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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terangan: 
Catan akrilik di atas kanvas berinspirasi dari seni batik. 
Warna panas berseri menjadi pilihan kerana ianya 
sinonim dengan keberanian dan kemakmuran, sesuatu 
yang diperlukan untuk mengharungi kehidupan yang 
serba mencabar ini.

Seri
Raha Jaafar｜ Pensyarah Kanan, Jabatan Seni Lukis & Seni Re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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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亚十一国华人，国籍各有不同，却有着
近似的华文学校、华文教育故事。我们都是下南洋
那一代人的后裔，走过了坎坷岁月，散落在东南亚
大地与群岛之间。但我们无论落籍何地何国，大部
分华人始终不渝的是坚持传承母语母文。
 
　　这一切当然并不容易。特别是1960、70年
代，形势非常严峻，很多华校最终被迫关闭。他
们说，华文教育在东南亚，数十年来仅剩马来西
亚仍然屹立不倒。
 
　　我们庆幸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得以幸免于难，
多年来众人为此而作的奋斗，可歌可泣。其他东
南亚国家的华文教育则没有如此幸运。诚然，如

今东南亚各国政府对于华文之传承与学习，禁锢
不再。可惜的是，经过一两代人的断层，华文教
育欲振乏力，至于恢复旧观，谈何容易。

 

　　他们非常需要援助，培养更多新一代华文教

育人才，再造华文教育的山河。十一二年前，作

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高校的新纪元，我们开始走

访东南亚各国华文教育机构，以及各地华文学

校。本是同根生，对于他们的处境和需求，我们

感同身受。我常跟校内师生们说，新纪元应当善

用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基础，在东南亚华文教育重

建大业上，贡献力量。这是民族语言文化的招魂

大事，我们召唤中华魂。

就在那印度尼西亞

校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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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余年间，相对来说，我们尤其在印度尼西亚
留下更多足迹。印尼国情与马来西亚接近，从雅
加达、泗水、万隆、日惹、梭罗、三宝垄、北加
浪岸、棉兰，再到坤甸和山口洋，我们沿途上结
识了钟学盛、叶联强、刘一江、何思宁等不少积
极恢复印尼华文教育的同道们，在他们引领下，
我们看到印尼华文教育的艰辛与希望。
 
　　从2012年起，我们定期派送汉语国际教育和
幼教专业的学生到印尼实习。与此同时，印尼华
文教育团体也频密组团来访新纪元。
 
　　2014年，新纪元与印尼赤道扶贫基金会达
致协议，我们接受山口洋保送生到新纪元来学
习汉语国际教育专业，以达到协助印尼培养本
土华文师资目的。如今已有毕业生回到印尼教
授华文，有者甚至在华校掌校。这些年轻华文
教育人才为数仍未算多，但假以时日，涓滴细

流，必定汇聚成川。未来，我们计划将更多马
来西亚华文教学资源引入山口洋，加速印尼本
土华文人才的成长。
 
　　疫情期间，许多计划受阻，拖缓我们前进步
伐，但我们在无远弗届的线上与印尼华文教育机
构，以及志同道合者连线，商议未来更大可能。
我们展望疫情后的展翅高飞。始终不会忘记的
是，那一片广袤土地上华文教育的人和事，那些
山川和城镇，那些挫败和奋起。这一切的一切，
就在那印度尼西亚。

校長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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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美珍、廖思芩

校內 夜 間 助 理夜 間 助 理        住宿生夜晚的大家長

譚子輝譚子輝 都在做什麽？

 谭子辉是本校特聘的兼职夜间
助理，目前在新纪元任职已有三年
之久。自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系毕业
后，谭子辉与大部分毕业生一样开
启了寻找工作之旅。当时，他恰巧
看到了本校庶务处的招聘广告，就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前来面试，他很
幸运地被录取了。忆起当初面试时
的情景，他说道：“当时的心情是
蛮紧张的，面试现场只有我一
个人，并没有其他面试者。
因此，我不知道是否有其
他人与我竞争。”

 相信大家都对夜间助
理这份工作一知半解。其
实夜间助理主要负责处理
在办公时间之后，校内的
一切突发状况，例如：停
电、停水等问题。除了处
理校内设施的突发状况，
若有住宿生遇到无法自行
处理的情况，夜间助理也
需要提供援助。每层宿舍
楼的布告栏都张贴了生活
导师及夜间助理的联系方
式，以方便住宿生求助。

 据谭子辉透露，夜间助理
只是兼职工作，其实他在办公时
间与其他庶务处职员一样，处理
各自的工作。他负责检查校内的
硬体设备，例如课室和礼堂的桌
椅状况等等。过了办公时间，才
需要时时准备接听学生的求助来
电，提供援助。在疫情学校被封
锁期间，夜间助理也需要协助派
送食物给住宿生。 

夜间助理的工作时间一般在
办公时间以外，那谭子辉在办公
时间又负责什么工作呢？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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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子辉在查看电箱后，协助恢复校内电流供应。 接送身体不适的同学前往诊所或医院就医。

强大心脏   应对突发状况

　　谭子辉表示，自己曾在中学母校任职类似岗
位，对相关工作内容有一定的认识与经验。由于
工作职责是要处理突发状况，所以在刚入职时，
他就做好了每天都会接到住宿生来电求助的心理
准备。根据他入职以来的实际情况，这些突发状
况不是天天发生的，而是好几个月才发生一次。

　　在成为夜间助理的这段时间里，令他最印象
最深刻的事情是在一次外出表演结束时，接到了
一位住宿生的求助电话。经了解，该住宿生食物
中毒，原以为能够自行处理，但其情况一直没有
好转，方求助于夜间助理。当时的谭子辉正在芙
蓉演出，他接到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回学校协助
该住宿生。

　　除此之外，谭子辉还曾在外用餐时接到学生
的求助电话。当时校内正在举办新生迎新营，有
一位女同学因为低血糖而晕倒，并且受伤了，还
流血不止。迎新营的筹委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
蚁，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妥善处理，突然有筹委提
议向谭子辉求助。虽然谭子辉当时正在用餐，但
得知有同学受伤后，一刻也不敢怠慢，即刻返校
查看该同学的情况，然后载送同学到邻近的加影
医院就诊。

 关于两年前的宿舍楼深夜火警事件，谭子辉
也对此做出了回应。事发时约莫清晨五点，宿舍
楼的火警突然响起，并引起了住宿生的担忧。当
住宿生试图联系夜间助理询问具体情况时，但布
告栏上的联络号码均无法拨通。

 对此，谭子辉表示：“其实触发火警时，我
们及有关单位（消防局）是会接到紧急通知的。
尤其是心系住宿生的校长，更会在第一时间接获
通知。毕竟专业的事还需要交给专业人士处理，
因此身为夜间助理的我们主要是积极与有关单位
联系，以了解如何处理这件事。此外，夜间助理
也需要向其上级主管实时汇报校内情况，再由他
们来跟进相关事宜。谭子辉也透露，该次的火警
是源于老旧的电路所误触的火警，并非真的发生
火灾，因此宿舍生大可放心。 

夜间助理   好当但也不好当

 诸如此类的突发事件，正是夜间助理的难
处。他们需要长时间待命，以便可以随时帮助住
宿生以及处理校园内的突发情况。大部分同学都
无法区分生活导师与夜间助理的区别。其实生活
导师是全天候都要处理学生的事物以及分配夜间
助理的工作；夜间助理只需要在办公时间以外协
助生活导师处理学生的突发状况即可。

 此外，谭子辉表示，大学生与中学生不一
样。中学宿舍的舍监就像是一位大家长或监护人，
住宿生的生活起居皆是需要他全权负责，因此与住
宿生的关系也会比较亲密。但大学生活就不一样
了，大学生有一定的自理能力。因此夜间助理要做
的也只是在住宿生不能自行应付的情况时提供援
助，在其余时间不会有过多的联系，关系也就比较
疏远。虽然如此，谭子辉依然无时无刻心系新纪
元，并做好随时为学生、学校服务的准备。

新光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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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芯慧

 马来西亚的华文教育一路走来并不容易，如今能有如此完
善的华文教育体系，很大程度归功于一群为华教牺牲奉献的斗
士们。这些华教斗士留下的遗产不仅包括一套完整的华文教育
体系，还有为华教抗争奋斗的精神，令人感佩。

 故此，本校在华教节（同时也是族魂林连玉先生冥诞）当
日，即12月18日（星期六）上午10时正，作为主办方于黄迓
茱活动中心举办了“2021年度华教先贤纪念日”。此活动由
董教总教育中心以及马来西亚维护华教联合会联办，旨在缅怀
与学习华教先贤的奋斗精神，并鼓励华教工作者坚持为华教事
业奉献力量，延续先贤在维护华文教育上不屈不饶的精神。

眾華教人士齊聚新紀元大學學院

參與2021年度

華教先賢紀念日
 这场活动虽于线下进行，但自疫情起，活动也
同时以网路直播的方式进行。纪念仪式首先以本
校中文系学生演绎本地诗人游川的《改写叶亚
来街》及方路的《陈氏书院》诗歌朗诵为

//

开场，接着由大会主席叶新田博士、筹
委会主席莫顺宗校长致词。两位嘉宾献
词完毕后，由王瑞国博士宣读祭文，并
于现场播放华教相关影片。大会以献花
仪式和拍摄大合照为活动画下句点。

 身兼此活动筹委会主席重任的
莫顺宗校长表示，在马来西亚，
华教让我们保有了华人文化
和身份。我们在这片土地至
少也有三百年的历史，我们
从 前 辈 身 上 继 承 了 文 化 的
使命，并传承到了后代的身
上，若要向后代传承这种精
神、向华教先贤表达敬意，举办

新光雜誌  ·  第十五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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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筹委会主席莫顺宗校长向华教先贤献花。

先贤追思活动是再好不过的方式。莫順宗校长也向在
座及线上每一位曾为华教奋斗，或者正在奋斗的华教
人士表达诚挚的谢意。活动现场也不乏许多年轻的教
职员及同学的参与，可见大家也怀抱感恩之心，想为
先贤们献上一份心意。
     
     叶新田博士表示，希望藉此活动让后辈更加了解这
些先贤的事迹，以继续发扬华文教育，但可惜的是，

献花者合影 ，前排左起为苏子源、王瑞国、叶新田、莫顺宗、李清文，后排左起为彭明祥、林义明、林裕、黄柏森、陈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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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马来西亚也有不少人认为我们应该要放弃
自己的文化、母语才能更好的融入这个国家当
中。对此主席指出，从两个意义来说，我们作
为炎黄子孙，必须坚持母语教育，对过去的历
史有所了解。从第二个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
拥有维护及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力。

叶新田博士：“每个人都拥有维护及捍卫学习母语的权力。”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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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社會企業家基金“思源獎助學金計畫”

捐助25萬令吉予新紀元

莫顺宗校长（左二）与社企基金署理会长拿督曾华健
（右二）共同签署合作备忘录。仪式由国际教育学院
院长郑诗傧副教授（左）以及社企基金会长拿督斯里
李家发（右）见证。

 受到疫情的影响，许多家庭的经济陷入困境。为
了协助想要升学的孩子完成大学教育，马来西亚社会企
业家基金推行“思源奖助学金计划”。在这项计划下，
共有6个单位受惠，分别来自拉曼大学、拉曼大学学
院、新纪元大学学院、南方大学学院、韩江传媒大学学
院以及大同韩新学院。 

 社企基金2021年12月10日于巴生皇龙海鲜大酒家
举办“思源奖助学金计划”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各单
位代表受邀出席并共享午宴。本校出席签约仪式的代表
为校长莫顺宗博士、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博士、市
场与行销部主任朱文彬以及注册处副主任白伟权博士。

新光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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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思 源 奖 助 学 金 ” 是
社企基金目前唯一一个横跨
三大关注领域的重大项目。
而这个奖助学金计划，每年
至少拨250万令吉帮助六所
民办非营利大学学院的清寒
学生完成专业文凭至学士课
程教育。该奖助学金的受惠
学生在毕业之后，需要参与
由该基金所发起的“青年志
工培养计划”，到任何指定
的公益慈善组织按时数当志
工，参与公益实践，为社区
各个慈善机构服务。

 马来西亚社会企业家基
金希望受惠学子在未来踏入
社会之后，事事以人为本、
处处体恤他人，实现在“思
源奖助学金”与“青年志工
培养计划”中学会的责任感
与自我价值。受惠的学子若
获资助 1年, 将须为慈善机构
服务500小时。申请者必须

是未获得其他财务援助的马
来西亚公民，且学术成绩与
行为品德优良，富有爱心，
积极参与校内外课外活动。

 莫顺宗校长在签约仪式
上表示，感谢社会企业家基
金的关注，并给予本校学生
在就学经费上的协助。这项
奖助学金计划的名称为“思
源”，正好新纪元校园内也
有一栋名为“饮水思源”的
大楼。“思源”意味着不忘
本，说明了新纪元和社企基
金会有着同样的理念，不惜
付出，坚持办好教育，积极
培育社会人才。

 再次感谢马来西亚社会
企业家基金推出这项奖助学
金计划，帮助疫情下想要升
学的孩子圆梦，也希望受惠
学生能够饮水思源，取之社
会，用之社会。

莫顺宗校长：“‘思源’意味着不忘本，说明
了新纪元和社企基金会有着同样的理念”。

前排左起：莫顺宗校长、拿督陈洺臣、李仕伟教授、拿督曾华健、拿督斯里李家发、丹斯里陈志勇、尤芳达教授、拿督陈忠登医
生；后排：左起庄詒晶博士、郑诗傧博士、吴计生先生、石家裕副教授、钟志强教授，陈云枫先生、陈素嘉女士、林勇添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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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技職與推廣教育學院
十週年：我們的心路歷程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New Era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EIVCE)  

——技职人才培育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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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是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技术发展局
（JPK）注册的技职培训学院，也是马来西亚
人力资源部属下机构的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
（PSMB）与人力资源发展基金（HRDF）授
权的专业企业及推广教育培训中心，同时也是
马来西亚社会保险机构（PERKESO）授权的
特许培训中心，2021年，又获得两项办学资
格的突破，成功纳入在世界首屈一指的国际
权威教育认证团体AACSB International（国
际商管学院促进协会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的认可名
单内成为“全马第一家技职学院”，同时也
是“全马唯一一所技职学院”获得此项殊荣
成为该会的商学教育联盟伙伴。本院今年也
获得国际资讯科技权威单位—英国皇家特许信
息科技协会（The Chartered Institute for IT, 
British Computer Society）的认证，成为特
许培训中心。另一项突破则是成功获得批文
成为马来西亚国家科技专员委员会（Malaysia 
Board of Technologies）的特许培训中心
（Approved Training Provider，ATP），开办
科技技术领域的CPD技能提升专业课程给科技
专业人士。 

