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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像海浪滔滔 

不停想 却解答不了 

为什么我们要不断犯错 

有时候还是没长大 

说得到却总是做不到 

是不是我们走得不够远 

Yeah 我就想看着海鸥沿着海线一直飞 

想到了大海从鱼跃而长空任鸟飞 

也许嘴上说着跌倒了再爬起来 

但是生活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遂 

吃苦就是要当吃补(别害怕时间辜负) 

心里一直有谱(妈妈说的我都记住) 

通向内心的路(是风是雨还是雾) 

别怕别怕 只要一直走 eio 

在 一路上有你们共我存在

 我是真的变得不那么害怕失败 

细数学习漫漫长路 

身体健康精神富足是我唯一归途

大人说没有早知道 

很快我会变成大人了 

我知道世界要自己去走

不要只是闭着眼睛 默默数着日子过去 

幻想白云蓝天飞机 骄傲 

该是勇往直前绝不言弃 无所畏惧 

只要 一心一意倾尽所有不要害怕失去 

我学着怎么才叫对 

也许现在做什么都不对 

说来说去 朝来暮去 人生就是不能后退 

既然如此 何不就此放下过去 

和我并肩同行踏上征途重新开始 

所以说嘛 一切都是正常的 

对啊 一切都是正常的 

是呀 还有很多事情做 

那就做得像只水里鱼儿无虑无忧  

风里雨里等你 努力留下最美的足迹 

寻寻觅觅 绝不冷冷清清 只因~为你 

我们并肩相互看齐 勇敢追寻更好的自己 

期许我们 活出精彩 

在无边无际的未来

风里雨里等你 努力留下最美的足迹 

寻寻觅觅 绝不冷冷清清 只因~为你

新纪元大学学院
原创歌曲集《起飞》——《追风》



     2021年12月號 1    

学生补习老师网络创业者
音乐制作人YouTuber：

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徐煌升

77

103

疫起追光，唱响未来：
专访I DO音乐社

半年刊／六、十二月出版

发行人   ：莫顺宗

顾问       ：伍燕翎

主编        ：白伟权

编辑委员： 吴振声
     张伟隆 
    林嘉莹
    郑诗傧
    赖苾君
                  戴源斌

（按笔画顺序）

新纪元大学学院版权·作者文章不代表本校立场
Copyright by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新纪元大学学院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Block B & C, Lot 5, Seksyen 10,
Jalan Bukit, 43000 Kajang, Selangor, 
Malaysia.
Tel :  603-87392770
Fax :  603-87336799
website :  www.newera.edu.my

新光杂志 XINGUANG MAGAZINE
Ext: 6218
Email: xinguang@newera.edu.my

Dicetak oleh 新光杂志   第十四期

目
錄

美编与排版：梁馨元

编辑助理   ：洪月馨
                      张嘉瑜

封面题字   ：梁馨元

电子杂志    ：梁帏雄
                      蔡惠雯

21 專題：
文平強八十年風雨兼程

校長專欄：疫情下有繁花似锦

新光人物
FY Fresh Farm & 壹丰地产公司创办人新纪元校友：
杨谨华学长
媒体系新任主任：杨洁老师专访

新光縱覽
新纪元会员卡线上推介礼：致力打造产学合作共赢的典范
《X的现代寓言》：首创游戏结合线上剧场
美术与设计系平面设计毕业展：追梦无界限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华为携手推展ICT学院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成为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的
授权教育伙伴培训中心

新光國際
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课程留学生专班开课礼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与东盟研究硕博课程外国留学生开课礼
新纪元大学学院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线上数据分析培训班 11日线上开班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外国留学研究生10月份开课礼

專題：文平強八十年風雨兼程
八十年风雨兼程：文平强教授
Prof Voon Phin Keong: SCHOLAR AND ADMINISTRATOR
Reminiscences of the Early Day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
从人口到人文：文平强教授及其华人研究浅析
笑问客从何处来：读文平强老师的唐诗英译

學術饗宴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1：华商先辈·人文情怀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共话” 学术交流会
卓南生教授谈《岸田上台后中日关系的展望》 

新光燦爛
南宁好智朗与新纪元联办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划案线上答辩暨颁奖礼
新纪元校级与院级优秀生名单

2

4

6

8
9
10
14
15

16
18
19

20

21
24
32

38
40

43
44
45

51
52

新光记者：马嘉圣、王思琦、邝杰豪、伍芯慧、刘艾欣、汤美珍、李伟详、李洁苡、杨立杰、杨丽晴、何秀葶、何致豪、张温怡、张嘉瑜、林佳仪、罗骏慧、钟晓莹、洪月馨、黄义和、

                       黄丽婷、黄祖儿、黄智辉、黄皓敏、梁馨元、彭安琪、傅译萱、廖思芩

新纪元师生荣誉榜
恭贺本校学生荣获《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6.5万中国大使助学金助新纪元清寒子弟

學人隨筆
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
我从《中文人》退役了

實習現場
寓教于乐的教学体验：A+ Centre
媒体人的“普及”之道

社團動態
新光杂志社x文化特工队首次社团联动：
重阳节联动计划之共寄重阳情
疫起追光，唱响未来：专访I DO音乐社 
海外的曲艺传承：深艺相声艺术团
新纪元社团资讯栏

狗仔大爆料
你有所不知的白伟权：泡面达人的泡面人生

新光調查
等下午餐吃什么？：大学生心中的“在地美食排行榜”

比比皆是
第一期：咖啡 VS 奶茶

新光故事
以Shopee之名的网路陷阱
国籍下的多元文化：马泰混血儿Eng Sorn Ram专访
学生补习老师网络创业者音乐制作人YouTuber：
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徐煌升

新光光大賞
第三届新光光大赏《初识》线上常识比赛：筹备过程二三事

徵信錄
征信录

54
58
60

62
68

70
72

74

77
80
82

87

92

96

99
100
103

108

110

本期供稿单位：公关处、市场与行销部、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国际教育学院、资讯科技系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2    

校長專欄

疫情下有繁花似錦

 疫情下，与人谈话，话题总绕
不开疫情之影响。学生何时回校？
还在上网课吗？生源如何？学校运
作受到限制了吗？

 疫情下，学校内部会议，各院
系、行政单位同仁报告工作进展，

一旦计划开展不了，或不如预期，
理由只有两个字：疫情。

 但两年来，疫情下，常常我会
补上一句话：幸好我们的留学生人
数显著增加了。而且，这些留学生
当中大部分是硕博生，连带提升了

研究生占学生总数之比例。与此同
时，我们与国外高校之间的合作，
也更频密。尤其是跟来自中国的友
好学校，联合推动了不少极有特色
的项目。这些都有利于新纪元长远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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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一切都不是偶然的。
 
 应该说，我校的国际化交流与合作，自1998年创
校时即已启动。当时尚处于学院阶段的新纪元，只能
办专科，我们需要为学生开发专升本的渠道。随后，
在专科基础上，我校步入了2+1、2+2、3+0的双联模
式时期。但无论是专升本或双联模式，基本上都是属
于单向的，我们将学生衔接到姐妹校，以完成大学本
科学业，取得学士学位。创校之后长达十余年，只有
新纪元学生到友好学校继续念书，却从没有国外学生
到新纪元来留学。

 直至新纪元升格在望的2012年底，我们开始招收
留学生，但数目零零星星。2016年底，我们完成所有
升格程序，新纪元终于由学院正式升格而为大学学院。

 2017年初，升格后的新纪元决心招收更多留学
生。在极短时间内，我们开办了近十项本科专业，同
时也于2017年8月1日建设了研究生院。我们具备了更
好的招收外国留学生条件。特别是中国学生。人人都
说，新纪元的校园氛围，非常适合中国留学生。

 但招收中国学生，还需要通过中国留学服务中心
学历认证这一关。只有名列“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JSJ）的外国学校，才有望获得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
认证。而欲名列“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的马来西亚
高校，必须先得到马来西亚高教部的推荐。高教部推
荐之前，还有无数的审查。一关又一关，宛如过五关
斩六将。

 当然，除了上述种种，更重要的是，学校内部也
要做好充分准备。从2012年底始，以及下来那几年间
所获取的经验告诉我们，若无事先妥善处理，做好行
政上与教学上各种安排，招收留学生之计划断然无法
成功。于是2019年2月，我校通过成立新纪元国际教育
学院，统筹全部有关留学生，以及国际交流和合作的
大小事务。

 我们对于国际教育学院寄予厚望。过去我们错过
太多，未来期望追回那些曾经失去的机会。这是极其
艰巨的任务。

 2019年4月1日走马上任的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
傧博士，非常清楚她从此必须无休止地工作。我们后
来才知道，她第一天上任，一天之内，两次往返中国

驻马大使馆，为了重新了解招收中国学生的程序，并
建立与使馆相关负责人的联系。那天适逢愚人节，我
们看到愚公移山一步一脚印的精神。

 其后是无数次的出访和出访，数不尽的商谈和商
谈。夜色催更，清尘收露，日子飞快而过，当2020年
初疫情来袭之前，很多准备工作大致已经完成。

 于是就在疫情期间的2020年5月14日，新纪元校名
终于挂上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两个月后，2020年7月25日，我们迎来了六十位
来自中国和印尼的“中华研究”与“东盟研究”硕士
和博士生。2020年10月31日，“中华研究”与“东盟
研究”硕博留学生，再增五十四人。2020年11月13
日，新纪元与中国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在马来西亚共建
的“鲁班工坊”，正式揭牌。

 踏入2021年，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显现更加
勇猛精进的势头。2021年2月19日，我们在中国深
圳，为六十八位企业高管开办非学历项目之“全球
工商管理高级专业课程”，新纪元的办学，首度走出
国门。2021年3月27日，新纪元“教育学”硕士和博
士班，录取了二十九位留学生。2021年6月22日，新
纪元的“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招收了二十三位留学
生。2021年7月19日新纪元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
院联办的“电子商务特色实验班”，宣告启动，并举
行开课仪式。2021年7月31日，新纪元“中华研究”
与“东盟研究”，又迎来新一批为数六十九人的硕博
留学生。2021年10月30日，新纪元“工商管理硕士课
程”与“教育学”硕博班，再度为留学生开设专班，
人数多达八十九人。

 这两年间，疫情高居不下，很多学校被迫线上授
课，使到部分原来计划升学的新生，因此裹足不前。
但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却逆流而上，意想不到地在疫
情期间收获满满。不仅上述的硕博生，本科留学生源
也持续发展中。

 这是疫情下，一个奋进不息的故事。疫情下有繁
花似锦，感谢那些一路上坚持植树栽花的巧手。我们
是真真切切走过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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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谨华学长于2002年3月份入学，就读于
本校的商学系，其后在校内任职庶务处助理。
在新纪元度过了八年的时光，见证了校内各
种大小事。后来毅然选择脱离舒适圈，开启
创业之路。如今，杨谨华学长不但成为了Max	
Property Agency的总经理，更是FY Fresh	
Farm的创办人。为了让读者更了解早期的新
纪元和学长创业之路背后的故事，《新光》杂
志本次特邀杨谨华学长作为本期杂志的专访嘉
宾。

和新纪元的故事
新光记者：学长属于新纪
元初创时期的学生，可否
与 我 们 谈 谈 当 时 的 新 纪
元？

杨谨华学长：我就读于本
校的商学系，当年，商学
系 可 是 校 内 的 第 一 大 院
系，学生皆依据学号的单
数与双数进行分班授课。
我们当年真的是较大的科
系，不晓得如今的商学系
学生人数如何，但我猜想
雪隆地区已有其他大学，
学生人数对比我学生时期
可能有所下降吧。莫校长
目前是商学系的代院长，
相信商学系将来一定能恢
复如之前般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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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记者：学长可否与我们谈谈当时新纪元的校园生活？

杨谨华学长：我入学那年（按：2002年3月），新纪
元学生宿舍刚开始启用。我仍然记得当时住过409和
515号宿舍房。那时的宿舍分配基本上是第三和第四
层为男生宿舍楼层，女生楼层则是从第五至第七层，
而第八至十层则是空着的。忆起刚搬入宿舍的一个
月，宿舍水压不高，也常遇到断水的窘境。秉着“学
校是我家”的精神，我和室友拿着毛巾和水桶，从宿
舍楼走到教学楼的厕所去洗澡，我们在当下也挺尴
尬，毕竟也会有女生到教学楼进行洗漱，但我认为，
这是非常美好的回忆，现在的学生也体会不到我们当
年这种难忘的事情。此外，我们的宿舍楼也曾发生 
“淹水”的突发事件。那时，有位学生不知何故引起
火患，火势蔓延到消防栓，使得消防栓里的水汹涌而
出。那时整层四楼都淹水了，甚至造成其中一部消防
电梯有所损坏。时任院长柯嘉逊博士也来到宿舍，帮
忙我们收拾残局。
 身为第一代宿舍用户，我和友人钻着宿舍没有闭
路电视的漏洞，总在大半夜地偷溜出去看球赛。整条
偷溜路线是从后楼梯爬到UG外面，之后走到与旁边
的篱笆差不多高度之时，便跳跃过去。另一条路线则
是顺着篱笆走到旁边住宅楼的门口，翻门而去。当时
的门栏不高，而且校内守卫仅看着其中一道校门，因
此我们才有机会偷溜出去。刚刚提及的没上锁的宿舍
后楼梯，除了是学生溜出去的路线，也是许多男女生
的聊天圣地。
 以前我们也常在UG礼堂（现黄迓茱活动中心）
打乒乓，因为那里到午夜12点才会关门。如果天公不
作美，我们也会选择踢足球。当时踢足球的地点并非
现在的草场，而是在现今图书馆的所在地。在图书馆
还未建起的年代，那里仍是停车场，也是我们的室内
足球场。以前的图书馆则是在A栋，即现今董总那栋
楼。

新光记者：学长在新纪元这些年当中，学到最重要的
一点是什么？
杨谨华学长：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人际关系。
当时我仍是小职员，任何事情都需要学习服从。在工
作方面，任何的灯光问题、厕所漏水，所有大小事都
要自己去解决。遇到问题时，我都尽量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最好能用幽默的口吻巧妙地解决这些事
情，以免与人发生争执或口角。在新纪元工作有苦有
乐，是一个很好的人生学习场。

新纪元的校园生活
新光记者：学长当时已是新纪元的职员，为何会突然
选择独自去创业，开办了Max Property？
杨谨华学长：在新纪元工作是非常开心的，每天都能
准时上下班，工作上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然而，这
个环境虽然舒适，但是当时位置不高，薪资微薄，因
此我想踏出舒适区，突破自己。我在2010年离职后，
并没有马上创业，而是先转行。当时恰好与朋友谈及
对未来的发展与憧憬，在他的建议下，我开始学习做
房地产。我刚踏足房地产行业时，我总是被人嘲笑。
当时的房地产从业者都会优先选择吉隆坡地区，觉得
加影是偏远、较少人认识的地方，而不愿意到加影发
展。但我认为，加影区竞争少，发展空间大，因而选
择在这里发展事业。 

新光记者：学长在创办Max Property之后，又为何
选择创立FY Fresh Farm 作为您的副业呢？
杨谨华学长：这主要是兴趣和个人成长背景使然，因
为我来自乡区，个人是比较喜欢郊野的生活，因此有
了些许资金之后，便希望实践个人梦想。我在FY Fresh 
Farm聘请了四位员工，他们专门帮我打理那边的蔬
菜、榴莲园、鸡鸭、牛羊和乌龟兔子等。我喜欢有自己
的花园，每当工作结束后，都能到这里释放一整天工作
后压抑的情绪。小风一吹，生活都变得惬意起来。

脱离舒适圈，只为更好的生活

新光记者：学长创办FY Fresh Farm和Max Property
时，是否有遇到什么困难？
杨谨华学长：我在经营农场时并未遇到什么困难，因
为我是早已规划好整个农场的发展。只要有资本，聘
请员工和开发农场并不会遇到太大的问题。反倒是经
营Max Property时会遇到一些状况。有些发展商会因
为你是新成立的公司，不清楚你的实力，而不敢把项
目交托于你。此外，聘请员工也是一大挑战。毕竟是新
成立的公司，应征者也会担心是否能在这里有好的发展
及前途。我当时的决策是“不要打散，要集中”，把
Max Property 的事业集中发展在一个地方，慢慢打出
自己的名声。

新光记者：学长有什么想对刚开始或有意创业的学弟
妹说吗？
杨谨华学长：首先，创业是需要理智的，绝对不能盲
目跟风。第二，创业时一定要坚定自己的信念，才能
激发自己的正能量。再者，累积相关经验和知识也尤
为重要，以便更得心应手。

创业难，守业也难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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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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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中旬，新纪元大学学
院媒体研究系正式官宣，杨洁老
师出任系主任，为媒体系之发展
携来全新气象。杨洁老师曾为本
校学生，学成后负笈台湾，先毕
业于台湾世新大学口语传播系，
尔后在国立台湾大学社会学系取
得硕士学位。在2011年至2015
年期间，杨洁老师也曾担任众意
媒体编辑，随后又创办了“之间
文化实验室”文化平台。两年
后，杨洁老师与其友人更共同创办
了亚答屋84号图书馆。为了让读
者们能更加认识杨洁老师，《新
光杂志》特邀杨老师作为本期杂
志“新光人物”的专访嘉宾。

跨媒体是优势也是趋势
新光记者：本地大专院校
均设有媒体传播相关的科
系，请问您认为本校媒体
研究系的优势在哪里？
杨洁主任：纵观当今本地
大专的媒体相关科系，其
实不难发现它们大多的课
程设置都还是偏向以传统
媒体为设置方向，比如新
闻 、 广 告 、 公 关 、 广 电
等。但根据当今世界的媒
体汇流，媒体工作者是很
难在只使用一种媒介的情

媒
體
系
新
任
主
任

杨立杰、廖思芩、杨丽晴

况下生产内容，因此这些所谓的“媒
体人”是需要具备掌握跨媒介的能力。
不仅如此，生产出的内容要能够取得大
众的注意，迎合大众的口味，这也是作
为当今媒体工作者的挑战之一。因此，
这些都需要回归到媒体人本身的底蕴，
包括说如何拍摄一部创意十足的视频？

如何写出一篇令人共鸣的报导？又或是
制作一段扣人心弦的音乐？因此在今年

的时候，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系正式开设
了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学士课程，而这个

课程与其他大专院校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
的课程设置都围绕在培育具备跨媒体能力的学

生，因此我们的授课在保留传统媒体课程的同时，
也增设了不少的通识课，像是女性主义、哲学、电影

与社会等领域的课程，而这些课程便是培养媒体系学生对于
内容创造力的关键，这点便是我觉得本校媒体研究系与大多其他大

专院校的不同之处，也是本校媒体系的优势之一。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6    



     2021年12月號 7    

新光人物

是益师也是良友
新光记者：听闻杨主任曾担任韩新传播学院媒体
研究系主任，请问您觉得本校的教学模式与其他
学校的教学模式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杨洁主任：说到教学模式，不得不提到笼罩我
国已久的疫情，以及遥遥无期的居家线上学习
模式。或许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上课模式，
但对于媒体研究系来说，线上教学仍是我们最大
的挑战，这是因为媒体系的课程他自始就并非全
是理论课，而更多是需要学生们进行实践的实境
课。因此，老师们只能在线上针对这些实践任务
进行简单的示范，而学生们是无法真正去接触
到，或者说去操作这些实践任务，这变相导致学
生们在线上进行这些实践课之时会更加困难。纵
使如此，我觉得无论是在线上或线下，新纪元大
学学院媒体系的教学模式与其他院校之间的差别
在于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是很身体力行的，老
师们是很愿意带着学生们一起去实行各种企划，
探索原课纲以外的知识。举例来说，我们学校的
社区报《观察家》今年迎来20周年，纵使大家只
能在线上见面，但老师们仍是不懈努力带着学生
们在线上为这份极具纪念价值的报章举办了推介
礼，更是推出电子版的《观察家》报章；先前线
下之时，老师们也会带着学生走出校园，进行许
多社会关怀，环境保护等活动，这就是我觉得我
们学校媒体系教学模式与其他学校的不同之处。

媒体人需要走出户外
新光记者：请问主任觉得媒体研究这门学科如何
才能学以致用？
杨洁主任：我一直都认为说知识不能永远锁在象
牙塔里，尤其是媒体这个领域，因为媒体终究还
是要回到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从简而言，媒体最
重要的就在于表达，我们表达了什么，接收者接
收到了什么，更深入来说我们能够表达什么，接收
者能够接收到什么，这些都是身为一个媒体人需要
思考的。因此要谈到说“如何学以致用”，我觉
得媒体系想要学以致用，就不能一直将自己囚困
在既定的理论当中，应该尝试走出户外，拓展自
己的视界，再用自己的眼界去观察这个世界，唯
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提升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同时
让自己将来踏入媒体领域之时，是可以成为一个
能够表达的媒体人。

学习需要快乐
新光记者：作为新上任的媒体研究系主任，您如何规划系內
的发展方向，为学生打造具有竞争力的学习环境？最后您有
什么话想对系上的学生说？
杨洁主任：我自己不太会用“竞争力”这个词来形容，就如
我上述所说，我们的课程编排旨在打造一个所谓的“跨媒
人”，我希望我们的系内的学生可以跨越不同的媒体，同时
也具备多元的视角。但是这点必须建立在我们的学生他愿意
去学习，愿意参与其中；而要让学生愿意去学习，提升学生
们的兴趣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与其说为了要迎合市场，去打
造一个极具竞争力的学习环境，我更偏向打造一个让学生能
够独立思考的环境，提升学生身为一个媒体人应有的素养，
同时鼓励他们涉足不同领域的知识，我觉得这几点才是最重
要的。那最后，我想对学生们说的是，或许我们刚步入大学
的时候，大多数的我们可能对于未来的路没有一个肯定的答
案，那就趁着我们在大学的这几年内，尝试去找到自己的初
心，最后在问回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学习路或许
会感到痛苦，但我们也要一直痛苦并快乐着，才能找到学习
的真谛。

     2021年12月號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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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會員卡線上推介禮
致力打造產學合作共贏的典範 李洁苡

新光縱覽

 2 0 2 1 年 7 月 5 日 下 午 6 时 ， 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在
ZOOM云端会议室举办新纪元会员卡推介礼，推出了
一款与各类商家合作的新纪元会员卡。此会员卡是为了
让新纪元大学学院及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的校
友、教职员以及在籍生，提供并享有特邀商家的福利与
优惠，并为合作商家进行引流、扩大客源，创造双赢的
效果。

 在此期间，新纪元大学学院积极地邀请各类品牌
及商家共同加入此计划，目前共计邀请了60个商家，
共计133间分店，其中商家类型包括餐饮业、健康与美
容、休闲与娱乐、潮流与精品、家居与生活、旅游与住
宿、礼品与花卉、教育与学习等。只要新纪元校友或在
籍生在消费时出示新纪元会员卡或专属优惠码，便能享
有特邀商家所提供的专属优惠。除此之外，新纪元大学
学院也设立了新纪元会员卡网站，并且加入了特邀商家
的徽章以及优惠内容，还可以链接到商家的社交媒体专
页或网店，以便查询更多资讯。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表示，在两年前
为了凝聚新纪元师生及与社会接轨，而衍生出了新纪元
会员卡的想法，但无奈因疫情关系而将此计划暂歇，但
如今疫情蔓延，许多商家及人民的经济方面受到打击，

甚至发起了白旗运动。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校以来，接受
了很多善心人士的帮助，而在这个时期推出新纪元会员
卡对校长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不仅仅是凝聚社会，
同时也坚守新纪元的办学理念：源自社会，回馈社会。
希望在推出这张会员卡，可以让社会及新纪元校友们获
取互赢互利的成效，实现“一卡在手，天下我有”。

 商家代表多美集团董事总经理拿督吴逸平在致辞
时，也祝贺新纪元会员卡的推出，并感到非常高兴能与
新纪元大学学院合作，共同帮助社会，并希望此项计划
可以缓和疫情导致的经济压力。拿督吴逸平也表示自己
会多多呼吁其他商家参与此项计划，让社会大众及新纪
元师生们皆能受益于此。

 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在籍生和教职员将自动成为会
员卡会员，而校友需要到新纪元院会员卡网站注册，同
时相关工作团队也将根据行管令管制情况，将会员卡分
发邮寄给各位。此会员卡采用终身制，唯独需两年定期
更新。新纪元会员卡优惠平台能够建立，少不了各个单
位的鼎力合作。同时，新纪元大学学院也呼吁更多并感
兴趣的商家加入此项计划中，致力打造产学合作共赢的
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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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致豪

 《X的现代寓言》是由剧场导演黄丽
珍带领新纪元戏剧与影像系大二生打造
以游戏结合剧场的演出形式，也是全马
首创的游戏剧场。因疫情持续升温，剧
场重开遥遥无期，该系伍斌辉同学便提
出了ARG虚拟实境游戏概念，此次的演
出打下了重要的基础。此概念能与观众
产生一定的互动，颠覆一般舞台剧的刻
板印象。即使没有完美的灯光、音响、
舞台，线上剧场仍能给观众带来有趣的
体验。在这之前，他们已使用过OBS软
件技术去呈现作品，这次更大胆把游戏
融入剧中。

 该剧为期两周，分为三个章节。《X
的现代寓言》的缘起来自于已故作家姚
一苇的剧作《X小姐》。在此剧不难发现
当中有者对人及社会体制的质疑。在疫
情肆虐下，针对政府的政策，对未来做
出假设。参与策划此演出的，还有舞台
美术设计师蔡紫滢、联合编剧俞云冰与
行政顾问黄永益。 

游戏结合剧场
 “游戏剧场”的植入，为的是让观
众能深刻感受戏里所表达的各种情况及角
色的困境。观众需扮演玩家的角色，这样
能更投入故事的发展，演员们在演出14

天前与观众互动完成第一章节：“创造大
都会”，第二章节：“调查”以及第三章
节：“X的现代寓言”，共三个章节，解
锁探究剧情。

 在这新常态下，人民一边在疫情中
求存，一边笼罩在国家的乱政当中。戏
剧系师生们希望借此剧唤醒人们对社会
的意识，即是质疑的精神，厘清现今社
会乱象，勇敢发声及行动。

从实验中探索
 该剧可说是除了制作团队与玩家互
动的游戏，也是排演师生一同在线上剧
场的实验。通过好玩有趣的游戏，讨论
当下的社会文艺，即便在困境中，也不
忘继续探索，持续创作。

 在疫情下，可见各幕后人员、演
出者，都用心良苦，在种种限制下及在
不具备演出制作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排练
实践，当中不止需要大量的时间，还有
很大的勇气、弹性和创意。演出前后，
也看出学生们的用心，在购票网站的设
计下了很多的心思，给剧埋下很多的
伏笔，让整部剧增色不少。游戏融入剧
场，这也让参与者即观众也能成为剧中
一份子，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X的現代寓言》：
首創遊戲結合線上劇場

黄丽珍导演

章节一“创造大都会”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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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am
钟晓莹、黄皓敏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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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们 此 次 请

来谢易伸老师、主席Eng 
Sorn Ram同学、副主席李苡嘉同学和

Christine同学接受采访，旨在捕捉美术与设计系于2021年
9月10日迎来首次线上平面设计毕业展的“高光时刻”。
谢老师说，毕业展是毕业生呈现各自创作成品的舞台，本
届毕业展是第一次的线上毕业展，意义更是非凡。谢老师
表示，美术与设计系Diploma两年半的课程，老师们除了
向同学传授专业的知识与技巧，也透过毕业展的筹划培训
同学们的团队精神。谢老师指出，想要在美术与设计领域
发展，必须掌握与客户沟通的技巧，才能逐步蜕变成优秀
的领导者。

借月亮星星之光，追逐一场梦

 本届毕业展的主题是“Dreamcatcher”，标志中衬托
着捕梦网的莲花不仅富含美好、纯洁和高尚的情感，也象
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品行，亦能衬托朋友之间深厚的情
谊。谢老师透露，每位毕业生都必须构思一个毕业展主
题，再让老师以投票的方式选出最终采用的提案，而本
届“Dreamcatcher”就是Christine同学突发奇想，最终脱
颖而出的主题，“Dreamcatcher”寄喻着同学们毕业后
能勇于追梦，尽管各奔东西，也无所畏惧。

追   
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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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
业 展 筹 委

会主席Sorn Ram同学接
着向我们进一步解释本届毕业展标志的意

蕴。他说，该标志由莲花、月亮、光圈、星星
和捕梦网组成，而捕梦网是整个标志的核心，
标志的配色采用深蓝色和金色，搭配成鲜明的
对比，如同黑夜里的月亮和星星，让整个标志
别具一格。另外，金色也是象征“经典”的颜
色，因此也希望本届毕业展成为同学们心里最
经典的时刻。

