《别哭，珍珠少女》
入選國家畫廊92年公開展 BSVN Open Show

 ■ "Goodbye Pulau Jerejak" 《再见木蔻山 》

My Art Journey

 ■ "Farewell Bellamy Road"《告别Bellamy路》

 ■ "Joy" 《喜乐》：Bound-down to receive blessing 謙卑的領受祝福 ■ "Lift up my eyes"《我要向山舉目》

to head the Pudu Prison in Kuala Lumpur and our quarters 

was at Jalan Bellamy. I painted quite a lot of paintings in 

that house; "Farewell Bellamy Road" which was collected 

by Bank Negara was one of them. I had my first solo at the 
Creative Center of the old National Visual Arts Gallery and 

Datin Sri Endon Binti Dato’ Mahmood the late wife of Tun 

Abdullah Ahmad Badawi officiated the opening.

In year 2008, something tragic happened and changed 

my life. My eldest son passed away. I was very sad but God 

kept consoling me and helped me to move on. Bible verse 

Psalm 121 came to me, saying,” I will lift up my eyes to the 

hills – from whence comes my help? My help comes from 

the Lord who made heaven and earth." I was brave enough 

to hold my second solo at that sad moment. From then, I 

committed my life to God and thank Him for taking care of 

my son and asked Him to guide me to paint for Him and 

serve Him for I believe that the clearest view of everything 

that happens comes from heaven. To me the greatest joy in 

life is the sure hope of heaven.

选槟州博物院画廊画展的图画。1990

年我被接受成为槟州水彩画会永久会

员，“长豆”是我用来申请入会的其中

一幅画。

此后，我开始活跃艺术活动，画

了好些画，“别哭，珍珠少女”，“再

见木蔻山”（两幅都为国家画廊收藏）

及玻璃窗景都是在这个时候画的。

告別Bellamy

1991年年尾，外子被调到吉隆坡

掌管半山芭监狱，我们的政府宿舍位

于Jalan	 Bellamy，旧皇宫附近，也刚

好在当时外交部长的宿舍隔壁。"告别

Bellamy路"	属这时期的作品，此画为国

家银行收藏。感谢主，1993年我在旧

国家画廊创意中心开第一次个展，剪裁

人竟是我在Jalan	 Bellamy的宿舍隔壁

 - Mah Ai Ching

的已故安顿夫人，也就是前首相敦亚都

拉的已故夫人。	

200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我生命的

事情，我的长子回天家。虽然我很伤

心，但是主的话语一直在安慰我说我的

儿子在祂那边。诗篇121告诉我：“我

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

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于是，

我勇敢的在那个伤心时刻开了第二次个

展，而诗篇121也成了我生命的主题。

我感谢上帝说：“主为我照顾孩子，让

我安心的侍奉主。”我把自己献给上

帝，为祂而画，因为我相信唯有上帝能

帮助我清楚的看到事情的全貌。对我而

言，生命最大的喜乐就是确知尚有天堂

的盼望。

主赐安宁，抚慰引领，主赐力量

盼望，福乐无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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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ncers in the Mist" 《跳舞蘭》( 前首相已故安顿夫人收藏 Collector : The Late Datin Endon )

 ■ "Endless Love" 《畫中有畫》：爱是永不止息(入
選國家畫廊公開展，私人收藏)Selected for National 
Visual Arts Gallery’s open show, 2001(individual 
collector)

 ■ "Nature's Choir"《大自然的和聲》  ■ "Hope"《希望》(individual collector)

 ■ "Bus Window in the Afternoon" 《巴士車窗》(入選國家畫廊沙
龍展，國家畫廊收藏) (Selected to exhibited in Salon Malaysia 91/ 92, 
Collector: National Visual Arts Gallery)

 ■ "Sharing"《分享 》(臺灣金门文化局收藏 Kinmen Cultural Centre,Taiwan) ■  "Grapes in the Shade"《樹蔭下的葡萄》 Collector: The 4th Exhibition of 
New expression of Asian/Art Organizing Committee, Henan Art Museum, China                                            

 ■ "Car Window : Keep Going"《汽車窗玻璃》(Collector : Bank Negara
國家銀行收藏）

 ■ "Wild Orchid"《空谷幽蘭》(Collector：BP Healthcare Group)

馬愛真個展   
Solo Exhibition by Mah Ai Ching 

開幕：27/8/2014  2PM（下午兩點）

開幕嘉賓: 院長莫順宗博士、杜美妃女士  

Officiated by Dr.Mook Soon Chong & Mdm Toh Mooi Hooi 

展出期：27/8/2014 – 29/9/ 2014  

地點：新紀元學院美術與設計系白色工坊

Venue：White Room Gallery， Block C 1st Floor, Art & 

Design Department, New Era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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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h Ai ChingWidura Abd Kadir / Pensyarah,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Computing 

Pertama kali mengenali Madam Mah ketika Majlis 

Konvokesyen Kolej Universiti New Era ke-15 yang lalu, saya 

begitu teruja berkongsi kisahnya dengan ahli keluarga dan 

kenalan. Di sisi saya, hanya seorang yang berjiwa kental dan 

berani, mampu melakukan seperti Mah. Tidak seperti kebanyakan 

warga seusianya, Mah ternyata tidak letih menuntut ilmu lantas 

membolehkannya terus menyumbang kepada masyarakat.