 新纪元技职教育体制成立于2012年，并于2016年获马来西亚人力资源部技术发展局（JPK）
核准注册，正式名为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 New Era of Vocational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NEIVCE，下简称本院）。迄今投入技职教育办学已达十年，恰如初生之犊，不畏艰难，在技职
教育的领域中茁壮成长。为配合迈向工业4.0的发展，本院从原有的两个科系（技职教育系与进阶技
能教育系），于2020年初改组并成立了“创新科技发展系”“创意媒体与美妆系”“精明产业与餐
旅系”及“企业发展与专业培训系”四大科系。课程多样化，涵盖超过40项技职专业，推广教育专
业及企业转型培训专业，规模扩大后，让学子有更多的考量与选择。

新光縱覽



	

     2022年6月號 10         2022年6月號 10    

 本院具有Skills Malaysia及World Skills认证
资格，同时也是许多海内外政府和专业教育团
体的授权技职培训中心，其中获英国教育部资
历及考试评审局（Ofqual）的素质监管与承认
的认证教育团体包括——英国国立西苏格兰学
院（West College Scotland，UK）、英国高等
教育培训认证团体QUALIFI认证培训中心、英
国高等教育认证资格OTHM Qualifications特许
培训中心以及英国领导管理学会（Institute of 
Leadership & Management，UK），这意味着
本院的技职课程获得英国政府的承认。此外，本
院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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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的教育伙
伴培训中心，提供各类电脑资讯科技专业认证课
程如信息网络科技、云端科技、物联网、信息网
络安全科技等的高科技认证课程，可以让本院技
职同学考取多项国际科技认证，在此基础上本院
得以重新设置技职课程的课程内容。

 除此以外，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的
毕业生是全马唯一可以到超过80所来自海内外
的姐妹校大学继续深造，升学报读学士学位课
程的学生群体。2021年，本院获英国国家计算教
育中心（NCC Education）、英国国立中央兰开
夏大学（University of Central Lancashire UK）、
英国国立白金汉郡新大学（Buckinghamshire 
New University UK）及英国国立博尔顿大学
（University of Bolton UK）的学术鉴定特许伙
伴培训中心资格，并获得特许准证开办“电脑
与商业信息科技荣誉理学士”和“商业管理荣
誉文学士”学位课程，供本院学生完成（最后1
年）受国际承认的英国国立大学荣誉学士学位。
同时，本院也获得英国高等教育认证资格OTHM 
Qualifications、英国伦敦研究生院（London 
Graduate School UK）及英国国立奇切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Chichester UK） 的学术鉴定特
许伙伴培训中心资格，并获得特许准证开办多达
11项硕士课程如“商业行政管理硕士”“教育行
政管理硕士”“人力资源管理硕士”“物流与供
应链管理硕士”“项目管理硕士”“会计与金融
硕士”“旅游与酒店管理硕士”“策略营销学硕
士”等课程，为本院毕业生及在籍工作人士提供
更多元的升学机会，以提高学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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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打造“华社技职高等学府”教育与技术形象，本院也致力于
加强海内外社团及企业的联系，进一步推动产学合作、技术转移以加
强课程纲要。此举为学生提供了更完善的高端技术培训及国内外实习
与就业机会。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已与中国著名人工智能及机
械人UBTECH公司（特许培训中心）、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马来
西亚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巴生中华总商会、马来西亚机器厂商总
会、马六甲机器厂商工会、雪隆姑苏慎忠行餐饮业公会、Form Era
创世纪技术学院、威望教育集团、Centuria Academy、环球旅
游学院、FGA CYC Film Academy、PTM 技术学院、Just Want 
Coffee、MuLab等机构携手开办技职课程。2021年，本院成为国
际权威德国高科技公司SIEMENS认可的学院合作伙伴（Accredited 
Academy Co-operation Partner），成为该公司的鉴定特许培训中
心，该公司也配合本院课程设置，向本院免费提供相关软件，相关科
系的毕业生也可考取该公司的认证资格。

 多元化的产学合作网络，为本院成为马来西亚技职教育体系的先
驱充满信心，借此栽培未来的技术专才，为马来西亚的发展与建设出
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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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 课 程 特 色
    1. 职前训练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四大系课程超过30项技职专业，提供符合国际趋势的多元化课程，为中小
企业栽培优秀的技术人才，以迎合未来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

1.1. 创新科技发展系

1.2. 精明产业与餐旅系
课程类分为物流管理、
数码营销、休闲旅游、
室内水产/海产养殖、精
明农业科技、调酒与烘焙
艺术、航空客舱服务及酒
店营运技能、汽车维护技
术等专业。配合教学，本
系也拥有多间实务课室，同
学们在模拟教室与专业场景
中（飞机舱课室、咖啡与调

酒室、烘焙室、海产养殖场
等）实际演练，倍收专业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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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涉及软件工程与互联网基础建设两大类，细分为人工智能、电子游戏虚拟科技、大数据科学、电子商务、
网络科技、骇客科技等。配合教学，引进先进设备。目前，创新科技发展系拥有一间人工智能、物联网研究
室，这间先进的实训室具备了多种高科技的设备包括工业机械人、服务型机械人、AI Drone设备、RFID、各类

物联网设备、逾百种Smart Sensors配备、各类Raspberry Pi配
备、Arduino配备、数据科学科技、VR/AR虚拟设备，以及结合

CNC、Milling及3D技术的打印机等。

1.3. 创意媒体与美妆系
纳入多媒体设计与专业美颜课程，细分为摄影与影视制作技
术、产品设计、商业设计、创意发型、创意彩妆及美容疗法
等。技职教育要在实战中进行实习磨炼、产学合作，在技术传
授过程中学习技术创意思维，在自我磨砺过程中塑造人品。透
过本院的课程设计，技职毕业生也可以拥有多项由专业机构所颁
发的技职认证，增加未来的市场竞争与就业优势。

1.4. 企业发展与专业培训系

企业发展与专业培训系特有的华教传承精神，配合先进实务的管理思维，为华裔中小
企业开启在职进修教育和第二专长教育的升学管道。此外，企业发展与专业培训系也
提供一个互动的桥梁作为一个大马华裔中小企业联系与沟通的平台，并通过参与各种
研习会、座谈会和企业访问活动促进对各行业发展状况的最新了解。为进一步开创特
色，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也成功进行了水产养殖和农科专业的开发，以迎合未来
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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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后认证——DKM & SKM via PPT

随着政府的政策逐步趋向技职专业认证化，未来国内各行各业的从业人员除了掌握专业技术外，也
须持有一纸认证，方能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占一席之位。2020年3月，本院新设企业发展与专业培训
系，主抓SKM/DKM via PPT计划，协助拥有多年实务经验而没有文凭的工作人士，凭工作经验考取
SKM/DKM（依据3年工作Portfolio考取SKM认证和DKM文凭）。2020年已开拓幼教、产后护理师等领
域，2021年则开拓机械、汽车维修、电单车维修等领域。配合先进实务的管理思维，新纪元技职与推
广教育学院致力于为华裔中小企业开启在职进修教育和第二专长教育的升学管道。

3. “80-16-2-99”概念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开办技职课程的初衷是
为年轻子弟寻求学习的机会，教育路上一个不能
少。本院课程因材施教，顾及学子们的学习条件与
吸收能力，力求以合适的教学法传递知识与技能。
此 “80-16-2-99”的概念即为：课程设计为80%
实践，20%理论；入学资格为16岁或以上即可报
读；教学媒介语2种-中文为主，英文为辅；毕业后
提供99%就业机会。

百分九九的就业率少了1%，并非未全力照顾，而是
另一现象令人鼓舞——学子在接触合适的课程设计
与引导之后，调动起学习热诚与自信，有提升自己
更上一层楼的意愿，本院因此与国外超过80所大专
院校合作，提供升学管道，如台湾中华大学、中国
科技大学，中国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中国广东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中国常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国福州阳光学院、英国国立中央兰开夏大学、英
国国立白金汉郡新大学、英国国立博尔顿大学、英
国国立奇切斯特大学、英国雅顿大学等等。

4.学徒制助学金计划——
   SLDN技职系统化学徒制

本院将启动SLDN计划。这项学徒制助学金办
法肯定能协助更多有心学习却无经济能力的入
学者。技职学院培养人才除技艺为考量，服务
精神与职业伦理亦为重点，以三年的学程，学
习与实务体验相辅相成，本院期盼能栽培更多
未来的职场菁英。

新纪元技职与推广教育学院芳华正茂，充满活
力与冲劲，引领年轻的学子迈向成功，展望未
来；秉持着“多元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
会、回馈社会”以及“教育路上，一个都不能
少！”的办学理念，将职业教育体系中职前与
职后教育有机结合起来，竭诚地为莘莘学子提
供优质的华文高等技职教育学习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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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Ng Loke Koon of Singapore 
donates his book collection to the Tan Lark Sye Library
 On 5 January 2022, 19 cartons 
of English-language books arrived 
at the Tan Lark Sye Library of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round 
800 books came a long way from 
Singapore and were originally 
owned by Mr. Ng Loke Koon. Out 
of the kindness of his heart, Mr. Ng 
has donated his valuable collection 
to the Tan Lark Sye Library and 
this has certainly enhanced and 
broadened our library’s collection.

 Mr. Ng was invited by 
Deputy Vice-Chancellor Professor 
Lee Kam Hing to run a series of 
English-language classes at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in 2018. Mr. 
Ng had conducted similar classes to 
research students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While at New Era, Mr. 
Ng visited our library and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facilities and the 
collection of books.  He decided 
that he would want to pass his 
valuable books to the library.

 Mr. Ng, born 1946, is a man 
who has spent most of his working 
life as a teacher, editor, and public 

relations personnel. He is an avid 
reader and practiced writer due 
to the nature of his work and his 
temperament. He started his career 
as a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 
before joining McGraw-Hill 
Far Eastern Publisher as a sub-
editor where he helped in editing 
dictionaries, encyclopedias and 
other reference materials. He was 
sent to Nairobi, Kenya in 1970 as a 
representative of his company. 

 He then gained editorial 
experience in various newspaper 
organizations before moving on to 
the field of public relations. He set 
up his own consulting firm Caliber 
Communications Pte Ltd in 1987 
and managed it till his retirement. 
Although he specialized in public 
relations and editorial work, he 
has not neglected his calling as 
a teacher. He conducted English 
writ ing and communicat ion 
workshops in Laos and Myanmar 
and was a freelance editorial 
consultant as well as English 
teacher in the prisons of Singapore 
for 16 years from 2004.

 The collection Mr. Ng has gifted 
the library covers mainly history 
and biography as well as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rrent affairs. 
There are also books on English 
language and usage as well as some 
novels too. The books include those 
written by well-known scholars such 
as Wang Gungwu.

 All the books arrived in good 
condition, because they had been 
well cared for when they were in 
his possession. It was for the love 
of books and education that Mr. 
Ng bestowed his life collection to 
the library. He hopes that his books 
will help our students and readers 
broaden their knowledge and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around them. 

 Mr. Ng’s contribution to 
the library’s collection is much 
appreciated. We have no doubt 
that our students and readers will 
benefit greatly from all the books 
he has read and loved.  

Deputy Vice-Chancellor Prof. Lee Kam Hing, and assistant librarian Ms. Chia Shir Lee with the books donated by 
Mr. Ng Loke K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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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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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许在逆境中经历风雨后，蓦然回首，便会发现，让我
们砥砺前行的，是希望。80余年前，一位男孩诞生于柔佛
居銮，他见证了英属时期的战乱，更以童工身份干过各种粗
活；成年后的他带着满腔的热诚踏上从政的道路，却因为担
任“争取人权纪念日”大示威的总秘书而遭到警方逮捕。但
当时有谁能想到，这位经历过8年铁窗生活的男子，将来是一
所闻名于华人市场的上司公司创办人，更是一位对我国教育
有着莫大贡献的慈善家。是他将自己经历的风霜，转变为日
后自己奉献社会的动力，为每一位有需要的学子递上希望的
火炬，他即是海鸥集团的先启者，亦是备受华人社会敬重的
慈善巨人——陈凯希先生。

//

2018年陈凯希先生出席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校庆典礼，莫顺宗校长陪同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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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2月22日，陈凯希先生与世长辞。陈
凯希先生在世时慷慨解囊，多次出资支持本校，
使众多学子受惠。仅以本篇报导，献给我们敬爱
的陈凯希先生。

 “我信守社会主义，过去如此，现在如此，
未来也如此。”这是陈凯希先生在获释后第一次
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如今看来，或许唯有
这句话，最适合囊括陈凯希先生的一生。1973
年，退出政治舞台之后的陈凯希先生不曾遗忘他
对社会主义的坚定承诺，他先是将这份信念投注
在自己的事业上，接着再转移到积极发展慈善行
业，并创下了亮眼的佳绩。2017年，他登上了
福布斯年度亚洲慈善英雄榜（Heroes of Philan-
thropy），是马来西亚仅有的两名上榜者之一，
而新纪元便是众多陈凯希先生受惠单位之一。

 陈凯希先生与新纪元的缘分始于2008年。
从2008年到2017年，新纪元先后获得来自陈凯
希先生共计1万令吉的捐款，但这仅仅是这段缘
分的起点。直到2019年，陈凯希先生决定再捐
出10万令吉予新纪元，设立以他及已故夫人陈秀
英命名的奖学金，以奖励本校从事与马来西亚华
人及多元文化课题相关研究的研究生。彼时的新
纪元，才刚刚设立研究院，当时也仅开办了两个
科系的硕博课程，分别是中华研究和东盟研究。 
当得知陈凯希先生二话不说为本校研究生设立奖

学金之时，莫顺宗校长感激道，新纪元研究生院
刚开办不久，陈凯希先生所提供的奖学金无疑是
第一桶“温暖”，更希望这份温暖能够持续推动
本校研究院的学术发展。

 陈凯希先生成立海鸥至今，无论在教育、
艺术、文化、还是医疗等领域，陈凯希先生的资
助与贡献总是榜上有名，他又先后成立了乌斯曼
阿旺基金和陈嘉庚基金，连林连玉基金也承蒙陈
凯希先生资助，为的就是延续这种大公无私地以
及发扬博爱的精神，无愧于他从始至终一只坚守
的社会主义。陈凯希先生一向被大众认为是“华
社之典范，华教之巨人”。但在2019年12月19
日，即陈凯希与陈秀英奖学金发布会当日，记者
问陈凯希先生对于外界对他的赞赏有何看法，一
向谦卑的陈凯希先生却说道：“人家大有大做，
我就小有小做，如果每做一次善事都能发挥抛砖
引玉的效应，那就功德圆满了。”

 时至今日，已有不少本校在籍研究生陆续获
得“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我们相信未来
还会有更多的学子从中受惠。因此，无论是对于
学生本身的研习与经费负担，还是对于本土研究
的推动发展，陈凯希先生的贡献都值得被我们、
被新纪元，永远铭记。