    本届毕业展筹划耗时14周，谢老师授课结束
后，便带领同学讨论毕业展事宜，先从设计主
题入手，再设计标志，最后再利用1周的时间
制作毕业画册。毕业展筹备期间，老师担任监
督的工作，在设计方面给予同学修改的建议，
也从中训练同学们的口才，让他们学会更清晰
地描述自己的创作，更简单地让外人理解其创
作理念，力求精益求精。于老师而言，线上毕
业展最显著的优点在于每位同学都有机会呈现
各自的作品，不似实体的毕业展。以往实体的
毕业展一般是观展者对某些作品感兴趣，才会
上前询问，因此难免出现部分同学被忽视的状
况。苡嘉同学对此表示感同身受，因此她更倾
向于线上策展，因为这样自己才有表达自己创
作思想的机会。

新光縱覽

catche
r

平面设计作品（李苡嘉） ▶ Lee Yee Kah （Vice President） 
 ▏Taste of Love

D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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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胜远距离，给彼此一个云拥抱

 尽管本届毕业展以线上模式进行，却意外地激发谢老师想在未来的毕业展采用结合线上
与线下形式推行的灵感。老师表示，虽然无法面对面，但此次的视频制作让大家更加亲近，
视频的制作帮大家把两年半的回忆细心珍藏了起来，可见线上毕业展并不比线下逊色。
 首次筹备线上毕业展，不免面临一些无法预见的困难及突发状况。负责切换幻灯片、
播放音乐与影片的同学，在时间点的精准掌握上，需要大量时间反复彩排，不断商讨与磨合
后才能尽善。受访的三位同学都一致认同本届毕业展使人印象深刻，线上沟通虽有一定的困
难，但他们都能与同伴一一克服，犹如这次毕业展的标志，寂静的夜晚有月光星光与梦想的
相伴，人人都不孤单；筹备过程纵使困难重重，谢老师与同学们仍感到收获满满。

追   
夢   

無
 

極     
限

追   
夢   

平面设计作品 （谭佳淇） ▶ Sharon Tam Jia Qi （Designer）        ▏     小妹乌达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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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缘起缘落，终究有
散场的时刻。美术与设计系的

应届毕业生对于疫情造成无法返校表示遗
憾，盼望着将来有机会重聚，与同学们面对面拥抱
道别，留下一张珍贵的全体毕业照。谢老师看着同
学进入校园，见证了他们的成长，再将他们送上毕
业的殿堂，甚是感慨。老师非常感恩毕业生们战胜
远距离，携手制作的温馨视频，他由衷地希望所有
毕业生能够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并且鼓励具备经
济条件的同学趁疫情时期继续进修。

Dreamcatche
r

系列插画作品（周筱筠） ▶ Shannen 
Chew Xiao Yun  （Designer）     ▏  十二生肖

广告设计作品（叶莹浵） ▶ Christine Yap 
（Event Team）     ▏  Time Bounty Hunter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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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

與華為携手推展ICT學院

 本校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FICT）于2021年6
月23日正式与华为（Huawei）建立合作关系，成为华
为认证的“华为ICT学院”（Huawei ICT Academy），
携手培养ICT专才。有关合作将由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
学院院长庄正伟助理教授主导与负责，并由资讯科技系
主任萧维深先生协助办理。 

 华为ICT学院是面向全球的校企合作项目，属于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简称
CSR）性质，主旨是希望透过高等学府与学生分享华为
的11项专业技术，并鼓励学生参加华为技术认证。

 本校拥有完善且专业化的教学设备与器材，如数
码保安实验室（Cyber Security Lab）、SMART IoT 
Kit、Robotic Training Kit。透过与华为的合作，我们将
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于人工智能（AI）、5G、物联
网（IoT）、数码保安等领域为学生提供来自业界的认
证，共同培养科技领域的技术专才。

 值得一提的是，本校庄正伟院长、电脑中心梁帷
雄主任、资讯科技系郑荣丰老师已于今年下旬考获华为
的HCIA以及HCAI 认证，成为华为认证培训师，为新学
年开办学生专业技术培训课程垫下基础。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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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成为国际权威高科技IT
专业认证团体-美国计算机行业协会（CompTIA-The 
Computing Technology Industry Association）的授权
教育伙伴培训中心。   

 随着这项合作，技职学院的电脑高科技领域课程
如SEAIR、SEIOT、SECVR、SEDSC、SECEF、ITNET
和ITCSI的技职生可以在学习期间考取技职文凭，技职
荣誉学士之外，同时考取CompTIA各类受国际承认的
IT专业资格！

 CompTIA-T h e C o m p u t i n g T e c h n o l o g y 
IndustryyAssociat ion（美国电脑工业协会y/y美
国计算机行业协会）成立于1982年，总 部 设 于 美
国 芝 加 哥 ， 是 全 球 I T 领 域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认 证 单
位。CompTIA致力于通过各种标准、专业能力、教
育和商业解决方案促进资讯技术产业及相关从业人
员的发展，会员遍佈102个国家、超过22,000家企

业成员。CompTIA是国际最知名的中立组织，已获得
IBM、Cisco、Microsoft、HP、Oracle、联想、卓越、
长城、明基、清华同方等世界顶尖IT企业的广泛认可。

 CompTIA是全球公认的提供行业领先认证的机
构，这些认证可为更高级别和专门针对供应商的认证
提供坚实的基础。在全球范围内，已有将近 200 万专
业人员已获得了 CompTIA 认证。CompTIA针对 IT 业
主要领域开发了专门的解决方案和项目，其中包括通
信技术、电子商务、IT培训、软件服务、资格认证、公
共政策、公共政策和劳动力开发。CompTIA认证是通
过考试程序而获得的一种资质认证，用于考核某一特
定 IT 技术支持工作范围内需要的知识。所有CompTIA
考试均由命题专家开发。CompTIA认证是厂商中立的
国际认证，得到业界的广泛认可。

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成為美國計算機行業協會的
授權教育夥伴培訓中心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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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第一屆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留學生專班開課禮

 疫情无阻，教育先行，求知
不限于课堂。在疫情反复多变的状
况下，无法出国学习，并无阻留学
生扬帆破浪迈出学习的步伐，以学
习之心齐聚“云端”，透过网络
学习方式修硕。于6月21日下午2
时，新纪元大学学院第一届工商管
理硕士课程留学生专班开课礼在线
上正式举行。出席开课礼的有新纪
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
校长、李锦兴副校长、国际教育学
院郑诗傧院长、商学系主任、金融
与会计系代主任暨工商管理硕士课
程授课讲师代表吴颂平主任、各学
院院长、研究生导师、各学术与行
政部门主管、职员以及硕士留学新
生。来自中国共23名工商管理硕士
（MBA）新生们，在学校领导与教
授们的鼓励与希冀里，怀着激动的
心情，正式开启了在新纪元大学学
院的学习之旅。

 新纪元商学系、金融与会计系
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授课讲师代表
吴颂平主任首先向第一届新生们表
示热烈的欢迎。他感慨道开设工商
管理硕士课程留学生专班是一项艰
辛耗时的工程，前期准备涵盖了从
课程结构建设到课程获得学术资格
鉴定机构（MQA）的认证，同时倍
感荣幸这两年以来的坚持不懈，终
于在今日开花结果。他表示今天的

开课礼对于师生而言都是一个里程
碑，希望日后师生共同学习成长。
他还为学生们送上殷切寄语，在追
求学术卓越的道路上，我们将牢记
使命与愿景，绝不轻易妥协并砥砺
前行，这将是一个值得纪念的经
验。最后，他表示期待明天在第一
课上与学生们齐聚“云课堂”，并
再次祝贺学生们加入新纪元。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
长向新入学的硕士们介绍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独特性。在马来西亚众多
院校里，新纪元大学学院是一所富
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双语大学，
汇集了研究古代中国和当代中国的
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的
学者团队。学生除了平日上课，学
校也会安排许多优质讲座供学生精
进学习。她也向新生们提出了两点
希望：一是在研究生期间克服语言
学习的障碍；二是做一名勇往直前
的人。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
表示鉴于马来西亚疫情防控，开课
礼于线上举行，并在未来几个月的
时间都需要通过“云课堂”的方式
上课。他希望待疫情尽快过去，有
朝一日师生们可以相聚在新纪元这
充满活力的校园，让学生们切身体
会学校的文化底蕴与内涵。校长进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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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向同学们介绍新纪元大学学院是一所由马来西亚高
等教育部及国际学术鉴定机构（MQA）认证的学校，同
时受到中国留学生服务中心的认可并挂在中国教育涉外
监管信息网上。他娓娓讲述着“一带一路”背景下，亚
太地区的跨区域合作尤为重要，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RCEP）为例，中国与亚太14国完成多边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当中包括东盟十国，以及跟东盟订
有自由贸易协定的中国、澳洲、日本、韩国和新西兰等
5个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这将是世界上最大、人口
最多、GDP占比高的自贸区。校长给出了自己的建言，
他强调作为选择跨入东南亚区域就读于马来西亚新纪元
大学学院工商管理硕士（MBA）的留学生们应该对签署
RCEP的国家有所了解，因为这在工商贸易方面相当重
要。东南亚约有7亿的人口总量，其占地面积约为400-
500万平方公里，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地缘政治区域，其地
理位置接近于中国、日本、韩国。他厚望学生们就读于
新纪元能开拓视野、拓宽胸怀、站在国际视野开创未来
的事业与人生。校长寄语学生们学有所成，并以优越的
成绩毕业。

新生代表赵贤东老师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致辞

新纪元商学系主任、金融与会计系暨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授课讲师代表
吴颂平主任致辞

 最后，硕士新生代表赵贤东老师阐述新纪元是
一所有着困境中不屈的勇气、更有着逆境中强韧的
生命力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高等学府。他表示，选
择新纪元，回归学生身份，既感到期待，也将肩负
更多的责任。他相信在开放多元、成人成才的学术
环境下，心怀包容，放眼世界，内化知识，厚植强
基，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吸收多元文化，乘着一带一
路的东风，在两岸架起文化沟通的桥梁，为新世纪
添光增采。他坚信学生们会志存高远，严于律己，
奋发向上，治学修身，扎根新世纪，共同学习与成
长，实现人生理想，开创美好未来。

 新纪元大学学院工商管理硕士课程2021年6月
份学期硕士留学生专班开课礼圆满结束，再次欢迎
硕士留学生加入新纪元，愿奋力谱写属于自己在新
纪元的新篇章！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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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
中華與東盟研究碩博課程
外國留學生開課禮

 7月31日，新纪元大学学院迎来
了新一批硕博留学生修读中华研究
及东盟研究课程，并于上午8时30分
举行线上开课礼。出席开课礼的有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国际
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中文系黄薇
诗主任、东南亚学系廖文辉主任、
新纪元中国硕博导师代表周忠元教
授、研究生导师、各学术与行政部
门主管、职员以及硕博留学生。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以
钱穆先生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合大学
撰写《国史大纲》的背景为例，希
望同学们见贤思齐，体会钱穆先生
在逆境中的奋发精神，不因疫情等
外在因素而放弃内在的求学之心。
莫顺宗校长也表示随着中国的崛
起，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在后疫
情时代也将会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
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同学而言，
能够在马来西亚透过不同的视角对
中国、中华文化以及海外华人进行
研究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
长引用了《形而上学》中的“以后
的顺利在于以前的难点的解决”，
希望同学们未来可以带着问题意识
去考察课题，同时也以屈原的“路
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来激励同学们积极面对求学中的困
难，在上下求索的路途中 “痛并快
乐着”。新纪元中国硕博导师代表
周忠元教授希望新入学的硕博生们
可以做到以下三点：一、学习上的
自律自强和独立自主，合理安排好
时间进度，把握好学习、事业及家
庭的平衡点；二、明确求学目标，
静心寻找研究的突破口，及时与导
师沟通；三、脚踏实地、锲而不
舍，对学习目标的执着和坚持。

 新纪元东南亚学系廖文辉主任
表示近年来中国推行“一带一路”的
合作倡议，东盟各国与中国需要进
行更多的交流与来往，他相信今年加
入东盟研究团队的博士生也会为此带
来良好的研究成果，促进两国双方之

间的交流与认识。新纪元中文系黄薇
诗主任分享了三点读研心得：一、读
研期间要全力以赴，多阅读、多做研
究、多发表论文；二、保持良好的心
态面对逆境，遇事敢于承担与解决，
遇挫折不消沉以对，才能学有所成；
三、坚定自己的选择，没有艰辛就不
是真正的奋斗，不经风雨难以有真正
的成就。

 最后，新生代表聂璐璐说明了
她选择新纪元的原因，她认为新纪
元有着优良的学术传统及学养深厚
的学者老师们，选择新纪元就是选
择与优秀的人为伍。作为一名博士
研究生不仅要拥有学术创新能力和
全球战略视野，更应该具有家国奉
献情怀。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华/东盟
研究硕博课程2021年7月份学期外
国留学研究生开课礼圆满结束，再
次欢迎硕博留学生加入新纪元，共
同学习与成长。

中国硕博导师代表 周忠元教授 新生代表 聂璐璐

新光國際



     2021年12月號 19    

新紀元大學學院與中國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

線上數據分析培訓班 
11日線上開班

 继今年7月份开设了线上电商特色实验班，新
纪元大学学院再度与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开
设“2021年第二期数据分析应用实战线上培训班”。
此培训班分为《数据分析与处理》及《创新创业自
学》两门课程，吸引超过100人报名参与，包括新纪
元大学学院在籍生、校友、教职员以及业界人士。此
培训班于2021年10月11日（星期一）举行线上开班
仪式。

 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在致辞中提及大数据
时代的数据众多，善用数据才是关键所在。他感谢北
京劳职院在技术、平台以及课程内容上与新纪元大学
学院的沟通与安排，提供理论与实战兼备的教师团队
进行教学。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张耀嵩副校长则表示，在
未来，数据将会是重要的资源，而数据分析能帮助我
们在进行决策时获得准确的信息。业界的许多电商公
司也正朝数据运营的方向发展。他希望学员们在本次
课程学有所成，扩展眼界。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在致
辞时，特别感谢北京劳职院领导与老师为课程提供支
持，并配合马来西亚学员的情况在课程中做了调整，
最终促成了这个项目。 

 此外，新纪元大学学院留学生代表彭安琪表示，
在这个事事都以数据为主的时代，无论在新旧领域，
都必须使用数据分析以找到开发市场的最佳方案。因
此对学员们来说，具有数据分析的能力非常重要。

 本次课程中，学员将会学习到的内容包括数据
在各行各业的应用，以及数据的收集、分析与处理
方法。

新纪元大学学院 莫顺宗校长致辞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张耀嵩副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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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國際教育學院

外國留學研究生
10月份開課禮

 10月30日，新纪元大学学院
迎来了众多优秀的外国留学研究生
研修硕博课程，共同开启人生新篇
章，并于上午8时30分举行线上开
课礼。出席开课礼的有新纪元大学
学院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校长、
李锦兴副校长、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伍燕翎院长、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
院长、各学术与行政部门主管、研
究生导师、职员以及外国留学研究
生。

 新 纪 元 大 学 学 院 莫 顺 宗 校 长
表示新纪元不仅继承南洋大学的理
想，所有课程也获得马来西亚学术
鉴定局（MQA）认证。莫校长认为
走出世界是时代大势所趋，因此非
常欢迎外国留学研究生走出祖国，
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就像过去的东
南亚华人祖辈下南洋，也希望外国
研究生们成为新的一代引路人，给
区域、给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 际 教 育 学 院 郑 诗 傧 院 长 表
示外国留学研究生需要在规定年限
内完成学历课程，期间还要兼顾工
作、家庭，非常不容易。但相信大
家做好了准备，导师们也会是你们
最强的后盾。教育系张伟隆主任也
鼓励大家要对自己选择的专业始终
保持兴趣和毅力，同时抱持坚定的
信念，顺利毕业。祝愿大家学有所

成，学习、生活、工作三不误。商
学系副主任Dr.Izwan Harith同时也
代表新纪元欢迎各位外国留学研究
生的加入，他相信大家都会时刻警
惕自己，不忘学习初衷，取得卓越
学术成就。

 中国硕博导师代表曹伟教授强
调，新纪元无论是创建之初还是代
代接力的办学中都充分践行“多元
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
社会”的办学理念，希望大家在这
份精神的感染下，以开放包容的心
态去攀登学术的高峰。新生代表高
鹏龙也表示新纪元对中华文明的坚
守与传承深深打动着他，他坚信新
纪元是一所成长中的、潜力无穷的
学校，必将迎来更辽阔的前景、更
辉煌的未来。最后更感谢新纪元为
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家提供了相逢相
识的机遇。

 新纪元大学学院国际教育学院
外国留学研究生10月份开课礼圆满
结束，再次欢迎外国留学研究生加
入新纪元，祝愿开启新纪元求学旅
程的大家能共同学习与成长，从容
自信地走向未来！

中国硕博导师代表曹伟教授

新生代表高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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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硕博导师代表曹伟教授

新生代表高鹏龙

杨丽晴、汤美珍

八十年風雨兼程：
文平強教授

 1 9 4 1 年 ， 即 太 平 洋
战争爆发的前一年，文平
强教授出生于东马沙巴。
由 于 年 幼 丧 父 ， 他 的 母
亲 便 带 着 他 与 其 兄 长 一
同 迁 居 西 马 彭 亨 的 文 冬
（Bentong）。由于当时
的彭亨州并不具备中六的
学校，所以为了到吉隆坡
维多利亚书院（Victor ia 
Institution）升学，年仅
十九岁的文平强选择独自
一人到首都生活。从书院
毕业之后，他便进入了马
来亚大学继续攻读其学士
与硕士学位课程，更在英
国赫尔大学成功完成其博
士学位。学成归来，他以
教职员的身份回到马大教
学 ， 回 馈 母 校 的 教 育 之
恩。在马大退休之后，文
平强于2001年受邀到华社
研究中心参加研究，后于
2002年至2010年出任华
社研究中心主任，随后于
2010年加入新纪元大学学
院至今。

1966年文平强（左2）随德国籍的Uhlig教授（左3）和英国籍讲师McTaggart博士（左1）在瓜拉雪兰莪进行田野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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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环境，多彩人生

 文平强教授求学于60年代，当时的马来亚
大学校风多元开放，不仅有马来亚三大民族学
生，更有来自澳洲、纽西兰、加拿大、英国等的
海外教师。多元化的求学环境，促使当时的学生
总能吸收到多元化的养分。当讲师初期，文平
强有幸获得成为赫尔大学（University of Hull）
交换讲师的机会，远赴英国同时也完成其博士学
位。

 后 来 ， 他 在 马 来 亚 大 学 （ U n i v e r s i t y 
Malaya）任职期间也以访问研究员的身份，前往
伦敦大学、哈佛大学和东京大学，甚至在英国、
澳洲以及韩国等地的大学进行短期访问与研究。
当时他致力于地理研究，尤其着重于橡胶方面
的研究。当时做的研究就有：Western Rubber 
Planting Enterprise in Southeast Asia, 1876-
1920、American Rubber Planting Enterprise in 
the Philippines, 1900-1930等。

 文平强在马大服务之时的待遇不差，经常有
机会到世界各国访学、参加研讨会。此外，他也经
常带领二十至三十位学生到全马各地进行田野调
查。像是到沙巴、砂拉越、彭亨和吉兰丹的乡区进
行实察活动，这些都是文平强在马大难忘的经历之
一。时光如梭，他在马来亚大学任教34载里，曾
任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之后受到大学委以重任，
创办东亚研究系，对马大乃至我国地理学研究，包
括经济地理、农业地理、聚落地理、马来西亚与东
南亚地理、环境研究等领域贡献良多。
 
 在离开马大之后，他受到邀请进入到华社研
究中心，并在2002年至2010年出任华社研究中
心主任。在华研期间，他也承接了《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学刊》主编的工作，同时也积极开展对我
国华社、华团的各种课题与项目进行专研，其研
究硕果累累，对华社贡献良多。

1985年与同事经彭亨谈美铃河（Sungai Tembeling）前往国家公园。

1986年于东京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当访问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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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新院，成就新院

 2010年，文平强加入新纪元学院，出任马来西亚与区域研
究所所长。他刚加入新纪元时，便开始着手学报——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报》）的编
辑，这也是本地唯一一份以英文为媒介语的华人研究期刊。在文平
强任内，中文系同仁所编辑的中文学报《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
学报》，以及教育系于2019年所创立的《教育与教学研究》相继出
版，因此新纪元现今已有三份院内学报。文平强认为，仅局限于院
内学报是不足够的，翼希望能将学报成果搬上国际的舞台，受世界
的认可。

 遥想当初刚加入未升格大学学院的新纪元，他认为授课的同仁
仅顾及教书，鲜少积极投身于研究工作之中，因此院内的研究氛围
是相对薄弱的。当时，他不断强调并鼓励同仁们应当作出改变，既
在授课之余，也要着手做研究，希望同仁们能够传承研究的优良传
统。这些年来，文平强看着新纪元一点一点慢慢地在变得更好，从
以前的只有普通讲师，到后来重视聘请更优秀的师资，甚至在近年
来开始邀请更多的教授加入。新纪元的制度趋渐完善，更增添了硕
士和博士的课程。文平强非常看好新纪元的前景，认为新纪元是非
常有潜力的高等学府。

谁说我退休了？

 “Who said I am retired?”

  文平强曾在2019年6月号的《新
光杂志》中说过此话，虽然他如今已是
耄耋之年，但他始终抱持着退而不休的
精神，继续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回
想当初刚加入新纪元之时，全中文的工
作环境对于从小接受英语教育的文平强
来说，的确是一大挑战。以英语为第一
语言的他在加入华研前也很担心自己会
因语言上的交流障碍，导致无法融入当
时的工作环境，但好在当时的华研主席
成功说服他语言不会是问题后，他才放
心加入华研。从华研到新纪元，从英语
到华语的转换过程中，文平强重新认识
了中文，尤其对拼音的掌握能力。他也
打趣说道，由于没什么机会可以练习写
汉字，所以他仅能利用拼音输入法写文
章，其后再由中文系或教育系的同事帮
忙再校对一番。

 后退休时期对于文平强而言，是他
从纯地理系转向华人研究的开始。那究
竟是什么推动着他在退休后，仍然投身
于学术研究？对此，文平强表示，是兴
趣，是热忱，更是使命感。这是因为做
研究是一条漫长且枯燥的道路，学术人
员的薪资与金融方面的工作相较而言也
略低，是很明显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
文平强认为，做研究是为了达成人生的
理想，且也能获得相当大的自由。学术
研讨工作不会局限于自身的专业领域，
也不会出现被阻止跨学科的状况。他以
自己为例，指出在他早年的研究皆集中
于地理方面，但在退休之后却献身于研
究华人的课题、华人的历史、华人人口，
甚至对古典诗词产生兴趣。在不抄袭，
更不犯法的大前提下自由选择自己感兴
趣的研究课题，亦能使人从知识的探求
中获得一个更广阔的视野。文平强认
为，自己这一生都将离不开学术研究，
只因学术研究早已是他生活的一部分。2018年文平强于新纪元大学学院“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作品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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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Boon Thong
Adjunct Professor,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Lee Kam Hi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Corporate Development) ,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SCHOLAR AND ADMINISTRA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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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ife and career of Professor Voon Phin Keong 
span the years of maj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the 
country. He is a product of that transition during which 
the country went through a world war, decolonisation, 
and nation-building.  In those years of change, Voon 
has contributed much to his community and nation as a 
true learned academic. In these, he has made significant 
impact and continues to do so. Voon stands out as a 
highly respected scholar particularly as he also straddles 
the Chinese-language and English-language scholarly 
communities in the country.

 Voon was born in Sabah and grew up in Bentong, 
a small town in Pahang, and had his early education 
there. Bentong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is today well 
known for some of its agricultural products such as ginger 
and durians. However, it was tin-mining that led to the 
early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Bentong, and among the 
pioneering tin-miners was Loke Yew from Kuala Lumpur. 
And it was tin-mining that led to the settling of the 
Chinese, predominantly the Kwongsai dialect group, in 
Bentong. 

 Growing up in Bentong, Voon was familiar with 
the ubiquitous rows of shops in the town engaging in 
business and petty trading. He also saw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in-mining activities, rubber cultivation 
and agricultural farming in the immediate hinterland 
of the town. Beyond the town periphery were squatters 
working on land along the fringes of the jungle. This 
landscape left an indelible and deep impression on Voon 
and it was what he saw and experienced that later led 
him to take up the study and research into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university.

 In 1959, Voon completed his Form 5 where he 
obtained his Senior Cambridge Certificate and proceeded 
to Victoria Institution in Kuala Lumpur to attend the 
two-year Form Six and to sit for the Cambridge Higher 
School Certificate. The country had just obtained its 
Independence in 1957 but major public examinations were 
still organised by the Cambridge Examination Syndicate 
based in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These certificates 
enabled students to apply and qualify for admission to the 
local university or those overseas. 

 It is difficult today to imagine that in 1961, there 
were only about a dozen schools in probably just three 
or four major towns that had Form Six classes. Voon 
had, therefore, to move to Kuala Lumpur to continue 
his studies. Victoria Institution, where he enrolled, was a 
premier school in the country. And like most of the major 
schools in the country then it was English-medium. 
Alongside the English-language medium schools were 
well-known Chinese-language schools. And with 
Independence, the government began giving attention to 
Malay-medium schools which was to become the basis of 
a national school system.

 Voon, early in his school days, like many others then, 
had to decide between attending an English-language or a 
Chinese-language school. Although he chose an English-
language school, Voon decided to study Chinese outside 
of the formal school hours. This was not easy as the lessons 
in the English-language school were very demanding. 
The three years of non-formal Chinese education laid the 
foundation upon which he was to acquire a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that enabled him later to work and publish 
in Chinese.

 Voon achieved fluency in Chinese both through 
determination but also by a consciousness of his family’s 
rich heritage. The family’s  genealogy showed that one of 
his early ancestors had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of a state 
in China while others had held notable  positions. Voon 
was therefore always searching and learning more about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his Chinese roots.

 In 1962, Voon enrolled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even though admission was very competitive and 

Victoria Institution in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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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ly about two hundred or so students were accepted to do the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which Voon opted for. UM was then the only university in 
the country. The other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were the Technical 
College, the Agricultural College, and the teachers training colleges. 
Although UM was a new university, it drew upon experienced staff from 
the UM Singapore campus and it also attracted world class lecturers.

 Voon took up Geography and obtained his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degree in 1965. Following that,  he was invited to join as a 
tutor and subsequently, upon completion of his Masters degree in 1967, 
was appointed as an assistant lecturer. Later, he was sent to the University 
of Hull in UK on a staff exchange programme and completed his Ph.D. 
With that, Voon became one of the first local staff at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in UM to have a Ph.D. In 1976, he was made head of the 
department. He oversaw changes in the department and faculty as the 
university responded to the demands and expectations of a new n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ull, UK, 1971, as part of a staff exchange program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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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well established, Voon moved 
to help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ly-established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when he was made the Head in 1996. This was 
not only a recognition of his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y but also his 
passionate engagement in East Asian Studies. Voon was familiar 
with global institutes focusing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ving spent a 
year at  and later year at Tokyo’s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later at Kyoto’s Centre for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When Voon retir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1997, 
he had spent some 32 years in the university, the greater part of 
which was with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bout 29 years). It is 
appropriate at this juncture to assess the impact of Voon’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leadership in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in UM, 
as well as on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itself especially that of 
Human Geography in Malaysia. Th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in Kuala Lumpur started in 
1959 and Voon was among the first few local graduates to join the 
Department in 1967. He is therefore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local 
geographers, who were to have a major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y as a discipline in Malaysia.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the 
formative Geography Department was the time when expatriates 
were laying the foundation of traditional British geography into a 
Physical and Human Geography bifurcation, in this case in UM, 
with the unmistaken and strong tendency for Human Geography to 
dominate. Here it is possible to see Voon’s input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position of Human Geography, especially Region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Geography, which are important subsets of Human 
Geography. 