Kekaguman saya terhadap Mah bertambah melalui liputan 

Xinguang Star baru-baru ini. Sikap realistik, rendah diri serta 

kepercayaan terhadap konsep ketuhanan yang tinggi jelas terpancar 

menerusi kata-katanya. Ini sekaligus menepati prinsip rukunegara 

Malaysia yang pertama iaitu “Kepercayaan kepada Tuhan”.

Meskipun saya bukan berlatar belakangkan bidang seni, saya 

amat menghormati dan menghargai nilai seni dalam kehidupan 

manusia. Namun, melihat kepada nilai seni yang dibawa generasi 

Y masa kini, begitu banyak yang tidak seiring dengan nilai 

manusia beragama.  Hal ini mungkin disebabkan nilai seni hari 

ini banyak dipengaruhi oleh budaya Barat yang mempopularkan 

prinsip bahawa seni tiada hubungan dengan agama akibat dasar 

sekularisme mereka yang mengasingkan hal keduniaan dengan 

agama. Konsep seni ini lebih cenderung kepada ‘seni untuk seni’ 

dan bukannya ‘seni untuk masyarakat’ yang mana nilainya lebih 

besar dan bermakna.

Namun begitu, seni yang diungkapkan Mah ternyata berbeza 

dengan konsep ‘seni untuk seni.’ Seni Mah adalah ‘seni untuk 

masyakarat’. Ini jelas dinyatakan oleh Mah sendiri bahawa beliau 

ingin memupuk kesedaran terhadap kecantikan ciptaan Tuhan dan 

kasih sayangnya kepada manusia melalui setiap karya beliau.

SENI DAN ILMU DALAM KONSEP 
BERAGAMA

Seniman yang mengamalkan konsep ‘seni untuk seni’ 

berpegang kepada prinsip kebebasan berkarya tanpa mengambil 

kira kesan positif atau negatif. Hal ini berbeza dengan kerangka 

dasar seni yang meliputi falsafah kehidupan manusia. Menerusi 

konsep ‘seni untuk masyarakat’ pula, seni bukan sahaja mampu 

membangunkan akhlak masyarakat, tetapi juga sesuai dijadikan 

sebagai bahan perantaraan yang dapat menghubungkan jiwa 

manusia kepada penciptanya. 

Malah rekod sejarah ketamadunan Cina menyatakan bahawa 

orang Cina pada zaman kegemilangan dinasti beraja dahulu, tidak 

menerima seni (lukisan) yang cantik tanpa tema yang memberikan 

manfaat terhadap keimanan dan akhlak. Inilah yang membezakan 

seni timur dan barat.

Mensyukuri bakat yang dianugerahkan Tuhan kepadanya, 

Mah mengibaratkan ilmu umpama emas, lebih banyak kita peroleh, 

kita menjadi lebih gembira. Perjalanan menuntut ilmu jaraknya 

adalah seluruh kehidupan. Justeru, ianya tidak terhad kepada 

sebarang peringkat umur. Namun bagi generasi muda, ingatlah 

bahawa usia muda juga tidak datang berkali-kali.  Menghiasi 

seluruh perjalanan hidup dengan jalan ilmu adalah sebaik-baik 

pilihan yang ada bagi seorang belia yang berjaya. Ingatlah bahawa 

ilmu itu adalah lebih baik daripada harta kerana ilmu menjaga 

manusia dan manusia menjaga harta.

Hubungan ilmu dan agama sangat berkait rapat di antara 

satu sama lain. Sebagai manusia, kita memerlukan kedua-

duanya. Malah ilmuan ulung seperti Albert Einstein juga pernah 

melafazkan kata-kata hikmat berbunyi “ilmu tanpa agama adalah 

lumpuh, agama tanpa ilmu adalah buta”. Begitu jelas betapa 

pentingnya meletakkan ilmu dan agama seiring di dalam apa jua 

bidang kehidupan. 

Meskipun berbeza bangsa, agama dan bidang, kisah Madam 

Mah membuatkan saya begitu terinspirasi. Ya, dengan semangat 

satu Malaysia (1Malaysia), saya mengagumi Mah tanpa perlu 

menjadi Cina atau Kristian.

宗教對藝術與知識的價值

Guest Writer : 

在新纪元学院第十五届毕业典礼上，马爱真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虽然她已上了年纪，但却热心追求知识	，希望

自己能为社会服务。

我很惊讶从《新光杂志》第六期读到她是一位虔诚的教

徒，其实她履行了马来西亚“睦邻原则”(Rukunegara)的第

一条：信奉上苍。

虽然我的背景并非来自艺术，但是我很尊重及重视艺术

在生活中的价值。我发觉现代年轻人的绘画理念是注重为艺

术而艺术，不是为社会而艺术。不过，马爱真的画却显示出

她是为社会而艺术；她的画主要的目的是鼓励人们去注意上

帝美丽的创作，以及去体会上帝对世人的爱。

“为艺术而艺术”主张艺术自由，不论是正面或负面

的；“为社会而艺术”不但把艺术当着塑造社会行为的工

具，也用艺术来架设人类灵命与神联络的桥梁。

马女士感谢上帝赐给她艺术的恩赐，她重视知识，活到

老学到老。

我认为艺术与宗教有密切的关系，两者对于世人都是需

要的。我与马女士虽然不同种族、宗教与文化，但是她的故

事激励了我。

对，那就是一个马来西亚的精神。(本刊节译)