 陈凯希先生，您功德圆满了。

新纪元代表出席陈凯希先生丧礼。2020年10月3日，陈凯希先生（左二）莅临新纪元大学院
研究生院迎新日暨“陈凯希和陈秀英研究生奖”颁奖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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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梅德順的《百年墨蹤》
罗骏慧  整理

 梅德顺所著的《百年墨踪——马来西亚水墨
画艺术发展及其人物研究》一书，是一本关于20
世纪水墨画发展和沿革历程学术性著作。本书出
版于2022年2月，由南方基金会丛书及吉隆坡暨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出版。为著本书，梅德顺走访
我国各地收集各类资料，花了十年的时间，走访
搜集了150位水墨画艺术家的经历及其绘画作品，
方完成此厚达800多页的巨著。

 梅德顺是本校校友，曾就读美术与设计系
室内建筑设计副学士课程，毕业后便负笈中国，
于南京艺术学院修读艺术教育，最后取得博士学
位，现为泰国商会大学中国国际学院东方文化艺
术研究中心主任。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美术
史学与艺术教育，曾参与编撰《西方美术教育
史》，著有《大马华校美术教育史：从华文教育
本质看美术课程的本土发展》、《马来西亚美术
史》上下册；等。梅德顺认为马来西亚的艺术如
此丰富，应当加以保存，于是付诸行动，完成这
本《百年墨踪》。

 在翻找资料，走访各地搜集资料的过程中，
梅德顺感谢许多热心人士及众位画家的配合之
余，也感慨到：我国不重视文化艺术，因此无论
官方还是其他民间单位，相关的文史资料都显
得匮乏，而部分珍贵资料则来源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与此同时，梅德顺也在分享会上强调，本
书的诞生不是他个人的功劳，而是每一位为艺术
付出的前辈，他们的成果值得自己倾全力记录下
来，将文化传承下去。

 《百年墨踪》有五款不同的封面，其中四
款封面设计分别邀请了四位马来西亚重量级书法
家：拿督江真诚博士、锺正川院士、王嘉堃与薛
君毅各别为封面题字，为这套书增添几分独特的
设计美感。所谓承先启后，梅德顺已将马来西亚
水墨画的发展脉络梳理了一遍，然而本地的文化
艺术尚有许多待发掘的部分，梅德顺也期望本书
能起到抛砖引玉的效果，使更多人深入了解、研
究马来西亚人的文化艺术。

梅德顺博士于推介礼探讨本地水墨画。

梅德顺博士与莫顺宗校长、一众推介人合影。

《百年墨踪》实体书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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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发

 为了让更多民众认识及珍视在地历史文化，
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林连玉基金文化资
产保存委员会、马来西亚历史研究中心主办，林
连玉基金昔加末联委会联办，台湾淡江大学东南
亚史研究室协办《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利
民达站。

 《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第一站设于柔佛州昔
加末的华人村镇——利民达。该展览于2021年12月
25日至29日在利民达两广公会举办。此展览聚焦呈
现利民达的社团文教、产业经济、宗教信仰、民俗
技艺等重点领域，展出当地之历史及现状。

 除了静态的展板呈现，主办当局亦于开幕礼
后举行三场讲座，分别是林连玉基金文化资产保存
委员会主席陈亚才主讲《谈文物馆的经营之道》、
新纪元大学学院东南亚学系系主任廖文辉博士主讲
《马来西亚华人村镇研究的史料和内容》及新纪元
大学学院中华研究硕士陈建发主讲《一村一特色： 
利民达华人社会关系之发展》。除了当地民众共襄
盛举，此活动亦吸引来自昔加末、马六甲、金宝等
文史爱好者前来参与。

 为克服时空的阻碍并加强推广利民达，主办
单位亦拍摄五支利民达线上导览短片供社会大众观

赏，实现线上相聚，远程探索利民达之美。影片
除介绍各展板之内容，同时导览利民达的大街及神
庙——云峰宫。相关短片可在林连玉基金文化资产
保存委员会Youtube频道观看。

 利民达作为《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的第
一站，是推动更多人投入地方历史研究行列的起
点。利民达的村镇展览采用制作轻巧、组装简便
的设计，有助于全国各地布展。主办单位希望籍
此发挥抛砖引玉的作用，以地方影响地方，鼓励
更多地方展开地方文史资料收集的工作，挖掘更
多华人村镇迷人、精彩的故事，凸显华人在这国
家作为建国一份子的角色。

 马来西亚乃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族群在历
史上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记与贡献。但在官方史
观的主宰下，某些历史印记与先贤的贡献逐渐被
淡化。政府官方所保留的是与国家相关重大事件
的资料，而地方民众的生活和事件，内在发展的
逻辑和理路，仍保留在地方。华人的文史觉醒运
动必须从地方开始，由各地村镇投入，做好在地
的文史收集和保存，久而久之，聚沙成塔，这些
将成为华人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丰碑。

《一村一特色》巡迴展覽：

利民達站·探索地方之美

《一村一特色》巡回展览——利民达站总协调陈建发（右）向来宾进行导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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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嘉圣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是位在八打灵再也的佛教组织，自1985年创
立以来便致力于推广佛学教育与文化。千百家居士林附设大众图书
馆，为了更妥善地保存及收藏图书文献，千百家居士林理事会与新纪
元大学学院合作，进行一系列有关图书文献整理与保存的工作。与此
同时，千百家居士林亦为本校提供研究资料，进行相关的佛学研究企
划，以推动佛教课题与文化在本地的传播。

 千百家佛教居士林理事会与新纪元大学学院代表于2021年12月
12日上午假新纪元陈六使图书馆四库全书藏书前进行签约仪式。与会
嘉宾有千百家佛教居士林会长潘文俊先生、财政李金泉先生，新纪元
大学学院董事会财政蔡逸平先生、莫顺宗校长、郑诗傧院长、黄薇诗
主任等。按协议，千百家佛教居士林委任郑诗傧博士与黄薇诗博士作
为项目主持人。

 本次企划共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图书文献记录小组及专题研
究小组。图书文献记录小组的工作范畴包括：记录馆内文献的重要
信息，并按拟定的图书类别进行文献归纳与分类，最后整理编纂成目
录；专题研究小组则针对文献资料拟定研究方向与范围，并邀请各领
域的学者对不同种类的课题进行研究。两项计划一共拨款12万，此次
合作堪称是国内佛教团体与大学合作文献整理、研究与出版之先河。

千百家居士林與新紀元大學學院合作

走入社區整理文獻

前排左三为千百家佛教居士林财政李金泉先生、会长潘文俊先生、董事会前财政蔡逸平先生、本校莫顺宗校长及项目负责人
郑诗傧博士与黄薇诗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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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将资料输入电脑存档。

 谈及企划执行期间所面对的困难之处，负责
人郑诗傧老师表示，企划执行前期遇上新冠疫情
的阻扰，小组无法到访进行文献工作，以致进度
亦稍有落后。但尽管如此，千百家居士林理事会
依然给予极大的支持与鼓励，小组之间的默契及
配合亦使工作进度在后期达到预期的理想。

 同时，郑诗傧老师亦坦言，现今的宗教或民
间组织多需要文献专业知识人员协助保存史料及文
献，因此对本次参与文献工作的学生而言，无疑是
一次走进社区实践文献学理论的机会。

 在不久后的未来，双方将合作出版书籍《度
引万千百姓家：佛教在马来西亚的传播及居士林
的历史与人物》，由千百家居士林提供资料与素
材，本校研究小组负责进行采访、研究及撰写，
最后集结成书。

 郑诗傧老师说道，千百家居士林的特别之处
在于融合南传佛教与北传佛教的特色，并由理事
会推动及经营一切佛教活动，以致千百家居士林
在推广本土佛教文化中拥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为
此，我们用文字记录与书写他们的故事，是一件
相当有意义的事情。

 问及“千百家居士林与新纪元大学学院合作
走进社区整理文献”企划结束后，对未来有什么
期许时，郑诗傧老师表示，希望本校未来可以与
更多宗教组织或文化艺术单位合作，将图书文献
进行记录、整理及保存，提高大家对文献记录与
保存的重视，并且在文献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推
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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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文献整理工作，将资料输入电脑存档。

試對了是成長，試錯了是青春

《年少輕狂》
黄祖儿、何秀葶

 出演一部舞台剧是新纪元大学学院戏剧与影
像系学生继往开来的传统，戏影系的同学都会进
行三次排演，外加一次毕业制作，这也表示今年
还有机会看到其他年级的演出！

 舞台剧《年少轻狂》由戏影系学生自导、
自演，自2021年9月份学期开始筹办，后于今
年2月25日至27日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表
演。该剧剧本原是学生的一份作业，学生需要从
几部剧本中择一编写成舞台剧计划书，再由课程
指导老师（黄丽珍导演）从中挑选一部进行改
编，而《年少轻狂》便是改编自台湾名导戴立忍
的剧本《那一群人》。黄丽珍导演之所以选择该
剧本，是因为剧本中具有更“年轻”的元素，她
十分重视其中年轻人看待世界的眼光，喜欢剧本
中呈现出年轻人面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模样。 

 《年少轻狂》剧如其名，演员们把青少年
时期的迷茫和彷徨状态一一呈现。少年时期，

因 为 尚 在 探 索 未 来 的 道 路 ， 总 有 走 错 路 的 时
候，但正是因为年轻，所以还有试错的机会。
戏影系大一同学，同时也是该剧演员及筹委的
徐毓萍、萧茗玉同学（下文简称“徐同学与萧
同学”）作题解道：“就算走错也没关系，就
当作疯狂青春的记忆。”

 《年少轻狂》本将与戏影系上一部舞台剧
《X的现代寓言》的呈现形式一样，即全体演员
在Zoom平台进行线上演出，但由于疫情管控放
宽，因此新生演员们获准返校进行线下排演。鉴
于演绎方式转换突然，从而有许多需要重新调整
及安排的地方。不同于在线上与电脑之间的“接
触”，演员们在线下排演时需要有人与人之间的
肢体接触，在沟通与感受上自然异于以往，故不
免会产生摩擦。原本碍于时间紧迫而被取消的破
冰环节因为演员间默契不足得以重新举办，演员
们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亲密无间，后续排演及正
式演出也更为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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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诧异的是，舞台剧中一名饰演老人的
演员，是以后期拼接的方式出场的。原来这名演
员身在中国，由于演绎模式的突然转换，使其不
能现场出演。时间紧迫下，也难以替换演员，故
剧组急中生智，随机应变地让演员站在绿幕前表
演，再通过电脑技术与现场演员的画面拼接到一
起。这名中国演员以发送照片的形式与老师们沟
通妆发造型，其中经历了多次修改，属实不易。
远在中国的她，更需要自行准备许多道具。从排
演、筹备到现场表演，都可以见到大家万众一心
的积极态度。

“尽管困难重重，但大家仍有个
共同目标——把演出做到最好。”

 这部舞台剧的幕后筹委团有24人，
外加老师等人员共有30余人。该剧的
筹委团不止限于本校老师及学生，也得
到众多校外专业人士、学长姐等人的协
助。《年少轻狂》的筹委团组成模式和
外界剧场的剧组安排类似——由学生挑
选自己想要学习的部门，以此模拟真实
剧组进行磨练。

 徐同学与萧同学表示：“每个部分
都是很费时间和心思的，筹委团中的大家
也还是学生，对筹备和操作方式都不到十
分熟悉的程度。何况我们从零开始学习，
很多事情都是需要自己去摸索和询问的，
刚开始的时候也会被老师责骂。也因为是
学生制作，筹委们不会把各自负责的部分划
分得太清楚，只要有需要，大家都会“跨领
域”帮忙。虽然舞台剧演出是一份作业，
但筹办过程成就感满满！同学们不只是单
纯为了分数，更多是想从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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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轻狂》正式演出现场

《年少轻狂》导播组

 在一步步攀山越岭的路上，不免经历

一些有趣和难忘的事。徐毓萍、萧茗玉同

学叙述：“一开始读剧本的时候真的看不

懂，都是老师带着演员们逐步解析角色。

一开始的角色是非常扁平的，为了让角色

更圆润充实，每个角色的生平背景都是在

排演的时候逐渐添加的。徐同学与萧同学

说，演员们尝试“把角色像真实的人一样

被真正地创造出来”，并且不断在问“为

什么？”“角色为什么会这样做？”通过

不断提问与思考，演员们自行塑造角色，使角色经历

更丰富、人物设定也生色不少。

 提及排演时所经历的难忘回忆，徐同学与萧同
学叙述道：“可能会有演员做出一些额外但符合角色
的事情（加戏），指导老师就在一旁看演员们如何进
行调整。不会有诸如不能临时加戏的硬性规定，虽然
相互配合的排练者会突然不知所措，但也起到训练临
场反应的作用。”演员们在排演中也经常会被角色触
动，第二幕中，原本十分活泼的角色小Y与其他人告别
后，喧闹的场景散去，只剩下她一个人落寞的背影，
令人心生怜惜。

 徐同学与萧同学最后也表示，她们非常期待下一
次的演出，虽然过程辛苦，但戏影系的同学一直都在
享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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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与会者合影：前排左起为Dr. Eric Leong、郑诗傧院长、莫顺宗校长、杨谨华、叶韦劭、黎雁麒；后排左起为
洪芯仪、朱文彬主任、吴颂平主任、吴震益、陈慧莹及温浩良。

 2022年5月31日上午10时，本校
与壹豐房地产公司（Max Property 
Agency）签署合作协议，为新纪元学生
再添优秀实习平台，并在此合作基础上
就校企双方未来的合作模式展开交流。

新紀元與壹豐房地產MAX Property Agency

攜手打造“產學研”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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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豐方代表包括总经理杨谨华、营销总监叶韦劭、曼绒分行
经理黎雁麒、团队经理吴震益、项目经理陈慧莹及行销专员温浩
良，新纪元方有校长莫顺宗教授、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兼市场与行销
部总监郑诗傧副教授、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Dr. Eric Leong、商学
系主任兼金融与会计系主任吴颂平助理教授、市场与行销部主任朱
文彬以及出版与编辑专员洪芯仪。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来访新纪元
的壹豐代表多为新纪元校友，在业界成绩斐然。率团的杨谨华总经
理更多次慷慨解囊，为母校建设贡献良多。

校企合作，产学共赢

 莫顺宗校长希冀将本次签约作为双方合作的起点，不仅为新
纪元学生提供实习机会，更可考虑其他方面的友好合作，比如雇用
新纪元毕业生、共同开展合作计划等。同时，他表示新纪元的发展
脚步多年来稳步前进，近年更从产业、学校、研究三方面着手，以
打造“产学研大学”为最终目标，因此需要开拓更多与外界的合作
桥梁。企业掌握市场、了解市场，亦可以借此机会走进校园，以不
同的身份加入教育行业，如行业顾问、校董等，加速校、企双方发
展进程。