 As mentioned earlier, growing up in a 
small town amidst a prospering agricultural 
hinterland would have left an indelible 
influence on Voon’s postgraduate choice of 
topics for research. Voon chose to look at 
Chinese rubber smallholdings in Selangor 
for his MA thesis. Chinese working in small 
rubber holdings was a sight familiar to 
him growing up in Bentong. He expanded 
this research interest into looking 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rger Western-owned 
rubber companies for his Ph.D at Hull. He 
was also acutely aware that at the time of his 
research, rubber still constituted some 40 
over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export earnings 
and Malaysia was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producer of the commodity. Voon showed 
how a few thousand rubber seeds collected 
from Brazil were taken first to Kew Gardens 
and after experimentation and selection, 
the ones thought to be agriculturally and 
commercially suitable were sent to India 
and Ceylon (now Sri Lanka). From there the 
seeds were brought to Malaya. Ceylon and 
Malaya became centres for the distribution of 
rubber seeds to other parts of Southeast Asia. 
But it was Malaya and Indonesia that rubber 
enterprises were most successful and both 
countries produced the bulk of the world’s 
supply. In his study which was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in 1976 with 
the title Western Rubber Planting Enterprise 
in Southeast Asia 1874-1921, Voon adopted a 
historical framework within which he looked 
at the economics of rubber production 
across a geographical spread of Southeast 
Asia. Although there were some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by other staff members into 
mixed farming, issues of development and 
land development schemes, Voon’s venture 
into Economic Geography resulted in the first 
comprehensive book by a local geographer.  
Even before that, Voon had produced 
numerous works o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particularly on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the 

At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s Visiting Fellow,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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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bber industry in Malaysia, Burma and Philippines. Voon’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ublications, consequently, stimulated 
much interest o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in the department. 
This is evidenced by several younger geographers following 
his footsteps to research into other aspects of commercial 
agricultural ventures such sugar growing and tobacco 
production. In short, Voon had set the trend for Economic 
Geography (and hence Human Geography) to be more 
evident compared to Physical Geography in UM. This had 
somewhat also influenced the setting up of new Geography 
departments in other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In short, 
he was among the pioneers to consolidate the position of 
Human Geography as a teaching and research discipline.

 It is also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in the formative years 
of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especially in the 1960s, 
Regional Geography was accorded high priority, partly 
because of the expatriate composition of the staff members. 
Voon, himself, taught a Regional Geography course on East 
Asia even though his research was on Economic Geography. 
In the 1970s and 1980s, however, with the Quantitative 
Revolution in Geography and the rise of nomothetic 
geography, Regional Geography was relegated to teaching 
only the “relevant” regions. Voon, a strong exponent of the 
regional approach, considers this trend “disconcerting” -  
that the traditional view of Regional Geography as being 
central and the core to the Geography discipline seems 
to have been lost. So, in the 1990s, from Voon’s headship 
onwards,  there was a policy switch to allow staff members to 
teach regions such as East Asia, North America or Europe, 
thus reintroducing the geographers’ holistic approach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geographical regions.  

 It needs also to be noted that although Voon’s research 
forte and expertise was initially in commercial agriculture, 
he was exceptionally versatile in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nd 
publications. Other than historical commercial agriculture, 
Voon has also published on multi-faceted topics pertaining 
to labour, rural development,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cultural geography. In one of his papers, he looked 
at Chinese cemeteries as reflecting environmental and 
geomancy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cultural values such as 

Carrying out field work in Bentong- Genting-Janda Baik,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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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lial piety and benevolence. In another paper, he delved 
into the history and past economic activities that gave 
rise to the Chinese names of streets in Kuala Lumpu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ipline of Geography is his 
stress on the overall value of geograph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economic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a nation state.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Voon spent the next two years, first as Visiting 
Fellow at Kyoto’s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then as Visiting Professor of Soka University in Japan. 
This served as a useful period that helped Voon transit 
to a new phase in his career. It was one where he drew 
upon his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to play a more active 
academic role in the wider community. In 2001, Voon 
was appointed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or Huayan. Founded in 1985 by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Malaysia, the 
Centre engaged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hosting of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on the study of 
Malaysian Chinese. Its library holds a large collec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and other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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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entre under Voon as director gave attention 
to what was considered as three major themes in the 
evolving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The first 
of these was the changing demography of Malaysia, the 
second was the social changes taking place within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third was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community to nation building.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were organized and out of the 
proceedings, Voon produced three books for the Centre. 
In these seminars and publications, Voon drew attention 
to the declining population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a trend, the diversity 
of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creasing ident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with the new nation. The first of the 

publications w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laysia: 
Trends And Issues. The second was Malaysian Chinese: 
An Inclusive Society. Voon and increasingly those in 
Huayan recognised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as 
made up of diverse groups that included the acculturated 
Peranakan, the Muslim Chinese and those in Sabah and 
Sarawak. Earlier, in 2007 to mark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of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Voon produced a two-
volume collection of essays entitled Malaysian Chinese 
And Nation Building: Before Merdeka And Fifty Years 
After. In the period he was in Huayan, Voon brought 
out regularly the Centre’s journal. He was preparing for 
an ambitiou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in 
Malaysia when he decided to leave the Centre. 

Visiting Fellow at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Kyoto University,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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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New Era College was 
preparing to upgrade itself to University College 
status. Voon shared the same vision of those who 
set up New Era to continue the original ideals of 
Nanyang University as a Chinese university offering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to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In 2010, he joined New 
Era to assist Dr Mok Soon Chong, the Principal and 
Cikgu Azizan, later to be the Registrar, to prepare 
the College for upgrading. Voon saw in New Era 
an opportunity to create a private institution that 
will possess a high academic standard. As part of 
that effort, Voon, with the support of New Era, 
started the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which, under his editorship, has been coming 
out regularly. He  drew upon his wide contact to 
invite manuscripts from scholars, both local and 
overseas, and edited them almost single-handedly. 
Encouraged by Voon’s journal, a Chinese-language 
journal was started in New Era. It can be said that 
few private universities in the country can rival 
New Era in having two scholarly journals.

 When New Era was granted approval by the Education 
Ministry to be upgraded into a university college, Voon was 
appointed the Deputy Vice-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and Research.

 Looking at the illustrious career of Voon, it may be said that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 opened up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o his generation. Being one of the earliest products of the 
country’s first university, Voon was able to return to his alma 
mater to teach, research and serve in management capacities 
of two important departments. Indeed, he is a pioneering 
scholar and administrator. He had also spent time in overseas 
research institutes that widened an international outlook.  All 
these positioned him to play a key role later in bridging groups 
that are different in educational backgrounds, generations, 
and ideological outlook. He brought to Huayan and now 
NEUC, two major institutions representing Malaysian Chinese 
scholarly aspirations, his invaluable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

 On a personal level, we knew Voon as colleagues (although 
Lee Kam Hing was with him as undergraduates) in the Faculty 
of Arts in UM. We met often socially with Voon and consulted 
him over faculty matters.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nefitted 
and gained from his sharp and critical responses on the many 
diverse subjects we discussed. Yet he was always willing to ask 
and listen to alternative views. That is indeed an admirable 
quality of Voon.

Director of Huayan, Kuala Lumpur,  2005.

With Dr. Mok Soon Chong, the Vice Chancellor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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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arch（

Reminiscences of the Early Days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in Kuala Lumpur

 Impressions of departments and scholars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have receded from our memories and feature only 
minimally in the experiences of later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At about the time of Merdeka, a sister 
campus of UM was set up in Pantai Valley outside 
Kuala Lumpur. The main campus remains in 
Singapore until it changes its name to what is now 
known as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The engineering class began in Kuala Lumpur 
in 1957 on borrowed premises and two years 
later the inaugural batch of students of the Arts 
Faculty gathered in the new campus. I entered 
as a freshman in 1962 to join the 4th cohort of 
students. 

 Students then were required to read three 
subjects in different departments. After the 
first-year examinations, they were streamed 
into “single-subject” or “double subject” classes 
according to their performance. Students would 
“specialise” in the discipline in which he or she 
had excelled. They were considered good enough 
for the “honours” degree which ranged from 
First Class down to the Third. The less fortunate 
was deemed to have failed to reach the threshold 
to “specialise” and would divide their studies 
between two departments and, woe betide, were 
fated for the “general”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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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though not having a background in Chinese 
education, I had harboured hopes of selecting Chinese 
Studies in my first-year package alongside with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Geography was my favourite, 
but I did not wish to “decouple” myself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lest I lose sight of my roots. On registration day, 
I was in for some disappointment as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DCS) had yet to come into existence. 
The departments of Malay Studies and Indian Studies 
were already running and functioning well. It seemed that 
preparations were being made to get DCS off the ground 
soon. 

 In a 2006 publication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birthday of Ang Tian Se, Professor Ho Peng Yoke (何
丙郁), then living in retirement in Brisbane, recalled in 
detail the events leading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DCS 
and the gallery of personalities featuring during the 
early days of this historic moment. It was in 1963 that 
the department, under the acting Headship of Professor 
Wang Gungwu (王赓武), began to operate. In 1964, Dr. 
Ho Peng Yoke was appointed to head DCS to become 
the first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in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He was then Reader in History of Science of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in the Singapore campus. In 
the days where each department had only one or two 
established professorships, other outstanding staff were 
destined to remain as senior lecturers. The “Reader” was 
created as a prestigious position for the most prominent 
among the senior lecturers. Dr. Ho realised that his 
chances of becoming a professor of Physics were slim 
as his specialisation was not in Physics per se bu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Studies, as normally in multi-disciplinary studies 
concerning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was such that fields of 
study concerning China or the Chinese were looked upon 
as intellectually legitimate domains for scholarly enquiry.
 
 Before Professor Ho’s arrival, DCS had recruited 
Chen Si (陈曦) and (陈启云) . After a term of service, both 
left to take up teaching appointments in the U.S. As an 
“outsider” in Chinese Studies, Professor Ho gained much 
from Wolfgang Franke (傅吾康), a well-known Sinologist 
from Germany, on the state of Sinology in Europe and 
America. Professor Ho soon gathered together a team of 

established scholars on a permanent or visiting basis. The 
eminent Sinologist Qian Mu (钱穆) from Hong Kong and 
archaeologist Cheng Te Kun (郑德坤) from Cambridge 
together with Franke were invited on short stints to teach. 
Among the more permanent staff were Wang Shuming 
(王叔岷), Chen Tiefan (陈铁凡) and Su Yunfei (苏莹辉) 
from Taiwan. Others included the elegant Yu Wanglun 
(俞王纶) who was originally from China and popularly 
referred to as 俞太太 , and Mrs Chai (蔡太太) from Hong 
Kong and who completed her PhD thesis amid teaching 
duties. Supplementing the staff were part-time lecturers 
including Mrs. Wang, whose husband was the editor of 
the popular magazine Jiao Feng (《蕉风》) in the 1960s. 
For a brief while, she was also my Korean colleague’s 
Chinese language tutor. 

 Qian Mu was an iconic scholar of Chinese “national 
studies.” That DCS had a brief association with him was 
to the credit of the Head. Cheng was a distinguished 
archaeologist. He carried out excavation work in the 
Santobong area of Sarawak in 1966 and contributed to 
archaeological knowledge of the state. During his stay in 
the 1960s, Franke developed a new research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After his retirement in Germany, 
he returned in 1977 and devoted his energies on the study 
of the epigraphic records of the Chinese of Malaysia. 
With Chen Tiefan, he collected and compiled samples 
of inscriptions throughout Singapore and Malaysia. In 
1982 they published the first volume of《马来西亚华
文铭刻萃编》(Chinese Epigraphy in Malaysia). Chen 
Tiefan taught Philology while Wang Shumin studied 
Chinese history focusing on the ancient texts such as 
Shiji and Zhuangzi. He had taught in Taiwan and both the 
universities in Singapore.  Su Yingfei was a specialist on 
Dunhuang Studies (敦煌研究). When time permitted, I 
used to sit in on the lectures of Chen Tiefan and Wang 
Shuming. They and Su were gentlemen in the Confucianist 
mould, knowledgeable, soft-spoken and caring.

 Professor Ho was a prolific researcher and had to his 
credit 20 books and monographs and 170 academic articles 
in English, Chinese and Japanese on Chinese alchemy, 
astronomy, divination and mathematics. He collaborated 
with Dr. Joseph Needham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on a 
major project on Chinese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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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years, the project resulted in more than 20 volumes of authoritative works. On his own 
and with co-workers, Professor Ho was responsible for three of the volumes. One of his other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was on astronomy. His Chinese Mathematical Astrology: Reaching Out 
to the Stars was published by RoutledgeCurzon of London and New York in 2003. Interestingly, 
the book was dedicated to Dr. Wu Lien-Teh (伍连德), the renowned Plague Fighter and Lee 
Kong Chian (李光前) who, in the words of Professor Ho, was a celebrated industrialist, banker 
and philanthropist and patron of learning and education. In 1940 and at age 14, he had met 
Dr. Wu in Ipoh and who encouraged him to go to college. Both Dr. Wu and Joseph Needham 
had been taught by the same professor at 21 years apart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Another of 
Professor Ho’s contribution was to tur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as a science to 
open up a new avenue of investigation on the important subject. The coverage and scope of 
his intellectual interests were broad and spanned over different disciplines. His pioneer efforts 
in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between the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were well recognised and 
confirmed by the award of an honorary doctorate b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ofessor Ho left UM in 1973 to become the founding Dean of Modern Asian Studies in 
Griffith University, Brisbane. His departure undoubtedly was a big loss to DCS which does not 
seem to have recovered its past lustre since. From Griffith, he left for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o head it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between 1981 and 1987. In his post-retirement 
years he serv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Joseph Needham Centre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on an 
honorary basis and was instrumental in building up its financial standing. 

Farewell dinner for Prof Ho Nov 24, 1973
Front row: From left: Wolfgang Franke; Su Yunfei; Mrs. Wong; Extreme right: Zuraina
Back row: From left: Ho junior; Gong Wei Ai; Mrs. Ho; Prof. Ho; Voon Phin Ke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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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the early days, the academic staff in UM were largely expatriates. 
In the days when local graduates with the Master’s degree were a rarity, foreign 
lecturers were the backbone of almost every department. They would outnumber 
Malaysian staff in the ratio of two or three to one. In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students were well exposed to lecturers from England,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and the U.S. 

 The first Tutors of DCS were Goh Tian Chai (吴天才) and another student.
Goh had graduated in Chinese Studies in the Singapore campus. They were among 
the Tutors of the early days in the Arts Faculty in 1965 together with me and two 
others in Geography, Khoo Kay Kim and Lee Kam Hing in History, among others. 
In the early days, each department would retain its best students to work on their 
Master’s and to pay them with a modest salary as Tutors. Most would complete 
their theses in two years and some were appointed as Assistant Lecturers though 
they did not assist anybody but themselves. This anomalous position was soon 
abolished. My own appointment was made soon after I obtained the MA, and the 
appointment letter was jointly signed by the Registrar and Professor Ho who was 
the Dean in 1967. In the early years, the Dean was chosen among the department 
Heads. The Deanship and its administrative chores were like a hot potato and each 
Dean would call it quits after a year. 

 In Geography, two earlier graduate students were already recruited into the 
staff in the 1960s. Tunku Shamul Bahrin was later to play a major role in MU 
affairs, including being the Head and Dean and the first “home-grown” professor 
of Geography. After retiring from UM, he became the VC of a private university 
and later its Chancellor. The other was Che Zaharah who was later to become a 
Datin. In Chinese Studies, Goh was soon joined by Ang Tian Se and Tey Liang 
Soo. Ang was among the first batch of graduates of DCS in Kuala Lumpur and 
Tey had returned from Taiwan with the PhD. As some expatriates left, more local 
staff were recruited. In DCS they included Gong Wei Ai (江伟爱 ), Ubaidullah, 
Tan Eng Teck (陈应德), Lim Chang Bee (林长眉), Cheng Gek Nai (钟玉莲), Yang 
Ching Loong (杨清龙), Teoh Lay Teen (张丽珍), Tan Ooi Chee (陈徽治), Lim 
Chooi Kwa (林水檺), Soo Keng Wah (苏庆华), Hou Kok Chung (何国忠), among 
others. 

 My ties with colleagues of DCS were close. It was from my frequent tete-a-
tete with some of them that I practised my Mandarin. Tay joined DCS in 1971, the 
same year when I returned from the Centre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ull, as an exchange lecturer and also a PhD candidate. On one occasion, he 
mentioned that there was a Dr. Voon in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and asked if I was 
related to him. My neighbour in Taman Tun Ismail was a Voon and a Hainanese. 
Her Chinese surname was “云” and she was related to Dr. Voon. Tay then enquired 
if I was in anyway connected with Wen Tianxiang (文天祥). When he knew that 
I was, he quickly followed up by asking if I possessed any genealogical records. 
I soon handed over to him a copy of my family genealogy. True to his spirit a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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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scholar, he seized the opportunity to make use of 
the document as a rare source of reference for his research. 
He came back with words that the genealogy was genuine 
and that he had verified the names of each generation with 
Chinese historical texts. Soon enough and sure enough, 
he went on to publish papers on Wen Tianxiang in 1980. 
These included〈文信国公族谱〉,《故宮季刊》(The 
Genealogy of Wen T’ien-Hsiang,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Quarterly, 1980, 14(3): 53-67;〈信国公之家族
及其事迹〉,《大陆杂志》,1980, 60(6): 19-24; and〈文
天祥家谱史迹新资料—文氏族谱的发现及其价值〉,
《中国语文学》, 创刊号 (出版年不详): 153-158.

 My meetings with several colleagues of DCS were 
frequent. As Tutors, Goh and I had regular chats in his 
room as he worked almost feverishly on his thesis. In the 
early 1970s a special Bahasa Malaysia class was arranged 
for selected staff to upgrade their competence in the 
language. They would be coached to deliver lectures in 

BM in line with the language policy. Among the “trainees” 
were Cheng Gek Nai, Yang Ching Loong, some colleagues 
from Geography and myself. Cheng had already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M and the Cikgu used to remark 
that she spoke “macam orang Melayu.” She succeeded Ang 
Tian Se as Head and Professor in the early 1990s. Both 
Ang and Cheng were also highly proficient in English. 
When Cheng was at Stanford University working on her 
PhD, I once visited her and her family in 1980. I was then 
a Visiting Fellow at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d 
had travelled from Boston to San Francisco to receive my 
family. In the early 1990s I used to invite the Cheng’s to 
functions held in honour of Chinese scholars. On one 
occasion we accompanied some of them on local visits.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slam and 
Confucianism in UM in 1995, a call was made to create a 
new department to study the civilisations of China, Japan 
and Korea. I was charged with the task of preparing the 

Launching of Tay Liang Soo'  s book at Soka Gakkai Malaysia, Kuala Lumpur,  August 9, 2003
From Left: Voon Phin Keong; third: Tay Liang Soo; High Court Judge Dato Wira Liu Kok Ming （刘国民）.        Second from right: Tan Ooi Ch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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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 paper on the proposed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Upon retirement in the Geography Department, 
I was transferred to head the new department in 1996. To 
make up for the shortage of qualified staff, I requested for 
the transfer of Hou Kok Chung from DCS when he returned 
from his doctoral studies in London. He eventually became 
the Head of this department and, when the Institute of 
China Studies was set up, was made its first Director. He left 
later on to contest a parliamentary seat and was appointed 
a Deputy Minister of Higher Education from 2008 to 2013. 
In this capacity,  he played an instrumental role in working 
towards the mutual recognition of university degrees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DCS has indeed played its rightful role in nurturing 
talents to serv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earlier batches 
of alumni of DCS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country. Their achievements in diverse areas of 
endeavours were notable and substantial. Among 
them were cabinet ministers, bankers, academics, 
entrepreneurs,  teachers, journalists and many others. 
Collectively they have provided the personnel to sustain 
the stud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tudies. One of 
its early graduates was Zuriana Majeed. She went on to 
obtain a PhD in archaeology from Yale University in 
1979 and devoted her time to develop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Malaysia. She became a professor at USM 
and upon retirement, was made an Emeritus Professor. 
Her excavations in Lenggong, Perak, in 1991 led to the 
momentous discovery of the “Perak Man.” It was the 
Palaeolithic human skeleton dating back 10-11 thousand 
years and was the most complete ever found in Southeast 
Asia. She was also commissioned by the Ministry of 
Culture, Arts and Heritage to establish the Department 
of National Heritage. She was conferred a Datoship for 
her contributions to archaeological studies in the country. 
A more recent graduate, Mok Soon Chong, became the 
first Vice-Chancellor of a Chinese community-funded 
university in 2017.

 The hard work and dedication of the early staff have 
paid off handsomely. But  the memories of their services 
are fading, especially among later generations of staff and 
students. During his visits to Malaysia in the years before 
his death several years ago, Professor Ho had few contacts 
among his former colleagues or students. I had kept up 

contact with him whenever it was possible and had visited 
him at his home in Brisbane. He accepted an invitation 
to deliver a public lecture when I was at 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华社研究中心) and also agreed to an 
interview by a journalist of a local Chinese press.  
 
 Few are aware of Professor Ho’s contributions to 
public service. After the May 13 incident in 1969, he was 
appointed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ational Consultative Council and acted as the Principal 
of Tunku Abdul Rahman College. MCA president Tan 
Siew Sin had invited him to serve as a minister but he 
politely declined. In late 1973 in Griffith University and 
after a visit to China, he wrote to Tun Razak to enlighten 
him on what he saw in China and the changes that were 
taking place there. This was a time of uncertainty and 
China was a sensitive issue then. 

 Tay Liang Soo, in my personal opinion, was the most 
distinguished among the local academic staff of DCS in 
the quantity and depth of his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thoughts as well as his four-volume masterpie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Malaysia. He served 
for 17 years in UM and taught and influenced many 
cohorts of students. He bid farewell to me in 1988 when 
he decided to jo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in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When I attended a 
conference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in 1991, I made a 
special trip to visit him in his apartment in Shatin and had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Mrs Tay as we reflected on the 
past. He spent the final 13 years of his active service of his 
long career spanning over 45 years at Southern College 
and did much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Chinese Studies. His 
published numerous works on the Chinese classic texts in 
Taiwan, China and Malaysia. Four of his latest works were 
published by Soka Gakkai Malaysia between 2007 and 
2013. At the launch of one of these books, I represented 
the Centre for Chinese Studies to show our support. In 
his  dedication and scholastic achievements to Chinese 
Studies in Malaysia, he was truly an inspiration to his 
colleagues and students.     

 DCS has come a long way since its early years but 
would do well to attempt to capture the glorious days of 
its shining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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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人口到人文：
文平強教授及其華人研究淺析

 新纪元大学学院副校长文平强教授是一位享
誉学林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著述丰硕的马来西
亚华人研究专家。1965年起，他长期执教于马
来亚大学，从助教、副讲师、讲师、副教授，到
1988年升任土地利用研究讲座教授，其橡胶种
植、地契和聚落地理研究等至今仍然是重要的论
著文献。他后来受到大学当局的重大委托，负责
创办马来亚大学的东亚研究系，并出任创系主任
和教授，带动起马大对当代中国、日本和韩国的
研究与教学。在法定退休年龄仍在55岁的年代
里，文教授虽然获得大学的续聘，却仍在2000年
初离开了服务近35年的马来亚大学。

 走出国立大学的校门，“退休”后的文平强
教授才真正开始他的华人研究事业。这一研究身
份的转向，以他于2002年出任华社研究中心主任

为正式的始点。期间，他主编出版了9部中英文论著、9期
《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同时发表了30多篇论文。

 2010年，文教授移席新纪元学院，出任马来西亚与
区域研究所所长，复于2015年1月出任副院长。2017年，
新纪元升格为大学学院后，他受委为副校长，继续负责学
术与研究事务。莫顺宗校长一语道破，文教授从华研到新
纪元，“意味着他向华人社会又更靠近一步”1。期间，
他创办了《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和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后者是马来西亚高校唯一一
份英文的华人研究学术期刊，至今已出版了17期，一直都
由文平强教授亲自主编。

 文教授是英国赫尔（Hull）大学博士，从年轻开始长
期以英文发表地理学相关专门论述、鲜少参与华社的学术
活动或进行华人研究，到耳顺之年以后先后直接参与领导
马来西亚重要的华人研究机构和华文高等学府，他将自己
置身于华社学术与教育的中心内部，近距离展开观察及从
事华人研究。这一转变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和历史意涵。 

备受重视的人口研究

 文平强教授是在进入21世纪以后才投入到华人研究
的领域。20年间，其成果颇为丰硕。主要编著包括《马
来西亚华人人口：趋势与议题》（2004）、《马来西亚
华人与国家建构：独立前与50年后》（上下册、中英文
版，2007-2010）、《勤俭兴邦：马来西亚华人的贡献》
（2009），以及结集于2018年的《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
人研究》，堪为其华人研究之代表性著作。

 马来西亚华人人口变迁一直是华社关注的大课题。文平
强教授出掌华研后，于2003年领导举办“马来西亚华人人口
研讨会”，结合了不同语文源流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面向

叶汉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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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专业探讨华人人口的课题，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
等各个层面，引起了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会议论文后来修订结集为《马来西亚华人人口：
趋势与议题》，由文教授主编，至今仍是相关主题论
域最为完备的著作。文教授确指，该研讨会的主讲人
和与会者都是带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心情共同研
讨华人人口的种种问题，寻求可行的方向性和政策性
的意见。他不但撰写了文集前言，还贡献了其中的两
章，更费心整理会议的对答与交流记录。这在一般的
会议论文集并不多见，足显其重视与认真。

穿透纸背的人文关怀

 除了华人人口，文平强教授的华人研究范畴，还
涵括华人的拓殖开发、商业与文化、社会凝聚机制、
族群关系和国族建构，当然也偶及当代中国研究和马
中关系，特别是“一带一路”下的华人研究，涉及到
华人社会的每一个面向。

 在文教授的著述里，华人的默默耕耘和自强不息
跃然纸上。他们胼手胝足开拓矿地、垦殖农耕、建立
海港和乡镇、创办华团和商会，为马来西亚的繁荣富
庶作出贡献，并以中庸尚和的心态在这个多元族群的
国度全力促进各族间的和谐相处。文教授直言：“华
族的凝聚力无疑来自其文化内涵。”2他细致爬梳和极
力抉发的毋宁是那穿透纸背的人文底蕴和民族精神。

 文教授力证马来西亚华人在工商贸易、政治、教育
和社会福利事业所取得的骄人成绩，却坚持认为一个民
族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教育和知识的贡献，他念兹在兹的
是华人整体文化软实力的建构，以及本土华人安身立命
的凭藉。这是一种深沉的人文关怀和文化理想。

族群忧患与家国情怀

 自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文平强教授已是一位
成就卓著的地理学家；进入21世纪以后，他又蜕变而
成一位著述丰硕的华人研究专家。这两个身份并不矛
盾，反而是相得益彰。准确来说，文教授本是一位人
文地理学者，转入华人研究，简直如鱼得水，在面向
更为宽广的人文领域里深耕，20年间屡有造述，不可
谓不多产；《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就是其
中的代表作。

 文平强教授的研究史，一方面显现了个人的才具
和研究的实力，另一方面也写满了时代的烙印和人生

的际遇。因为时局条件，文教授走上了地理学的专业
研究道路；随着时代的变迁，文教授回归到族群的忧
患和关怀，叙写华人的历史贡献和发展前景，论析国
家建设的前途和隐忧，展现了一位马来西亚华裔知识
人的家国情怀。

绅士风范与学术赤忱

 文平强教授身上散发着浓浓的书卷气，为人温文
儒雅，恰是中国读书人与英国绅士的现代结合，其学
养和人品早已是有口皆碑。文教授学殖深厚而治学严
谨，熟知他的人都清楚，他写文章巨细靡遗，每一篇
都详加斟酌不断修改，力求完美。《聚族于斯》就是
这样一部经过长期增订而成的论文结集。

 文教授对学术研究的赤忱和坚持，数十年如一
日，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造活力，至
今仍然撰述不辍。他不仅用心专注于高文大册的研
撰，回归华人研究以后，他甚至以翻译唐诗为工余嗜
好，视之为脑力锻炼的好方法，学习耐力实在惊人。

 从大学时代起，文教授就长期侧身于大专院校和
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而须臾不离，60年间与学
术研究紧密相依。文平强教授生于1941年元旦日，适
值八秩嵩寿，子曰“知者乐，仁者寿”，愿文教授长
寿喜乐，继续为马来西亚华人研究添砖加瓦、为学术
增添充实而有光辉的新页。

莫顺宗：〈序二〉，文平强：《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吉隆
坡：马来西亚创价学会、新纪元大学学院，2018），页viii。
文平强：〈自序〉，《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页xi。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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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平强副校长于2010年加入新纪元大
学学院，我跟他共事和学习已逾十年之久。
那年在马来亚大学念书，早已耳闻文老师的
大名，奈何系所不同始终没碰上，后来我到
东亚系修读硕士学位，他已从岗位上退休，
离开了大学，跟他始终缘悭一面。

 缘 分 很 奇 妙 ， 我 们 最 终 相 约 新 纪
元。2010年，文老师出任新纪元学院马来西
亚与区域研究所所长，开始带领校内的学术
研究和活动，2015年1月至2017年9月出任
新纪元学院副院长及学术部主任。2017年升
格新纪元大学学院后，文老师受委为副校长
兼教授，掌管学术与研究这一块，期间也曾
担任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一职。

 认识之初，文老师在研究所的岗位之
上，我们即唤他“所长”，至今私下仍改不
了口，又似乎刻意地保留那份初识的美好，
竟也原来持续了那么久。当时我还在拼着博
士论文的写作，那段边工作边读书的日子削
薄了读书的意志，但也只有每次谈学论教的
一刻，才警觉学术之路决然不变。当时博论
做的是“晚唐到北宋的小说嬗变研究”，谈
及研究的动念起于对文学流变规律的思考，
察其本源，探其分合，万物众生，自有其生
存的道理。犹记得，也是那时候，文老师说
起自己源于对中华文化的钟爱和向往，开始
涉及唐诗英译，追寻古典文化的精髓。

伍燕翎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笑問客從何處來：
讀文平強老師的唐詩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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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认识文老师的人都知道，他在英殖民时代
成长，接受英文教育，加上深厚的西学背景，英文绝
不是一般的好，即便是以英文为母语的人都赞许文老
师的英文书写尽显典雅优美。拥有这样教育和学术背
景的文先生，对华人文化和中华经典却格外眷念，这
无疑是他这一颗“中华心”，心怀我族，情系我邦。
他后来毅然尝试以中文写作华人研究的学术文章，那
股笃定的坚韧叫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深感汗颜。

 2018年，文老师以中文出版了他积累多年的学
术成果《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诚如他
在自序所言，八年在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给他打开了
直接参与华人研究的契机和视野，对马来西亚华人在
这块土地上勤俭兴邦和安身立命的历史角色，特别关
注。从小接受英文教育，西学背景，却带着关心本土
华人研究并拥抱传统中华文化的本心出发，文老师再
投注精力翻译唐诗，到底他下了怎样的一番功力？

 到底诗可译乎？诗歌据说是翻译中最艰难的文
种，而文老师是知难而进，他向来认为，唐诗是中国
古典文学的瑰宝，传统文化的精髓，他知道在马来西
亚像他一样受英文教育却想开启中华文化之门的大有
人在，他也因而希望藉住自己擅长的语言，把唐诗艺
术介绍给英语世界，搭建起马来西亚多元语境下文化
交流的桥梁。

 《唐诗英译选集》收入了文老师恰恰109首英译唐
诗，涵盖了从初唐的晚唐的诗作，著名诗人如杜甫、
刘禹锡、李白、王维、韩愈、杜牧、王昌龄、李商
隐、温庭筠、白居易、韦应物、贾岛、柳宗元、贺知
章、张九龄等，也都一一囊括其中，很多亦是我们极

其熟悉的经典名作，即便是终隔一层的英译之作，读
起来也还有一种“似曾相似燕归来”的不朽。

 相信一首好诗，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诗，皆讲究
锤炼的语言和优美的节奏，朗诵起来尤其好听。文老
师进行翻译时，也尽可能保留原诗的音律美。细读其
诗，即可知道他重视每一行音节数的统一，也追求音
律和节奏的优雅和谐，浅白，流畅，即便对英文程度
不算太高的读者而言，亦不难把握。

Reflections in a Quiet Night
By the wellside the moon is shining bright, 
As the land takes on a dim frosty sight. 
Looking up I gaze at the beaming moon,  
Looking down I pine for my village site. 