 ■ 新光牽引：胡興榮、馬愛真、Cikgu Widura 
    (Author and artist met under the arrangement of Xing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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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高原
從北到南，在馬來半島真正稱得

上高原的並不多，著名者首推金馬崙

高原(Cameron	 Highland)，繼而是福

隆港(Fraser	 Hill)及雲頂高原(Genting	

Highland)。三者皆落在彭亨州。

全年温度介于15℃至25℃之間，

讓這三個地方成了名符其實的避暑勝

地。金馬崙及福隆港尤自十九世紀英殖

民時代已享盛名，兩者都闢建了公路和

留下歐式建築。

金馬崙高原

滿山滿谷的梯田式茶園，令人為

之神清氣爽，這是金馬崙高原給人的第

一印象。

英籍測量官	 William	 Cameron	

於1885年發現金馬崙高原，該處海

拔約1 , 5 00米，與霹靂及吉打州交

界；Tanah	Rata為行政中心。

殖民者於1925年闢路通往打巴

(Tapah)，並駐軍。1929年，英人在此

發展茶業種植，是為今日規模之始。

金馬崙是半島最大的蔬菜種植和

集散地，由於山路斗峭，全馬各地為數

不多的二戰主力軍用型車輛Land	Rover

幾盤據於此，且尚在服役，永不休戰。

此外，花卉乃後起之秀，除了供應本地

市場，主要出口新加坡、香港及臺灣。

福隆港

福隆港不如金馬崙之盛名，但基

本上更為保存了原始森林的樣態。

名為港，實則無港。除了海拔與

金馬崙不相伯仲，並同樣是以英籍探險

家Louis	 James	 Fraser命名。山上有高

爾夫球場及瀑布等。

從吉隆坡開車至新古毛(Kua la	

Kubu)，經雪州蓄水池至山下單向行駛

控制站，約8公里可至。整個福隆港的

規劃頗似英國鄉下，建於1919年的英

式建築現為警察局。

山景、賞鳥，是為福隆港之最。

相對金馬崙的濃妝艷抹，福隆港則顯得

小家碧玉。

雲頂高原

雲頂高原開發於上世紀六十年

代，海拔略高於金馬崙及福隆港，距吉

隆坡約一小時車程；半山有纜車可至。

除了賭場、劇場，並有戶外娛樂設施。

距其不遠處另有	 Bukit	 Tinggi法國村及

日本村。

但雲頂和Bukit	 Tinggi乃財團人工

打造非自然景緻，主要為酒店及消費場

所；雖隸屬彭亨州，可是對中港臺遊客

言，實為吉隆坡之旅遊配套也。

山嵐、雲務，乃半島高原之美。

 ■ 金馬崙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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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福隆港上山入口l

 ■ 福隆港高爾夫球場l

 ■ 雲頂高原 Awana Hotel

	■ James	Fraser故居

 ■ 福隆港警察局，始建1919年  ■ 林間晨霧  ■ Bukit Tinggi法國村

 ■ 金馬崙溪谷及半山茶園

半島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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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鐵路
如果要說「五十年不變」的話，