 杨谨华表示，房地产行业需要不同领域如美术设计、商业、
会计、新媒体、广告等方面的人才，希望新纪元成为其中的桥梁，
向企业输送更多精英。壹豐作为企业代表，希望在搭建平台让学生
学有所成、提升实践技能之余，也可以让学生赚取额外收入。

无私无畏，尽心育才

 郑诗傧院长建议双方共同打造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合作计划。
新纪元可通过一系列培养计划为壹豐提供相应人才，也可为新纪元 

毕业生提供出路。比如在美术与
设计领域，可以培训出擅长室内
设计、平面设计的优秀学生；在
市场行销领域，则可训练学生善
用社交媒体、撰写广告文案，塑
造优良品牌形象。

 Dr. Eric Leong也认为，利用
穿着、谈吐及稳重感塑造个人品
牌，可有效为大众提供信任感。
美术与设计系着重训练观察力，
在教导学生如何做品牌与包装之
余，更教会学生如何把成品带入
市场，鼓励艺术生摆脱“穷艺术
家”的名号。这也是本校美术与
设计系“视觉传达”课程的设立
初衷。朱文彬主任进一步表示，
家长更关心孩子的就业前景，因
此毕业生在相关行业及领域的竞
争力至关重要。业界与教育界共
建桥梁，可为家长及学生建立对
新纪元及相关行业的信任感。

 壹豐除了提供固定实习名
额予新纪元学生，更准备在新纪
元举办房地产知识普及讲座，
为学生及大众灌输更多相关基本
知识，如购房指导等讲座。杨谨
华希冀通过这种合作培养计划，
无论学生以后是否继续在壹豐就
业都会获益良多。叶韦劭也注意
到，许多学生空有一身武艺却无
法施展，因此可以借全方位的培
养计划增值自己，在获得成长机
会之余也可以在业界前辈的指导
下少走弯路。

 莫顺宗校长最后总结道，校
友与母校的合作不必担心信任问
题，双方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走向
更远。大学作为学生进入社会的
最后一位把关者，有义务为学生
提供更多学习平台。

莫顺宗校长（左）与壹豐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杨谨华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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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議員暨加影州議員許來賢

撥款贊助Sanbot三寶人工智能機器人

作教學與研發

 2022年5月31日，本校获雪州行政议员暨加影州议员许来贤
拨款赞助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供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作为
教学与研究用途，双方于今日下午3时正假本校进行机器人移交与
启用仪式。

 本校校长莫顺宗教授在致词中对许来贤表示诚挚的感谢。他
表示，除了精神上的支持，新纪元也需要有助推动科研发展的实

出席移交仪式嘉宾合影，前排左起为
林金锳、拿督斯里熊茂雯、许来贤、
莫顺宗、李碧富、庄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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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州行政議員暨加影州議員許來賢

撥款贊助Sanbot三寶人工智能機器人

作教學與研發

际帮助，而许来贤在上任加影州议员以来，长期对
新纪元关爱有加，确实给了新纪元许多精神上与
资源上帮助，未来希望新纪元与更多的友好单位合
作，共同打造新世纪里的“产学研”综合型大学。

 雪州行政议员暨加影州议员许来贤指出，
马来西亚正面临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亟需
引进更多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开发能够取代人力
的智能机器人，希望此次赞助人工智能机器人给
新纪元大学学院，能有助推进马来西亚人工智能
技术的发展步伐。他表示，本地企业是在近两三
年才开始引进人工智能机器人，但其实在一些国
家，如中国早在多年前即已开始将人工智能机器
人投入到企业运营中，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
尤其是在旅游业与酒店业。他指出，如今我们可
以看到本地已有不少餐饮业者使用机器人送餐，
相信未来无论餐饮、酒店、旅游等各个领域对人
工智能机器人的需求将会大幅度提高，然而从外
国购入机器人的成本相对高了许多，因此期待我
国能早日研发本土的生产技术，让人工智能机器
人普及化，协助节省企业营运成本，同时也提高
生产效率。许来贤也在会上承诺今年将会再赠送
多一台人工智能机器人予新纪元大学学院。

 士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拿督斯里熊茂
雯表示，三宝机器人具备各类传感器，可实现人

脸识别、语音、触摸操控等用途，增强机器人与
人的自然交互，三宝机器人目前共有五大功能，
即保安、眼神操控、推广、娱乐及测温功能。他
期许该机器人在新纪元的教学研究过程中能扮演
重要的角色，让新纪元师生能透过结合实际的场
景需求，实现自主开发更多人工智能服务的应用
程序。

 本 校 电 脑 科 学 与 资 讯 科 技 学 院 院 长 庄
正 伟 助 理 教 授 补 充 道 ， 新 纪 元 电 脑 科 学 与
资讯科技学院致力于推动ABC（A=Art i f ic ia l 
Intelligence，B=Big Data，C=Cyber Security）
教学理念，培养国内顶尖科技人才，该院将结合
正规课程以及课外辅助活动，为学生提供发挥技
能以及研发的平台，积极培养具备创造性与硬核
技术的学生。三宝机器人的到来，将进一步完善
新纪元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的教学设备以及
研究所需，学生可在组装、搭建、运行机器人的
过程中，激发起学习的兴趣并培养出综合能力，
因此非常感谢许来贤议员的热心赞助与关怀。

 今日出席移交仪式的嘉宾尚有加影市议员林
金锳及王声宾，以及本校注册处主任阿兹赞副教
授、注册处副主任白伟权助理教授、电脑中心主
任梁帷雄以及市场与行销部主任朱文彬等等。

莫顺宗（右二）代表新纪元大学学院致赠感谢状予许来贤
（左二），左起为熊茂雯与庄正伟。

熊茂雯（左）向许来贤、莫顺宗及庄正伟解说三宝机器人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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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5月新学期，经过两年余的网课，本
校终于全面恢复实体课，所有学生重投校园怀
抱，展开全新的校园学习生活。阔别两年，2022
年5月7日，本校首度为新生举办实体开课礼。

 莫顺宗校长今日在开课典礼上欢迎新生加入
新纪元这个大家庭，他首先与新生分享上周刚为
前五届的毕业生举办过的毕业典礼与毕业趴，同
时希望同学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并为校园增添
更多的活力与色彩。
　　
 莫校长表示，非常欣慰新生们在疫情之下，
依然选择到新纪元升学，给自己机会学习与成
长，同学们的自强与努力，让他引以为豪。他也
勉励同学在读书之余，也要积极参与活动，才可
以在学习生活中努力取得平衡，他认为，一个人
若宜动亦宜静，必定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

 有别于以往，本校于这学期迎接的不仅是刚
报名入学的新生，还包括了许多从未到过校园

的在籍学生。换而言之，校园生活对新生而言
很新，对旧生也很新，无论新生还是旧生，都
是校园里“新生”。本校在开放校园迎接在籍
生返校之际，防疫工作也毫不松懈。除了每日
的清洁与消毒工作，本校教职员生依然佩戴口
罩，并遵守防疫规定，校方更赠送两盒防疫口
罩予每位新生。

颁发学费减免奖助学金

 为让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实现深造的梦想，
并减轻他们在求学道路上所面对的经济压力，本
校特设多项奖助学金与学费减免优惠，包括学优
生奖学金、独中校长推荐奖学金及多元文化奖学
金等。本校也在本次开课典礼颁发新生学费减免
奖助学金，共有8名学术表现卓越的学生获颁“学
优生奖学金”，12位学生获“独中校长推荐奖学
金”，1名同学获得“国民型中学助学金”。值
得一提的是，本校也迎来了一位来自登嘉楼SMA 
Maarif的巫裔新生Luqman Hakim就读本校商业管

新紀元大學學院闊別兩年

首度舉辦實體開課禮迎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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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22年5月份学期新生学费减免及奖助学金名单：

学费减免项目 姓名 学校名称

刘欣彤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施可欣 巴生中华独立中学

张欣怡 沙巴崇正中学

陈美静 古晋中华第一中学

陳子晴 吉隆坡坤成中学

罗歆婷 吉隆坡中华独立中学

李志炫 大山脚日新独立中学

梁家宁 新山宽柔中学

张芯铷

李宇昕

罗嘉蒿

陈祉胤 峇株华仁中学

陈泽安

陈俚恩 麻坡中化中学

梁婉晴 怡保深斋中学

林芷妍 芙蓉中华中学

刘芷君 吉隆坡坤成中学

孙诗恩

林洁琦

温永名 关丹中华中学

多元文化奖学金
LUQMAN HAKIM 
BIN ROSDI

SMA MAARIF

国民型中学助学金 池荟祺 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吉隆坡循人中学

理与行政专业文凭课程，他也是
新纪元大学学院“多元文化奖学
金”的受惠者。

布置温馨校园迎新生
 

	 “5月9日，我们伫立在校园

里，迎风而立，翘首以盼，欢迎

新生，也欢迎旧生。疫情下，旧

生也成了校园里的新生。欢迎你

们回到校园，欢迎你们来到这个

新家庭，在这个充满爱、温暖与

创意的校园，在这个以人为本用

心办学的校园，起飞吧！”	

　　本校早在5月4日透过官方
社交媒体发布欢迎学生返校的信
息，以写有“似曾相似燕归来”
的图片，配以校长莫顺宗教授以
上这段话欢迎学生返校。同时，
为了让学生更快地认识学校，校
方亦安排于5月9日至14日特别举
办校园导览活动，帮助学生熟悉
校园环境。校方也特别保留了日
前为毕业典礼而设计的打卡点和
文案墙，望能缓解学生在疫情中
回到校园的忐忑不安，让他们在
这座温馨的学府里开心迈向人生
新的一个里程碑。

莫顺宗校长（后排左九）、文平强副校长（后排左十）及李锦兴副校长（后排
左八）与获奖新生合影。

巴生兴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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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開課典禮暨

“南大“南大人一人一心獎學金”心獎學金”頒獎典禮及         “人文校園”“人文校園”系列講座

 2022年5月12日，本校文学与社会科学院于B栋五楼大
礼堂举办“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典礼暨2022年5月份学
期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开课典礼。

 本校文学院于2021年设立“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以
鼓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奋发向上，培育英才，以及实践南大精
神，本次为第三届颁奖典礼。

 本校校长莫顺宗教授在致辞时提到，新纪元大学学院延
续了南大和独大的办校理念与精神，“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典礼得奖者与莫顺宗校长及各系主任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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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大學學院文學與社會科學院開課典禮暨

“南大“南大人一人一心獎學金”心獎學金”頒獎典禮及         “人文校園”“人文校園”系列講座

是由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慷慨赞助，奖学金名称取自林顺
忠先生名字中的“忠”字之部首“心”，代表南大人一条心，
希望华教能一直传承下去。如今南大虽已走入历史，但新纪元
就是南大的新芽，希望透过新纪元的栽培，同学们都能带着陈
六使坚持民族教育的精神，迈向新的纪元。

 本校文学院不忘初衷，继续在校园推动与发扬南大人的精
神，颁发三份奖学金予2022年5月份学期来自中国语言文学系、
教育系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优秀生，她们分别是张温怡、
许慧云与张稼恩同学。

 由于疫情的关系，前两届的“南大人一心奖学金”颁奖典
礼皆以线上方式进行，但校方也不忘重新以实体形式颁发奖学
金予2021年5月份及9月份学期得奖者，她们是分别来自中国语
言文学系的何秀葶与彭安琪同学、教育系的赖美琪与蔡丽恩同
学，以及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洪心怡同学。

 获得“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同学，将享有学杂费与住宿
费全免的优待，同时也获颁奖杯、奖状及一千令吉奖励金。获
奖的同学发表感言时，皆对林顺忠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并承
诺会实践永垂不朽的南大精神，将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同日也是文学院开课礼，目前在日本东京创价大学担任客
座教授的伍燕翎院长，透过视频给所有获奖的同学捎来祝贺，
同时也欢迎同学返校上课，开启大学生涯里的新篇章。伍燕翎
院长强调，疫情之下仍存在着许多的不确定性，她希望同学们
能尽量地充实自己，好好享受大学生活，给自己留下最美好的
大学时光。

 为了欢迎新生的到来，文学院在开课礼后也举办两场“人
文校园”系列讲座，分别由本校东南亚学系主任廖文辉副教授
分享“我的大学有陈六使图书馆”，以及教育系王睿欣副教授
分享“大学是什么？”，让新生们对学校有更深入的了解。

王睿欣副教授为新生讲述求学技巧，协助
他们适应大学新生活。

廖文辉副教授为新生介绍新纪元大学学院、
南洋大学与陈六使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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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校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及辅导中心主办
的第一届“全国青年辅导员成长培训计划”正式
开跑，来自全马各地的65位中学生已完成首个辅
导培训课程，学习精神可嘉！

 本培训的首个课程为《基本辅导技巧》，分
别于4月21至5月12日逢周四下午进行。首两堂
课由黄章健讲师主讲《原来辅导是这样的！》及
《态度是辅导成败的关键之一！》。黄老师以人
本主义心理学大师——罗杰斯作开场白，说明辅
导的定义：一个让当事人觉得安心并能开放地与
助人者分享及探索自己的过程，以此达到自我成
长的目标。黄老师说，“学校的同侪辅导员就是
运用这样的技巧与当事人互动，彼此互相协助来
达到辅导的效果。”

　　关系的建立是辅导初期的重点，在第二堂课
里，黄老师分享了要与当事人建立合作的关系，
需要具备尊重、温暖及真诚的态度，相信当事人
有能力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真诚一致地与当事人
交流。专注地倾听当事人叙述能让对方感到被理
解，进而达到关系的建立。

　　紧接着的两周课程，分别是何均燕讲师主讲
的《关于同理心你知道多少？》以及《要怎么保
守别人的秘密？》。何老师表示，很多人会混淆

同理心与同情心的区别。在辅导与助人历程中，
同理心的作用会让当事人更加愿意分享自己的课
题，同理心是能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理解他或她
是如何看待自己的课题，进而让助人者能贴近当
事人的感受与想法。如此，两者之间的信任关系
也会更加巩固。

　　在辅导的过程中，辅导员会获得当事人的许多
个人资料、生活情况及隐私，因此需要专业地处理
这些资料的保密工作，以免当事人受到伤害。因此
何老师强调，辅导员在与当事人初次见面时，应当
向其告知保密机制的原则与底线。如若当事人有明
显危及自己或他人性命的情况，辅导员需要联系相
关人员以确保当事人或涉及人士的安全。