 跟一般的英译唐诗不一样，文老师尽可能减少在
每一句之间插入逗点，他的文字朴实精准，念起来可
以感受自然流畅的音节，也展现了唐诗原有的韵味。
上述李白这首耳熟能详的英译《静夜思》，每一行都
有十个音节，且句尾押韵，仿佛有意追随唐诗讲究的
格律和韵脚。在这个静夜里所思乃何人何物，却在文
老师的诗题里先有所提示，点出了诗人思乡之情，换
言之，间接拉近了英文读者和中华传统文化的距离。

Bamboo Shoot Song (First Quatrain)
Green green willows upon tranquil waters,
Along the river he’s singing with flare.
Sunny on the East and rain on the West,
Who says it is not fair when it is 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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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禹锡的《竹枝词》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七言绝
句。此诗相当口语化的表达了情人之间的暧昧情愫，
然而中文的美妙又在于“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
还有晴”的双关语意，需要把诗歌原味翻译出来，真
的考功夫。文老师的译诗为——Sunny on the East and 
rain on the West, Who says it is not fair when it is fair? ，
用字直白，音节和谐，末尾一句带出了诗人原来的哲
思，引起遐想无限，巧妙地带出中国诗词里常有的深
远意境。

 诗歌翻译本身绝对是一项再创作，但也常被喻
为“戴着镣铐跳舞”，诚哉斯言，翻译因此需要展露
译者的才情，而唐诗里的情感、思想和文化蕴含，经
过再一次的创作，仍然不失原味，极考功夫。英译
唐诗，多有人才，中国和西方学者当中亦不乏有成就
卓越者，文老师这些年搜罗了不少各家的译作，参考
之余，仅凭着自己一股对中华传统文化纯粹的热情，
一头栽入，专心致志，得出一百首英译唐诗，繁花硕
果，令人起敬。

 唐诗里那些异域景观如黄鹂、白鹭、秋雪、江
雪、巫山、蒹葭、长江滚滚等，对我们这些常年在赤
道国的读者而言，终究是有距离的，更何况是对英语
世界的读者，更难引起共鸣。文老师为其译诗作了解
释说明，表明了译者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理解。又
源于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自觉，他尽量接近了原诗的语
意。试读李商隐《夜雨寄北》 后两句：

When we do clip the window candles again,
I shall speak of the night rains of Ba Shan then.

 浅白的文字和句式不难读出诗人独在异乡巴山，
于夜雨时分表达了对妻子的思念。这里用了音译Ba 
Shan，不少诗作也一样以拼音保留了这些异域地名，
还原历史场景所带出的文化信息。

 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耗
时八年翻译了厚达3,000页《杜甫诗》曾分享自身的经
验。他认为，“翻译诗歌的难处在于忠实传达诗人的
风格。中国读者在阅读唐诗的时候，知道各个诗人风
格的不同。王维的诗非常温柔节制，李白的诗则非常
豪放飘逸。所以在翻译的时候，我会尽量把这种风格
的差异反映出来，让英文读者也能像中文读者那样体
会到每个诗人风格的不同。”翻译确实一门大学问，
然而我觉得对于擅于在两种语言之间周旋的翻译家而
言，他们大概都有一个创作初衷，即建构两种文化的
精神对话。

 文老师这样一位学养底蕴丰厚的学者，却常戏言
说，翻译是他晚年“玩物丧志”的追求，然而，也因
出于自己单纯的喜好，他的英译唐诗反而渗透另一种
闲情雅趣，特别是今年迎来他的八十寿辰，春风化雨
谢师恩，祝福文老师身体健康，如意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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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饗宴

 马来西亚华人经商历史悠久，
早在明清时期以前便已有中国人来马
经商贸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在马经商的华人只一心扑在挣够钱回
到故乡的心思上，他们完全没有加入
当地文化的想法。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国际政治与经济走向发生了天翻
地覆的变化。随着马来西亚政治与经
济的逐渐发展，当地华人对自己的社
会身份也产生了改变。许多人选择留

下与当地人组建家庭，并将自己的经
商之道传承下去。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由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主办，东方日报ONLINE联办。此
第一系列以华商先辈为主题，让大
家走出教科书的框架，向大家还原
华人祖辈在马创业、守业、授业的
故事，藉此回看祖辈“打下”的江

山，并提醒我们继承文化传承的工
作。

 《新纪元人文学堂系列》从
2021年7月22日至2021年9月23
日，每周四晚上8时至10时进行，
全系列共10堂。此人文学堂系列免
费向大众开放，让更多想了解华商
先辈故事的公众不会因为需要缴费
而打消了解历史的想法。

新紀元人文學堂系列①
華商先輩·人文情懷 刘艾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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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骏慧

“疫情視野下的華文教育共話”
學術交流會

 疫情如台风过境般席卷了
全球，然而教育依然需要有条不
紊的前进。在面对种种挑战与变
革之下，华文教育的未来何去何
从，是所有关怀华文教育的人士
所瞩目的话题。因此，新纪元文
学与社会科学院暨雪兰莪教育厅
共同举办了“疫情视野下的华文
教育共话”学术交流会，与一众
学者、华文教育工作者共探华文
教育的前景以及在疫情下面对的
种种挑战。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
共话”学术交流会于2021年9月
25早上9时正至下午12时25分举
办，期间各分两个场次。主题分
别为：“华文教育——疫情视野
下的华文教学，兼谈语文教学的
创新契机”以及“幼儿教育——
疫情下学前教育的发展前景，兼
谈幼教种子教师的培养”。上下
场次分别由新纪元文学与社会科
学院院长伍燕翎副教授以及新纪

元教育系助理教授王淑慧博士主
持。在本次交流会中，我们有幸
邀请到了黄薇诗博士、黄先炳博
士，以及王忠伟督学，以宏观的
角度，共探华文教学的创新契
机。承上，我们很荣幸能听见雷
志伦副教授、幼教公会黄织萍主
席、雪隆幼教公会王丽芳主席、
绿洲教育中心邓淑莹园长，以及
新纪元教育系张伟隆主任，就学
前教育、幼教培养的视角，分享
他们对幼教发展前景的看法。

 “疫情视野下的华文教育
共话”学术交流会反响热烈，交
流会当日参与人数更多达500人
以上，由此可见各界人士对于华
文教育的热诚。这份热诚更推进
了人文素养的栽培，将华文教育
乘着科技的顺风车延续。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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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6日，新纪元大学学院研究生院及国
际教育学院联合主办“南贤研究基金”推介礼暨
Nusantara系列讲座之二，邀来本校荣誉教授兼博士
生导师卓南生教授主讲《岸田上台后中日关系的展
望》这一课题。主持人为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博士。约150名学界前后辈在线上与卓教授交流。 

一、日本自民党总裁角逐战

    卓教授首先回顾不久前日本执政党自民党 “三
强一弱”党首竞选角逐战局面：一是党内“鸽派”
全面退场，“宏池会”会长岸田文雄公开表态要加
强武装、修改宪法，声称其内阁的首要任务为对抗
中国。二是位居第二、来自自民党麻生派的河野太
郎。他在选举期间的言论，丝毫不比岸田温和。当
述及河野太郎，不少人联想到其父河野洋平，并对
太郎有所期待，因其父担任内阁官房长官时，曾于
1993年发表承认当局参与“慰安妇”事件，并致以
歉意。然而，研判和预测河野的政治野心与立场，
不能只看到其父河野洋平的发言，就将河野太郎视
为有异于鹰派的政客，对他有所期待。事实上，仔
细分析河野太郎的政治主张，就能得知他与岸田文
雄都属保守派。三是由前首相安倍晋三支持、“松
下政经塾”出身的女候选人、被日媒报道有望成
为“日本首位女首相”、敢于大胆发表鹰派言论的

高市早苗。卓教授认为这场角逐战最令人注目的，
不是男女政客的性别差异，而是三者的共同特点都
把聚焦于对抗中国。

 岸田文雄任新首相后，中日关系备受各界关
注。卓教授着重指出，决定谁当首相或自民党总裁
的是其幕后政治派阀力量的博弈，岸田内阁在对华
关系将与安倍时期无大差异。卓教授认为此次日本
自民党总裁角逐战，实际上是一场营造反华气氛的
大合唱。

 

二、“日本反华大合唱”为哪般？

 卓教授接着介绍时下的三种论调：一是“保
守选民迎合论”；二是“美国压力论”；三是“
中国崛起论”。围绕“三强”右倾现象与“反华大
合唱”，教授认为上述三个常见说法虽有其一定道
理，但有待进一步认真思考、严谨论证与分析。

卓南生教授談
《岸田上臺後中日關係的展望》

日本自民党

主讲人：卓南生教授
新纪元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兼博导、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

日本龙谷大学名誉教授

记录人：林泳连
新纪元大学院兼职生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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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守选民迎合论”是怎样一回事？

    卓教授认为选民保守化，可溯源至战后日本政治的
演变。他指出日本从1955年开始，政坛便形成了以保
守派的自由民主党和标榜革新的社会党为主的两大政党
的“保革对峙”格局，即“国论二分”时期。

    在“保革对峙”时期，自由民主党的基本政策是
支持、维护《美日安保条约》，主张修改宪法或扩大
解析战后的和平宪法，而社会党则是反对《美日安保
条约》与拥护战后的和平宪法，双方立场鲜明。这两
个政营争锋相对，前者居上风、一直当政，后者则处
于劣势、成了“万年在野党”。尽管掌权并占优势的
保守派自民党人意图修改宪法，但一直遭到反对党社
会党强有力的牵制。因为修改宪法首先必须获得参众
两院各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方可成立，而在国会上社
会党常持有三分之一或接近三分之一议席。因此，主
张重走战前老路的鹰派首相中曾根康弘将社会党定位
为“修宪最大的障碍物”。

    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党的存在，实际上为不满
自民党执政的选民提供了另一个投票选项。即便是有
个别社会党候选人并非真心反战或碌碌无为，社会党
的议席经常都能保持或接近三分之一的水平，因为投
社会党一票就是投反对修宪的一票，卓教授称之为“
自然的选票吸收器”。这样的局面，引起当政的自民
党鹰派人士和社会党内想当官的人士不满。为扭转局
面，20世纪90年代初期，时任自民党副总裁金丸信
与不愿当“万年在野党”的时任社会党委员长田边诚
达成协议，合谋推动政界大洗牌计划。目的是将政治
上对立的保守派政党与革新派政党转为“两大保守党
制”。由于金丸信卷入金钱丑闻而被迫退出政坛，社
会党的田边诚也因此受到牵连，此项旨在改变“保革
对峙”格局、将之转为两个保守党可以轮流当政的
两党制的大洗牌计划，便交由金丸信的得意门生、自
民党主流派中的鹰派人物小泽一郎，由他继续推动宪
法修改。随后，小泽一郎提出了“普通国家论”，即
别的国家可以做的事情，日本也可以做到。卓教授进
一步解释缘何日本不是一个普通国家、不可以拥有军
队？因为它是一个曾经发动侵略战争而迄今尚未令周
边国家放心的“特殊的国家”。

 自民党内最有权势的少壮派人物小泽一郎，戏剧
性地出走自民党，成立新政党，并在幕后策划与操纵
细川护熙成立“非自民党八头马车联合政权”，表面

上看是自民党下台，政权有了更换，而实际上是促成
了两个毫无差异的保守政党垄断政坛的新格局诞生。
从此往后，政坛便是自民党人化整为零、或化零为整
的分化与组合。1994年，社会党委员长村山富市在小
泽的羞辱下，率领全党投奔长期政敌的自民党阵营。
于是村上当上了自民党的傀儡首相，由他领导、投奔
政敌的社会党自此走向没落，并被迫易名“社会民主
党”（简称社民党），在政坛中的号召力与影响力大
不如前，沦为政坛配角中的配角。当时，社民党人虽
有人重拾旧旗号，但时不我与。政坛局面从此进入了
日本人常说的“咖喱饭”或“咖喱加饭”二者择一的
两大保守政党时代。回顾了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可
知“保守选民迎合论”的说法是无法站住脚的。事实
上是，保守的政客诱导选民，而非“保守”的选民迫
使政客右倾。 

四、“美国压力论”的虚虚实实

 除“保守选民迎合论”外，另一促使日本持强硬
反华态度的常见论调是“美国压力论”。卓教授从美
日关系变化的角度分析，战后亚洲冷战格局时期日本

自民党的保守派政治人物——小泽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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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政策的基调。他认为“美国压力论”有一定的道
理，但若将日本的保守观全归因于美国对其施压，这
并不太准确。纵观二战后美日关系发展历程，战败后
的日本由美军单独驻守。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
约》生效时，宣告独立，但在同一天决定美日主仆关
系、约制其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的《美日安保
条约》也同时生效。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当天还与
逃亡台湾的蒋介石政权签署《日华和平条约》，揭示
了日本从1952年4月28日开始，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
对立的关系。上述三个条约规划与栓定了战后日本政
府只能亦步亦趋、追随美国的外交路线。

 中日关系之好转与正常化是在时任首相田中角荣
在1972年9月访华后与中国达致共识后才有所转变。值
得注意的是，田中之所以敢大胆走出这一步，也是拜
美国总统尼克松同年2月访华之所赐。以田中首相为首
的日本政界与财界冀图近水楼台先得月，因此1972年
9月后日本对华关系曾短暂缓和、友好。由此观之，日
本脱离不了“对美追随外交”的基本思维与框架，并
受制于美国的观点是对的。因白宫主人既然可以放弃
长期以来对华敌对的政策，与北京“近水楼台”的日
本当然没有理由不奋勇直追，恢复其与北京的“正常
化”关系。尽管如此，倘若我们因此认为日本的当政
者完全紧随美国外交政策，则低估了他们的智商与谋
略。 

高举“亲阿拉伯”大旗

    1973年11月下旬石油危机爆发时，日本当局在一夜
之间，突然高举“亲阿拉伯”旗号的新闻轰动世界。
理由是，日本的石油供给有百分之九十九依赖外部输
入，当中的百分之八十由中东国家提供。因此，对日
本而言，与阿拉伯国家作对的行为事关死活，东京不
得不临危抛弃对美的追随外交。哪怕是成为国际外交
笑柄，也要“临渴挖井”（日媒语）、高举“亲阿拉
伯”大旗，遂派副总理三木武夫以特使身份乘专机一
一拜访阿拉伯各国进行亲善访问，阐明日本的阿拉伯
政策，并向诸国首脑一一叩头、低声下气求援，摆出
最亲阿拉伯国家的姿态。由此得知，日本国策也受到
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博弈论影响。“美国施压论”有虚
有实，卓教授认为需多方衡量与观察。

“亚洲经济雁行论”

 在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称日
本为“第四等国”，此事曾让日本人耿耿于怀，20世
纪70年代后半期，出自政治算盘的衡量，美国哈佛
大学教授傅高义抛出了一本吹捧日本的《日本第一》
的书。尽管不少日本人看出其中的漏洞，但都不愿指
出而陶醉于其“第一”的梦幻中。80年代末期是日本
泡沫经济的鼎盛时期，日本国内曾有“日本应该名列

日本与中国签下的
《日华和平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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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还是安于第二？”的论战。日本大众传媒经
常提及“美国病”，并兴起了“讨厌美国”的热潮，
认为未来的亚洲、世界将由日本主导。右翼政客石原
慎太郎一连出版几本《日本可以说不》的书，就是典
型的例子。与此同时，从经济角度着眼，主张日本当
亚洲盟主的“亚洲经济雁行论”也出笼。“亚洲经济
雁行论”强调推行以日本为火车头和带头雁带领亚洲
经济顺序起飞。紧随其后的是亚洲四小龙即韩国、台
湾、香港和新加坡，再来是亚细安，即东盟国家。亚
洲任何国家不可超越日本，得一一按顺序紧随其后起
飞。“亚洲经济雁行论”最初的设计蓝图中完全没有
包括中国。他们认为，在“亚洲经济雁行论”中是以
日本为盟主的一套理论，此理论实际上是由东京工业
大学渡边利夫教授等人倡导。

 然而，好景不常在。上述有关日本应否安于“
世界第二”的论争和风行一时的“日本名列第一”“
日本可以说不”和“亚洲经济雁行论”，随着上世纪
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销声匿迹，现已无人问
津。

“美国对日监视论”

    紧接着，卓教授将视角聚焦在东南亚。作为战败国
的日本在战后初期想要与东南亚各国恢复外交、经济
的恢复关系是不容易的，因为东南亚民众都曾受日本
的迫害、欺辱。日本受制于历史的因素，仍然能在东

南亚国家享有“行动自由”，全靠推行冷战政策的美
国撑腰与其反对中日恢复邦交的安排。当时东南亚新
兴国家普遍接受美国的引导和指挥，即使民众不太乐
意。但在美国的保护伞下，战后日本仅以低额的赔款
或美其名为“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形式巧妙
地了结其战争赔偿或“准赔偿”，并为其商品和廉价的
原料与劳工找到出路与来源，奠下了战后日本在东南亚
经济发展的根基。实际上，东南亚各国民众因为日本的
行动受制于美国，方略微安心。时至今日，“美国对日
监视论”在东南亚仍受一部分人认可。

美国手中紧握两张“王牌”

 美国白宫一面让日本扮演其远东忠实伙伴的角
色，一面又对它存有戒心、步步为营。尤其是年老一
辈的美国领导人如卡特总统和布斯总统或者前国务卿
基斯格，都对日本存有养虎成患的防范意识。战后的
日本曾有摆脱美国控制的想法，但不成功。卓教授表
示，白宫手中紧握两张王牌，一是不让日本核武装，
二是不同意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的席位。美国表面上答应日本将在联合国上给予支
持，在实际上却是反对的。从此角度分析，不论日本
外务省或高官在美中对峙格局中有时故摆不知所措的
姿态，或是新首相岸田明确表示要站在美日同盟的基
础上，推行其共同价值观的外交，插手周边事务，坦
直而言，这与其说是真的都来自美国的压力，不如说
更多的是出自日本内心急于修宪、派兵的心愿。

岸田文雄指出日美必须同盟，对中国实行坚决性政策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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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国崛起”是中日关系恶化的主因吗？

 卓教授在解读“中国崛起论”时，提醒大家需
要注意其中的虚实。从历史背景角度分析，曾经的世
界“第二经济体”与一度陶醉于美国学者傅高义编制
的“名列第一”梦、“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的日
本，对邻国的“崛起”确有不是滋味的感受。从明治
维新以来就深受大和民族优越论与战前就接受“天无
二日论”影响的人民不少，他们不愿意看到亚洲内还
有比日本更强的其他国家，坚定地认为日本是亚洲唯
一的工业发展先进国家，理所当然成为亚洲盟主。但
如果据此判断中日关系恶化的归因，是由于两国力量
之消长、强弱之变化，此说法不一定完全正确。

 
 卓教授提到有一名二三十年来热衷于鼓吹“中国
威胁论”的日本专家曾直截了当地评估20世纪初期的
中日关系形势，指出当时是因为中华帝国的崩溃，引
发了战前的日本陶醉于对中国推行扩张主义的“罗马
帝克”梦。即当时中国的弱势引发了日本人对中国产
生侵略的思潮与行动，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诱盗论”
。由此可见，中日关系之恶化，始自中国崛起之说不
能成立，因为中国之弱势也可能会被视为所谓的促进
关系恶化因素之一。

“中国崛起”导致中日关系的恶化？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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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首相岸田对华政策展望

 对于岸田政府今天的对华政策，卓教授指
出，目前有三种一厢情愿的解读。一是对“宏
池会”的“鸽派”幻想，“宏池会”由池田勇
人成立于1957年，他继承了吉田茂首相的“
轻武装、重经济”的路线。但在事实上，岸田
文雄已清楚表达他现在所持观念与往日“宏池
会”的思路已完全不同。二是有人认为岸田在
选举时为了讨好保守选民或为了夺取政权而作
出的激进表态，任职后便会有所改变。但这显
然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三是日本徘徊于中美
选边站的想象。卓教授指出，日本政客的确经
常摆出在中美之间难以抉择的姿态，但实事求

是，基于战后中日关系发展史，中美选边站也
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卓教授认为日本新首
相岸田对华政策的展望中存在真真假假。他个
人对中日关系前景表示不可乐观。

 卓教授的讲座让师生们受益良多，不仅深
刻认识了从历史视角与多元视角下看待中日关
系的意义，还了解认真辨析的重要性。最后，
卓教授强调需要以史为鉴、实事求是的态度，
密切关注中日关系的发展。

岸田新首相在宏池会会议中发表对华政策展望

注：本文配图取自网路。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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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BMGS SERVICES SDN. BHD.（南宁好智朗商务
服务有限公司）与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举办的“BMGS X 
NEUC年度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划案比赛”于10月30日
举办了线上企划案答辩暨颁奖礼，为期两个月的系列活动
终于圆满落下帷幕。本次系列活动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
意识和思维，引导和激励学生学以致用，将企业引入学
校，将工作融入课堂，从而造就创业人才。

 此次的线上答辩暨颁奖礼由BMGS SERVICES SDN. 
BHD.唐崇桅董事长致开场辞，他表示政府近来加大了对于
创立新企业的扶持，对于有志于投身创业的同学，本次的
创业比赛将是一个良好的学习机会。本次比赛共有8个小
组进入最终答辩环节，由唐崇桅董事长、黄汉良顾问及黄湘
婷总经理所组成的评委导师团，根据参赛同学于10月22日前
提交的企划案以及结合答辩临场表现，遴选出冠军、亚军、
季军三个优胜小组，分别可获得由BMGSMSERVICES SDN. 
BHD.赞助的RM1500、RM1000、RM500现金奖及每人一
张奖状。

 由蔡依恬、邓秀如、林妤璐三位同学组成的《Z时代
有限公司》小组最终突围而出夺得大赛冠军，她们提交
的企划案以及绝佳的临场表现获得了评委导师们的一致
认可。单枪匹马的李婉莹同学以不俗的成绩位居第二，
她的企划案中使用的“商业模式画布（BusinessMModel 
Canvas）”也获得了黄汉良顾问的特别赞扬。《人的三盏
灯》小组三位成员——郑芷凌、李素雯和陈淑芬同学则通
过良好的团队默契以及恰如其分的演讲展示获得了季军。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博士在总结致辞中特别感
谢BMGS SERVICES SDN. BHD.及三位评委导师的支持与
付出。他表示商业在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新兴创业者
的人数也在不断攀升，本次比赛给予了有创业梦想的年轻
人一个良好机会和渠道。他最后更勉励所有参赛同学们，
勿忘初心，未来加油。

南寧好智朗與新紀元聯辦企業講座暨

最佳創業企劃案
線上答辯暨頒獎禮

冠军小组《Z时代有限公司》蔡依恬同学、邓秀如同学及
林妤璐同学报告演示。

唐崇桅董事长致开场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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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生名單新紀元

校級

與院級

             2021年5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马俊泓、刘骏维、马嘉圣、钟晓莹、王杰灵、林佳仪、黄敏敏、丘凯文
莫    尔、张淑钧、林欣慈、陈婷婷、林千惠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陈姵名、江家慧、陈荟茗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尤洁瑜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黄菁慧、伍沛霖、张沛琹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邓嘉慧、陈伟豪、谢志康、陈奕璋、张宇航、黄韦铭、朱建祥、蔡胜安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李家乐、林佳缘、方祈蒽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黄詠恩、李雁彬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课程 张明惠、宋恩恩、余婕潼、周淑银、陈诗圆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文学与社会科学学院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黄良康、何秀葶、王婕晞、杨立杰、黃义和、苏晓萱、郭敏慧、李洁苡
李承澳、严时胜、黄祖儿、周芝绮、陈凯欣、李伟详、吴沅龙、潘子微
姚凯雄、杨籽健、魏宇泽、林瑞容、黄智辉、黄紫盈、岑韵婷、冯维宣
伍芯慧、刘慧恩、丘芷绮、鲁美琪、叶蕴祺、叶嘉威、邱嘉渲、苏楚莹
张嘉瑜、杨惠絜、王谕婷、洪子康、蔡欣媛、苏佩诗、王歆溋、郑惠琦
刘芷晴、范明诗、黄莉芬、蔡咏琪、谢癸铨

咨商与心理学（荣誉）学士课程 曾繁乐、黄嘉燕、洪心怡、彭歆兒、赖其汉、陈诗恩、黄晶莹、丘   萱
李葭玟、陈泇运、李恩行、林丽虹、黄伟健、周欣悦、李智勋、郑紫双
林丝捷、刘千卉、陈凯文、梁苡乐、李家慧、容嘉雯、林欣莹、徐煌升
黄惜恩、李宁馨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戴紫莹、许爱立、陈俊燕、丘梅香、叶俐妏、伍锹淇、陈嘉雯、杨晓慧
林雨晴、柯碧鸾、王紫尉、魏诗燕、冯千好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苏嘉铭、邓秀如、罗恩惠、陈凯盈、朱健悦、邱依铃、邱依铃、蔡依恬
曾依娃、许雪薇、李书琳、孙玥儿、陈彦玲、曾文杰、余芝霏、俞依妏
余彦仪、林静璇、李敏蔚、蔡慈恩、刘紫盈、朱家漕、李浩翔

優秀生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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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

               将获评选为校级优秀生：

  ·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4.00；

  ·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考虑；

  ·未受过纪律处分；

  ·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二、符合以下条件的全日制学士班学生

               将获评选为院级优秀生：

  ·在评估学期内成绩点数（GPA）达3.67至3.99之间；

  ·在评估学期内，没有重修科目；

  ·重修或重考成绩不被列入评估范围；

  ·未受过纪律处分；

  ·每学期的注册学分至少须达12个学分或以上。

新光燦爛

评选资格

二、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网络科技（荣誉）学士课程 李承烨、王孝然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杨詠证、蔡慧宜、冯伟杰、谢鉴侒、黎旆杏、伍师谅、张雪慧
徐志文、陈伟健、蓝锦辉、许元彬、林志佑、廖国栋、胡靖旸
郑嘉友、杨溥航、吴俊凯、廖振濠、黄文俊、凌添辉、王镇豪
邬浚乐、黄长实、陈永康、郑沅岽、庄佩茹、古英琛、陈新儫
梁诗敏、司徒奕定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刘浚宏、杨伟伦、陈信熙、林宗瑞、郑晓恬、杨凯文、蔡家焕
蔡吉茛、陈勇安、钟礼丞、钟幸历、魏骏汶、林永晋、黄贾峻
叶俊宏、陈    斌、陈韵雯、谢振豪、许文豪、葛彦怡、李浩铭