半島鐵路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自1885年太平至文德港(Po r t	

Weld)13公里的鐵路通車，乃開啟了半

島的鐵路網歷史。繼而北部巴東勿剎和

南端新山的鐵路於1909年完成，1918

年接通泰國邊界，1923年延伸至新

加坡；半島鐵路全線貫通。其中，以

Kluang	 Station	 Coffee聞名的居鑾建站

於1938年，車站外觀大抵保留至今。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在歲月走過

了90年之後，半島鐵路尚停留在單軌的

基礎上，儘管告別了蒸汽時代，但柴油

機頭仍是縱貫線唯一的主力。

早期殖民者開發半島鐵路主要是

為了運載錫礦至港口，時至今日，因窄

軌運速乃介於50—80公里之間，面對

公路競爭，半島鐵路一如中南半島國家

的鐵路難以發展；尤自70年代森林砍伐

殆盡後，大宗物資只剩洋灰拖格爾。

事實上，半島鐵路主幹線有兩

條：西海岸線和東海岸線。東海岸

線自柔佛州與森美蘭州交界的金馬

士(Gemas)分叉，一直通到哥打巴魯

(Kota	 Baru)，全長528公里。惟鐵道局

宣佈今年八月中，這條路線將停駛兩

年，以維修老舊鐵軌。

西海岸線則從新加坡北端的兀蘭

(Woodlands)到北海(Butterworth)，全

長約950公里，貫穿馬來半島西岸；但

不論從哪一頭為起站，基本上只有兩種

情況，即朝發夕至或夕發朝至，你必須

要有耐心，否則便無法賞心樂事。

列車至北海終站後，繼續往北便

是開往泰國的跨國鐵路；近年另有行駛

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與曼谷之亞洲版東

方快車(E&O)。西海岸線有支線如吉隆

坡到巴生和黑風洞者，但近年已被電動

火車取代。

特別是80年代南北大道建竣後，

疏落的班次乃無以跟長途巴士競爭。儘

管政府計劃把西海岸線的單軌提升為雙

軌，並進行電氣化營運，但除了怡保至

芙蓉段已完成，餘者仍有漫長的路。

在聲音噪雜和搖晃的車廂中，除

了沿線大城小鎮與不知名的小站，鐵路

兩旁觸眼所及乃無所不在的棕油園，以

及芭蕉和雜草叢生的熱帶攀籐植物，單

調之餘當有助於闔上眼簾。

搭一趟半島鐵路，頗能體會浪漫

與現實，一如現代大馬人的焦慮，一方

面是文明的進擊，但社會停滯不前卻讓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看不見的鐵軌，只

能在黑暗中摸索方向和驛站。

 ■ 加影火車站倒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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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鐵路

 ■ Kluang Rail Coffee  ■ 馬來亞鐵道局 (KTM, Kereta Tanah Melayu)

 ■ 居鑾

 ■ 火車行駛間搖晃的樹影  ■ 艷陽下的月台  ■ 加影 (電動火車)

 ■ 吉隆坡舊火車站

 ■ 吉隆坡中央車站 (KL Cent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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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塔之城－蒲甘
蒲甘(Bagan)原為古王國，位於緬

甸第二大城曼德勒(Mandalay)西南145

公里；距仰光飛行時間約一小時。

這裡原是古王朝首都，棋盤格

局的佛塔群與柬埔寨的吳哥窟(Angor	

Wat；見本刊2013年10月號)	 、印尼日

惹的婆羅浮屠(Borobudur)，被譽為「

東南亞三大佛教遺址」。

隱匿千年

吳哥窟始建於公元802年，前後費

時四百多年建成，共有大小各式建築六

百多座；婆羅浮屠則建於750至850年

間，因火山爆發導致佛塔群下沉，在叢

林中隱匿了千年，19世紀才被重新發

掘，跟吳哥窟的情況類似。

至於蒲甘的佛塔群乃始建于十至

十三世紀之間，比吳哥窟和婆羅浮屠稍

晚。但其所以被稱為「萬塔之城」，乃

因古王國強盛時期，遍佈40平方公里的

佛塔數竟高達400多萬座，後毀於天災

及戰火，目前僅剩2217座。

一天之中，只有上午時段和傍晚

適宜出遊，日正當中的曝曬和塵土飛

揚，成了旅人深刻的記憶。然而，儘管

如此，也處處讓人驚嘆，因為不論在任

何一個點，你的視線乃離不開寶塔和佛

寺。而這些塔寺是基於什麼原因建起來

的呢？顯然，除了佛教本身，自然也與

歷代帝王爭相欲將自身霸業留存後世有

關，這是不難理解的。

與此同時，它至少說明了一個事

實，這三個遺址在一千多年前已開始了

與外來文化的交流，而馬來半島其時除

了「狼牙修王國」(Langkasuka)，大部

份地區尚處在未開發階段。遺憾的是，

這個受印度化影響的古老王國畢竟沒留

下明顯的佛教遺蹟。

佛教聖地

這一切自屬歷史的鉤沉，比較讓

人驚訝的是，經歷了千載的興亡交替，

龐大的佛塔群卻完好無缺，這不可說不

是奇蹟(阿富汗的巴米揚大佛於2001年

被前塔利班政權炸毀)，它已成為東南

亞最具魅力的歷史古跡和佛教聖地。我

在旅途中多次看見漆有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標誌的車子巡弋其間，世

界文化遺產的地位不言自明。

平原上的大小佛塔錯落有緻，但

進寺得脫鞋，因此欲登上塔頂幾可考驗

你的決心，近90度的陡峻階梯，非得四

肢並用且百般留神才能攀沿而上。但上

天有厚生之德，一旦登頂，視野盡開，

如詩，如畫；惟杜牧言「南朝四百八十

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差可比擬。

夕照下的蒲甘最是令人神思。 ■ 佛塔入口處光影

萬塔之城-蒲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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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總六十  青山不老