　　此项课程获得学员们的热烈回响，不少学员
排除万难，在下课后马上参与线上课程。同时，
学员们也在课间积极发问与参与讨论。

　　新纪元全国青年辅导员成长培训计划的第二
阶段将开展8堂《生命教育》课程，并于6月17日
至8月5日逢星期五晚间8时至10时，由郭富美博
士、骆惠旋讲师、侯雯荔讲师、何均燕心理辅导
师主讲，课程主旨在于协助中学生探索生命的意
义与价值。

新紀元大學學院全國青年輔導員成長培訓計劃

65位中學生完成首階段培訓

全国青年辅导员成长培训计划系列课程部分学员合影，首排左二为何均燕讲师。

“當我們同處未來”
青年創作營開辦

新紀元大學學院《明日之星》培養企劃案2.0

新光縱覽



	

     2022年6月號 32    

“當我們同處未來”
青年創作營開辦

 为发掘创作人才及提升中学生的人文素养，
本校中国语言文学系配合市场与行销部的《明日之
星》培养企划案，于9月3日（星期六）至4日（星
期日）在本校举办第一届青年创作营，主题为“当
我们同处未来”，开发予国中中三至中六或独中初
三至高三的中学生参与。

　　此创作营将通过讲座、竞赛、展览等形式，让
学员重新反思文学的意义与价值。主办单位为此创
作营邀得国内外名家给学员传授创作技巧，包括马
来西亚作家梁靖芬与吕育陶，以及来自台湾的作家
杨隶亚。另外，营会设有即席创作环节，学员作品
将获导师们的详实点评，让爱创作的中学生接触到
不同的文学类别，学习文学世界里各种不同的情感
表达方式。另外，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学员亦将获得
丰富奖励。

　　除了不同文类的讲座，优秀青年创作者梁馨
元与丘凯文也将与学员们分享他们创作上的心路
历程与写作经验，为中学生的创作之路提供方向
与启迪。

新紀元大學學院《明日之星》培養企劃案2.0

梁靖芬 吕育陶 杨隶亚

脸书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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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尼与马来西亚一衣带水，两地虽然分属不
同的政治疆界，但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这里同
属于Nusantara或是南洋区域的一部分。无论在经
济或是社会上，这里的人们往来互动密切，可以
见到富商张弼士在印尼爪哇发迹之后，迁往槟城
定居，建立了有名的蓝屋；槟城的邱氏家族则参
与了苏门答腊中北部地区的开发，更受委为当地
甲必丹；印尼所产的甘蜜、胡椒、锡矿等土产更
会运往新加坡或槟城进行转口。从这个角度可以
得知马印两地社会的一体性。 

　　在教育方面亦然，马、印两地华人皆以兴办
华文教育为己任，个中过程当然是艰辛的，如果

说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进程犹如逆风的帆
船，那么印尼华文教育便是在激流中逆水而上的
小舟。在华文长期被视为“违禁品”的印尼，所
幸还有一群人秉持着文化传承的傻劲，坚持不懈
地献身华文教育，直到2000年代印尼政治变化
后，当地华文教育终于再现曙光。

　　本期《新光》以印尼华文教育为专题，深入
采访在不同岗位上为教育付出的人物故事。从他
们的故事中，我们可以见到犹如旭日东升般，充
满希望的印尼华文教育。 

專題故事：
旭日東升的印尼華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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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顺宗   教授
校长 

 我的办公室内有一幅印尼地图。这幅地
图别出心裁地印制在一片长方形布上，而且
还以印尼传统手工蜡染方式制作，非常具有
特色。这蜡染布大约长三尺宽两尺，印尼全
国大大小小的岛屿、海域和主要城市，全都
浓缩在此布之内。

 这地图是我有一次到雅加达参与活动，
主办单位馈赠之纪念品。我回来之后随即将
它平铺在我办公室内接待宾客的沙发椅前小
桌子上，我很喜欢这幅地图，我想用它来对
到我办公室的访客或同事或学生，叙说我所

桃花源記：
山口洋與華文

在印尼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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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中文和中华文化在印尼颠沛流离的故事。故事从数十年前的华校被迫
关闭、断层，再到现今的努力复苏。然后还有那些我穿梭经过的印尼一个又一
个的城镇，那些收入眼帘的山和水，那些听闻接触的人和事。故事的最后来到
西加里曼丹的山口洋。我喜欢讲述我所知道的山口洋，对我而言，印尼的山口
洋就像一个桃花源般的故事。

 我的山口洋故事应该从2010年讲起。那一年开始约有两年左右时间，我常到
印尼。因为久闻印尼中文教学于2000年之后日渐复苏，于是我想来多作了解。

 我们常说，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是关系密切的邻国，国情近，语言通，
毋庸置疑的兄弟邦。两国华人之间也是如此，往来频繁，渊源深厚。譬如我们
马来西亚华人非常敬爱的华校和华文教育捍卫者林连玉，严格而言，他其实最
初是先到印尼的华校任教。林连玉1920年代末从中国南来初期，入境新加坡，
短暂在马来半岛逗留一阵子，据他自述，他在霹雳爱大华代课“才一个月”，
旋即来到泗水，并在东爪哇一带华校执教长达数年之久。林连玉是后来才长期
落户马来西亚，并于马来西亚独立建国前夕和初期崛起而为华文教育的重要领
袖，他在文教界影响力非常巨大，死后被马来西亚华人尊称族魂。

 我们不妨想象，如果林连玉先生一直留在印尼，对他个人和印尼华校会是
如何？没有了林连玉的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又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命运？历史无法
假设，这问题也许林连玉也难以回答。但可以肯定的是，印尼和马来西亚，在
那个年代下南洋的先辈们眼中，其实并无国界分别，大家都是南洋华侨华人。
即使二战之后时势瞬息万变，各地各国华人各有不同归属，但我们东南亚华人
仍然相互关心，仍然拥有相对紧密的联系，以及斩不断的民族情感。对彼此的
处境，一直感同身受。于是，很自然地，当我们知道中文的教与学在印尼终于
解禁之后，会很想来印尼看一看，因为我们想知道在印尼以及在东南亚中文教
学复兴大业上，马来西亚华人可以承担什么责任？

 最初我先来到爪哇岛那些人们熟知的城镇，诸如雅加达、万隆、日惹、梭
罗、三宝垄、北加浪岸等印尼政经文教心脏地带，期间我也去了苏门答腊华人
比例极高的棉兰，认识了不少正在积极推动中文教学复苏的印尼华人朋友，比
较熟络的有北加浪岸的叶联强、日惹的何思宁、万隆的刘一江等人。因为这些
朋友的帮助，我走访了印尼不少团体和学校，对复兴中的印尼中文教学渐渐有
所了解。 

 最近十余年来印尼确实出现蓬勃的学习中文热潮，所谓的热潮当然不能与
1960年代华校关闭之前的盛况相比，那个年代的印尼华校在东南亚是首屈一指
的，如今中文在印尼早已不是华人的第一语言。但解禁之后近十余年间，经过
早年那些印尼华校校友的大力推动，以及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推波助澜，中文
之学习倒也蔚然成风。连非华裔也爱学中文，其人数颇为可观，当中不少甚至
比华裔子弟更加认真学习中文。

 中文在印尼的恢复，整体形势可谓乐观，然而内里隐忧极多，最大问
题在于师资之严重不足。中文解禁初期，当年华校毕业的学生，因为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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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顺宗校长（右一）与北加浪岸客属联谊会交谈甚欢。

2014年，由本校主办、印尼日惹特区华文教育协调机构联办的第一届印尼中学生中华文化营共有
50名来自印尼日惹的学生参与。

中文，所以教起中文来了。断层数十年，这些
当年华校生，如今至少都已年届六十。年纪虽
然不小，但热情胜昔，为了中文在印尼重生，
走马上任，义不容辞。可惜岁月毕竟不饶人。
这些中文教师精力不再。而且有限的数量也应
付不了激增的需求。短期的解决之道是从中国
引进师资，数以千计的汉语志愿者因此来到印
尼，汉语志愿者就像及时雨，大大舒缓了师资
短缺的燃眉之急。汉语志愿者素质也佳，广受
印尼各界欢迎，自然不在话下。

 然而除了汉语志愿者，长远来说，谁都知
道就地取材培养印尼本土年轻师资，必须同时
并行。我认识的人几乎看法一致。问题在于知易
行难。断层数十年，印尼年轻一代通晓中文者少
之又少，适宜培养成为中文教师的，实在没有几
人。后继无人是印尼本土中文师资的最大隐忧。
我本来设想，也许我校新纪元可以贡献一点绵
力，协助培训印尼本土中文师资。但放眼望去，
印尼虽然地大人多，可惜却没有多少中文苗子可
供栽培成为教师。须知山河重建，其实谈何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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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这是我2010年数次往返于吉隆坡和爪哇岛不
同城市之后得出的看法。这样的结论，使人内心
充满无力之感。那时候，孤陋寡闻的我尚不知道
在印尼加里曼丹西部有一个名为山口洋的地方。
 
 2011年中旬我首次认识山口洋。感谢一位我
在雅加达遇见的当时二十岁上下的山口洋女生。
她的中文非常流利，与我印象中一般同年龄的印
尼年轻华人很不一样。我很诧异。更诧异的是，她
说，山口洋的新生代很多都会说客家话和普通话。
山口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何有别于印尼
的其他地区？我的疑问很快有了答案。

 在我首次听闻山口洋之后的第二天，我按
那次出差雅加达的行程安排，来到印尼星洲日
报的办事处拜访。我遇到好几位来自马来西亚的
同乡。我向接待我的黄俊霖先生打听山口洋。他

说，西加里曼丹一带华人人口比例极高，其中坤
甸四成、山口洋则有六成以上。当年罗芳伯的兰
芳共和国就是建立于此一带。坤甸华人主要来自
潮州，而山口洋华人则大多祖籍客家河婆。由于
山口洋二十多万人口中华人占大多数，因此山口
洋最通行的语言是河婆话。河婆话是山口洋华人
第一语言，有此中国方言为基础，中文解禁后，
山口洋华人学起中文事半功倍，与其他以印尼语
或印尼不同区域地方语言为第一语言的华人相
较，山口洋华人学习中文的效果当然不可同日而
语。那一刻，我在想，西加里曼丹、山口洋就像
是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印尼华人把自己的语言
保留在那一个安全的地方，等待春风吹又生。

 像是为了寻找桃花源，我对黄俊霖先生说
我要去山口洋。感谢黄俊霖，他为我引荐了赤道
基金会的陈绍秋。赤道基金会是落户在雅加达的

2016年，印尼日惹学校组团到访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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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洋同乡之组织，最初是为联谊乡情，后来转而积极资助家乡贫困子弟向
学，透过教育扶助贫困，带动家乡之整体发展，其志其行可谓意义深远。因
为黄俊霖的引荐，那次我回到吉隆坡后立即联系了陈绍秋先生，陈先生说
他会委托其中一位赤道基金会的山口洋同乡，带领我到西加里曼丹实地了
解。2011年9月，我又再从吉隆坡来到雅加达，先与赤道基金会钟学胜先生
会合，然后一起飞往坤甸，再由坤甸乘车前往山口洋。

 山口洋近海，远望有山，从坤甸一路前往，风景极佳。山口洋有千庙
之城美称，沿途时常可见华人庙宇，未到山口洋，已经感受华人色彩迎面而
来。钟学胜先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向导，口才佳，又风趣，对他家乡西加里
曼丹和山口洋的人和事了如指掌，不少还是他个人亲身经历，听他娓娓道
来，那真是一片美好天地。我来此地之前，抱着很大期望，现在目所见耳所
闻，人尚在半途之中，已经悠然而神往。

 最叫人欣慰的是，我到了山口洋之后，果然一如预期般看到了我们在
印尼其他地区难得一见的中文实力和活力。山口洋那些年也同样避不开断层
的厄运。但那百年至今不变的河婆乡音，让山口洋得以保留了中华语言的火
种，一旦解禁，终于使其迎来中文的迅速恢复。

 山口洋有很多中文补习所，大部分都面对经费的问题。庆幸的是，学生
的学习效果极好。我跟一个才学了两年中文的十岁男童对话，他对答如流，
我说你长大记得来马来西亚找我，他说：一言为定。这样的中文程度使人看
到希望。山口洋的中文老师有资深的，也有年轻的，年轻的老师叫做小老
师，小老师都是解禁后才学的中文，学到一个程度方可当上老师，我看到小
老师的脸上通常还带着稚气的笑容，但神色却是信心满满，一点也不怯场。

  山口洋华人经济能力难望雅加达华人之项背。那些补习所的硬体条件
也远远不如雅加达学校的设备。小老师的待遇更是不达雅加达的标准。但
山口洋有的是中文的规模，中文的生力军，中文的苗子，中文的水平，中
文的希望。

 当然，山口洋所有的这一切其实得来不易。背后有很多人在无私付
出。山口洋教师联谊会主席黄锦陵，已经年逾七旬，患有眼疾，视觉模糊
不清，却一直坚持不懈。黄主席说，解禁之初，他和另外两个好朋友一起
奋斗，敢为人先推动山口洋的中文学习。如今那两位朋友先后离世，只剩
下他一人。他其中一位离世的战友，临终前嘱咐亲友，待他死后，葬他于
他创办的中文补习所对面，从此相对遥望，即使不在人世，他也会守护着
他的补习所，守护着他的中文志业。黄主席说，他的这位战友叫刘一飞。
我认为，凡我中华儿女都应该记住这个名字，光荣的名字，以及他默默却
伟大的事业。

 我在山口洋还有幸结识了来自湛江师范学院的张鲁昌教授。他应赤道
基金会和教师联谊会的邀请，经常从中国老远来到山口洋，为小老师们开办
教学培训课程。他对我说，他初次听闻刘一飞其人其事，也跟我一般心情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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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与印尼毕业生（左起）黄永泉、温小云、钟翠娜合影。

2017年，与印尼毕业生蔡佩君合影。

动。我想，山口洋的中文天地也许就是
如此开创得来的。

 我在山口洋只逗留了短短三天，那
几天与钟学胜、黃锦陵、张鲁昌三位先
生虽然只是短暂相处，但却非常投契。
我对他们说，老天为中文在印尼的重
生，留下火种，火种在山口洋。山口洋
应该培养更多年轻中文小老师，然后输
送到印尼不同区域执教。在我心中，山
口洋绝对是印尼中文复苏的基地，是我
们美好的桃花源，由此而让中文在印尼
遍地花开。

 为 了 达 成 这 个 愿 望 ， 我 说 ， 新
纪元愿意尽最大之力，配合赤道基金
会和教师联谊会步伐，开展山口洋中
文教学的种种计划与需求。我回来吉
隆坡之后，经常与钟学胜先生通讯，
与张鲁昌教授也以电子邮件联系过几
次，其后赤道基金会的代表也曾到新
纪元来参访。我们对于山口洋作为印
尼本土师资培训的摇篮，输出中文教
师 的 计 划 ， 越 来 越 有 共 识 ， 越 来 越
有信心。我常常跟同事说，但愿全世
界的华人都一起来推动印尼的中文教
学。如果你来印尼，别忘了到山口洋。