三、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冯紫扬、周子雄、伍婉绮、丘怡琳、赖姵璇、李芷忻、许家诚
张慧欣、钟艾琳、赖静怡、李婉莹、许欣仪、何亿隆、谢美云
彭俊涌、王康娴、蔡咏霖、黄嘉琪、张淑贞、邓伟豪、陈素琴
钟嘉美、曾芷晴、郑欣仪、陈慧淇、罗楷胜、钟宝琳
MEESHALINI A/P SUBRAMANIAM、ROSITA IZLIN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洪宝仪、陈颖晖、翁诗淇、林莉晶、彭静倩、廖沛贤、罗珮诗
官嘉渝、钟兆源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课程 刘承颖、王心茹、魏茂峰

四、媒体与艺术学院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蔡惠妮、郑捷励、谢沅宏、陈佩宁、杨淑莹、何芷琪、符雪莉
龚书廞、佐诗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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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2021年6月1日 — 2021年11月30日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蔡依恬、邓秀如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林妤璐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BMGS X NEUC年度企业讲座暨最佳创业企划案
比赛”冠军

BMGS SERVICES SDN. BHD.
（南宁好智朗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与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举办

刘佳鑫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新纪元全人教育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李韵欣
（教育系讲师）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 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颁奖典礼

许慧珊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Dear Alison> Special Jury Recognition
George Town Festival 
G-Short Film Festival

马红绫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世间最孤独的食物》获得创作奖佳作 2021第十一届全球华文文学星云奖

陈言欣、赖育恒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半路风景》原创歌曲入围《乐乐伙伴》原创节目 饭盒频道《乐乐伙伴》

潘荣德
（东南亚学系 东盟博士生）

海南国际传播中心2020-2021年度优秀“海外传
播官”

海南日报报业集团、海南广播电视
总台（集团）联合主办

余顺顺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
程”文艺晚会中荣获“优秀指导教师”
（2021年6月8日）

百色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百色学
院音乐与舞蹈学院

聂璐璐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入选《百花朝阳 ——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全国
书法篆刻展》（2021年7月27日）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
威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彭巧双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空山海》获得全国第九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
大赛二等奖（2021年8月20日）

中国工信部人才交流中心

黄景泰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以《雅万高铁》诗作荣获首届中印（尼）文化交流
全球征文诗歌大赛优秀奖（2021年8月30日）

首届中印（尼）文化交流全球征文
诗歌大奖赛组委会

刘丽丽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服装设计作品《星火》获2021年第九届全国数字艺
术设计大赛省赛三等奖（2021年8月31日）

中国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全国数字
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

李耀卿

《打虎拍蝇》入选第二届全国美术教育教师作品展
览（2021年9月17日）

中国美术家协会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水生态文明系列动画片《河小青历险记》获二等奖
（2021年11月23日）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

“腰突症中医系统化诊疗体系构建及关键技术智能
化研究与应用”获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2021年9月）

中国山东省人民政府

刘方铭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针刀松解治疗颈椎病技术创新体系构建及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获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2021年10月）

中华中医药学会

“针刀松懈华佗夹脊穴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关键技
术研究及应用”获山东省医学科技奖三等奖
（2021年12月2日）

中国山东省医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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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董转年

指导作品《学习革命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获第七届
安徽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第
一指导教师）（2021年10月）

中国安徽省教育厅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初心的温暖》获安徽省“学党史 强信念 跟党
走”第四届微团课评选活动三等奖（2021年10月）

中国共青团安徽省委

郑天一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故乡的街》入选“泉荷奖”济南市第二届优秀美
术作品展览（2021年10月15日）

山东省美术家协会、
济南市文化和旅游局

廖颂举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2021年临沂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1年11月12日）

中国临沂大学

王志俊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与设计系列海报最佳作品奖
（2021年11月20日）

波兰华沙WIT美术馆、Retroavan-
garda美术馆、华沙信息技术学院

宣讲比赛“中国梦·新时代·跟党走”——《党旗
下》获优秀指导教师二等奖（校级）
（2021年6月）

中国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职校园的路径和方
法》获社会组织百项优秀科研成果评选优秀奖
（省级）（2021年6月）

中国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

《The Guiding Polytechnic Ideas and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actices of Ji'nan 
Engineering Vocational & Technical College》
获“优秀论文奖” （2021年8月）

马来西亚UCSI

赵佩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微课《大学生就业指导——初入职场后工作中应注
意的因素》获教师教学能力比赛高职组一等奖
（国家级）（2021年9月）

中国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融合国际化与传统文化，为“一带一路”建设增
值赋能》获2021年山东省教育国际化优秀案例奖
（2021年9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Research on the Teaching Mode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under the Internet Media》获济
南市第36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市级）
（2021年10月）

中国济南市社科联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高职校园的路径和方法——
以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获第十届全国职业
院校“文化育人”高端论坛论文二等奖（国家级）
（2021年11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第十九届山东省大学生软件设计大赛一等奖优秀指
导老师奖（省级）（2021年11月）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等6厅委

Membership of Advisory Boards
Committees / Professional Bodies：
Pemberitahuan Pelantikan Juruaudit.

Nama Pertubuhan : Persatuan 
Pelukis-Pelukis Kelang （Kelang 
Artist Society）

FANG SEE KHUNG
（Contrac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Art and Design）

Art Exhibitions
Lotus Pond Series 
Chinese  Brush painting online Exhibition 2021

Chinese Brush Painting, KLSCAH 
Cultural & Educational Committee

Art Exhibitions
Commissions indoor mural painting 
 （110 cm x 110cm ） x 3 pieces

BaWangChaJi （SS15） 霸王茶姬 
Subang Jaya S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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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Exhibitions
[4 pieces of Lotus Pond Series 01,02,03 &-04] 
Chinese Brush Printing 

Telur Pecah Contemporary Art 
Exhibition

Art Exhibitions
Commissions indoor mural painting  （120 cm x 
120cm ） x 2 pieces 

BaWangChaJi 霸王茶姬 @Taipan 
USJ 36

Judge of the Competition
Was a member of honourable judging committee 
for “Best Wishes to Bejing of honourable judging 
committee for “Best Wishes to Bejing 2022 
Winter Olympics” Postcard Drawing Contest

China Cultural Centre in Kua-
la Lumpur （Pusat Kebudayaan 
China）.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Calligraphy and Chinese Brush Printing）
[Lotus Pond Series]

Kelang Artist Society Annual Art 
Exhibition 2021, Online Exhibition

Performances/ Exhibitions
Jemputan Menyertai Pameran Terbuka Galeri 
Shah Alam 2021

PTGSA21 99 best works that have 
been evaluated by the invitation 
jury.

Shah Alam Gallery 2021 Open 
Exhibition

CHIA CHUA HANG
Contract Lecturer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2021 KSBDA Seoul International Special Exhibition 

Venue: Sangmyung University, 
Seoul, Korea
THE ELEMENTS OF LIFE, page 
549

AMIR SHARIFFUDDIN BIN 
ZAKARIA
Senior Lecturer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Technology Specialist
Malaysia Board of Technologists 
（MBOT）

获委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发展总商会（MODCC）
荣誉顾问Honorary Advisor

马来西亚一带一路发展总商会
Malaysia OBOR Development 
Chamber of Commerce 
（MODCC）

李泉氚

获委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隆雪中总）
人力资源发展组成员 Committee Member

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总商会
（隆雪中总）
The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 Industry of Kuala 
Lumpur & Selangor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院长）
荣获澳大利亚领导能力研究生院认证院士
（Fellow Certified Leadership Practitioner）
并获得”FCLP”后衔

澳大利亚领导能力研究生院 
（Australian Graduate School of 
Leadership）

荣获英国皇家特许教育评估专员学会会士
 （Fellow of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ssessors） 并获得”FCIEA”后衔

英国皇家特许教育评估专员学会, 
附属英国赫特福德国立大学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Assessors （Royal 
Charter），University of 
Hertfordshir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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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获马来西亚政府科技委员会（MBOT） 专业科
技人员（Professional Technologist / Technology 
Specialist） 的认证并获得科技界最高专业头衔
（Ts）

马来西亚政府科技委员会
（MBOT）

注册专业认证科技师（Registered Certified Tech-
nologist） 并获得专业后衔“CTech”

新西兰国家信息科技专家协会
（IT Professional New Zealand）

注册信息科技技术师（Registered IT Technician） 
并获得专业后衔“RITTech”

英国皇家特许信息技术协会
（BCS,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for 
IT UK）

林嘉祥
（视觉艺术专业文凭课程）

莫兮、黄子兴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Waste To Art Competition 2021

蔡嘉勤、鲁骏伟
（数码多媒体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The Awaken Legend

钟家谦、吴宇帆
陈婉菀、姚俊毅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Perbadanan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Kementerian 
Perumahan & Kerajaan 
Tempa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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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賀本校學生榮獲

《南大人一心獎學金》

 2021年6月9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
院于线上进行了“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礼暨人文校
园系列讲座推介礼”。其中，来自本校汉语国际教育
（荣誉）学士课程的赖美琪、辅导咨商（荣誉）学士
课程的洪心怡，以及中文（荣誉）学士课程的何秀葶
荣获了此次的“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以上获奖同学
皆是各系推荐的优秀生。“南大人一心奖学金”获奖
者将获得学费、杂费和住宿费全免，以及马币1000元
的奖励金。新光杂志在此致上祝贺。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宗旨在于鼓励新纪元大
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简称新纪元文学院）品学
兼优生奋发向上，以及实践南大精神，进一步培育英
才。此奖学金乃由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慷慨
赞助，“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之名亦是由林顺忠先生
亲自命名。

 林顺忠先生在多年前就曾经赞助过不少中文系的
学生，更曾特别设立了中文系奖学金。几年前林先生

更是带领三所民办高校筹办了“马港学生文化交流计
划”，而当时本校文学院有不少学生因此受惠，到香
港的中文大学去进行交流，让学生可以到国外学习，
打开眼界。如今，林顺忠先生设立了“南大人一心奖
学金”，其名取自于林先生本身名字的第一个字的一
横和最后一个字的心，合并便成“一心”。“一心”
一意，也代表林先生对华文教育和华人文化一心一
意、鞠躬尽瘁。

 林先生在活动开幕致辞中表示，新纪元文学院
的人文学科对于未来社会发展，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
色。林先生也表示，中文将是未来发展的趋势之一，
因此他鼓励同学掌握中文，方能在未来的道路上提升
自己的竞争力，塑造自己的优势。最后，林先生亦恳
切地希望获奖学生能持续用心学习，秉持“勿因善小
而不为”的态度做人，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彭安琪、杨立杰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58    



     2021年12月號 59    

新光燦爛

 我最先要感谢的是南大校友林顺忠先生。
林先生无私捐助、设立“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让不少同学受惠。获得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
我感到非常荣幸，心里更是充满骄傲与自豪的。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师长、同学们在学习路上给
予我的帮助及爱护。正是因为有他们的支持，我
的学习成绩有所成就。这份奖学金坚定了我的选
择，让我可以无后顾之忧在美好的大学阶段追求
知识，成就更优秀的自己，以回馈社会，同时延
续南大精神，支持与捍卫华文教育。“长风破浪
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我祝愿同学们在学
习路上自强不息，在学海里有所成就。

 5月24日晚上，我收到了系主任的通知，说
我获得了“南大人一心奖学金”。我感到非常的
受宠若惊，也非常高兴能够借此机会减轻家里的
经济负担。对我来说，“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代
表着一份肯定，也能够给予正在努力拼搏奋斗的
人，一份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源源不断的动力。希
望我能莫忘选择修读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初
衷，将我所学会的知识用于服务社会，帮助那些
正在面临人生低谷的人。也期望未来的我也能像
奖学金的捐献人——热爱华教的南大校友林顺忠
先生一样，将我所得到的帮助回馈给有需要的
人，把这一份爱一直延续下去。

 很感谢林顺忠先生慷慨赞助的“南大人
一心奖学金”，也很感谢学校能把这份荣誉
给予我。它不只是让我的家庭经济压力大大
减轻，也让我有机会选择一个我更喜欢的大
学科系。中六毕业之后，考虑到家庭的经济
条件，我选择了申请政府大学。当我入学了
几天后，发现那个科系并不太适合我。当我
得知新纪元大学学院有提供这个奖学金，我
决定从政府大学退学，选择了一个我更加喜
欢的科系。这份奖学金对我来说不止是一份
荣誉，也是对我今后学习的勉励。我希望在
未来，我能够以大学三年所学的知识在教育
领域里有所贡献。

何
秀
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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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萬中國大使助學金
助新紀元清寒子弟

 由于疫情肆虐给不少家庭带来经济冲击，中华人民
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特提供6.5万令吉的“中国大
使助学金”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清寒学子缓解学费与生活
压力，并于11月17日，下午3时举办2021年新纪元大学
学院“中国大使助学金”颁发仪式，透过线上云端传递
爱、互助与关怀的善美精神。

 出席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欧阳
玉靖大使、中华人民共和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赵长涛教
育参赞、新纪元大学学院莫顺宗校长、文平强副校长、
李锦兴副校长、国际教育学院郑诗傧院长、各学术与行
政部门主管、职员以及受惠学生。

 “中国大使助学金”以学生家庭收入、家庭经济
负担、家庭成员人数与家庭收入比例，以及学生尚需支
付的学费与现有补助比重作为遴选标准，分为全额助学
金、半额助学金以及返校日用品开销补助，共计28位清
寒子弟获得助学金。同时也会从中拨款予返校的清寒住
宿生添购与更新宿舍日用品。

 受惠学生包括获得全额奖学金RM3000的林妤璐、
滕秀怡、蔡慈恩、邱凯燕、梅婉莹、张温怡、叶竞鸿、
萧翊彤、戴紫莹、黄菁慧、赖心蓉、罗佩雯、曾慧欣、
叶耀龙和曾依娃；获得半额奖学金RM1,500的钟晓莹、
邱慧敏、魏骏汶、郑芷凌、林千惠、吴宇萱、吴子统、
邓嘉慧和梁洺瑄；以及获得返校日用品补助RM300的林
丽虹、村尾福隆、张嘉瑜和谢孜善。

 莫顺宗校长以马来谚语“hutang emas boleh 
dibayar, hutang budi dibawa mati”表达了对各
方援助的感激，学生和校方皆倍感温暖。最后
也以“Semoga persahabatan antara China dan 
Malaysia akan kekal selama-lamanya”祝愿中马两
国之间友谊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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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玉靖大使表示，中国大使馆
历来重视中马青年交流与教育交流。
去年首次在新纪元大学学院设立“中
国大使助学金”，资助了20名在校
生，今年更是增加至28名，让更多学
生家庭切实感受到中马友谊带来的温
暖。未来也会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学
生提供更多交流对话平台和奖励资助
项目，希望大家能把握机会，与更多
中国青年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共同
成长，成为中马友好的使者。 

 中国大使助学金受惠学生代表林
妤璐同学表示，这份助学金不仅减轻
父母的经济负担，同时鞭策他们怀着
感恩的心努力学习，将来做一个对社
会有用的人，来报答大家的关爱。
 
 2021年新纪元大学学院“中国大
使助学金”颁发仪式圆满结束。新纪
元大学学院感谢中国大使馆对本校学
生的殷切关心与倾情支持，让他们能
安心、奋发学习，望将来能为促进国
家发展和马中友谊贡献智慧与力量。

序 姓名 就读科系 就读年级 助学金数额（RM）

1 张温怡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2 罗佩雯 中文传播大学基础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3 赖心蓉 市场营销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4 戴紫莹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5 滕秀怡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6 萧翊彤 幼儿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7 蔡慈恩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8 黄菁慧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9 曾依娃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10 叶耀龙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2年级 3000 （全额）

11 叶竞鸿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12 梅婉莹 网站研发科技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0 （全额）

13 曾慧欣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3000 （全额）

14 邱凯燕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3000 （全额）

15 林妤璐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3000 （全额）

16 钟晓莹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2年级 1500 （半额）

17 林千惠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3年级 1500 （半额）

18 吴宇萱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1500 （半额）

19 邓嘉慧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2年级 1500 （半额）

20 吴子统 室内设计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500 （半额）

21 魏骏汶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1年级 1500 （半额）

22 邱慧敏 商业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1500 （半额）

23 郑芷凌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1500 （半额）

24 梁洺瑄 媒体研究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1500 （半额）

25 张嘉瑜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2年级 300（返校日用品补助）

26 谢孜善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1年级 300（返校日用品补助）

27 村尾福隆 电脑科学专业文凭课程 2年级 300（返校日用品补助）

28 林丽虹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 2年级 300（返校日用品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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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
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arch)

 Literary translation involves crossing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rriers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The intention is to enable a literary creation to be understood and appreciated by readers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language of the original work. However,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wealth 
of themes and depth of human feelings are difficult to be rendered into another language without 
suffering a loss in the essence of the character, soul and spirit of the original. This is especially so 
with poetry. Indeed, Wen Yiduo (闻一多) once said that it is best to leave original poetic works 
as they are. Yet it is through translations that great literary works in various languages are made 
accessible to audiences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is one of the priceless ge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ir poetic grace and literary elegance are eternally enshrined in what have become a treasure 
trove cherished by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ages. Often simple and delightful, they are the epitome 
of the literary genius of the gallery of poets who lived more than a millennium ago. These poems 
still feature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Chinese today and continue to be transmitted to posterity as part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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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g Poems

 Many Tang poems are single 
or double quatrains of four lines each, 
consisting of five or seven characters 
per line. Despite their brevity, they are 
simple yet spontaneous, short yet elegant, 
and imbued with beauty and power of 
expressions to touch upon a diversity of 
human experiences and feelings. The wealth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vastly enriched 
again by reference to literary allegories and 
allusions to a written history spanning over 
five millennia, is a perfect medium by which 
the corpus of master poems was crafted. 

 Tang poetry affords a wonderful 
journey through and subtle perceptions of 
time, space, dimensions, and directions, 
by which broad poetic brush strokes paint 
with equal deftness the mosaic of Chinese 
landscapes ranging from the local to the 
regional, from the land of fish and rice to 
imposing snow-capped mountains, from 
the freezing streams to the mighty Yangzi 
roaring through majestic gorges, and from 
the meanders of the Huanghe to the wide 
expanses of the border grasslands and 
deserts. 

 The themes of Tang poetry are rich 
and diverse. The poets stand for uprightness 
and integrity, justice and fortitude, and decry 
the cruelties of wars. They sing the praise of 
love and compassion, unravel deep feelings 
and concern for dear ones. They celebrate 
joy and pleasure, and lament the sadness 
of parting. Embedded in these works are 
reflections on the inner feelings of nostalgia, 
longing for home and the warmth of family 
togetherness, loved ones, friends, or ancient 
personalities. They reveal insights into the 
life of farmers, fishermen, wood-gatherers, 
honour-hungry generals, border troops, and 

hermits. They incite feelings of desolation, 
despair, patriotism, and compassion for 
the down-trodden, veiled condemnations 
of social injustices, inequality, oppression, 
indulgences, extravagances, and sufferings. 
They empathise with the sufferings and 
separation caused by wars and border 
conflicts, sympathise with the hardships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bemoan the 
corruption of officials. They focus on the 
miseries of humble folks and the splendor 
of the aristocrats, and allude to the simplest 
abodes of the people to the mansions of 
the rich. They inspire feelings that embrace 
the lone heart to that of the war-ravished 
society; from the parting of friends and 
dear ones to warriors marching off to the 
battle front; to those in epic love stories to 
innocent girls singing for the pleasure of the 
privileged class in palaces, mansions, and 
entertaining centres.       

 Literary translation calls for 
the skillful display of imagination and a 
sensibility to the inner thoughts of the 
creators. In the case of poetry, a requirement 
is to be true to the essence of the poem. This 
entails a need to adhere to the basic forms 
of poetic beauty embedded especially in 
the substance and content of each poem, its 
distinctive rhyming pattern, and its inherent 
form and rhythmic structure. However, 
there is always the tussle between satisfying 
one condition and compromising on the 
others. Hence there are as many versions as 
there are translators as each would produce 
a version unique to his or her intent and 
conception, and hence no two translations 
of the same poem are found to be alike.
 
 The translation of Tang poems into 
English began in the West in the late 19th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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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ury. Herbert A. Giles (1845-1935) published his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in London in 1898. Another 
early translator was 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 
whose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appeared 
in 1918. Others include Witter Bynner (1881-1968) and 
his 1919 The Jade Mountain: A Chinese Anthology: Being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 The 
book was later reprinted by Hong Kong’s 联益书店in 
1966 as the popular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唐诗三百首》,and again issued as The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6 in Taiwan 
in 2005. Others include Soame Jenyns and his Selections 
from the Three Hundred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1940).Innes Herdan’s 300 Tang Poems (2000), the special 
studies on Tu Fu by A. R. Davis (1971) and Stephen Owen 
(2016). 

 
 These were scholars or Sinologists and based 
their 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poems. Tang 
poems also drew the attention of American poet Ezra 
Pound (1885-1972) who was not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notes of Japanese translations of Li Bai’s 
(known as Rihaku in Japan) poems, he translated several 
Tang poems which formed part of his Cathay published in 
1915. His poems were seen less as direct translations and 
more as his original creations. It is claimed that, despite 
certain shortcomings in interpretation, his works have 
been seen as the best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to English 
poetry ever mad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Cathay_
(poetry_collection). 
  

 There are numerous Chinese translators of Tang 
poems. The doyen among them was the late Xu Yuanchong 
(许润冲) (1921-2021), a professor of English of Peking 
University. His translations embrace literary works in 
Chinese, English and French in more than 100 titles and 
spanning six decades of work. He received a Lifelong 
Achievement in Translation from China in 2010, followed 
in 2014 as the first Asian to receive the “Aurora Borealis” 
Priz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Literary 
Translators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https: // baike. Baidu.com/item/许渊忠). Others include 
Xu’s co-workers Loh Beiyei and Wu Juntao, Zhou Ji (周济) 
2008, Du Sen (都森) and Chen Yujun (陈玉筠) 2011.
 
 Among Chinese overseas, the late Dr. Too Chee 
Cheong (杜志昌医生) of Malaysia was a pioneer translator 
of Tang and Song poems. In 1998, he brought out 99 
Tang & Sung Poems in English《唐诗宋词英读》with 
explanatory notes as well as music and songs composed 
for some of the poems. In Singapore, Lien Wen Sze and 
Foo Check Woo brought out Tang Poems Revisited: A 
Choice Selection in English in 1991; C. K. Ho (何中坚) 
of Hong Kong published his Chinese Poetry of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 New Translation《全新英译唐宋诗词
选》in 2006. In the same year, Shi Ying Zhou (施颖洲) 
of the Philippines brought out his Tang and Song Poetry: 
Chinese-English《中英对照读唐诗宋词》.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others, among them poets and academics in 
Taiwan and America. A late comer is the present author, 
whose Tang Poems in English: A Selection《英译唐诗选
集》is currently in print.
 
 Despite their diverse background, these 
individuals are united in their passion for Tang poems. 
Dr. Too was trained in medicine in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developed a passion for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music later in life. Lien and Foo are professionals 
respectively with the doctorate and master’s degrees in 
chemistry. C. K. Ho was an Adjunct Associate Professor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represented Hong Kong 
in the 1984 Olympics and 1990 Asian Games and had 
won many medals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s. Shi 
Ying Zhou was a senior editor of a Chinese pres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an ardent supporter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is an academic 

■Chinese poetry in English 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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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background in geography and interest i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n their Tang Poems Revisited: A Choice Selection 
in English published in 1991, Lien and Foo claimed that 
translations by the English “are often too anglicized and 
no longer reflec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riginal poems. They do not quite capture the spirit of 
Tang poems.” Dr. Too was extremely modest in his efforts 
and confessed that he was an outsider in literature and 
music and that his works were at best “amateurish.” C. 
K. Ho believed that “the beauty of these (Tang) poems 
can be better reproduced in English if their original style 
and rhyme scheme are retained.” He stressed the choice 
of words to depict “the rich and delicate feeling, mood, 
emotion and passion expressed by the poet” and also to 
match the rhyme and rhythm. Shi Ying Zhou’s intention 
was to be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in meaning, rhyme, and 
“meter” in terms of the uniform number of syllables in 
each line. He claimed that one should not add or ignore a 
single character in the original poem. A delightful sample 
of Shi’s translation is shown below:

《 赋得古原草送别 》    白居易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Grasses on Ancient Plain A Farewell Song    Po Chü-yi
Dense, dense, the grasses on the plain,
Once in a year, they come and go.
Wild fires scorch, but they never die;
Spring winds blow, and again they grow.
Far scents invade the ancient paths;
Bright greens spread to the ruined chateau.
Again I see noble friend off,
Lush, lush, farewell thoughts overgrow.

 I have been tempted to translate some short 
poems as a pastime. It has been a satisfying pursuit and a 
delightful journey to an ancient past. One of my modest 
attempts is as follows: 

              《 回乡偶书》   贺知章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 笑问客从何处来。
离别家乡岁月多, 近来人事半消磨。
唯有门前镜湖水, 春风不改旧时波。

   
Random Notes on Returning Home   He Zhizhang

Departing young to return home old, 
Native speech unchanged, a greying soul. 
Seen but not known to the village lads, 
Wherefrom, smilingly they wish to know. 
Many years of absence it has been,  
Lately, affairs of man half unseen. 
The waters of Mirror Lake of home,  
Ripples from Spring breezes still remain.

 Tang poetry is to be appreciated in terms of the 
three forms of poetic beauty. These are their “意美” or the 
beauty associated with the depiction of actuality; “音美” 
or the musical quality and the elegance of the rhyming 
scheme; and “形美” that is inherent in the poetic form 
and rhythmic structure of the original.

 Given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it is impractical in all 
cases to use words that match the meanings intended in 
either language. Tang poems are often verbal portrayals 
pregnant with evocations through allusions to time and 
space, personal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a variety of 
imageries.

 Seeking to be truthful to the literal beauty of 
a poem is invariably compromised by difficulties in 
interpreting the intent and spirit of the poet. Behind every 
poem is a message that the poet wishes to convey or a tale 
to relate. To decode a poem’s meaning, one would have to 
consider the context of the situation, time and place when 
it was composed. It may not readily reveal the hidden 
message of the creator, what more in a translated work. 

 Tang poems are both verbal and visual portraits 
of sceneries or situations. One may have to read between 
the lines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nherent 
beauty of the portrayals as well as the implied messages 
conveyed by the creator. It is essential that we grasp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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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teral content of the poem but also its hidden or 
implied connotations and messages or even philosophical 
implications that have relevance to contemporary life. The 
meaning of a poem may consist of two levels of intent. 
The first is the depiction of actuality before the eyes of the 
poet; the next is the underlying intent that is evoked by 
thoughts and events associated with this actuality, and not 
discounting the occasional allusion to thoughtful insights.

 Outwardly, certain words or characters in the 
origin works may not mean what we understand them 
to be today. An example is the character “床” in Li Bai’s 
famous Reflections in a Quiet Night《静夜思》. Although 
most translators take this character to mean a “bed” as 
we know it today, it may well refer to something else. An 
exceptional translation has equated “床” to a “window”, 
as in: “In front of the window the moon shines bright” 
(都森、陈玉筠，2011：135). But a more logical 
interpretation is to regard “床” as a well or “水井” (吴
裕成, 2002: 27-28). The association of “床” with “井” is 
evident in Du Fu’s “露井冻银床” and Li Shangyin’s “却
惜银床在井头”. In actual fact, Li Bai was most probably 
describing an outdoor night scene by the well side. China 
has a long and rich history of “well culture” built on the 
practice of “digging well for water, ploughing the field for 
food” (凿井而饮，耕田而食).  

 At a deeper level, Li Shangyin’s description of 
twilight is immortalised in his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
昏” (How wonderful is the twilight, But nightfall is soon 
to descend.) These lines have been quoted fondly by 
generations of Chinese. Inherent in the colour of twilight 
is the reminder that the nostalgic brilliance is momentary 
and will soon disappear with the onset of nightfall, and 
with it, sadly, that of darkness.