董總成立於1954年8月22日，至今60載。

董總由各州董聯會組成，成立初期僅設籌委會，至

1956年始設「常委會」；陳濟謀為首屆主席。1965年杜志

昌、葉鴻恩、楊誠財繼之，隨後林晃昇自1973年任主席至

1991年交棒胡萬鐸。

董總在始創時並沒有自己的辦公樓，而是設於雪蘭莪中

華大會堂內；1955年，馬六甲會談舉行。1958年11月，教

總大廈落成，董總基本上乃遷至該處，但仍保留雪華堂辦公

室。1993年，獨大獨中加影行政中心建竣，遷入至今。

《1961年教育法案》掀半島華文中學改制之端，百數

十間剩十多所學校仍堅守陣地，其勢幾危及華校生存的境

地，教總主席林連玉起而批龍甲、搏虎頭，是年遭褫奪公民

權，顧問嚴元章則於翌年遭禁入聯合邦。是為華校自二十年

代以來在本邦所面臨最大的試煉。

至70年代獨中復興運動方興，董教總於1973年12月16

日成立「全國獨中工委會」；翌年成立「华小工委会」。自

1975年起，則每年舉辦高初中統考，普遍獲國外大學接受，

惟至今仍不獲政府承認。

1994年，董教總聯合獨大成立了「董教总教育中

心」，推動高等教育的發展，以完成小學至大學的華文教

育體系。1997年，創新紀元學院於加影華僑崗，2013年4

月，505大選前獲高教部升格大學學院邀請函。

董總固晚於教總，但兩者乃攣生體，上世紀60年代曾

與馬華組成「三大機構」，與東姑所領導的聯盟政府斡旋

華教課題。時至今日，董總成員多來自獨中，教總則來自華

小，礙於公務員資格及時代丕變，自不能與當年同日而語。

六十年風雨，第一代董教總的始創者幾已作古，惟堅守

華教的決心日月可昭。(文:	胡興榮/	圖:	董總提供)

 ■ 馬六甲會談：巫統、馬華、董教總代表會議；中為陳禎祿，其旁為東姑阿都拉曼/1955年1月12日

	■ 嚴元章博士

 ■ 1962年嚴元章遭禁入聯邦

 ■ 1961年教育法案

 ■ 董總成立新聞發佈/1954  ■ 董教人士與馬華公會舉行聯席會議/ 1953.4.19

 ■ 教總大廈：董總辦公室曾長時間設址於此(圖為教總第八屆常年代表大會/1958年11月20日)

董總六十  青山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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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世上如果有哪所大學讓人讀了感一生榮耀的話，臺大

再怎說都是稱得上的。

但也許應作這樣的理解，榮耀不等於驕傲，儘管杜鵑花

城的美名足以讓臺大人難以撇清身上的沉重。一如前行政院

長劉兆玄在2011年度畢業典禮上言：「臺大學生如同校園的

椰子樹，只顧自己往上長，連一點樹蔭都不給。」

除了臺北市羅斯福路的校總區、徐州路的法學院、醫

學院、附屬醫院，再有溪頭實驗林等，總面積約345平方公

里，坐擁臺灣百分之一的土地。其它如學生宿舍計有23棟，

約九千人寄宿。臺大，實「太大」也。

歷史常是人們無法預料的，從1928年臺北帝大到1945年

的臺大，再到1949年傅斯年掌校不及兩年猝逝議場，故有傅

園和傅鐘，並成了臺大的傳統精神。傅校長的名言：「一天

只有二十四小時，剩下三小時是用來沉思的。」鐘聲二十一

響，理論上或應作如是觀，可是對忙碌的現代人而言，似乎

有點苛求。

三十多年前的臺大基本上沒有後門，我住過的十五宿舍

已改建「思亮館」，就連十一至十四宿舍也已不見縱影，小

巨蛋成了新生南路上的地標，幸好白色的舊體育館沒變，「

敦品勵學，愛國愛人」八個紅色大字仍然醒目，惟草坪上的

旗桿號手和清晨的國歌是聽不見了，只留下記憶中行人佇立

的場景。

而欣欣客運１路經過的舟山路已消失，僑光堂和內政部

都已歸還併入校園，讓人懷念的還有那一片連接造船館的實

驗稻田。至於長興街到辛亥路口的發展，實乃當年所無法預

見者。還不說公館，就連較偏遠的汀州路，從前的國防醫學

院現已是水源校區，與三軍總醫院成了隔鄰。

活動中心和振興草坪在新總圖的巨大身影下變小了許

多，但後面那棟陳舊的機械系館乃不改其本色；反而聯考廢

除後，綜合大樓便少了些圍場的神秘感。

再次走在椰林大道上仍令人感念，但傅鍾換成電子操作

後，已不見昔日敲鐘人。往事已矣。

臺大的大王椰

臺大的大王椰

2014年7月號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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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从第一天踏入新院我就不是一