 2014年，赤道基金会保送了五位
小老师黃永泉、温小云、钟翠娜、余惠
情、蔡佩君到新纪元升学。这些小老师
在新纪元求学期间，勤奋谦虚有礼，我
校同仁无不对他们赞赏有加，因为他们
的杰出表现，新纪元同仁对山口洋很有
好感，也很感好奇。我记得，他们刚来
到新纪元不久，恰好遇上校园内举办中
秋晚会，晚会结束后，住在校园附近的
英文部主任她单独步行回去住所，她后
来告诉我，山口洋来的留学生那天晚上
坚持陪她走路送她回家，她感觉非常温
馨。我说，山口洋山水很美，人情更
好，那里真的是一个好地方。

專題專題：專題：
旭東
日升
  的

印尼華文教育印尼華文教育



	

     2022年6月號 40    

印尼赤道基金會：
西加里曼丹扶貧教育事業的工程師

 赤道基金会（Yayasan Bumi 
Katulistiwa）成立于1997年8月，
主要由居住在雅加达的西加里曼
丹华商发起成立，总部设于北
雅加达市（Jakarta Utara）。由
于他们的家乡西加里曼丹恰好是
赤道线所在，因此以“赤道”为
名。基金会的设立目的在于帮助
家乡地区的各种建设，尤其在教
育方面。二十五年来，他们积极
推动“扶贫教育工程”，协助西
加地区弱势居民启蒙脱贫，推动
华文民族教育，为家乡培养优秀
的人力资源。

 基金会的经费来源主要仰
赖社会大众的捐献，旅居雅加达
的各个西加里曼丹同乡会便是支
持赤道基金会的主力。基金会的
成立获得人们的大力支持，在首
个15年间便发出了43亿盾的扶
贫教育资金，受惠的学子更达到
了4,500余人，当中包含华文补
习所、小学、初中、高中及大专
等各级学校的学生。除了华人之
外，其他非华裔也是基金会帮助
的对象。

 2004年，山口洋的温小云、
余惠情、黄永泉、蔡佩君、钟翠
娜也在赤道基金会的资助下，
到本校就读应用华语教学专业
文凭课程。目前，他们已经回
到家乡，并投入华文教育，成为
当地华教的生力军。在印尼国
内，一些受到赤道基金会资助
的学子，也在所就读的学校组
织了“赤道基金会学生及校友
会”（Perhimpunan Mahasiswa 
dan Alumni Yayasan Bumi 
Khatulistiwa），加强彼此联系。
有的毕业生踏入社会后，也捐助
赤道基金会，帮助其他需要帮助
的后进。

 赤道基金会推动西加里曼
丹地区华文教育发展的努力有目
共睹，2014年，它更受到国家
建设基金会（Yayasan Nation 
Building, NABIL）的认可，获颁
2014年国家建设奖（Anugerah 
Nation Buildin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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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教路漫漫：
訪新紀元印尼校友

第三代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
丹省山口洋市，祖籍广东。就读西加山
口洋高杯山印华公学与山口洋南华中学
的华文课程。2014年入学本校，2017
年毕业。目前任职山口洋高杯山印华公
学校长。

温小云

第四代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
丹省山口洋市，祖籍河婆。就读教师联
谊会华文补习所的华文课程。2015年
入学本校，2018年毕业。目前任教于
教师联谊会华文补习所。

蔡佩君

林欣慈、张淑钧（国际教育学院执行员）

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山口
洋市，祖籍河婆。就读盐町新港印华公学
与山口洋南华中小学华文补习所的华文课
程。2014年入学本校，2017年毕业。目
前任教于山口洋高杯山印华公学。

余惠情
第五代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
省山口洋市，祖籍广东。就读盐町新港
的印华公学与山口洋南华中学的华文课
程。2014年入学本校，2017年毕业。目前
为线上华文教师。

钟翠娜
印尼华裔，出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省孟加
影县榕树子村，祖籍河婆。就读榕树子
华文补习所与南华中小学补习班的华文课
程。2014年入学本校，2017年毕业。目
前任教于榕树子华文补习学校。

黄永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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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文教育在大中华区以外的发展道阻且长，
每一处都有披荆斩棘的故事，每一处都有劫后余
生的繁花似锦。1966年，印尼政府下令禁止使
用华文华语，取缔华文书刊，关闭华文学校，导
致华文教育断层32年。直到第四任总统瓦希德上
任，政府开放使用华文，人民才重获接受与传承
华文教育的机会。此次受访的五位印尼籍校友皆
毕业自本校应用华语教学专业文凭课程（现为“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受访者温小云、
蔡佩君、余惠情、钟翠娜与黄永泉，分别向读者
分享印尼华文教育发展情况，将他们在漫漫华教
路上的一步一脚印娓娓道来。

印尼仅设华文补习所

 五位受访者虽出生于政府禁用华文时期，
却在懵懂年幼时经历了政权更替，对禁止华教的
时代未有深刻感受。他们只晓得父母那一代没有
华文可以读、可以学，仅有祖父母那一代通晓华
文。话虽如此，在华文禁令期间，仍有有志之士
视传承华文教育为己任，不惜冒着牢狱之灾教授
华文。惠情感慨地忆述道：“我母校盐町新港印
华公学的第一任校长——刘一飞校长就曾为华文
教育入狱。当时政府还禁止华文教育，刘校长仍
坚持在晚上躲进破旧的屋舍里，偷偷点着油灯教
孩子们华文。”

 刘校长为耕耘印尼华教日夜奔波，不幸积劳
成疾，于2005年逝世。生前，他立下遗嘱，嘱托
家属将自己安葬在一个能守望学校的地方，即使
在九泉之下，也能一直守护着学校、守护着华文
教育。如今，刘校长之墓就建在盐町新港印华公
学校址后方的一座山上。“我们学生从校园内遥
遥望去，便能见到屹立在墓上的‘刘一飞先生传
闻学士纪念碑’。”

 自1998年起，印尼华文教育逐渐复苏。透
过五位校友的讲解，才晓得印尼没有华校，仅有
专门教授华文的华文补习所。这些华文补习所大
多为非盈利，经费源自学生缴纳的学费。小云解
释道：“印尼学校大致分为两种类型：正规学
校（Sekolah Formal）和非正规学校（Sekolah 
Non-formal），而正规学校还分为公立学校和私

立学校。部分公立学校有开设华文课程，上课时
数由学校各自安排。华文补习所属于非正规性质
的教育单位，上课时间大多设置在下午，旨在不
影响学生在正规学校上课的时间。”

 华文补习所会自定课程，而大部分补习所
固定使用的教材是中国暨南大学编撰出版的《中
文》十二册课本。翠娜也曾见过日惹的补习所使
用新加坡出版的华文教材。补习所班级的学生人
数不等，少则十多个，多则40多个，平均为20
个学生左右。每位老师一般负责一到两个班级。
惠情讲解道：“我们一般会按学生的华文水平分
班。若学生没有任何基础，不论年龄，都是从第
一册课本开始学起。若想跳级升班，则需通过汉
语水平测试。”因此，一个班级可能由不同年龄
层的学生组成，包括小学生和在职人士。由于学
生年龄上的参差会给教学效果带来一定程度的挑
战与影响，所以学校在分班时也会尽量将小学生
归为一班，而年龄较大的再归为另一班。若人数
太少，只能在迫于无奈下选择整合在一起上课。 

 学生修读完十二册课本后即正式毕业，获
得补习所颁发的文凭。部分在职人士是因为工作
需要才到补习所学习华文。因此，有的学生在学
习一段时间后，觉得自己的华文水平已足够应付
工作需求，便会申请退学。即便他们因为没完成
修读十二册课本，无法获取文凭。师资方面，华
文补习所的授课教师多是印尼华人。惠情坦诚山
口洋地区的华文师资短缺，因此对教师的水平要
求不高。“若学生完成修读十二册课本，顺利毕
业，且品行兼优，他就能到补习所来教授初级中
文。有机会的话，也可能会让他一边升学一边教
书。”

家人启蒙学习华文

 在学习华文的路上，五位校友的启蒙者皆是
家人。在永泉的印象中，印尼政府刚开放学习华文
时，老一辈都希望自己的子女学习华文，比如他不
谙华文的父亲。10岁时，他便在父亲的期望下向
学习华文之路迈出第一步。无独有偶，小云的外婆
及佩君的爷爷都是华文教师。她们俩都在十余岁的
时候，因家人的鼓励开始学习华文。相比之下，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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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惠情参与山口洋的文化营，带队老师来自中国。

娜与惠情则较早接触华语。因为家人常看大陆或台
湾频道的节目与电视剧，俩人幼时就在耳濡目染下
自学基础汉语，对华文萌生兴趣。后来，翠娜与惠
情分别在7岁与12岁报读华文补习所。

 五人在华文补习所的上课时间与时长不等，
分为五天制或三天制，一般都落在星期一至五之
间。比如小云、佩君、惠情是一天2小时的课，翠
娜是一天1小时45分钟的课，永泉则是一天1个小
时半的课。若除去自学复习，正式上华文课的时
间确实不多。惠情透露，国立学校的华文课时数
更少，至多一个小时左右，基本上学不了多少。

 除了在补习所上课，他们也可透过一些课外
活动接触华文。惠情与翠娜曾参与华文及中华文
化相关的活动，比如山口洋一年一度的汉语演讲比
赛。该比赛由各补习所抽签轮流主办，评委老师来
自印尼当地或中国。此外，还有常见的“汉语桥比
赛”，或一些由中国举办的短期培训。这些培训的
对象一般分为两种，一是老师，授以教学技巧和知
识；二是学生，传以中华文化知识与才艺。

学习华文的苦与乐

 在零基础的情况下，华文的听、说、读、写
都具有挑战性。对永泉来说，补习所一开始学习
的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加上老师用客家话授课，
学习问题不大。不过，那时许多年轻华文老师，
只向本就通晓华文的年长老师学了几册课本，便

被委派去教书。永泉原先的华文老师学习华文的
程度仅止于教材的第六册，因此在教导学生方
面，也无法教授第六册以后的课程。“当时换了
一位较年长的老师，老师直接用华文讲课，偶尔
插入一些客家话和印尼话作为补充说明。”永泉
的家人都不谙华文，他有不明白的地方除了问老
师，基本上没办法向别人请教，更多时候需要自
己研习，一路走来，懵懵懂懂地，但他始终没有放
弃。“大概学到第10册的时候，我才真正初步掌握
文章内容的意思，慢慢晓得怎么学好华文。”

 教学资源的不足，同属学习上的一大挑战。
永泉谈到，自己的家乡资源比较匮乏，华文课都
用最原始的方式教授，没有多媒体教材的辅助。
若在课堂上遇到一些之前没有听说过，又没有图
片可以参考的事物，学生便会难以理解。据永
泉，现今隔了十余年，有少数地区的学校已经设
有多媒体设备，但也不多，像他执教的地方仅有
一台投影机。翠娜补充道：“我们那个年代，可
以阅读的华文课外读物比较少，现在本地还是不
易购得华文书籍，只是多了网上购买或代购国外
华文书籍的途径。”惠情亦指出，当地华文教师
的教学技巧尚有进步空间，因此当地的前辈非常
鼓励年轻一代的教师到国外深造，提高自身修为
后再回乡服务。

 于 佩 君 而 言 ， 由 于 母 语 是 客 家 话 ， 相 比
起 印 尼 文 ， 自 己 学 习 华 文 会 比 较 容 易 一 些 。
然 而 ， 他 们 也 不 能 太 依 赖 客 家 话 与 华 文 的 翻
译，有些词汇虽然能翻译过来，意思却相差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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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比如‘没关系’翻译成客家话是‘mo-kon- 
he’，意思是‘不相干’，在华文里却是‘没事’的
意思。‘没事情’翻译成客家话是‘mo-si-chin’，
这才是华文‘没关系’的意思。”偶尔，客家话与华文
词汇看似相同，意涵却大相径庭的情况也闹出不少趣
事。小云笑道：“还记得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老
师教到‘宗教’，我们还以为老师是说‘香蕉’，因为
在客家话里，香蕉的发音是‘cung-ciao’。经过一
段时间的厘清，我们才晓得老师要表达的是什么。”

 在学习新语言时，羞于开口练习口语是常见的
挑战，但克服困难后的成就感是学习语言最大的喜
乐与收获。叙述这段回忆时，惠情的语气藏不住喜
悦：“以前大部分同学都不敢开口说华语，导致华
语交际能力不理想。老师就换了另一种方法来鼓励我
们开口说华语，那就是说华语以外的语言的人就被罚
款。我们害怕嘛，只好硬着头皮说华语，渐渐地到后
来也就习惯了用华语交流，不再感到害羞了，反而有
种骄傲感和自信感！”

 
齐赴新纪元留学深造

 小云等五人都是因为是因赤道基金会、邦戛古兆威
乡亲或山口洋地区乡亲会的赞助保送，才有机会出国深
造。小云回忆道：“当时是赤道基金会的教育部主席
钟学胜叔叔找到我外婆，让外婆通知我有个到新纪元
大学学院留学的机会。我外婆就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让我直接跟钟叔叔联系。就这样，在钟叔叔的鼓励
下，我决定到新纪元留学。”

 一般而言，基金会将透过学校教师宣传留学申

请的消息，如翠娜所说：“我从小学到大专学习华文

的费用都是由赤道基金会所赞助的。基金会为了鼓

励孩子们学习华文，在很多地区都有赞助学费，也常

保送学生出国深造。基金会和各校关系密切，一有学

习机会就会通知各校。供申请名额很多，竞争不会很

激烈。”惠情补充道：“我们快毕业时，基金会便告

知补习所校长有这样的留学机会，想去的同学自行报

名。要求是申请者的汉语水平考试需达五级，以及需

要签署工作合同，留学归来必须教几年的书。如果是

保送到大专（或进修一年）的话是任教3年，本科则

任教5年，一般都是3至5年的。如果不想教书的话就

不能参与了。”

钟翠娜（下排右一）获得诵读比赛冠军后与同学留下合影。

余惠情（左三）随本校爱艺鼓参与“爱心园游会”的
二十四节令鼓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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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 友 们 不 仅 一 次 提 到 ， 他 们 在 新 纪 元 的
留学经验对日后归国从事教育事业具有很大的
帮助。佩君认为，在新纪元求学时，她接触了
更为全面的华文语言知识。永泉也表示，新纪
元老师除了对留学生友好之外，也传授了许多
知识，有助于他个人的成长及执教工作。“新
院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我们在新纪元体
会到了人情温暖，特别感谢新纪元及教育系的
院长及老师们，还有其他部门的行政人员的照
顾。我们学习到的对外汉语教学技巧，也能让
我们在回国后的教学工作上学以致用。”翠娜
最后总结道。  