  The musical quality of poetic language is reflected 
in the rhyming scheme that encapsulates the grace and 
charm of the poem. It is reported that there are 13 basic 
rhyming patterns in Tang poems. In a sample study of 108 
Chinese quatrains by 108 Tang poets, it was found that the 
rhyming pattern in 57% of the poems involved the first, 
second and fourth lines (aaba), while in another 25.9% 
the second and fourth lines were rhymed (abcb) (都森、
陈玉筠，2011: 131).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rich in vocabulary 
but deficient in phonetic sounds, a condition that is 
somewhat compensated by the use of tones. It therefore 
has an abundance of rhyming characters. Surprisingly, 
despite the abundance of the English vocabulary, it is not 
as easy to find words that match pairs of rhyming words in 
Chinese poetry. In several popular quatrains, one notices 
lines ending with a set of words such as jia (家house or 
family), hua (花flowers), hua (华magnificent, splendid), 
xie (斜sloping or drooping), sha (沙sand), or ya (涯
margin, limit). Finding the right English words to rhyme 
with these characters occurring in different combinations 
is a challenge indeed. Occasionally, this has often required 
consultation with English dictionaries of rhyming words. 
Hence the attempt to match the rhyme of a set of words 
may distort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poem or interfere 
with the uniformity of syllables. It is in the search for 
words and phrases to satisfy all these conditions that 
proves to be a demanding task in the translation. 

 Tang poems are mainly “regulated verses” with 
strict literal form and rhythmic structure comprising 
three basic features, namely, four or eight lines, each 
line with five or seven characters, and the harmony 
in the use of tonal and rhythmic emphasis and rhymes 
(Zhou Ji, 2008: 11). Rhythm creates a natural 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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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flow in the tone and content to add to the beauty of 
sound and structural quality of a poem. The tone comes 
in the form of the level tone (píng  平, similar to the 
modern Mandarin Chinese first tone) and the non-level 
or deflected tone (zè 仄, similar to the other three tones of 
a character). 
 
 English poems assume a specific structure in 
the use of rhyme, rhythm and other devises. The rhythm 
refers to the use long and short patterns through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There are indeed five important 
rhythms consisting of different patterns of stressed and 
unstressed syllables. The most common rhythm is the 
iambic pentameter. An “iamb” is a meter (foot or beat) 
consisting of two syllables, the first is unstressed and the 
second is stressed. “Pentameter” means five meters or 10 
syllables. Hence iambic pentameter is a line consisting 
of ten syllables in a fixed pattern of an unstressed/short 
syllable followed by a stressed/long syllable, for example: 
Shall I | compare | thee to | a sum | mers day? 

 Another feature is that the number of lines may 
also be fixed. English sonnets have 14 lines in the form of 
four quatrains and one couplet (similar to the longer Tang 
poems or 长律/排律). All sonnets are written in iambic 
pentameter and follows a strict rhyme scheme.  This 
rhyme scheme for the 14 lines is in the form of abab/cdcd/
efef/gg. 

 The monosyllabic Chinese language constitutes 
an excellent medium for poems to take on a regulated 
style. However, the four tone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re almost impossible to replicate in English, what may 

be done is to maintain the same number of syllables in 
each line. Many translators of Tang poems emphasise the 
meaning of a line rather than its length at the expense of 
poetic style. Too Chee Cheong often used five or seven 
words to correspond with the respective number of 
characters in the original poems. Shi Ying Zhou opted to 
maintain a uniform number of syllables in each line of a 
poem. I prefer the more practical approach of maintaining 
a uniform number of syllables per line for each poem. 
It is in finding the most appropriate way to be faithful 
to factual accuracy, the rhyming pattern, and syllable 
uniformity that consumes the energies of the translators. 

 My attempt in translation is made with no specific 
purpose in mind except to indulge in an endeavour that 
has attracted established scholars, poets as well as the 
uninitiated. It is a labour of love undertaken as part of 
retirement life. In this process, I am reminded by the 
words of the late Dr. Too Chee Cheong who claimed that 
as “an outsider in the realm of literature and music…. 
(His) poetry writing, translating and song composing 
at best are amateurish.” Not being a student of Chinese 
Studies, much less in Tang poetry, my own limited 
venture in translation is even more so. The intention is 
not to be better than any but myself. Essentially, this has 
been a pursuit that is challenging and a pleasant journey 
of learning that comes with a sense of fulfilment. If this 
attempt reaches out especially to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thereby to open 
a narrow doorway to the appreciation of some beautiful 
poems of the great Tang Dynasty, the energies devoted to 
this undertaking would have been doubly well-spent.

Picture Courtesy: National Palace Museum website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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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                退役了
郑诗傧博士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我记得当初入职没几个月，就接到执编《中文人》的任务，还没上
手就做了杂志主编。原来，《中文人》主编一职是轮任制的，系上讲师轮
流担当任务。我担任执行编辑那期的主编廖文辉老师，已有主编期刊的任
务，就谢绝了连任《中文人》主编一职，而其他老师也有别的任务了，建
议找个人长期负责这刊物。当时中文系老师非常少，在各有各的任务下，
这个任务就落到了我这个初入职的菜鸟身上。

    于我而言，肯定是手无足措的。过去我读中文系时候，并无这样的训
练。除了会写一些文章，对编辑一本非学术性杂志完全没有信心，一本生
活化的杂志要如何“活”起来呢？我之前的一点点编辑经验完全不要求我
有美感，整齐、规范是关键，不需要设计感，排版看着舒服即可。接到任
务的我，心有戚戚焉，跑了一趟书局，看了很多杂志，也从主任办公室里
淘了很多台湾杂志来看。一步一脚印，仿佛赶鸭子上架，执编了一本，主
编了四本杂志（后来杂志按照校方建议改成书籍类）。这些年来，也做了
不少编务工作，诸如校刊、场刊的编务，也编了学术书。坦白说，没有一
本我觉得真的做到精致，做到零错误，做到干干净净，想来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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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还是有使我高兴的事，那
就是，在我手上，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
革新，从黑白到半彩再到全彩，从半学
术性质的刊物，收一些论文，到我决定
不再收论文，实现学报与杂志的分离，
各归各位，定位清晰。从系上老师担任
编务工作，到主编带着一群新生（一般
是大一）担任编务工作，我一直是忐忑
的，却也引以为傲的。尤其看到学生在
成长，看到每一届的学生都有自己的小
小想法，或者新点子。看他们跃跃欲
试，又怕做得不好，我都给予最大的支
持与鼓励，可实际上，我也同样害怕
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因为自己美感不
足，因为自己无法兼顾，《中文人》质
量不佳。于是，更加小心翼翼。

 如此说来，《中文人》不止是中
文系生的演练场，更是我的演练场。从
找团队、专题策划、定案栏目内容（保
留大部分栏目，又同时允许一些栏目的
增删与改变，让每一期的学生有些自
主权）、指导学生如何与采访对象沟
通（特别注重灌输一些概念给他们，比
如如何节省受访对象时间，如何清楚介
绍自己、说明来意、如何约时间等等）
他们如何做采访前的资料收集工作、修
改学生设计的提问稿、解决学生的食宿
与交通（这里要非常感谢赞助人，因为
我们的原有预算仅够排版与印刷，如果
没有赞助人，我们采访的范围就会大大
缩小了）、检讨采访过程（比如不能执
着问完问题，看情况看时间弹性处理，
或者有的时候对方已经在回答你这个问
题时候把其他几个问题都答了）、修改

学生稿件、校对、和排版员沟通、沟通
印刷部分，还有后面的宣传工作。基本
上，处处暗藏危机。而且，我和学生都
是用零碎的时间来完成，大家平日都有
许多要忙的。这肯定不是唯一的任务，
也肯定不是简单的任务。这么说不是要
推卸责任，给自己和团队留后路，而是
想要坦诚，我们并不专业，但态度是很
专业的，并且认认真真想做好一个编务
该做的事，大小细节我们都努力了。希
望读者会喜欢。

 我记得刚接手主编工作时，我曾经
告诉彼时的中文系主任说：我不想《中
文人》流于报道式的写作，我希望《中
文人》富有故事性，有温度，并且能够
搭起一座桥梁，桥上有人穿行，驻足聊
天。我们不再是孤独的，只做自己喜欢
自己在乎的事。我希望更多人愿意翻阅
《中文人》。你们翻阅了吗？

 谢 谢 这 些 年 来 帮 助 过 我 的 学 生
团队，特别是前期的会婷、SyeeAng 
（Bunny）、泀嗪、碧金、慧文、雪
盈，以及后期的执编的凯文、千惠，益
新Miss Lim和Miss Tham，他们还特
别教我负责排版的学生很多书本上学不
到的技能，更要感谢赞助人、受访嘉宾
等等。我从《中文人》退役了，想把这
些时间用在自己的学术写作或者创作上
了。每个人时间有限，该往自己想飞的
方向去了。

 接下来，还是拜托大家多多关注
《中文人》。

《中文人20·恋恋》  

《中文人19·落日余晖：
手作与匠心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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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entre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大三生曾文杰的实习单位——A+ 
Centre坐落于雪兰莪双溪毛糯，是当地有名的教育中心。A+ 
Centre招收的对象主要为小学生，并且提供各项科目一系列的
教学，旨在帮助学生加强对各项科目的掌握程度，以便学生能
够考获更为优异的成绩。

 成为一名教师，是曾文杰在高中时期就已酝酿而出的理
想，亦因一份契机让他顺利地来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展开自己成
为教师的求学道路。但疫情来袭，多个教育机构为防疫而不招
收实习生，导致正处实习阶段的文杰难寻实习单位。最终在多
番协调下，校方放宽了实习要求，实习单位需选择具有教育
性质的工作即可。因此，文杰选择了曾经兼职的单位——A+ 
Centre补习中心。

 在补习中心院长的肯定与鼓励下，文杰正式成为了实习
教师。虽然文杰在此前早已透过兼职累积了不少教学经验，但
他未曾松懈下来，而是凭着对自己更高的要求继续施行教育学
生的工作。疫情期间网课模式的转换，首当其冲成了文杰得要

黄义和、黄智辉

實習現場

寓教於樂的教學體驗

实
习
过
程

“你不用学会很多东西，但你在每一堂课中都
得学会一点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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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於樂的教學體驗
曾文杰让学生们以游戏的方式学习

實習現場

面对的挑战之一，毕竟就连我国的现有教育制度也还
未能充分掌握网课模式的标准，可谓相当不易。尽管
如此，文杰未曾屈服于困境，反倒和实习单位的院长
及教师们互相分享教学经验与想法，藉此为学生们构
建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与模式。

 不同年龄的学生对学习会抱持着不同的态度，
这是文杰在每日教学中反复观察所得到的结论，因此
他在检讨自己的教学方式时，会针对学生们重新安排
教学内容与形式，希望能让学生们能愉快地沉浸在学
习的氛围中。好比低年级的学生，他们格外好学与活
跃，因此他会安排多些能让学生发表意见的活动；高
年级的学生则较为沉默寡言，因此他会准备更多游戏
给予学生们。网课模式更加讲究教师应如何吸引同学
们的注意力，为了有效地让学生专注学习，文杰在自
己的教学方法上引入了不少趣味游戏，或是娱乐性质
的竞赛等，旨在让学生对于课堂教学更感兴趣，且达
到了寓学习于娱乐的效果。

 文杰坦言，网课模式的教学让他偶尔倍感压力。
由于无法直接性地接触学生，因此在课堂上常会感到
慌张，甚至担心学生们不在课业的进度上。与此同
时，院长与学生家长们的时刻监督也让他在课堂上

丝毫不得松懈，因此他会比平时还要多使出
一倍的精力来进行教学。一堂课的学生虽然
仅有十人左右，但要同时兼顾每位学生的进
度或情况着实相当困难，文杰亦不愿任何一
位学生遭受忽略。只要有学生的进度不太理
想，他便会要求特定学生于课后留下。文杰
向来对待学生们都十分耐心，因此部分热爱
学习的学生亦自愿留下一同学习，这也令文杰
感到十分欣慰。虽然教育工作使得文杰的日常
生活变得异常忙碌，大部分时间都在为课堂制
作教材、批改作业、写学生报告等，但他不曾
抱怨或萌生放弃的念头，反倒教师的职责使他
乐在其中，尤其收获院长与学生家长们的称赞
更让他坚定自己的信念。

 “你不用学会很多东西，但你在每一堂
课中都得学会一点点东西。”

 一直以来文杰对于学生们的要求都不
会过于严谨，反倒希望学生们能够轻松愉快
地学习，使得学生们非常喜欢他的教学方法
与态度，亦让他感觉颇有成就感，同时令他
领悟到要成为一名称职的教师实在不易。文
杰亦坦言自己并未称得上完美，偶然亦免不
了犯下基本错误，但实习的本意在于让实习
生在发现新事物的同时也不忘改善自己的错
误。实习生应当将实习视为替未来工作的铺
路，只要在实习期间表现良好，上司所给予
的肯定基本上便相等于你步入社会后的一把
金钥匙。

 开办汉语语言中心，是文杰的理想，亦
是促使他每日自我反省并且进步的明灯。文
杰希望还未实习的大学生能先摸索自己的态
度，亦思考自己在大学生涯中究竟学到或掌
握了什么，这样便能发现自己更感兴趣的行
业的管道。尽管失败亦不要感到彷徨，因为
世上总有光明的道路迎着大家迈向前进。

曾文杰与学生们在课堂上的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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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体与研究系大二生，丘
慧佩于7月份在台专技术合作有
限公司（Techtrans Advanced 
Sdn Bhd）完成了为期3个月的实
习。该公司坐落在雪兰莪，属提
供活动策划的中介类公司。慧佩
所负责的是稿件编写、广告设计
和联络顾客（招揽）事项。
 

黄皓敏、黄祖儿

實習現場

 慧 佩 透 露 了 申 请 实 习 的 程
序。首先，校方将拥有上千家公
司信息的名单给予学生，后学生
能从中选取心仪的公司，进而投
出履历。待公司同意后，将通知
书寄予校方，而校方也将回函文
件 寄 至 该 公 司 ， 便 可 到 该 处 实
习。据悉，慧佩在此过程中投送
了3次履历到不同的公司，最终获
得此公司的实习机会。

“普及”之道

实
习
过
程

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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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中得知，媒体系可进
行实习的领域繁多，如广告、活
动、电台、电影公司等等。这一
届的媒体系实习生都分别在不同
的领域实习，较大部分的人任职
于e-电台的相关领域。由于疫
情，大部分公司都转以居家办公
模式（Work From Home）的方
式运行，慧佩所属的公司也不例
外，因此她仅有3天现场实习和
观察环境的体验。从慧佩居家工
作的经验谈起，期间面临的问题
是沟通、工作状态的转换及网线
不稳定，并且有无法亲临现场实
习的遗憾。

 疫情间，公司将以往投注
在筹办活动的专注力转到新闻报
导上，而慧佩主要负责编写《大
马财经网》和《台湾新闻》的稿
件。前者多负责在政治与时事方
面的新闻，后者则在娱乐方面的
新闻。慧佩表示公司有规定的出
稿量，因此其一天需撰写《大马
新闻》与《台湾新闻》各两条，
共四则约300字左右的文章。在
篇幅上，大马新闻会比台湾新闻
长一些。慧佩表示自己已达标，
能够在一天内完成四则新闻的撰
写工作。撰稿方面，慧佩会事先
上网收集资料，再整合，并撰写
且处理成文章，此过程耗时1至
2小时左右。初稿完成后，在时
间充裕的前提下，慧佩会交给公
司前辈过审后再发到网站上。

 除了编写任务外，慧佩还
负责设计和联系客户。交流中得
知，她曾需在1个月的时间内设
计了6张“护肤系列”的海报，
但由于其在设计方面较为不擅
长，因此稍加挑战。为此，慧佩
在空闲时查找设计的相关资料和
参观网站，自行学习以突破困
境。该公司虽有设计团队，但为

了给予新人尝试的机会，因此将
任务交给慧佩。若有困惑之处，
团队也会给予相应的帮助和指
导。联系客服的方面则类似于销
售、分享公司讯息与资料存档等
等。实习虽有压力之处，但慧佩
表示，只要花心思突破，就能免
除压力。她在感受到压力时，也
会以听歌和运动的方式抒压。

 慧佩说明，公司的上班时间
是朝九晚五制，但由于居家工作
的模式，除了晚上偶尔会有工作
上的突发安排，但事实上时间较
为自由，只要把事情完成便妥。
据悉，实习的薪资是固定的，大
部分介于RM300-RM600左右。

启发与感悟
 实习结束后，慧佩表示自己
更清楚地认知到了自身的想法和
方向。此前，慧佩曾认为自己对
活动策划一行深感兴趣，但一旦
实行后，才发现自身与该职业不
太契合，因此未来会往其他方向
发展。另外，慧佩在中学时期担
任过婚礼策划执行的一员，故认
为两者相似，而到该公司实习。
事实上，此公司所负责的事务偏
向宣传。慧佩有所启发，并表示
今后想走拍摄一行。其目前已有
过人像拍摄的尝试，且希望能够
到台湾留学。

 最后，慧佩想对新纪元大学
学院的学弟妹们说的是：“不要
害怕失败，因为实习是最后一次
以学生身份去做任何事情，所以
要学什么就敢敢去。希望学弟妹
们在做任何事情时，都要抱着学
习的心态，不忘初心。祝大家前
程什锦。”

慧佩所设计的护肤系列海报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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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芯慧、何秀葶

 重 阳 节 、 除 夕 、 清 明
节和中元节被并称为四大祭
祖节，属于中华民族的传统
节日之一。但日子一天天地
过；课业一份份地拖，我们
总是没来得及去了解究竟什
么是重阳节，即便访问了谷
歌小姐，也似懂非懂，我们
了解了，却好似从来没有了
解过。

 就 在 不 久 前 ， 我 校 社
团——文化特工队（以下简称
文特）特意举办了以重阳为主
题的线上活动：《重阳节联动
计划之共寄重阳情》，此次活
动共举办了三天，每日不同
内容。

新光雜誌社x文化特工隊首次社團聯動：

重陽節聯動計劃之共寄重陽情

重阳节联动海报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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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疫情到大马做客起，文特为提升学社风气、带
动学社活动气氛，已连续三届举办了校内学社联动企
划。这一次，我们《新光杂志》的活动企划组非常有
幸成为了联动“嘉宾”之一。以往新光在学校一直扮
演着事后宣传或报导的角色，但这一次我们勇敢做出
了突破，活动企划组的记者开始步入活动的最前线，
在参与策划的同时也在为读者报导最全面的活动内
容。

 双方社团都知道，文化的传承必须从年轻一族下
手，因此新光与文特便联手打造了一个“线上重阳闯
关游戏”，希望年轻的你我可以透过游戏更了解重阳
节。在2021年10月17日，新光与文特联合举办了一场
名为《关于究竟为什么要在重阳节这天玩闯关游戏这
件事》的线上闯关游戏，并在其中融合了故事元素，
以俏皮欢乐的氛围展开，同时也在游戏中融入了各种
重阳节的习俗与文化，让闯关者在活动结束后仍能对
重阳节留有深刻的印象。 
 
 疫情期间，活动难以在线下进行，于是我们将闯
关游戏搬到云端让同学们报名参与。在云端上，人与
人之间不用戴口罩，也无须遵守防疫SOP，我们可以

任意打造一个“云上王国”。虽然我们与文特是初次
见面，但我们总是像刚认识的腼腆小朋友一样，大家
都在云上互相学习、打闹。虽说在筹备过程中偶尔也
会疲惫，但大家都乐在其中。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
新光与文特的成员都需要熟悉电脑设备的各种操作。
大家总说年轻人一定“懂电脑”，但在学习操作电脑
的成员们就像踉踉跄跄刚学走路的婴儿一样。虽说筹
划路上有不少困难，但我们双方始终都向着共同的目
标携手前进，我们都期望能借此次的活动打破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无聊又沉闷的既定印象，以轻松愉快的方
式让年轻人认识并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最
重要的是，线上，亦可以说是云上，也可以举办有趣
生动的活动哦！

 新光与文特虽是第一次合作，但我们成功在活
动释出的两周内收获了四组闯关者，共计十六人的
报名，获得不错的反响。我们利用Zoom的Breakout 
Room功能，将参与者分别放进四个不同的房间进行游
戏闯关竞赛，他们在房里穿越回到了古代，两位关主
带领闯关者们穿梭在城南、城西等地，闯关者们在完
成每一关后就能获取宝剑领取线索，在收集完宝剑并
完成解密线索后便可以重新返回现代。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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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中的闯关游戏分为五个关卡，分别是“赏菊找不同”、
“绘画接龙”、“猜灯谜”、“文化神探”及“说书人说故事”。
当闯关者们顺利通过一个关卡后，将会获得一个以新光封面为设
计的线索卡，反之则先要接受小惩罚才能获得线索。非常值得一
提的是，其中就有一组闯关者“不负众望”获得了“全员比心”
及为新光与文特在脸书宣传的小惩罚。

 为了增加闯关游戏的趣味性，我们还特别在线索上设计“双
重锁”。也就是闯关者在玩游戏闯关收集宝剑之余，还需尽快根
据线索推理解答出最终一道大魔王题，才算闯关完成。虽然听起
来十分困难，但闯关者们集聪明才智于一身，非常迅速就把问题
解出，让筹委们感到十分惊喜意外。

 此外，为了应景，我们的密码锁当然也少不了重阳的元素。
我们在游戏中提供的第一重线索都与重阳及敬老文化有关，就似
菊花酒、家中老人们对子孙说过的话、阿公阿嫲的拿手好菜等
等，借此让闯关者们在解谜过程中能回忆起与家中老人、家庭间
的点滴回忆，希望可以保留这些优良的传统文化。 

线索：家中老人们做的招牌菜

活动场景

 本次闯关游戏用时三小时，大家仿佛在线上一起完成了升级
版的角色扮演游戏，美好的周末都被重阳游戏熏陶，脑海里与阿
公阿嫲的回忆至今还在我们的脑海中徘徊。希望各位在发呆放空
时，也能回想起来，我们的生活除了课业，还有这些珍贵的文化
记忆。这一次新光突破了自己，走到活动最前线，同时非常感谢
文特的邀请。希望透过这次的活动，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了解重阳
节，了解我们彼此的文化，让学社在线上依然可以大放异彩。新
光与文特共同完成了一场线上活动，并从中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回
忆与知识。

 最后，在2021年的10月18日晚
上，文特也为进行了约一年的社团联
动企划闭幕。除了新光之外，I Do音乐
社、爱艺鼓、心心相音、辅导义工团和
舞法舞天也都为本次的共庆重阳活动献
上祝福，为此次社团联动企划完美地画
上了句号。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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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追光，唱嚮未來：
專訪I DO音樂社

林佳仪、李洁苡

 IIDO音乐社创立于1998年，是从新纪元办校至今仍非常
活跃的社团，历届成员都积极参与校内外各类演出与大型活动
筹划，为爱好音乐的同学提供展现才艺的平台。

 IIDO目前共有52名社员，包括14位筹委以及38位普通社
员。《新光》本次很荣幸邀请到I DO社长——李婉莹同学与我
们分享该社的近况与展望。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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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可以与我们分享加入贵社的条件吗？

答：I DO音乐社社员一向来都比较多，尤
其是歌手，所以我们在歌手的面试上会比较
严谨。以往的音乐会，乐手经常需要身兼多
职，而且几乎场场都得上场表演，所以现阶
段我们对乐手的需求会比较大，而会乐器的
歌手也会被优先考虑。不少落选者对于I DO
音乐社的面试标准存在一些误解，但我想说
的是，我们之所以要控制社团成员的人数，
是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展现的机会。

问：线上模式为演绎团体
带来不少冲击，您认为贵
社在这段期间的突破是什
么？

答 ： 我 们 的 活 动 本 来 是
以乐团表演的形式进行，
加 上 我 们 追 求 现 场 演 唱
（live band）的效果，
所 以 最 起 码 的 搭 配 是 一
个歌手和一个乐手（钢琴
或吉他），但这套模式并
不适用于线上，因为效果
会大打折扣。无法进行现
场演唱对我们造成了蛮大
的冲击，疫情期间，我们
选择采用弹唱的方式，让
一些会乐器的歌手自弹自
唱，对于不太擅长乐器的
歌手，我们则会鼓励他们
开伴奏。社团里有擅长音
乐制作的社员，我们请他
们帮忙编曲，再把成品发
给歌手当伴奏，这些都是
我们目前的应对方法。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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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 贵 社 为 什 么 会 有 举 办 《 I I D O 谈 唱
Show》的想法？此次的线上活动与以往的
有何不同？

答：其实我们第一场线上活动不叫《IIDO
谈唱Show》，因为我们去年就已经举办了
《I DO音乐谈》。这些线上活动的初步想
法是源自于《起飞在云端》，因为当时我是
筹委之一，也是主席，疫情初期我们一直抱
着短期内有机会回校的心态，所以坚持筹备
原本就规划好的两场大型演出，但最后这些
活动都被迫取消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
想，无法回校也不能坐以待毙。不久后，我
们收到云端节目《起飞在云端》的邀请，请
我们I DO音乐社去做嘉宾。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逐渐了解到了举办线上节目的可行性，
于是效仿那样的模式举办了第一场线上活
动——《I DO音乐谈》。

《I DO音乐谈》的活动内容主要是找回I DO
音乐社的学长姐来相互交流，分享他们在社
团的经验等等。去年的这个活动取得了蛮
好的反应。由于今年的疫情依旧不稳定，我
们也还是不能回校，所以我们就打算延续线
上节目的模式。有了上回的活动经验，我们
稍微调整了这次线上活动的频率，去年的活
动是一个星期一次，今年则转为两个星期一
次，这就是现在《IDDO谈唱Show》的运
行模式。 

问：举办线上活动需投入大量人力，同时要
克服无法面对面的沟通障碍，疫情期间，贵
社是如何维持社员的活跃度的？

答：我们在去年举办线上活动的时候，其
实忽略了社员活跃度的问题，导致当时的
反应较为冷淡，这次我们策划《I DO谈唱
SHOW》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社员能

够进一步参与。社团内部的音乐交流会则是
另一个管道，让社员可以从中学习更多关于
音乐的知识，例如钢琴、吉他等乐器的教
学；和弦、曲风等的讲解及介绍，透过这些
活动让社员能够有所收获，更积极地参与社
团活动。

问：筹备节目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和
最有趣的地方是什么？

答：我认为交流、沟通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大
挑战。因疫情关系，只能进行线上会议，导
致我们的沟通出现问题，在交流的过程中频
频受挫。为此，我决定将职委团分成几个小
组去分别进行不同的活动，比起多人会议，
少数人的小组讨论会能够让较内向的社员有
更多表达的机会，筹委间也不会出现分工不
均的情况。我认为这是目前筹备线上活动最
适合的方式，社员能够分工合作并完成更多
的活动，是维持社团运作很重要的因素。

问：贵社有打算在近期举办其他类似的活动
吗？

答：《IDDO谈唱SHOW》结束后，我们内
部会开始策划一个大型的线上音乐会。原先
我们打算等疫情结束，返校后再开音乐会，
但由于大型活动都被禁止，目前也无法返
校，所以这次的音乐会估计会以预录的方式
进行，我们会自行编曲、弹唱、剪辑、拍摄
等，希望能够以一个崭新的模样向听众展现 
I DO音乐社近期的成果。

社團動態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80    

邝杰豪、伍芯慧

 相声是中国传统的曲艺艺术，
起源于清朝道光年间的北京，由满
族的曲艺八角鼓演化而成的表演艺
术形式。相声大致上可分为单口、
对口和群口相声。单口相声是由一
位相声演员在台上说相声，对口
相声是两位，而群口相声则是三至
五位。相声最重要的四门课，也是
最重要的四种表演技巧是说、学、
逗、唱，四种技巧中又可细分为许
多部分，让人慢慢地去摸索。

 虽然马来西亚的相声表演普
及度不如中国，但是热爱相声表演
的张子恩萌生了开办相声社的想

法。创社想法之所以产生，是因为
她在去年行动管制令刚开始时，透
过其他人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短视频
看到了德云社的相声表演。这些相
声演员表演间中会不时地哼唱一些
歌曲，使用一些乐器来丰富内容，
让子恩同学看了逐渐对相声产生兴
趣，并开始接触这门艺术。

 在开始接触相声后，子恩同学
与友人在面子书社群账号（New 
Era Confession）看见以德云社粉
丝名义投稿的贴文后，便在下方评
论区留言起哄，且匿名投稿了数篇
相关贴文。之后因为看到评论区有

人留言提出相声社能发展的活动，
几经思考之后，子恩同学开始捣鼓
有关创社的事情，并找了几位同学
一起筹划。

 刚开始找人一起创社时，因为
不太熟悉规则，需要不断去了解所
需注意的事项。社群账号虽然反应
很是热烈，但一说到要开办社团，
许多人都表示无意担任执委，寻找
执委成为创社的首要挑战。虽然创
社困难重重，但所幸同学们反响热
烈，创社初期成员已有十几人。