个人，当然更不是安分守己的好学生。

我有着几个一起从中学起就一起打混的

好姐妹陪同，所以我并不孤单。还记得

刚入新院的女生宿舍，我们几个被安排

到角头间，空间蛮大的，可是就是不喜

欢，不习惯有时间的限制，不习惯不能

大吵大闹。还记得那时我们从来不把鞋

子放在门外，所以很多人不确定我们那

间房有没有人住，甚至避过好几次的突

击检查。

故事是这样开始的，在高中念书

时我和我的好姐妹都是出自独立中学才

会有的商美班，也就是修读商业美术。

所以上了学院选择念回美术系，对我们

几个而言是有优势也是有缺点的。比别

人多了美术知识与基础是我们的优势，

1988年12月9日出生。来自槟

城，作画时都用Eliqzabeth	 Qhine代

签。学院时期因为名字比较难发音，因

此大家都惯性称我Bird或小鸟。至于与

我已经混得熟到快烂掉的朋友都称我“

无脑或BONAO”。就这样，用着不同

昵名的同时，我上演着不同的角色，然

而我乐在其中！

感謝一路有你

然而我们也比别人多了几分自满，导致

在后期的学习上有些怠慢。

话说回女生宿舍那段情节，其中

一位好姐妹其实是个男生（昵名大头）

。由于我们已经太熟悉彼此了，加上我

们从来不把他当男生看待，自然而然的

就以姐妹相称。被分宿舍时大头很不习

惯，经常跑来我们女生宿舍混。就是因

为我们没把鞋子放在门外的关系，并没

有人发现大头的存在。直到有一天我们

的玩闹声太大，引起楼长的注意，于是

敲门要求进来检查。当时我们把大头藏

进厕所，但是忘了把鞋子也藏起，所以

很快就被发现啦！接着不久便是我们过

于无聊，在宿舍房间内玩“躲猫猫”。

我们几个玩起来从来不把身高体重作为

考量，直接就往衣橱里面躲，结果压坏

月亮般弯弯的脸颊。他是个非常好闹，

同时非常自恋的餐厅少爷。至今毕业

了，他住怡保，我们住槟城，还是一直

有来往。

说到学习上我非常清晰记得一位

老师和我说的话。她说我就像是一杯半

满的水杯，再把水倒入杯内，很快就会

太满而溢了出来；只有当个海绵，我才

能不断吸收。起初我也只是半懂，现在

的我懂了，谢谢你，Ms	 Helen，真的

了两个衣橱。就这样我们被罚做一个月

劳作，甚至被警告不能在继续入住宿舍

了，不久便搬出宿舍，住在学院后面的

双层排屋，大家又很可以开心很坦然的

玩闹了。

可能因为我们是好几个人一起进

来新院，因此没有去接触更多的朋友，

当时就被班上的同学称作“penang	

group”（我们都是来至同一个家乡，

而且还经常以槟城感到自豪）。在后期

开始分班时大头进了Graphic，一壶进

了Fashion，Fine	 Art就只有我，黑甜和

丫丫。很快的大家又有了各自的新朋

友，有时候我们还会互相吃干醋。说

回我自己Fine	 Art的班，我们也认识一

位很奇怪的男人。我们叫他果顿，也称

他“死下巴”（广东），就因为他有着

和大多数小孩一样，我从小开始

涂鸦，妈妈便帮我缴费让我学画画。

学了1年多“山一定是从深青彩向翠绿

色，太阳公公一定在画面右上角......”

的绘画后，我便开始又头发痛又指甲痛

的借口停止学习绘画，并且在家继续上

演随性作画的画家。床单，我的书桌，

泡面包装......什么都有我的手迹。上

课时更是因为不专心/涂鸦作业等等罪

名，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的老师对我的印

象自然也不怎么好。

中学时期我上的是独立学校，因

此高中选课有商美班（商业美术），解

决了我选课的烦恼。我向来看书与看电

影的倾向都在宗教与文艺片，自然的把

《艺术鉴赏》和《中/西美术史》念得

受益了。再来就是我的主课导师：马

来西亚森林画家Johan	 Marjonid，要不

是他的理解和鼓励，当初我的成绩单很

可能就是不堪入目了。Johan老师很放

心的让我们发挥每一次的题材，然而也

最担心我们每一次的deadline；上他的

课不止获益良多，简直还称得上大饱口

福，经常会有很多马来糕点享用，就连

graphic的大头和fashion的一壶，也都

会因为馋嘴而与我们fine	art的导师混得

很熟！

当然我们的ceramic老师Cikgu	

Raha（我们称她哈哈，因为她很爱

笑），还有助教“鸡翼”等等，都是睁

一只眼闭一只眼陪我们走过在新院的学

习日子。会上到新院，和所有接触到，

认识过的人和事物太多，太精彩，一切

都是一种缘分和过程。感谢所有际遇让

我经历，感谢大大小小的扶持让我成

长。现在回想起新纪元，还真算是我人

生的其中一个摘要。学弟学妹们，好好

享受你们的过程，加油啦。

很好，甚至还有一段时期把自己的目标

定为“美学家”和“鉴赏学家”。而影

响我最深的画集都是几米系列作品。我

喜欢他的简单分析，和如何通过插画走

进读者心灵的沟通方式。

现在的我处于向钱看齐的阶段，

可以说和梦想暂时背道而驰。但坚持梦

想之前我清楚知道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

基础与社会经验，才能帮助我在追逐梦

想的中途无后顾之忧。很多老师觉得可

惜我暂时放弃了作画，但正如我的名

字，有几个别人取的昵名，也拥有着几

个不同的身份和小小的责任。只能说我

还做不到为了作画吃面包的阶段，也没

想过当个死后成名的画家，只希望自己

可以很随性的发挥我想表达的想法。

 ■ 畫被拍賣之前，我們都做出了傀儡的姿勢歡送它

 ■ 敷面膜當藝伎，搞怪總可以為創作帶來更多靈感  ■ 2009年，我們畢業了

秦纯航

感謝一路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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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钟内大家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