归国投身华文教育事业

 即使保送机会的执教合同早已到期，五位
校友目前仍继续从事华文教育工作：佩君任教于
教师联谊会华文补习所，惠情执教于高杯山印华
公学，永泉则任教于榕树子华文补习所。翠娜自
本校毕业回国后的将近四年中，担任了数所学校
的华文老师，即山口洋高杯山三语学校、石角南
华小学分校及高杯山印华公学。结婚生子后，翠

娜想花更多时间陪伴家人，方转职为线上华文老
师。不过，网络华文课程在印尼也算是刚起步，
线上华文老师并不多见。

 小云在毕业归国几年后，接手了外祖父母
创立的华文补习所——高杯山印华公学。高杯山
印华公学由小云的外公蔡南胜、外婆巫月娇、巫
月娇的学生房汉超等村里几位热爱华文的人士于
2002年7月创办。“印尼改革开放不久后，我的
外婆和房先生一同去向政府申请办学的准字。后
来获得准字了，大家就赶紧组织了一个委员会，
当时的主席是郑和清，财政是我外公，文书是我
外婆，以及数位职员。”

 最初，补习所建于较偏僻的校地。2008年左
右，补习所才搬迁到小云口中所谓的“旧舍”。
“旧舍”地皮租约10年期满后，地主不愿再续
租。学校当时没有足够的资金，也没有自己的校
地，处于倒闭边缘。幸运的是，2018年年末，小
云的外婆认识了赖权生先生，赖先生不仅愿意将
自己的地皮捐予她外婆，予她建立补习所，还联
同许多热心人士协助筹款。小云感激地道：“如
果没有赖先生与众多热爱华文的人士参与建设，
现在估计就没有高杯山印华公学了。非常感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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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帮助，新校舍才得以建成，并于2019年6
月19日正式启用，我也自那天起接手担任补习所
的校长。”

坚持传承华文教育

 即使政府已开放华文教育数十载，在当地
兴办华教仍非易事。据五位校友了解，政府没有
特别推动华文教育的政策，至多是在印尼文学校
中加入华文课程，以及不干涉华文教育的办学。
政府也未提供相应资助，除非补习所向政府提出
申请，但政府不一定会批准。反之，民间社会有
不少支持华文教育的力量，比如上述保送赞助五
位校友到新纪元留学的赤道基金会等单位。这些
支持华教的单位常不遗余力地支持华教，自掏腰
包提供奖学金、帮助华文补习所筹款、捐赠土地
予华文补习所，以及举办一些文化活动如演讲比
赛、“中华文化大乐园”活动、师资培训等。

 近年来，由于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进驻印尼
市场，需要大量通晓华文的翻译员，当地报读学
习华文的学生数量呈上升趋势，其中不乏非华裔
学生。随着学生人数增多，当地也新增了不少华
文补习所。不过，五位校友频频谈及印尼华文教

师供不应求，不仅在人数层面，从专业水平与教
学经验来看也不足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惠情无奈
地表示：“我们这儿的人，尤其年轻一辈，对教
书这份工作并没有太大的热忱，因为工资不高。
我们则是因为感兴趣才投入教学。”翠娜附和
道：“许多年轻教师纷纷转行到中国工厂工作，
更加剧了师资紧缺的问题。”

 除了师资问题，小云坦言：“以我自己的
观点，印尼的华文教育就像走在一个狭窄的道路
上，我们看不清前方的路。这里的政治不稳定，
随时都有历史重演的可能。”即便如此，五位校
友仍坚持执教鞭，寄望印尼华文教育能够更上一
层楼，为文化根脉的留存与传承尽一份力。 

印尼校友参与“2015年华语文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左起：黄永泉、钟翠娜、蔡佩君、王睿欣老师、王淑慧老师、
余惠情、温小云。

印尼校友在毕业典礼上，与赤道基金会和山口洋地区乡亲会的领导们
合影留念。下排左起：钟翠娜、温小云、余惠情、蔡佩君、黄永泉。

印尼校友在教育系毕业成果展上与校长合影留念。
左起：黄永泉、莫顺宗校长、钟翠娜、温小云、余惠情。

钟翠娜与补习所的学生在课堂上合影。 

温小云外婆巫月娇于高杯山印华公学新校舍开幕典礼致辞，由温小云
即席翻译成印尼语。

钟翠娜、蔡佩君、余惠情、温小云、黄永泉到访槟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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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文教育家：

劉一飛
郑诗傧  副教授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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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一 飞 （ 1 9 3 0 - 2 0 0 5
年），印尼华文教育家，出
生于西加里曼丹山口洋白茫
头镇（Samalantan），曾
就 读 于 山 口 洋 真 光 印 华 中
学，21岁回家乡从事教育工
作。正值青壮年时期的刘一
飞，经历了印尼1965年9月
30日（九三〇事件）的反共
军事政变以及1967年的“走
红头事件”。据说，那是一
段刻苦铭心的记忆，在西加
原本和睦共处的华人与达雅
族人关系生变。达雅族人在
内陸华人住区前放置红碗，
意思是若华人不马上迁徙的
话，就会惨遭血洗杀害，当
时西加华人社会人心惶惶、
性命堪虞。杨思萍在其《西
加华人苦难的十年岁月——
1965年至1975年大动荡风雨
沧桑》中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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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地，内地华人向沿海地区大举迁移

行动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有的虽已居住了几

代人也不得不放弃家园。估计有十几万华人

流落到山口洋以及坤甸沿海一带成了难民，

也有不少人逃到北加沙捞越去。在逃难沿途

中，华人财物很多都在沿途中被抢劫一空，

有些来不及逃亡的偏僻单户还遭到烧杀抢

光，据说有几千人丧失了性命，听说多是假

扮达雅族人的军人所为。以后死于难民营里

的这些华人难民更不计其数。

 刘一飞一家亦无法幸免于难，他们逃难到山
口洋盐町新港村落户。到了那里，刘一飞继续教
授中文。他常常在晚上躲进破旧的屋舍里，偷偷
地给孩子们点上油灯，教他们华文。1979年，刘
一飞被定罪入狱，身陷囹圄长达7年之久。此时，
刘一飞已和妻子育有5个孩子。在狱中，刘一飞
和狱友交流学得一些中医知识，在没有提供医疗
予囚犯的那个艰难时刻，他们生病了、受伤了，
更多是“自己医自己”、“互相给狱友治疗”。
出来后，刘一飞以行医为生，直到1998年才慢慢
减少看诊。彼时，刘一飞只要有机会，便会教儿
女及邻居家的孩子们华文。刘一飞幺女刘小红忆
述道：“爸爸在家里偶尔以墙为纸，以炭为笔；
偶尔以木门当黑板，以粉笔一笔一划地教孩子识
字，用一种他认为的安全方式教孩子识字，传授
华文知识。一旦觉察有动静，便赶紧地把门上及
墙上的字给擦掉，不留一点痕迹。”但这一切在
幼小的刘小红心里，却留下深刻的印象。刘小红
笑着回忆过往。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不是一件轻
松的事。刘小红指出，在当时的印尼社会，违背
禁令教导华文是很严重的罪行。印尼华人为了自
身及家人的安全，都把家里一切出现汉字的东西
烧掉，包括一纸文凭及华文书，“我爸爸却不一
样”，“我甚至认为父亲之所以学中医，是有意
识地通过行医传播中华文化。”即便透过线上屏
幕，也能清楚看到刘小红为父亲感到骄傲、光荣
的神情。

 印尼华文教育也不是一开始就沦陷的。她曾
经有过辉煌时期。1950年至1957年间，是印尼华
文教育兴旺发达的年代，至1957年底，印尼全国
华文学校约有1860家，华人学校学生人数多达30
余万人。可惜，好景不长。1959年，苏加诺批准

了PP 10/1959，这一文件强迫印尼华人关闭在农
村的产业，搬迁到城市，1967年西加里曼丹，有
42,000名华人被指为分裂分子而被清洗。华人的
权益越来越少，中文报纸只保留一个，华人宗教
活动范围被限制，仅保留在屋内祭拜的权力。中
文学校逐渐被淘汰，至1966年时候，华文学校被
喝令全数关闭。原来，苏哈托政权也曾经放宽禁
令，在1968年1月下令允许私人团体设立特种民
族学校，华文可列入教学科目，但后来又因为担
心华文学校的存在不利于同化运动，于是在1974
年3月又下令禁止华文教学。不仅公共场所不允
许出现任何汉字，华族节庆活动也一概被禁止。
在苏哈托的铁腕政治下，印尼华人的生活乃至生
存权力不断受到剥削，一天一点地失去，谁也没
有想到，他们会遭此劫难。当时，排华情绪相当
激昂，许多华人被虐待。有的人改弦易辙，信奉
了回教，成为穆斯林，接受同化，企图获得保护
伞，更多的华人不敢声称自己是华人，更遑论学
习中文了。

 排华事件过去后，印尼华文教育逐渐复苏，
有志之士在各地兴建华文补习学校，以复兴华文
教育为己任。据刘小红回忆，父亲刘一飞当时很
热血，想尽快地复兴印尼华文教育，于是在盐町
借了朋友陈锦庭家的厨房，每天教一个小时华
文。万事起头难，许多人担心政府的政策会随时
改变，因而不敢前来学习华文。最初，刘一飞只
有10个学生。又因当时许多华文书籍和文件早已
被焚毁，印尼政府又禁止华文书刊进口。在教学
资源缺失的情况下，刘一飞拜托朋友从新加坡夹
带华语教材《小学华文教材》回来，复印给学生
使用。刘一飞考虑到当地华人以务农为主，收入
不高，贫穷子弟众多，于是仅向学生收取每人每
月10,000盾学费。

 四年后，刘一飞与朋友孙志钦商量，决定
筹建盐町印华公学。2001年2月12日，刘一飞与
孙志钦、郑怡隆、赖松枝、陈容星、朱三才、温
韶光、詹益声、刘妙强、官有利等先生组成一个
筹备建校委员会。大家积极进行募捐，除了在山
口洋、坤甸、雅加达外，还面向马来西亚、新加
坡、台湾、香港等区域或国家筹款，终募得2,132
万盾。这所公学于2001年3月9日开始动工，4
月4日建竣，两间教室与一间教务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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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成。学校亦成立了校委会，由刘一飞担任第一任校
长，已故赖松枝先生担任彼时的第一届董事长。学校
落成后，一共招了至少300名来自各地的学生，学生最
小的是6岁，最大的则30余岁。由于缺乏师资与课室，
学生分为六班学习：上午、下午和晚上各两班，每班
容纳至少50名学生。一周上6天课，一个学生一天两节
课（90分钟）。彼时每人每月按15,000盾（现在的十
万盾）缴付学费。（载杨水金《印尼山口洋华文师资
现状分析与相关建议》，硕士学位论文，湖南师范大
学对外汉语专业，2019年，第9页。） 

 刘一飞不仅重视华文教育的传承，也相当看重子
女的学习。刘小红表示尽管家里生活条件相当拮据，刘
一飞在孩子教育上从不马虎，并且是“相当舍得”。
刘小红表示许是受父亲影响，她也相信教育的力量很
大，并且愿意投身教育行业，特别是教华文。她是刘
一飞的幺女，排行第七，生于刘一飞入狱后。刘家子
孙辈里，一共有六位和刘一飞一样，献身华文教育。
其中四个是刘一飞的孙子，一个是幺女刘小红，一个

山口洋盐町新港印华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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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媳妇。刘小红目前奔波往来于两
家补习所，分别担任校长及教员一职。
问及刘小红踏入教育行列的因缘，她笑
道：“我是2003年才开始教华文的，我
原来不喜欢当老师，但是当时有一所学
校缺乏华文老师，父亲让我去帮帮忙，
我于是就到那里试试看。或许是我父亲
的熏陶吧，我很快有了教学的兴趣。每
天看到学生成长、进步，让我非常有成
就感，越教越快乐。于是，就继续教，
这么一教，都快20年了。”

 询及印尼越来越多人学习华文，与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是否有关系，刘小
红真切地回答：“其实我觉得学习华文与
经济价值无关，而和传承中华文化有关。
当然，掌握了中文，出路广了，机会多
了，待遇也更好。”又提及刘小红什么原
因促使她可以坚持中文传播这么多年，她
道：“家人的支持，特别是我的母亲、上
司的肯定，以及尽管我父亲已经过世17
年，当地人仍旧感念我父亲对华文教育的
贡献，他们的那份敬意，也深深触动了
我。当然，最重要的是，我看到，华文教
育改变了一村人的命运，带给许多村过上
更好的日子。”

 如今距离刘一飞过世已然17年。诚如
刘小红所说，许多人还依然念叨他父亲的
好与热血。毕业自本校汉语国际教育专业
的印尼华人余惠情，就曾感念道：“我们
学生从校园内遥遥望去，便能见到屹立在
墓上的‘刘一飞先生传闻学士纪念碑’。”
刘一飞的墓碑设于印华公学旁，其实是他
本人的意思。2005年8月5日，刘一飞因
前列腺手术失败不幸辞世。许多人以为是
他临死前的嘱托，其实不然。

 刘小红说：“父亲喜欢旅游，喜欢
摄影，一次我们一家人外出，在一个英雄
纪念碑前摄影，然后他告诉母亲，如果有
一天我离开了，我要一座像这样的“英雄
纪念碑”，并且葬于学校旁的山上，日日
与学校相望，一直守护着华文教育。”

立于印华公学旁的刘一飞校长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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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红与山口洋南华中小学华文补习所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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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一飞种下的一颗种子，不仅使一个文化落
后，青少年常纠众闹事打群架、聚赌的地方迎来改
变，更推动他们学习华文，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
继而谋得一份好工作；不仅改变了这个地方的年轻
人，改变了一整个村子的命运；还鼓舞了许多人前
仆后继为华文教育而奋力前进。他这一生，虽然命
途多舛，再穷再困厄，也努力地让汉字在夹缝中生
存，让它们冲出藩篱，崭露头角，冒出生机，是每
一个中文人必须知道的华教人物，也是每一个教育
工作者必须知道的教育家。

刘小红（右五）与山口洋盐町新港印华公学华文补习学校同事
庆祝建校21周年。

刘小红给学生上课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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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爪哇省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第五届就职典礼（右五为刘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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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華教的推動者：

劉一江主席 洪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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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一江小档案
● 广东省海外交流协会海外理事