海外的曲藝傳承：
深藝相聲藝術團

深艺相声艺术团社员合影。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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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恩同学透露，由于现在相声社还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未安排社员系统化学习相声的活动。虽然如此，筹委
团为让团员们了解更多关于相声的知识，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其中，深艺相声社与加影育华中学、巴生兴华中学
校友所组成的相声社团“笑草鲜声”联合，每个月举办两次的相声交流会。他表示：“与其说是交流，不如说是
我们向他们讨教，因为我们现阶段还有很多不足，交流会让我们了解到马来西亚的相声与中国相声的区别，马来
西亚相声的特色是会用“rojak”的语言呈现，也会以本地时事课题为素材。”

与加影育华中学和巴生兴华中学校友所组成的相声社团“笑草鲜声”联合举办线上交流会。

 深艺相声社目前除了定期与“笑草鲜声”进行活动交流，也定期举
办执委心得分享会，让社员彼此交流，分享各自学到的相声技巧。
对于未来的展望，社长子恩同学表示，希望可以让社员系统化地学习相
声，并举办团建活动。最后，她以深艺相声社的口号——“用谦虚的心
把曲艺传承”作为此次采访的结语。

 从访谈之中，我们感受到子恩社长对相声的热忱，她热切期盼着可
以将相声社提升到另一个高度，让相声艺术在马来西亚得以流传。虽然
社团还处于起步阶段，但相信凭着他们的努力和决心，必能将相声艺术
发扬光大。我们也在此呼吁各位对相声感兴趣的读者关注深艺相声社的
脸书专页——“深艺相声艺术团”，和他们的成员们一起探讨相声这门
艺术的真谛！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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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社團資訊欄

社团         资讯栏位 讯息

新纪元学生会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1997年

1.代表会员与行政及学术人员发展学校，
   贯彻校园自主精神，维护母语高等教育。
2.推动学生自治自学。  
3.增进会员福利，维护会员权益。 
4.推动社会、文化、体育及学术方面之活动。 
5.提升会员的社会醒觉意识及公民意识。

学生政府；学生自治；维护学生权益

陈斌（017-473 9039）

Block C 2楼的学生会会所 

想认识更多人？想学校问题更快得到解决？想为
自己争取更多权益？想学习更多东西？欢迎您加
入学生会，跟我们一起维护新院生的权益！让学
生会迈向进步！期待您的加入！

脸书链接

时事课题讲座

新纪元学社大奖

辅导义工团

脸书链接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01年

1.推广校园同侪辅导，适时提供同侪辅导服务 
2.提高学生对辅导的认识及醒觉
3.提升学生的自我认识，并建立全人健康 

关怀；温暖；小天使 

刘艾欣 （012-204 8348） 

辅导中心 （Block C 二楼，辅咨系系办） 

辅导义工团致力于拉近校内学生的凝聚力，并常
在校内外进行关怀活动。疫情前，义工团在每个
新生入学学期都会抽出一天进行宿舍探访，此活
动旨在让对校园尚懵懂的新生能快速适应校园，
并希望能从中替新生解惑。疫情后，义工团也借
鉴"Clubhouse"的模式，举办了一个可以让校内
学生畅所欲言、大吐苦水的《新纪元聊天室》。 
此外，辅导义工团提供内部成员的辅导知识培
训，这些培训课程由义工团顾问老师进行课程培
训，希望学员能在这里学到基础辅导技巧，在必
要时刻让所学技巧应用在身边亲友或自己身上。 

考前送祝福-All Pass糖

打破尴尬-Free Hug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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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资讯栏位 讯息

慈青社

（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1992年

持佛陀慈、悲、喜、舍的精神，启发良知，发
挥良能。把善知识带入校园，成为校园里的一
股清流。 

行孝；发挥良能；时代青年 

陈婧（012-5482585） 
黄金源 （018-2200585） 
C block Café / 空空 

“慈青”是慈济大专青年联谊会的简称，由来
自各大专院校有志青年组合而成。欢迎大家来
认识不同大专的青年，一起来做好事，把爱传
出去。 

脸书链接

双溪毛糯麻疯病院送爱

新春联谊大合照

跆拳道社团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16年

传承跆拳道精神 
教练热心传承；练习轻松精彩；互相学习交流 
李智勲（016-702 5271） 

红砖区（图书馆旁边） 

不怕没底子，只怕没热忱。请把跆拳道社团和
精神传承下去。 

脸书链接
跆拳道练习照
（学招式, 学防卫术）

I	DO音乐社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1998年

培育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 透过音乐做有意
义的事情。

现场乐队；演绎团体；音乐团体 

李婉莹（011-28587616） 
I DO Room /B500 / UG Hall 

只要会唱歌、乐器或者任何关于灯光与音响，
不管是学术生还是技职生，都欢迎加入I DO音
乐社 。

脸书链接
《聚离·十字路口》音乐舞
台剧社员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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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资讯栏位 讯息

爱艺鼓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14年

1.发扬鼓艺 
2.传承二十四节令鼓文化 
3.培养团队默契与合作精神 

艺术表演团队；热爱鼓乐；热血坚持 

范明诗主席（010-666 7037） 
林千惠队长（016-769 3139） 

学校天台 

零基础零面试，只需你抱持一颗充满热忱的心，
学术技职在籍生无任欢迎加入爱艺鼓。 

脸书链接

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
作品邀请展演出 

茨厂街“马来西亚日·老街
走月”演出

舞法舞天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07年

1.传承舞蹈文化 
2.提供学生发挥潜能的空间 

各类舞种；舞蹈才艺；热爱舞蹈 

黄依雯（016-675 8608）
李洁苡（016-756 3447）

UG Hall （空空）/ B500礼堂外 

不管会不会舞蹈，只要感兴趣都欢迎你们加入。

脸书链接
交流会大合照 

校内外活动表演现场

心心相音合唱团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20年 

1.提供学生认识合唱团的机会，
   提供学生表现的平台。 
2.推广合唱团，让更多人认识。 

合唱经验；热爱唱歌；热爱社团 

陈宏恩（012-988 0919） 

暂无，目前以线上为主 

如果您是位非常热爱合唱并且想认识更多朋友的
话，一定要来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哦！ 

脸书链接
线上交流会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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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资讯栏位 讯息

脸书链接

深艺相声艺术团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20年 

了解并推广传统文化、传承相声艺术、守护中
华文化。

说唱曲艺；传承；中华文化艺术 

张子恩（018-291 2537） 
万艾珎（016-776 1578） 

学校课室、校外 

相声有新人、包袱段子不怕冷。 

脸书链接
与笑草鲜声活动交流照 

內部活动照

稷下学社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19年

志在传扬东西方两大古典文明办学的理念，藉
各大专院校与社团针对时事课题和学术的讨
论，训练思辨能力，提升本地阅读之风气。

时事讨论；学术交流；批判思考

谢癸铨（FB: https://www.facebook.com/ken.cheah.98）

课室

欢迎对国际时事、社会议题、校园课题感兴趣
的同学加入我们！

脸书链接

与人民之声和新院美术系系
会联合主办的“青年反酷
刑”漫画比赛讲座。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02年 

提升大专生思辩能力与辩论风气
 
语言艺术；课题关注；思想激荡 

许和友（018-260 0605） 

课室

看见辩论社招新，作为新鲜人的我必须 / 应该
马上加入？来来来，我们听你说。

第16届新传杯校内辩论赛

社團動態

新纪元辩论社

校内辩论赛活动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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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      资讯栏位 讯息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文化推广；母语推广；社会关怀

黄义和（018-317 2175）
黄智辉（018-291 3884）

无固定活动地点，视活动性质而定。

愿意学习者，热爱文化者，皆欢迎入社。

脸书链接

中华文化营，邀请全国各地的
中学生齐聚一堂，为本社年度
的国际性文化推广活动。

日本动漫与
文化研究社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18年

希望以动漫，漫画以及游戏的角度去了解日本
文化。

动漫迷；游戏达人；轻松的气氛

黄敬富 （013-572 7858）

无固定活动地点

欢迎各位动漫迷来参加日研社。脸书链接 校外参观BON ODORI 日本
盆舞节

迎新日活动

社團動態

文化特工队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2013年

1.发扬及推广中华文化。
2.捍卫母语教育。
3.协助青年建立中华文化价值观以立足未来。
4.源自社会，回馈社会。
5.提升学生的办事能力及生活技能。
6.让学生透过活动自我学习、成长、
   并认识自己。

汉文化推广活动，该活动结合
窗花团扇制作以及华族舞蹈教
学，让参与者认识剪纸文化以
及华族舞文化。 

基督飞扬团契

户外活动大合照脸书链接

创团年份

创团宗旨

关键词

现任主理人

线下活动地点

招新宣言

2012年

1.成为新纪元大学学院和新纪元技职与推广及
   教育学院有象征性的社团。
 （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世上的盐和光。） 
2.成为彼此相爱的一家人。 

跨宗派；一家人；新院师生 

叶恩亮 （018-764 8838） 

租借课室 

本社团虽然是基督教社团，但我们开发给任何
宗教的学生参与，而且无需给会员费，只要有
兴趣都欢迎你来一起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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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大爆料

的的泡麵人生泡麵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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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老师自小就非常热爱吃泡面，于小学期间更是快到了每天吃泡面的程度。但其中有一次
享用泡面之时，调料粉未完全匀开，以致老师吃下一撮的味精，那感觉令老师难以接受，自此
就有较长一段时间不再食用泡面了。他坦言，大学期间确实是他泡面生活的一大跨越。校
宿生活资源短缺，在没有煤气炉与电子炉的情况下，泡面成为了宿舍生的最佳选择。老师笑
谈，当时的泡面是直接用热水“泡”发的，所以在口感上不比“煮”出来的美味，但其中有
一位住宿生学长分享了他“泡”泡面的独家秘诀，即是在浸泡过程中，待泡面将近熟的程度
时，将热水倒掉，注入冷水。以此类推，冷热水泡发的次数越多，泡面的口感就会越Q弹，这秘
诀实在屡试不爽。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

文系助理教授、注册处副

主任、《新光杂志》主编

白伟权博士，主修地理学

专业的一位大学教授究竟

是如何与泡面收集的兴趣

擦出火花的呢？《狗仔大

爆料》第一期专访了泡面

达人——白老师，揭开他

与泡面的情意结。

 白老师在台湾深造期间，适逢国外某部落客自诩泡面
达人，排名世界最好吃的泡面，其中马来西亚品牌的槟城白
咖喱面荣获冠军。对此，老师认为自身于泡面界的阅历不亚
于他，便开始对泡面进行研究。台湾文化深受日本文化影
响，在泡面上与日本一样以系列推出，使得白老师也产生了
泡面收集欲，开始收集各种品牌和口味的泡面，成为名副其
实的“泡面达人”。至今，白老师已收集超过185款的各国
泡面。

 泡面达人从此开始涉略各地区的泡面文化，因为面食
是亚洲的主食之一，因此泡面通常兴盛于亚洲国度。老师举
例其中的研究发现，冬炎口味的泡面外包装通常都是以紫色
为形象，不分品牌，但冬炎的色泽不是红色，其中缘故正是
因为红色的形象已归于咖哩所有，而冬炎在东南亚归属于泰
国的形象，泰国示外的象征色彩正是紫色，例如泰航便以紫
色为代表色。由此说来，泡面当中更关乎色彩学，各地文化
的差异等等。

台湾生活，
成为泡面达人的一大契机 

各
国
泡
面
大
不
同
？

 泡面达人科普到，泡面
发明于日本，为二战后的产
物。战后资源严重匮乏，食物
短缺，日本人焦头烂额地钻研
一种成本低，可长时间存放的
食物，泡面由此诞生。老师以
其在泡面界的经验来谈，泡
面源自日本，再弘扬至亚洲各
国，在各国中又融合了在地文
化，使泡面文化多姿多彩，以
下就一一举例各国的泡面文化
差异吧！

狗仔大爆料

与泡面的
爱恨情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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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泡面的发展兴盛，
其中泡面鼻祖“日清元祖鸡
汁拉面”绝对是日本泡面的
镇 殿 之 宝 。 日 本 泡 面 种 类
多元，更经常推出具有在地
特色的泡面种类，例如北海
道泡面、札幌泡面、冲绳泡
面，九州泡面等，充分凸显
了日本丰富的地域文化。

日本

台湾
 台湾受日本影响
颇深，也称得上是泡
面圣地。在泡面界上
如品牌塑造，包装设
计等都与日本相似。
但台湾也成功将泡面
在 地 化 ， 如 推 出 了
花雕酒、当归鸭口味
等具有台湾风味的泡
面。

韩国
 韩 国 的 招 牌 泡 面 就 是
火鸡辣面。其实，最早进军
马来西亚的韩国泡面口味是
泡菜口味，后因网络发酵缘
故，火鸡辣面与泡菜泡面双
成 为 了 韩 国 泡 面 的 代 表 形
象。韩国泡面最大的特点便
是 面 条 较 粗 ， 口 感 更 有 嚼
劲，有着煮不烂的优势，口
味偏辣。近期的火鸡辣面在
包装设计上也能展现他国特
色，如印度风味泡面在包装
上就有一个顶着大胡子、包
头的印度男子画像，是外国
对北印度形象的典型认知。

泰国
 冬 炎 口 味 在 饮 食 文 化
中就是泰国的标配，妈妈牌
（MAMA）泡面便是泰国泡
面的经典品牌，它塑造了泰
国人对于泡面的认知。泰国
泡面的特色在于面条偏细，
容易吸附汤汁，容易煮熟，
与韩国泡面的特色形成两极
化的对比。泡面达人表示，
泰国泡面口味大同小异，在
蒙眼的状态下试吃，将无法
辨别泰国泡面的品牌差异。

印尼
 印尼的泡面几乎都是干
面，鲜少见汤类的泡面。印
尼与干面类泡面中有着一席
之地，泡出来的泡面几乎像
是炒出来的味道一样。与泰
国泡面有着相似的地方，就
是印尼的泡面品牌营多面牌
（Indomie）也像制定了印尼
泡面的标准。我们一般难以
辨别各别品牌的差异。

马来西亚
 鸡汤、咖哩与亚参叻沙
口味的泡面早已成为马来西
亚人民对泡面的印象。Maggi
牌泡面在马来西亚至今已有
50年的历史，“Maggi面”已
经成为国人对于泡面的代名
词。Maggi长期以来口味变化
不多，然而它近两年推出的
辛辣炒面系列，着实令人耳
目一新。

各
地
泡
面
大
不
同
？

狗仔大爆料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90    



     2021年12月號 91    

 泡面达人透露，在了解泡面的过程中，发现到
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泡面也会入乡随俗。以大
家熟知的日清（Nissin）“出前一丁”系列为例，当
它进入香港市场之后，也产生出了香港限定“XO酱
海鲜味”、“鸡蓉味”。到了新马市场后，除了文
字上出现简体之外，英文字也变大了。由于本地伊
斯兰社群众多，因此包装上也有显著的清真标签。

 再是老师于台湾深造期间，发现部分越南泡面
的包装上写着“Mi goreng”的马来文，若不知其
中缘故该会一头雾水了。其实这是因为越南品牌欲

泡面也会入乡随俗？

打入台湾市场，主要受众就是东南亚
移工及侨生，其中，又以印尼移工居
多，所以越南品牌的泡面若想在东南
亚超市有销量，就需迎合消费群，标
上“Mi goreng”，方便阅读理解。

入乡随俗的出前一丁

 倘若让泡面达人在Maggi与Mamee
两大品牌之间做选择，他将毫不犹豫地投
选Maggi，因为Maggi早已奠定我们对泡
面味道的刻板印象。老师也坦言自己较少
尝试明星代言的泡面，档口贩卖的面条类
型被泡面化，也无法激起老师购买的欲
望。也许大众对Milo泡面并不陌生，尽管
老师并不排斥类似的新产品，然而他表示
一般只以符合自己味蕾的泡面口味为首
选，并非单纯地为了收集各类款式而收
集。老师本身喜欢吃口感软的面条，后来
逐渐地喜欢吃软硬适中的面条，老师也从
中意识到火候掌控将对泡面的口感产生极
大的影响。

吃泡面，健康吗？
 此外，白老师也针对泡面健康与否的问题进
行分析，他指出目前并没有科学研究显示吃泡面不
健康，只是泡面调味料较咸，钠含量摄取较高。此
外，单吃泡面将导致营养不均衡，因此泡面爱好者
需额外补充营养。基于吃饱就睡难以消化的缘故，
半夜吃泡面也容易引起肥胖问题。吃泡面相对经济
实惠，尽管大量收集各品牌和不同口味的泡面，消
费也不高。

 泡面达人多年收集泡面的兴趣已潜移默
化地影响其生活作息。老师经常逛超市里的
泡面专区，并且对泡面产生敏锐的洞察力，
习惯性地观察其出产地、文化背景、出产系
列等，因而养成一种乐趣。老师表示文化即
是生活，习以为常的日常事物都值得我们一
一探索，别把任何东西都当成理所当然。我
们可思考泡面的由来，甚至是泡面集中在特
定几个地区的原因。

 事实上，生活细节都藏在大历史背景
之中，也唯有摸索未知能让生活充满趣味。
正如老师发掘跟泰式有关的泡面大多以紫色
亮相，其原因在于紫色是泰国的代表色。最
后，对于漫长的泡面征途，老师并没有过多
的宏愿，仅希望能踏实地购买和收集泡面。
倘若日后幸得机会，老师将筹划一场泡面分
享会，让同学们的大学回忆不仅局限于学术
研究。同时，老师也倡导同学们将自己的热
忱扩展开来，渲染更多人关注社会人文。

泡
面
达
人
的
择
面
标
准

狗仔大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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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調查

椰
浆
饭

黄敏敏（新纪元大学学院）：一盘椰浆饭，对我来说最讨喜的便是它偶尔会

凝固成一块块的饭，总觉得软软糯糯的特别好吃，还有浓郁的椰浆味。

最喜欢煎得蛋黄仅有六分熟的太阳蛋，配著软糯的饭一起简直好吃

到飞上天。觉得口腔需要被“刷新”的时候就可以咬一口脆脆的

青瓜片，微微的甜堪比初恋。当然，炸江鱼仔是必须留到最后慢

慢品尝的。

陈荟茗（新纪元大学学院）：每个种族的椰浆饭味道都不一

样（尤其是Sambal），各有特色，都很好吃！而且可以配

不同的配料（炸鸡、鱿鱼、Rendang鸡等等），每天吃都

不会腻。

陈卉芯（辅仁大学）：Sambal是椰浆饭灵魂，辣辣的口感

让人停不下来，大马人的最爱。

印度煎饼 等下午餐吃什麽？：
大學生心中的“在地美食排行榜”
	 “欸……等下午餐吃什么哦？”	 想必大家对这句话一定不陌生，它是不是你生活中经常

面对的大难题呢？本期的新光杂志特开新栏目，以马来西亚在地美食为专题，为读者们整理

出最受大学生们欢迎的TOP	5大马美食排行榜。希望透过各路人马的极力推荐，能够让你摇身

一变成为朋友圈中的美食雷达。此外，小编们也期盼借助这篇报道，一解国外游子们的思乡

之情。

	 	在为期一个月的网络问卷调查中，新光杂志也获得了各院校大学生们的热烈反馈。截

至2021年10月23日，新光共收集了107份问卷答复。答卷者主要来自马来西亚的各大院

校，其中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拉曼大学（University	Tunku	Abdul	Rahman）、英迪国际大学（INTI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等等。答卷者以女性居多，共占问卷的77%，男性答卷者则占了问卷23%。

		 	 经过小编们的精挑细选，共为答卷者提供了24个大马美食选项，另也开放让答卷者

推荐其他大马美食。从问卷答复中，小编们发现脱颖而出的食物多以辛辣为主，而椰浆

饭、印度煎饼及肉骨茶更是深得大学生们的喜爱，以相近的票数分别名列前三。由此可

见，大学生们的口味都偏向本土化，也展现了大马美食的多元性。小编们也收集了答卷

者们附上的美食照以及相关留言，力求为读者们展示马来西亚的美食风味。

孙承康（英迪大学）：

Roti Canai是马来西亚

特有的味道，别的国家

都是戴手套弄的（或者

加工），而本地是由印

度人无手套直接制作，

非常在地化，搭配Sam-

bal和咖喱，味道更上一

层楼。

杜沁凌（东吴大学）：面

粉经过黄油煎，再配上各

种印度的酱料，而且最主要

是用手吃！才能吃出Roti的

棒！

甘家欣（双威大学）：印度

煎饼绝对是马来西亚的国民

美食，酥脆可口而且价格廉

宜。不论是早餐或者宵夜，它

都是最好的选择。

①

②

▎ 摄影者：陈荟茗，森美兰人，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咨系

林佳仪、张温怡、洪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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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調查

肉骨茶

邱嘉渲（新纪元大学学院）：肉

骨茶可以配上米饭一起享用，两者加起来

就可以是简单又十分容易饱腹的一餐。

杨丽晴（新纪元大学学院）：很

喜欢喝肉骨茶的药材汤，真的很

香。而且在下雨天吃肉骨茶就更

加爽了。冷冷的天气，热热的

汤，简直人生一大享受。而且肉

骨茶一定要配上油条，绝配！！

姚昌乐（居銮中华中学）：一定要

将老抽和蒜泥混合作为沾料，肉骨茶配上粉肠

猪肝肯定一流！

张婉田（马来亚大学）：我本身非常喜欢咖喱面的汤，

再加上里面有很多种食材，非常喜欢，推荐给无

辣不欢的人喔！

陈芯儿（新纪元大学学院）：超级喜欢咖喱

的味道，面条也有满满的咖喱辣香味，还有

一些咖喱必备佐料，全部都是我的最爱。

林永慧（DIKA学院）：我喜欢喝热腾腾的

咖喱汤和吃面条，两者搭配在一起简直太

好吃了！

咖
喱
面

Maggi Goreng

李洁苡（新纪元大学学院）：只有Mamak档阿Nek才炒到出

的味道！出到外国会想念的味道~

郑敏儿（精英大学）：MCO期间让我越发想念Mamak档的

Mi Goreng，在家永远炒不出的味道，酸辣香！

潘若萱（居銮中华中学）：抵挡不住的味道，加一个Ayam 

Goreng更搭！

③

④

⑤

▎ 摄影者：林暻婷，雪兰莪人，新纪元大学学院，媒体研究系

▎ 摄影者：张婉田，雪兰莪人，马来亚大学，环境建筑系

▎ 摄影者： 魏茹双，雪兰莪人，马来西亚理科大学，生物科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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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
尖
上
的
百
寶
箱

遺
珠
美
食
九
宮
格

只有区区的五大美食排行榜，想

必还满足不了看官们海量般的食

欲吧。别着急，你们的“呐喊”

都被小编听到了。此次我们也特

设「遗珠美食九宫格」一栏，将

填卷者们强烈推荐的心头好，以

及私房料理，归纳其中与各位分

享。赶快搭上新光列车，与我们

开启美食之旅吧。

▎摄影者：郑迪维，吉隆坡人，世纪大学，生物医学系

鸡饭是现成的，在下单至到

手所需的时间不会很久，

再来它的口感虽然各个地

方都不同，但只要淋上

辣椒酱，那味道几乎

都一样美味了！

ps：最重要的是鸡

饭有家的味道～

留言：

▎摄影者： 许恺恩，吉隆坡人，拉曼大学学院，多媒体设计系

Nasi Kerabu，

它类似像椰浆

饭，但是它的

饭是蓝色的。

那是天然的兰

花颜色，像芬

芳的兰花饭搭

配独特的酸辣

酱汁... 真的很

开胃！

留言：

清汤板面是小时候与家人

去茶餐室必吃的早餐。板

面的嚼劲与江鱼仔熬成的

汤面是绝搭。同时配上苏

仔叶、江鱼仔、腐竹、鱼

丸，再点一小碟辣椒，寻

回熟悉又怀念的味道。

留言：

▎摄影者：赖姵璇，雪兰莪人，
  新纪元大学学院，商学系

新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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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

我很喜欢吃健康的

食物。恰好擂茶不仅

吃起来健康，而且有

许多不同的食材，

非常丰富。吃进口

时，里面的菜和其

他 配 料 掺 杂 起 来

时，舌尖顿时能感

觉到一股清流来袭。

▎摄影者：陈沄柔，雪兰莪人，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

留言：

亚三叻沙，QQ的

面 条 ， 酸 酸 辣 辣

的 汤 底 让 人 吃 了

特 别 开 胃 。 有 时

候,老板还会加些

酸 甘 还 有 虾 膏 ，

这个料理绝配！

▎ 摄影者： 李慧茹，雪兰莪人，
   苏丹阿都阿兹中学，应用科学系

留言：

▎摄影者： 张茵茵，雪兰莪人，苏丹阿都阿兹中学，应用科学系

卤肉配上八角香以及

浓郁的酱汁，让人感到欲罢不

能。我非常喜欢经过长时间

烹煮出的肥肉，咬下去

非常口感十足且充满

嚼劲。新年期间吃这

道菜加上圆圆的卤蛋，

这就是所谓“团圆的味

道”！

留言：

怡保的盐焗鸡超好

吃的！正宗的甘榜

鸡，不仅可以尝到

鸡肉的鲜嫩，还有

放在嘴巴要起来十

分有弹性。要是当

成配菜，简直一级

棒！

▎摄影者：梁慧君，雪兰莪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留言：

麻辣板面，麻辣汤配

上 板 面 或 伊 面 是 最

棒的午餐，一定要加

蛋，七分熟那种，爆

裂的蛋黄汁，同一勺

面一起入口，不仅解

辣，还味道极佳，嘴

里酥麻酥麻的，同道

菜可以吃一个星期。

▎摄影者：黄祖儿，吉隆坡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留
言：

▎摄影者： 范明诗，彭亨人，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

这道菜属于文冬酿豆腐的风格，和外面用鱼肉/纯

肉的不一样，这里面有猪肉碎、韭菜和鱼肉，加

上调味料揉打至有弹性后才算完成，所以它馅

料本身直接拿去煎炸其实就已经很香、很

好吃了。而图中的鸡蛋和红辣椒都是

稍微煎过再拿去蒸的，就会有点脆

脆焦焦的口感，加上蒜米油和生

抽根本爆炸美味！然后羊角豆和

苦瓜也是放在鸡汤里面煮的，口

感就是一咬下去软软，但是肉又

很弹性这样，超级享受的！

新光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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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皆是比比皆是
第一期：咖啡 VS 奶茶

比比皆是系列开章啦，第一期我们battle的对象是：
“咖啡 VS 奶茶”

 咖啡的香，奶茶的甜，总会是我们生活中的小慰藉。如
今都市生活中，来上一杯咖啡或奶茶，早已再寻常不
过。但是，到底为什么人们如此钟意咖啡奶茶呢？咖
啡和奶茶，哪个又是慰藉饮料中的大哥大？就让我们
来比一比，答案立马就揭晓！

注：本篇内容取自于比比皆是问卷中的回馈，其中
仅举例部分读者的回答，并非全部。

比比皆是，比一比，两者皆是理！

奶茶派奶茶派【52%】
 如果让我们在1-5之间选喝奶茶的频率值，那就是3啦！

适度地享受奶茶才是快乐的真谛！当然偶尔会是在2或4之间
游走，毕竟喝奶茶是看心情的。虽然我们喝奶茶的时间段一般都

不定时，但是我们中有将近一半的人都会在下午喝奶茶。当然，我
们喝奶茶就是为了满足口欲，但通常都是在逛街消遣的时候会选择喝

一杯奶茶啦！

比比皆是

黄义和、马嘉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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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比皆是，比一比，两者皆是理！

比比皆是

咖啡 这么苦，
    哪里受得了？？

我人生都这么苦了你还要我吃苦？！丑拒。
跟生活一样苦，停留在口中的味道太重。
咖啡很苦，喝甜甜才能感到開心。
咖啡会让人心跳加速感觉紧张。之前有次喝了之后发
现自己会这样，就不太常喝咖啡。
咖啡喝了容易睡不着，而奶茶不会，而且有珍珠等物
可以咀嚼。

A：
B：
C：
D：
E：

奶
茶
派
的
关
键
词
：
开朗、年轻、潮流
开朗、年轻、潮流

奶
茶
派

可爱，单纯，因为奶茶是甜甜的。

开朗悠闲，甜食总给人带来快乐的 
印象，而奶茶更是消遣必备，年轻人
的主流。

喜欢喝奶茶的人感觉甜甜的，性格也
很好相处的样子。

咖
啡
派

开朗阳光。甜甜的味道就像快乐无忧
的日子，像孩子时代天真无忧的小幸
福。

潮流。因为前几年奶茶风席卷马来西
亚，到处可见奶茶店，路上的人几乎
每手一杯，久而久之让人有“喝奶茶
是一种潮流”的感觉。

开朗、快乐、平易近人。通常会在聚
会或放松时喝奶茶，嗯，通常这时候
的朋友都比较轻松快乐，甜甜的感
觉。

提及对奶茶派的印象，几乎所有读者都一致认为，奶茶派的人带给人开朗、年轻、潮流的形象，与咖啡派提及对奶茶派的印象，几乎所有读者都一致认为，奶茶派的人带给人开朗、年轻、潮流的形象，与咖啡派