决定放弃休息的时间，大家一起将最后

需要完成的事情做完。

那一夜，大伙儿一起熬夜，合力

的把所有工作做完。那一夜大家的欢乐

声、偶尔某人施展歌喉、偶尔几位战友

大跳营舞。那一夜，大家是带着非常愉

悅的心情入睡的，我敢保证那一夜是整

个营队筹备过程中最开心的一个夜晚。

我的青春被这些满满的愉悅给充

斥著，也许多年的以后，我会在某个时

刻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努力的成果。此

刻的我已慢慢将过去的青春收藏在心里

深处，某一天我回头，微笑，然后对我

结束的青春，说一声干杯，敬我过去的

青春一杯。

敬我的青春一杯

新纪元学院没有很大很大的绿

园，却有充满人文气息的莲花池和凉

亭；建筑物没有隔开很大的距离，反之

我们更能够与彼此贴近。三年的学院生

活就在B栋和C栋间穿梭，每一角落在

我脑海中留下满满的快乐与回忆。

迎新营是学院每学期的重头戏，

回想起来真的很庆幸自己当初误打误撞

加入了这个大家庭。当时，参与筹办迎

新营的同学都会有两种极端的结果：从

此迷恋上筹办迎新营或是从此不涉入与

迎新营有关的任何活动，而我就是前

者。在营队筹备过程中，最大的收获莫

过於认识了好几位志趣相投的战友，营

队的筹备过程都会耗上一两个月的时

间，熬夜赶进度对我们而言已是家常便

饭之事。每每碰上熬夜之时，我们这几

个战友总会带着满满的喜悅，一起聊天

和做事情，甚至忙到隔天清晨也在所不

惜，然后一伙人就会浩浩荡荡的到菜市

场附近吃早餐。

能够用战友来形容，那是因为我

们一起度过了非常多难以忘怀的时光。

每一次的营队筹备，其实都是一场硬

战，犹记得某一次营队筹备将近后期，

每一组的组内事项也已完成，大伙儿辛

苦了好一阵子，想说当晚就各自回去休

息，以便应付营队的开始。这时，我们

突然发现某一些事项好像还有些后续工

作需要完成，眼见大家辛苦熬夜了好几

晚，应当休息充沛以应付营队的开始，

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时之间也不知道

该如何解决。当下营队主席与营长立刻

召集各组长与组员商讨此事，在短短的

27歲，來自馬來西亞雪州沙登的一位男生。曾經營部落格，後因一些原因而停止，雖然沒

有看上成千上萬的書本，也沒有學富五車，但堅守著自身獨有的寫作風格和觀點，始終並沒有

得到太多的鑒賞。但，寫文章最初的原意是為了抒發心中的感覺，所以總是會帶著一絲的孤芳

自賞來襯托寫文章當下的心情。除了寫東西，冷笑話和即興表演亦是我熱愛與熱衷之事，和我

較為熟絡的朋友無不被我這種行為所摧殘，但對於這種娛人娛己的事情我總是不捨割捨的。

吳韋銓

 ■ 人生最快樂之事莫過於有三五好友常伴身旁 ■ 《觀察家》是我媒體系生涯中重要的一環

2014年5月21日，臺灣新北市捷運江子翠站發生鄭捷隨

機殺人事件，造成4死24傷。

沒有人會懷疑，臺灣已是一多元社會，不同聲音在案發

後排山倒海而至，但隔著屏幕看戲者大有人在，以至雅虎奇

摩「時事民調」有85%的人認為報導過於泛濫。

政治人物表態，總統馬英九呼籲媒體與網路社群「避免

流傳渲染現場的照片、影片」；針對部分媒體炒作鄭捷小學

暗戀女同學一事，前行政院長謝長廷表示，媒體為滿足大衆

好奇和窺視心理，但不應把一位無辜的孩子曝光，讓她背負

莫名的罪惡感。

網路聲浪討論最多的是應將鄭捷速審速決判死。另一

邊廂，廢死聯盟一如既往持異議；Call	 In節目聽眾反駁監察

院長王建煊曰：「我們一路在殺雞，猴子並沒有少」。而太

陽花學運領袖陳為廷的父親雖遭殺害而死，但堅持廢死，認

為應該花更多力氣，檢討犯罪者身後的社會成因，並設法改

善，共同承擔。

司法院則表示不會干涉或指揮合議庭審理，但立場是「

速審速結」。命案畢竟造成四條人命無法挽回，網民唯有靠

文字或音樂送死者最後一程。總的而言，臺灣廢死的聲音固

然很大，但沉默的大多數恐未必同意。

當天自還有一些重要細節，如用雨傘力擋和合力制伏兇

嫌的乘客，以及奮不顧身搶救死者的護理師，事後低調婉拒

表揚，他們乃凸顯了臺灣社會的善良和正義。

只要稍留意，臺灣現象：火車、高鐵和捷運基本上充斥

「低頭族」，忙著玩遊戲和用Line跟朋友聊天，幾無視乎周

遭，更談不上警覺心，直到被捅一刀，「抬頭」已來不及，

沒有人想見滑手機足以把命滑掉。	

這期間，最尷尬的莫過於鄭捷的父母，書面道歉：「最

嚴厲的制裁也無法彌補所犯大錯」，並現身捷運站向亡者下

跪。惟孩子犯錯，家長是否同罪？也許，也許不。市長朱立

倫：「複雜的問題，很難有簡單的答案，希望媒體和好事者

放過鄭捷的家人」。

東海大學致社會公開信：「不論憂喜勝敗都是我們的

家人」，校方第一時間選擇：愛、包容、寬恕，不以獵巫般

心態將鄭捷切割，希望大家一起來為他祈禱。學生自發綁上

黃絲帶，路思義教堂則全天開放，讓大家前往默禱。一如人

生，每個地方都會有不幸和悲傷，我們總是習慣把別人的錯

放大來看，卻掩飾自己的過失。就此而言，東海，其實是一

所不一樣的大學，值得你考慮。

我每星期五要搭一趟板南線，事發後兩天，除了捷運

站和車廂明顯增加了許多配備長棍的警察身影，甚至特警持

MP5衝鋒槍進入車廂乃引發討論，但有一實情是：滑手機的

人突然少了很多；儘管，人們也許很快便善忘。

喋血事件往生者頭七這一天(5月27日)，電聯車內電視

全天關閉，捷運全線月台下午4時26分至31分，黑白字幕打

出：「讓我們一起為過世的乘客默哀，為受傷的乘客祝福，

最後，也一起為我們的社會祈福，天佑臺灣！」。

愛　包容　寬恕 ─ 北捷喋血事件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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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之輕，這一切都讓人感到喜悅與低迴同在。

《箴言》21：「人所行的，在自己的眼中都看為正，

惟有耶和華衡量人心。」當編輯最大的好處就是可以觀察形

色各異的眾生相，尤在一個真偽難辨的世界，往往一個轉彎

便會改變我們對人、事物的看法和認知。惟亦無需過於庸人

自擾，因為年齡自會提醒我們把腳步放慢，把心變寬。

聲光影像

必需承認，這些年社交網路的普及，不論透過手機或

平板，fb、line、you-tube，個中的聲光影像已顛覆紙本墨

香，一個明顯的事實是：紙上風雲不再像過去般吸引人，連

帶文字竟也成了附屬品，這可從新生代令人錯愕的文字駕馭

中看出，不禁讓人困惑：未來的世界會是怎樣的呢？

我當然沒有答案，但卻知道一點：我們是再回不去了！

但願這本雜誌已為新紀元留下點滴記錄。而您，在長達兩年

的時間裡，則是最佳的見證者。

泥上指爪偶如潮汐，亦如人來、人往；鴻飛，哪復計東

西。兩載幽居無為，盍乎興來！主編　合十（胡興榮）

春雨若泉，窗台不知名的草本不意開了許多如聖誕紅的

小花，彷若生命中的精靈。Ce	Le	Printemps！

從2012年7月試刊號至本期2014年7月號，兩年，掌杓

煮字共出九期，誠雕蟲小技也，但卻要感謝許多人，包括院

長的邀約，發行同仁和多位編輯，他們參與的時間或長短不

一，但這美好的仗我們已打過，作為主編，仍須稱謝。

人力物力

辦雜誌是燒錢和需耐心的行業，所費人力物力不貲。

而作為一所民辦大專，我們乃盡可能與社會聯繫；於是，便

有了「新光人物」及各項專題報導的設計。甚或無需諱言，

新紀元的訊息量有其侷限，我們沒有運動會、畢業公演或圖

書館尋寶競賽等活動，因此只能將大部份活動納入「新院縱

覽」的範疇。其中參與最多的是公關處、戲劇與影像系、美

術與設計系，包括早期由中文系組稿的「文學副刊」，餘者

則是編輯部本身的採訪和撰稿。

但除了免費取閱兼不設廣告，由於新光是季刊，許多活

動幾已被人遺忘了才能刊出，加上常年重覆性的畢業典禮和

嘉年華等新聞已見諸報端，學院網站也將雷同的報導掃描登

錄，設若不具新意，簡單的5W+H已然不具備市場。

因此，我們不得不挖空心思尋找新視角，儘量以不曾刊

登者為原則，透過議題的開發用以型塑本身的價值；我們為

此要感謝所有專題的參與者、受訪者及讀者，否則這本雜誌

便難以展現其風采。

毫無疑問，任一社會都存在許多的不公平，作為一個

多元種族組成的國家，大馬尤甚，上至國家，下至華社，乃

至政治、宗教和華教課題比比皆是，《新光》這兩年遠未觸

及這些議題，但作為一所大專院校的校刊，我們實應有此理

想。惟希望過去這裡頭的故事曾經溫暖過許多人的心。

仍不得不提，馬愛真於近不逾矩之年回首藝術和人生，

她在作品中所呈現的謙卑和對繪畫的執著，包括生命中不可

春光乍洩，人生美好
   — 新光兩週年省思

胡
興
榮

 ■ 窗台小花：生命中的精靈



我們都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因此對於每件事情我們都有着不同的見解和立場。在社會要生
存要立足並不是一個表情一種心態就能面對所有事情，所以繫上面具做人其實一點都不可
怕。不論你是多麼直爽，多麼單刀直入的人也總會有令你繫上面具的時候。虛偽是面具，微
笑也可以是面具。其實並不複雜，只在於我們用什麼心態來藏起自己的短處，而把優點發揮
得更理想。所以無論我們選擇繫上什麼類型的面具，也只不過是為了在人前表現得更好。不
用批評也不用譏諷，我們沒有什麼不同。(秦純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