截然不同。许是奶茶自身带给人甜甜美好的形象，包装了奶茶派的人。其中，因马来西亚奶茶品牌的风潮截然不同。许是奶茶自身带给人甜甜美好的形象，包装了奶茶派的人。其中，因马来西亚奶茶品牌的风潮

兴起，奶茶价格进入高价位，所以有不少的读者认为，喝奶茶的人较为有钱奢侈，也带上了潮流的标签。兴起，奶茶价格进入高价位，所以有不少的读者认为，喝奶茶的人较为有钱奢侈，也带上了潮流的标签。

 大多热爱奶茶的读者表示，咖啡的苦涩味就是他
们难以接受咖啡的关键。其中更有读者风趣地形容“人
生都这么苦了还要我吃苦？”以此可见，比起咖啡的苦
味，奶茶派的读者更喜欢奶茶的甜味。其中有几位读者
表示不喝咖啡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喝咖啡会头痛或心跳加
速。另外，奶茶派中亦有者表示奶茶的珍珠等佐料丰富
了喝奶茶的口感，这也是咖啡没有的优势。

     2021年12月號 97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98    

咖啡派咖啡派【48%】
 无需多言，我们喝咖啡的频率几
乎为5，已经是每日必不可少的习惯之
一了。喝咖啡的效益很多，所以每日
喝一杯也无伤大雅。

 我 们 将 近 一 半 的 人 于 早 上 喝 咖
啡，每天早上来一杯咖啡，一整天便
会精神清爽。我们喝咖啡主要也是为
了满足口欲，而且在熬夜期间还能有
效提神。

因为奶茶很甜，熬夜做功课的时候不适合提神。
奶茶跟咖啡比较，奶茶比较伤身体。
主要还是认为咖啡豆的味道比较香，比较满足。
奶茶也喜欢啊，很难选啊，咖啡带苦的醇香比奶茶的甜层次丰富一点点。
我觉外面卖的奶茶就感觉是一堆香精、奶精和糖精，喝了容易发胖，而且很贵。

A：
B：
C：
D：
E：

 问及为什么不选择奶茶，热爱咖啡的读者几乎一面倒地表示奶茶过于甜腻，喝多了有害健康。因
咖啡派常在工作时饮用饮品，所以认为奶茶的甜腻会无法让人集中精神，办事失了效率。有趣的是，
咖啡派的读者回答都非常简洁有力，“奶茶很甜”四字足以表达他们不选择奶茶的缘由。

奶茶很甜，容 易 胖。

奶
茶
派

严肃认真，咖啡给人一种作为职场
人物标配的刻板印象。

成熟稳重。因为咖啡很苦，但他们
很爱喝，可能这是成功人士的魅力
吧。

成熟稳重和眼光看得比较长远的
人，因为刚好身边爱喝咖啡的人都
是高阶人士。

咖
啡
派

要么kopitiam的uncle，要么事业有成的企业
家XD。

懂生活，有气质。因为咖啡给我一种生活的
高级气质感。

就会让人感觉说他是很忙的人，睡眠不足需
要提神。因为除了咖啡本身提神，咖啡的香
气也很提神，我深有体会。

关于咖啡派的印象，于奶茶派中大多数都提及到“成熟、稳关于咖啡派的印象，于奶茶派中大多数都提及到“成熟、稳

重”，看来咖啡派于奶茶派眼中的印象一目了然。而咖啡派重”，看来咖啡派于奶茶派眼中的印象一目了然。而咖啡派

中虽也有提及其二关键词，但更多的是提到“工作”等关乎事中虽也有提及其二关键词，但更多的是提到“工作”等关乎事

业的词汇，而此关键词在奶茶派中亦可见。另，咖啡派也多者业的词汇，而此关键词在奶茶派中亦可见。另，咖啡派也多者

自嘲提到“忙碌、提神”，与工作方面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自嘲提到“忙碌、提神”，与工作方面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

成熟、稳重、上班族
成熟、稳重、上班族

咖
啡
派
的
关
键
词
：

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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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皓敏、钟晓莹

 七月中旬，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某位
同学不慎落入一宗以Shopee之名进行刷
单工作的网络陷阱，一小时内亏损两千
令吉。骗子利用Shopee刷单的名义在
Instagram平台发布推文广告，表示有兴
趣者可通过Whatsapp进一步联络了解详
情。受害同学看见刷单工作无须缴交任
何费用，看似并非诈骗集团骗取入会费
的惯用手法，便透过Whatsapp联系该负
责人。经过一番交谈后，受害同学在提
交姓名、银行号码以及手机号码后，便
被该负责人拉入一个50人的群组。他在
群里接收到流程指示图，指导如何使用
Shopee的个人账户完成下单任务，从中
得知下单成功后将返还商品本金及价值
商品10%的佣金。

 随后，一位自称客服的人士以另一
个Whatsapp账号向受害同学发布任务与
购物链接，让他点击链接并依据流程进
行下单。首单任务的金额为三十令吉，

新光縱覽

受害同学在Instagram平台看见推文后，透过Whatsapp初步咨询详情。

以Shopee之名的網路陷阱
受害同学点击链接将商品添入购物车后，再点击Shop-
ee购物车的页面，截图传送给客服，待客服确认无误
后，即传发银行号码，让受害同学将三十令吉转入此
银行户口。受害同学依话行事，大约十分钟，他便收
到任务成功的信息，且银行户口确实收到商品本金及
10%佣金。直至第二单价值五十令吉的商品任务也顺
利完成，受害同学更加坚信Shopee刷单工作的真实
度。

 然而，受害同学在进行第三单商品价值八十八令
吉的任务时，并没有留意到任务的详情条规，依照前
两次的操作步骤完成任务，并将八十八令吉汇入规定
银行户口后，把截图以及银行汇款单子发送给客服人
员。但是，客服却告知他任务不达标，因为任务要求
购买三样八十八令吉的商品，而不只是一件价值八十
八令吉商品。闻言，受害同学不疑有他，继续将商品
添入购物车，随即汇款近四百令吉进该银行户口。然
而，客服却告诉他下单时效已过，因此任务失败。

 受害同学吓得心惊胆战，急迫询问客服如何索回
他所汇入的金额。客服回复表示仅需完成惩罚任务便
可得回投入银行的金额。受害同学逐渐质疑，但为了
拿回相关金额，他决定放手一搏。果不其然，当他完
成一千多令吉的惩罚任务后，并没有顺利索回之前的
金额。受害同学再次询问客服原因，客服却告知他惩
罚任务有三单，需要将惩罚任务完成后才能索回全部
金额。

 尽管受害同学损失约两千令吉，也没有勇气向父
母坦诚，情急之下咨询友人。友人知晓全副过程后，
便劝说他停止汇款，以免持续深陷骗局。受害同学希
冀借此经验，提醒同学们切勿轻易相信透过任何购物
平台刷单，需要先付钱才能收到佣金的工作，基本上
皆是网络陷阱，无一例外。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100    

國
籍
下
的
多
元
文
化

專
訪
馬
泰
混
血

兒

Eng 
Sorn 
Ram 邝杰豪、伍芯慧、林佳仪

Eng	 Sorn	 Ram（后简称

Sorn）是泰国名字，Eng为

名字	 Sorn	 Ram为姓氏。父

亲是马来西亚潮州人，因

为到泰国出差而结识了母

亲，各种因缘际会之下，

拥有马泰血统的他在泰国

南部的洛坤府（Nakhon	 Si	

Thammarat）诞生了，父亲

为其取名为黄送南。由于

父亲的工作因素，Sorn在

4岁时便举家搬回马，并

于12岁正式成为马来西亚

公民，开启本地求学的过

程。掌握多种语言能力的

他，现为新纪元大学学院

平面设计专业在籍生，活

跃于艺术创作领域与系会

活动筹划。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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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言
与
身
份
认
同
感

 “因为我说话有口音，导致同侪常常误以
为我是刚来的外国人，但其实我住在马来西亚
已经很久了。”对于语言这回事，Sorn反复强
调自己基本上是利用“Rojak”模式与他人沟
通。在家时，他与父母的对话主要以华语及泰
语为媒介，但偶尔还是会掺杂各种语言。他透
露，有父母与朋友的指导，自己的泰语及华语
能力已日益精进，展望在未来能有所提升。对
于英文口语和书写能力，他表示自己的学习管
道有些特殊，因为是通过与网友交谈、玩游戏
逐步锻炼的。碍于公民权问题，Sorn在求学过
程中经历了不少转折。他先后就读过华校、国
际学校以及国中。然而，正因为三个截然不同
的语言环境，Sorn的多语优势也在幼时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当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的时候，其实我
很难回答。我不敢说自己是华人，因为我的华
语不太流利，同理，我的泰语也说得七零八
落，所以我一直都是以马来西亚人这个身份自
居。” 当谈及身份认同时，Sorn带着自我调侃
的语气回答道。他也提到，在众多语言中，中
文是最难掌握的，因为泰文与英文某种程度上
是很相近的，但中文的汉语拼音却常常让他摸
不着头脑。不过由于身边多数是华裔，加上长
期生活在马来西亚，自己对于中华文化与华语
仍怀有极大的热忱。

 从访谈之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对他
而言，语言就是身份的象征，他迫切想要学习
中文，或许就是想借此告诉身边人，自己不仅
是马泰混血儿，更是马来西亚华人的一份子。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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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n当初之所以选择到新纪元升学，原因
与大部分在籍生无太大差异，即是被丰富的奖
学金吸引。此外，他毕业于隔壁的Jalan Bukit
国中（SMK Jalan Bukit），住处也十分近，因
此他与新纪元可说是早有渊源。他坦言，新纪
元的人文环境是关键因素，相较于其他大学英
文为主的授课模式，新纪元的中文教学能提供
他更好的学习环境，给予他精进华语水平，不
断自我挑战与突破的机会。

 谈到如今的线上学习模式，Sorn表示，无
法面对面交流对他造成不少的困扰，冷清的云
端课堂，让他逐渐无心向学，加上无法与同学
面对面讨论，一度使他兴致缺缺，甚至忽略课
业。直到讲师主动联系他并了解状况，这个现
象才得以改善。在此之后，Sorn开始会在平日
主动与老师沟通，通过频密的语音联系来平衡
线上学习的失落感，重拾学习动力。

 作为平面设计专业的在籍生，Sorn表示自己
通常会透过听音乐，或者参照其他艺术大师的作
品，观察他们所利用的素材来获取创作灵感。热
衷于参与系会活动的他，曾任“Dreamcatcher” Sorn将现代元素注入本土咖啡店设计出属于自己的作品

与
新
纪
元
的 
不
解
之
缘

艺
语
惊
人

新光故事

毕业展主席一职。对于“毕业之作”，Sorn也力求突破框
架，尝试将本土咖啡店与现代摩登文化融合，并借由作品
展现出茶室的多元性。谈及未来的动向与期许，热爱美术
的他则冀望能涉足设计行业，成为一名自由工作者，从过
程中获取更多经验，并透过自身的努力学习，逐步建立名
声，完成设立的目标，迈向属于他的康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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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補習老師/

網絡創業者/

音樂製作人/

YouTuber：

多重身份的斜杠青年

徐煌升
张温怡、何秀葶

 一词出自英文单词“Slash”。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麦瑞克·

阿尔伯将社会中不满足“专一职业”

的生活方式，而展开多重职业、多元

生活的年轻人称为“斜杠青年”，符

号斜杠（/  /  /）用来划分多重身份。

大学校园内卧虎藏龙，这一次，新光

杂志专题组采访了来自辅导与咨商心

理学系二年级的斜杠青年——徐煌升

同学，他自高中就开始了自己的斜杠

身份。

斜  杠   

新光故事

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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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创业的有趣之处

 煌升同学除了念书，也期望能在空闲时间
增加自己的收入。他坦言，经济收入不仅是作
为实现梦想的基础，亦能分担家庭的压力，于
是他在17岁就开始了自己的网络创业之路。
煌升同学在网络生意中销售的产品有保健、护
肤、日常生活用品、美食等等，可谓包罗万
象。在网络生意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人的沟
通，煌升同学表示自己并没有为了销售产品而
特意向他人传销。相反的，他学会经营自己的
面子书与Instagram，把在日常生活中所学习到
的知识或感想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通过分享来
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子。他说道，身边朋友在看
到自己的帖子后偶尔会回复，若是这些来询问
的朋友有兴趣，他才将相关产品推荐给他们。
这么一来，别人便不会感到困扰或者想要闪
躲。煌升同学表示自己喜欢分享，在分享的过
程中，或许自己的故事可以给人带来启发，助
人为快乐之本，能帮助别人总归是快乐的。

煌升同学与创业伙伴

从“师”经历

 继网络创业后，煌升同
学于独中毕业后通过朋友的介
绍开始了补习老师的身份，他
的对象是一群小学生及初中二
的同学。煌升同学表示，当补
习老师对自己而言是一个新的
挑战，但自己向往辅导咨商的
工作，并且也喜欢小朋友，学
习接触小朋友且与他们沟通可
说是让自己多一个优势。煌升
同学也与我们分享从线下转到
线上教学遇到的一些趣事，如
小朋友们在面对网络不稳定
的情况时，只能隔空无止境
地喊：“老师！老师！” 而
煌升同学听着屏幕里传来的回
音，啼笑皆非，只能赶紧打给
学生的父母让他们从旁协助。

煌升老师与补习班学生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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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好嘻哈文化的煌升同学在中学时期
与同住的朋友闲聊时决定要一起做音乐，
于是他们在19岁时就开始筹划设立自己的
YouTube频道，并成功于去年十一月创立名
为“MUJAG”的频道，频道取名是从“随
机”中获得灵感，同时也是韩文中“随机”
（무작위의）的取样。煌升同学表示，马来
西亚的嘻哈文化不发达，若想让MUJAG团
队制作的音乐让大众听到，需要先制作一些
大众感兴趣的内容以累积粉丝，再穿插他们
的音乐。

从玩音乐到推广

嘻哈
文化

MUJAG团队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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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问及YouTube视频制作时是否有难忘
的事，煌升同学提及，他和团员在高速公路上为
《Heartbreak》MV进行夜间拍摄时，正巧遇到
警察巡逻。庆幸的是警察只是向前询问几句，劝
他们早点回家，注意自己的安全，让他感到非常
暖心。他也感恩拍摄过程中遇到缺乏一些器材和
幕后人员时，有身为导演、摄影以及彩妆师的朋
友热心帮助，让这部MV顺利完成。煌升同学提
到，拍摄期非常辛苦煎熬，也消耗了大量时间。
制作影片时还曾八个人挤在一间小房间里睡，但
他与团队们都乐在其中。

《Heartbreak》MV之

幕后
花絮

与歌曲创作的

奇
缘

 在音乐制作人这一块，煌升同学说到，当时
加入制作公司的契机是源自于他一位擅长唱歌的
朋友。他在制作公司面试时，唱了煌升同学写给
他的歌曲，就被制作公司邀请去当自由词曲创作
人了。煌升同学也表示，在马来西亚做音乐非常
不容易，常常出现好歌收录了却不出版的情况。
公司买下了他的许多自创词曲，但一首作品是否
能够上市，必须经过多方审核，如：歌手、老
板、制作人、编曲者，所以尽管他的作品很多，
但目前还没有正式流通于市面。他表示，在十七
岁就加入这一行，让他获益良多，公司里也有前
辈给予很多词曲创作上的建议，让他在创作音乐
的道路得到不一样的收获。

MUJAG YouTube频道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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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杠表针

 至于煌升同学是如何在多重身份的情况下，也可
以兼顾学业的呢？煌升同学认为，这是关于时间管理以
及自律的问题。他会把每天的时间及行程安排好，并
且严格执行。另外，他上网课期间，会在每一堂课打
开摄像头，让老师可以看到他上课的模样，以保持高度
专注。斜杠青年不好当，在高强度的生活中，他一天的
睡眠时间只有四到五个小时。我们问及他是否会有负面
情绪时，煌升同学答道：“有时候也会疲惫或者心情低
落，但基本上我不会有时间花在抱怨上，因为这样表示
自己还不够忙碌。”煌升同学为自己制定了一个梦想
板，在上面写上定下的目标，其中就包括YouTube频道
目标粉丝订阅数、成绩保持CGPA 3.7以上、带妈妈去
日本等等。每当他感到疲惫时，他就看看梦想板，这样
便能迅速调整好，继续往前冲了。

斜杠的价值与个人心态

 对于未来的展望，煌升同学希望他能够把现在所
做的每一个事物都做到最好。若有机会还希望能再增加
自己斜杠的数量，最重要的是享受工作中“一边做，一
边学”的过程。就像当初选择当YouTuber一样，在过
程中他学到了如何剪辑影片，并且不断去摸索新事物。
在采访的最后，煌升同学表示，斜杠青年带给他的价值
更多在于未来，踏进现实社会之中，手里掌握好一技之
长，就不怕被社会所淘汰。其次，他认为人不应该原地
踏步，应该寻找更多机会让自己的价值不断提升，这样
才能够让人们看到自己，并且获得肯定。“社会极为现
实，当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渴望的是获得他人的
鼓励和支持，但大多数人都只会在你成功后前来恭喜。
只有自己的能力提升了之后，才能够让他人信服。”

 当下的年轻人们在开始尝试
某 件 事 之 前 ， 总 会 有 许 多
顾 虑 ， 迟 迟 不 敢 行 动 。 煌
升 同 学 对 现 在 想 发 展 斜 杠
身份却犹豫不决的年轻人们
说：“不要害怕还未发生的
事，事情发生了自然会有方
法解决。勇敢踏出第一步，
如果不做，将永远得不到收
获。”

新光故事

     2021年12月號 107    



新光雜誌  ·  第十四期108    

《初/識》線上常識比賽：
籌備過程二三事

 新光杂志作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官方校媒，秉
持着“哪里有活动，哪里有新光”的精神，积极更新
校内一切大小事，努力展现本校师生的绚丽人生。新
冠肺炎疫情之下，本校师生开始适应了居家学习与工
作模式。新光身为校媒，有义务突破现状，积极创造
让学生重新与学校互动的机会。于是，本社于去年杪
举办了第一届新光光大赏之《梗王梗后，舍我其谁？
》的迷因征稿活动。因政府所颁布的防疫政策，许多
人于去年开始困于家中。为了更有趣地记录下这“牢
笼”般的生活，第二届新光光大赏之《新光疫疫，浮
光掠影》于今年年初由此诞生。有一有二亦有三，本
社于2021年10月16日下午2时正，于ZOOM线上平台
举办了第三届新光光大赏《初/识》线上常识比赛。

 《初/识》寓意着新光初次以线上的方式与大家
相识，同时也涵有“初次见识的知识”之义。本着“
初”这个主题，活动名称也是抛开了前两届新光光大
赏的八字取名法，以《初/识》二字代表本社不被任何
事情所局限，勇于寻求突破。本届的新光光大赏，阔
别以往征稿的方式，改为线上常识比赛。本社借此活
动与新光杂志的读者们见面互动，并希望让参赛者在
本次比赛中感受到知识无限，学海无涯，以提升校园
内的学习风气。本次比赛的题目不仅涵盖社会时事与
各种基本常识，亦有新纪元大学学院的校史及校园常
识，让参赛者多加了解我们的校园。

 本次比赛圆满落幕，但每一项活动的顺利举办都
少不了一群默默在背后努力付出的人。故此，新光记
者特找来了新光光大赏背后的大功臣——新光活动企
划组进行采访，以了解此次活动背后的辛酸。

你的6分钟，我的6个月

 新光光大赏《初/识》线上常识比赛在十月举行，
但新光企划组早在活动前六个月便开始进行筹备工
作。本次比赛的参赛者于六分钟内答题，答对题数越
高者为优胜方。由于无法预估参赛者的具体实力，所
以筹委尽可能挖掘更多有趣且有深度的题目，以扩充
比赛题库。谈及至此，作为筹委之一的何秀葶欲对本
次活动的竞赛组组员——杨立杰、彭安琪与李洁苡给
予高度的赞扬。因为竞赛组在活动的筹备中，需对庞
大的题库进行审题、寻找题解、准备比赛时所用的幻
灯片等等，这一切操作起来都非常繁琐，且是需要很
长时间和极大耐心去完成的。

 秀葶也表示，新光有不同的小组，大家都各司
其职，但企划组与其他小组相比，是较为忙碌的。每
一期的新光杂志一出版，企划组便如火如荼地为下一
届新光光大赏展开策划。除了筹办新光光大赏系列活
动，企划组亦可能在未来与校内其他社团联办活动。
由于这些活动需要更多的人力，所以秀葶也呼吁有兴
趣加入新光这个大家庭的同学，或是其他小组的新光
记者可以一同加入企划组，以壮大阵容。

活动筹备中的不愉快？

 伍芯慧虽为新光杂志的新晋记者，却被选为本
次活动的副主席。她表示，她本人属于文静内向的女
生，她曾因自己的内向与被动的性格怀疑自己没有能
力胜任这个职位，反倒觉得其他记者较为主动、擅于
活跃气氛，方是一个活动负责人该有的样子。然而，

汤美珍

第三屆新光光大賞

新光光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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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慧明白，新光选择让她在本次活动身兼重任是给予她学
习的机会，发掘、激发她的潜能。在活动策划中，她因不
自信而面临种种压力，好在她愿意突破自己，最终成功完
成活动。

 本次的活动筹划并非完美的，而是历经各种摩擦，一
点一点“摩”出来的。芯慧表示，本次活动最大的问题在
于团队没有凝聚力。因筹委之间不熟络，会有所顾忌而不
敢表达自己的意见。工作进度上的拖延也是本次活动的主
要问题所在。芯慧表示，因为本届新光光突破以往征稿的
形式，采取线上常识题比赛，所以筹备工作量较多。虽然
在筹备的过程中面对许多问题，所幸企划组全员都给予协
助与配合。尤其是活动筹委专属的ZOOM头像、背景等，
皆由企划组的廖思芩熬过几个通宵，花了不少心思亲手设
计的。这些努力只为了在短短的六分钟比赛里，以有新意
且有趣的方式呈现给参赛者。

展望新光

 本次的线上常识比赛成果实属出乎预料。在疫情之
下，社团风气低迷，愿意参与校内活动的同学少之又少。
筹委会原本预计将有约四组同学参赛，然而经过一番宣传
后，报名人数便早在截至日期之前达标。这次活动的成
功，给予了新光记者团队莫大的信心。芯慧希望下一届新
光光大赏能够联合校内的其他社团，促进社团之间友好的
交流与学习风气。此外，她也希望新光身为校媒，可以引
导校园学社风气，带领校内社团在疫情之下仍积极进行线
上活动，维持社团运作。

比赛排名 获奖者 6分钟内正确答题数

冠军 叶莹浵 22 题

亚军 刘祖贤 17 题

陈星宇

萧茗玉

叶奂扬 13 题

曾馨仪

叶耀龙

林千惠

马俊泓

15 题

12 题

11 题

季军

安慰奖

《初/识》比赛得奖名单

得奖
名单

新光光大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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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信
錄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黄裕合五金有限公司 2,000.00 

文良港卫星市盂兰盛会、庄浚权 1,000.00 

杨金庆 300.00 

拿督斯里陈文彬 200.00 

郭修民、陈振春 1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林顺忠 261,790.88

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 65,300.00 

古惜珠 5,000.00 

马六甲亚洲花园德教会振忠阁、陈俊玉&
刘美娜伉俪、陈金明、李国辉、张敏娜

1,000.00 

沈墨钿、黎秀兰、永兴电器公司、
陈永忠、锺前胜、丹绒马林客属公会

500.00

张国强、刘家华校长、马来西亚厦门大学
校友会、彭亨黎氏联宗会

1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陈链升、钱锦发 30,000.00

林培添 、杨国兴 3,000.00

潘国钞 2,000.00

彭顺发 、马六甲亚洲花园德教会振忠阁、
李国辉 、已故林月华、已故戴鲍土 、
已故叶送 

1,000.00

永兴电器公司、黎日明 、王书俊慈善基金 500.00

彭亨陈氏联宗会 300.00

霹雳要明会馆 200.00

LEONG MAY FONG、LOW KAI XIN、
CAROLYN LOO YIN YIE、谭欣琳、
柯玉媚 、文冬广西会馆

100.00

徵
信
錄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真佛宗直凉传印堂 1,000.00 

安顺福顺宫 1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莫顺生校长 100.00

奖助学金

清寒工读基金

校务发展基金 

学生活动基金

研究与出版基金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张守江律师 1,000.00 

邱毓心 360.00 

宜力佛教会 300.00 

文化推广基金

徵信錄

新光雜誌  ·  第十三期110    

2021年6月

2021年12月



     2021年12月號 111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拿汀赖秀琼      20,000.00 

拿督林国璋局绅、黄亚珠、三清慈爱福利会、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0,000.00 

陈民强、李清文、陈万良        5,000.00 

杨阁芳、甲洞增光区积善堂福利会         3,000.00 

怡保华强园香功班、热心人士、拿督叶强生（少校）、吧生滨海咖啡酒餐商公会、
已故张生和、吉隆坡雪兰莪彭亨树胶公会、瓜拉冷岳客家公会、方思涌、谢和成、李国辉

        2,000.00 

林荣忠         1,200.00 

卢锦康、凯旋发展有限公司、罗海源、雪隆德士雇主司机公会（联谊社）、柔佛州老友联谊
会、雪兰莪加影镇方寺、吴安顺、林为鹤、马来西亚彩虹联谊会、苏淑仪、劳勿佛教会、
陈淑绢、曾伟芳、蔡伟正、霹雳神料商业公会、威北修德善堂平安村分堂、陈文业、黄金珠
校长、霹雳海南会馆、雪兰莪暨联邦直辖区中山同乡会、霹雳韩江公会、
淡属黄氏太极学会、梁珕清、柔佛州南安会馆、锺昌远

        1,000.00 

蔡志方          960.00 

尹长成、梁淇耀 600.00

沈墨钿、叶金福、杨玉艳、唐木、范健明、林雅美、中马贸易有限公司、雪隆茶阳（大埔）
回春馆慈善教育基金委员会、永兴电器公司、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孙德来、郑金泍、
热心人士、林诗典、威省峇冬丁宜村德教会振圣阁

500.00

邱天奎 360.00

郭臻鸿、林义和、黄仲春、霹雳慈悲社（德教会）、庄明丽、欧钦均、太平福州会馆、
陈家忠、雪隆精武体育会、金碧霞博士、彭亨劳勿福建会馆、永兴农业有限公司

300.00

邱毓心 240.00

吴万雄、宁宜船头华人居民协会、颜泱仁校长、古来福建公会青年团、杜火炎（杜兴）、
李宽荣校长、柔佛亚依淡佛学会、野新中华义山管理委员会、野新客家公会、
森美兰广西会馆、鍾天保、何木生、苏淑婷、冷甲华侨校友会、昇光电器有限公司、
刘江、林春敏、谢瑞金、林顺福、刘焕璋 、陈加兴 、何秀兰 、陈孟利 PMP，AMP、
热心人士、安顺广东会馆、连得牙科、罗昭泉 、已故蔡阮音

200.00

马六甲李氏宗祠、洪亚国 、拿督陈良成 150.00

循人高中第三届（1966）毕业班同学、马淑兰 120.00

山打根客家公会、新山海南会馆、黄田宝 、刘浩然 、已故许秀水（许秀水实业有限公司）、
陈玉强 、叶征树 、戴上良 、詹仕华 、马来西亚留台成功大学校友会、陈朝民 、陈若芳、
准拿督苏秀龙、朱亚友 、槟城颍川校友会、霹雳安溪会馆、热心人士、霹雳广西会馆、
卢玉丝 、郭南昌医师、霹雳和丰福建会馆、亚庇海南会馆、益华五金铁器有限公司、
槟城龙岩会馆、霹雳福州十邑会馆

100.00

马六甲中药公会、WONG RUI FANG 50.00

总额 149,950.00

（2021年6月-2021年12月）

捐款予新纪元
GIVE TO NEW ERA

NEW ERA EDU SDN BHD
706-109344-8

OCBC BANK
public@newera.edu.my

建设与发展基金

徵信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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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晦日
後 的

大食會

在日本，每年的最后

一天被称作大晦日，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除

夕夜，当地人会在这

天享用荞麦面或御节

料理过节。

——郑捷励（美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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