● 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

● 印尼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主席

● 印尼华文教育联合总会副主席

● 印尼西爪哇教育厅华文统筹处主任

● 印尼西爪哇中国汉语水平考试执行主任

● 印尼三语学校协会秘书长

● 印尼万隆基督教三一学校董事

● 印尼万隆基督教荣星学校董事

● 印尼《艺和》建筑承包商有限公司总裁

● 印尼《艺和》教育中心董事长

 有“万岛之国”之称的印尼，是整个东南亚国家里
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印尼还是个多民族、
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其中除了占大部分的爪哇人、
巽他人、马都拉人、米南加保人等之外，还有华人。
根据“世界各地华侨华人人口最新统计”，印尼是世界
上最多华人族群的国家。追溯历史，印尼华人与大马华人
一样，祖先都是来自中国闽粤地区，他们有着不同的祖籍
地和文化背景，并分布在印尼各地。即使移民到海外，本
着不忘本的精神，印尼华人仍然致力于发展华文教育、推
广华族文化。由于印尼特殊的历史社会背景，相比起其他
海外华人，印尼华人在当地华文教育发展与普及化的道路
上，走得相当艰辛。本期很荣幸能访问到印尼西爪哇省华
文教育协调机构的主席——刘一江先生，听他诉说印尼华
文教育的花明柳暗之路。

“华文”被当作违禁品的成长背景

 刘一江（出生名Lioe It Tjiang，印尼文名Judhi Irawan 
Leonard）是1967年出生于印尼万隆西爪洼省的印尼第二
代华人，他的父亲来自中国广东梅州，是移民印尼的第一
代华人，母亲则是已融入印尼文化的第三代华人。刘一江
先生所出生的年代，是印尼华人处境急剧变动的时期。在
1945年苏加诺总统宣布成立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前十年，
印尼华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迅速，这十年中虽常有阻碍，
但未至于造成巨大影响，印尼华文教育在最旺盛的时期还
曾开办了1,669所华校。鉴于印尼与中国之间的关系时好时
坏，这也导致居住在印尼的华人地位经常处于不稳定的状
态。60年代初期，中国与印尼的邦交达到顶峰，华人却又
受到印尼国内右翼势力的仇视，排华事件被挑起，两国关
系直降冰点。1965年，印尼发生了著名的九三〇事件，亲
中的苏加诺政权遭推翻。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上台后，利用
当时的排华浪潮，采取了许多消灭中华文化的措施，对华
人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的管制、歧视和同化政策。

 在此大背景之下，从刘一江出生至小学这段时间，所
有的华文学校陆续关闭，甚至完全消失，华文教育已然成
为社会的“违禁品”。原本能于课外时间教授华文的“印
尼特种学校”也在1974年被宣布改为国民学校，禁止教授
华文。当时，不仅华文教育被严令停止，一切有关中国文
化的活动事项也全被全面封禁，例如禁止使用汉字、禁止
华人讲华语、不准张挂华文字的招牌等。华文报刊、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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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华语录影录音带和影片均被当成违禁品对待。
因为这些限制，当时的华人子女几乎没有机会接触
中华文化与华文。为了维护母语教育，许多华文补
习班也以教授日语的名义，私下开授华文班，刘一
江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的。

成就感与自信心的推动
使他对学习华文愈发感兴趣

 刘一江在小学至中学期间，在父亲嘱咐下曾
接受私人补习所的华文教育，但受到整个大环境
的影响，当时的他对华文并不感兴趣，只是马马
虎虎地学习华文。1985年，高中毕业的刘一江去
了新加坡旅游，他用华语与当地的华人沟通，结

果对方却听不懂，他有些沮丧。回到印尼不久，
他认识了一位对他影响很深的华文补习老师。这
是一位是来自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老师，毕业于
印尼大学日文系，来到西爪哇开办日文补习班，
也借着教日文的幌子教授华文。年轻的老师加上
特别的教学方法，使得刘一江的华文水平在短短
两年内有了显著提升，口语也进步不少。

 隔年，他到台湾旅游时再次使用华文与当地
人聊天，有别于上次的“惨痛”经历，此次的交
流过程非常顺利。对于有人听懂自己说的华文，
他雀跃不已。在成就感与自信心的推动下，使他
对学习华文愈发感兴趣。当时的他虽然就读于印尼
大学的建筑系，但不时关注华文，透过自学，华文
已经成为他的第二语言。

2019年，印尼庆祝印尼华文教育开放20周年（前排左七为刘一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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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黑色五月暴动”
事件后，印尼结束了为期32年
的苏哈托时代，印尼的华文教
育也开始重现曙光。继任的哈
比比总统与瓦希德总统都实施
了善待华人的政策，民间对华
人的仇视心态也逐渐消散。随
着中国与印尼的外交关系恢复
正常化，印尼开始采取较为开
放的理华政策，例如包括开放
华文读物进口、允许华人开办
华文学校、开放华文报章及新
闻媒体，国民学校也获准开设
华文课。

刘一江（左二）曾于2013年带领印尼万隆教育参访团莅临本校。

而立之年，无私奉献、积极参与印尼华教推广机构

 在新的时代里，三十出头的刘一江在2004年开始加入华文教育工
作。由于年轻充满干劲，同时也能掌握华语，刘一江也被当地华教前
辈推举为西爪哇华文教育协调机构的主席，协助该地区华文教育的发
展工作，像是为当地学校到中国延聘华文老师，或是邀请中国的专家
到万隆为教师们进行培训。除此之外，刘一江还是印尼华文教育联合
总会的副主席，他们会在印尼开协调设华文学校、分配老师、颁发奖
学金、举办汉语水平考试、华文水平测试等活动。西爪哇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是印尼所有华文教育机构中，唯一和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教育
单位都有合作的机构。刘一江表示，教育是不分宗教和种族，更是不
谈政治的，他致力于为当地华人子弟提供最好的华文教育资源，这种
办学精神非常值得其他海外华文教育体系学习。

 目前，刘一江活跃于印尼西爪哇各大华文教育机构，像是担任万隆
基督教三一学校及荣星学校董事、印尼三语学校协会秘书长、印尼华文
教育联合总会副主席、西爪哇教育厅华文统筹处主任、西爪哇中国汉语
水平考试执行主任等，以无私的精神推广华文教育，服务大众。

展望未来

 对于印尼华文教育的发展现状，刘一江认为教育机构团体能力
有限，因此期待能有更多年轻人能够投入并且支持华文教育。但他
也坦承，要找到有使命感的年轻人出钱出力为华教贡献，还是比较
难的。在刘一江看来，好的老师才能教出对华文有兴趣的学生。因
此他希望能有更多愿意为华教奉献的教师们继续为下一代推广华文
教育。本刊非常荣幸可以与刘一江先生进行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也
期待刘先生未来能把印尼华文教育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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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荣幸能邀请舛谷銳教授作
为本期《新光》的受访对象，这也
是新光记者阔别两年进行的实体采
访。舛谷銳教授甫进门，便亲切地
与我们打招呼，并且拿出了自己的
电子词典放在一旁备用。他与我们
想象中有些不同。访谈间，他的言
行不会让人有距离感，相反，他就
像是一位亲切的长辈，将他的看法
及见识向我们娓娓道来。从整个采
访过程可见，他是一名健谈且和蔼
可亲的学者，谈话氛围十分温馨。

伍
芯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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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舛谷銳
（MASUTANI,Satoshi）

1964年生于东京，于早稻田大

学完成本科课程，1990年进入东洋

大学文学研究科攻读硕士时，便致力

于研究马华文学，是目前少数研究马

华文学的日籍学者。曾任日本立教大

学副校长，现为该校交流文化学科

教授。2021年底目前到访本校，

担任国际教育学院客座教

授，为期十个月。

新光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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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促进文化交流

 舛 谷 教 授 在 大 学 时 代 便 开 始 修 读 汉
语 ， 当 时 日 本 大 部 分 大 学 都 有 开 授 汉 语
课，由于日文中存在汉字，使学生能够理
解简单汉语并获得较理想分数，因此许多
日本大学生会选修汉语作为第二外语。但
是随着难度提升，加上缺乏汉语语境，学
生难以完美消化所学知识，更无法将汉语
运用在日常交际中。

 舛谷教授笑言，倘若其他使用汉语的旅
客到日本的话，最简便的交流方式便是通过
书写汉字的方式与日本人沟通，因为后者即
便不能听懂汉语也能理解汉字，这也是汉字
的美妙之处。

“丰富”的马华文学

 舛谷教授自早稻田大学念书时，便开始
关注小众的文学，于是关注新疆人的文学。
大学毕业以后，他进入东洋大学文学院修读
硕士，开始对马华文学开始产生研究兴趣。

但是他的导师并不建议他选择这个研究方
向，因为当时的主流研究方向多为中国大陆
文学，关于马华文学研究的文献十分稀少，
该导师也直言马华文学总有一日走向灭亡的
道路。尽管如此，舛谷銳教授依然认真地告
诉我们，马华文学是不可能会消灭的，因为
它充满着太多可能性和多样性，是一个非
常“丰富”的文学领域。舛谷教授于1991年
首次来马，踏上马华文学研究之路至今。

 舛谷銳教授对马华文学的定义较广，只
要与马来西亚华人有关联的文学作品都能够
称之为“马华文学”，这种文学作品无关作
者的种族、语言、作者居住地。然而，文学
向来都是主观而非客观的，它取决于作者与
读者如何去定义和分类自己所创造或阅读的
文学作品，因此非常依赖自己的想法。

 本 刊 记 者 问 及 “ 马 华 文 学 经 过 翻 译
后，将其语言用语修改后，是否还是马华
文学？”时，在场的各位都陷入了沉思。
经过一阵思考后，舛谷教授以今日日本民
众间的热门话题为引子——“为何村上春树
还未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回答了这个

舛谷銳教授向本刊记者展示日语书中的汉字。本刊记者伍芯慧（左）和李洁苡（右）赠送《新光杂志》予
舛谷銳教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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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舛谷教授说：“因为语言的关系”。
诺贝尔奖项均由西方评委评定，即便编译者
尝试跨越语言与文化的鸿沟，英译本还能保
留“原汁原味”吗？

 日本文学和马华文学之间有异常鲜明的
对比，比如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日本作
家的创作题材取决于市场所需，同时创作的
范围也会遭受限制，出版社的编辑也会提出
种种要求，导致日本作家压力巨大。马华作
家一般并不会受到内容局限，因此创造空间
较大，但是也代表内容题材可能会出现过于
的杂乱、没有特定主题和内容等问题，因此
编辑与作者需要付出更多心力，尽可能突破
马华文学作品水平良莠不齐的困境。

 马 华 文 学 之 所 以 能 够 发 展 至 今 ， 是
因为有着“华社三宝”的底气，即华文教
育、华人会馆以及华文报纸，它们就像支
撑 着 马 华 文 学 的 三 脚 架 ， 华 文 教 育 培 养
出马华作家和读者，马华文学作品通过华
文 报 纸 进 行 发 表 ， 华 人 会 馆 提 供 金 钱 赞
助，倘若三者失去其一，马华文学便会失
去支撑力而倾倒。针对马华文学的范围，
舛谷銳教授曾发表相关观点，他认为马来
西亚国家文学也包括马华文学，但经本刊
记者们重提该说法，他表示自己早已改变
想法。他坦言，上述观点是在对马华文学
研究尚未深入了解时所提出的，经过深入
探讨后才有所改观。经过长期的求索，他
发现马来西亚华人面对不公平对待时，是
以自力更生的姿态积极应对的，即便以往
在马来西亚文学大奖上并无马华文学的踪
迹，但华人拥有自设的各类马华文学奖项
与评选机制，在质与量上也毫不逊色。

巧思推广马华文学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日本学者，
舛谷銳教授亦曾在推广马华文学上花费了不
少心力，日本外交部曾举办“国际交流基金

会”文学讲座，舛谷銳教授被告知需要安排
作家代表新加坡讲授新加坡文学，舛谷教授
深感能够推广及介绍马华文学的黄金时候已
经过去了，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舛谷教授找到一位马来西亚籍新加坡永
久居民——丁云老师。尽管生于马来西亚的
丁云自幼已移民到新加坡，但却坚持创作马
华文学作品，更选择在马华文学刊物发表作
品。舛谷教授利用这个“漏洞”，便以介绍
新加坡文学的名义，请丁云代表新加坡作家
把马华文学带到世界舞台，可见教授为了推
广马华文学也付出过不少力气。

 舛谷教授笑着说道，如今日本学术界越
来越多研究者对马华文学感兴趣，部分原因
在于因一些研究台湾文学的日本学者发现台
湾文学中有马华文学的踪迹，这也让学术界
多了一个跨越地域与文化的研究方向——台
湾文学中的马华文学。此外，舛谷锐也经常
在日本的文学刊物中发表马华文学的研究或
翻译作品。 

 舛谷教授总结道，马华文学拥有非常
多特点，与其他国家的文学体系相比下更能
体现其多样性。比起日本文学的线性发展，
马来西亚文学确实呈现出网状的发展脉络，
这也是后殖民文学的特点之一。舛谷教授直
言自己非常喜欢马来西亚，并承诺将坚持研
究多样繁杂的马华文学。整场访谈下来，他
皆从日方角度与本刊记者进行交流，为我们
提供新的旁观视角，以“别人口中的马华文
学”为切入点，重新理解与认识具有马来西
亚特色的文学体系。

日本的东南亚文学研究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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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冠病疫期招生逆流而上 

招生嚴守把關不放寬錄取條件
张慧敏

 本地大专在疫情笼罩两年
招生困难重重，然而，新纪元大
学学院在这段期间逆流而上，本
地及国际学生新生人数都激增，
为民办大学前景注入新动力。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
副教授指出，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学校日常招生活动，而在
2019年成立的国际教育学院在
疫情来袭封国时也措手不及，
当时国际留学生不超过10人。
所幸疫情前夕，她与莫顺宗校
长频密造访中国相关单位，以
及学院团队紧密与马来西亚教
育全球服务中心（EMGS）、移
民局等多个政府部门接洽，为
招收国际学生铺路。直到2020

年5月新纪元纳入中国教育涉外
监管信息网及中国允许留学生
在国内上网课，招收国际学生
壁垒才被消除。 

 尽管如此，郑诗傧强调，
虽然学校积极招收国际学生，
但招生流程非常严谨，尤其是
硕士及博士研究生必须经过严
格审核才会被录取。她举例，
研究生必须提交完整报告、安
排面试及与导师接洽，开题报
告会经过两位校外及一位校内
导师审核，只要其中一名导师
不通过就不会被录取，同时国
际教育学院也会内审论文题目
及章节设计是否符合中华研究
范畴，一旦发现不符合就必须

修改重写，否则也无法被录取。
第一届共收到30多名研究生的
申请，其中8人无法通过审核，
有者经过第3次提交报告才被录
取。她说，“疫情期间新纪元还
能招收很多研究生，绝对不是马
虎放宽录取条件，在学术条件上
是没有通融的，导师们都付出心
力审核把关，在招收新生之余，
也坚守素质。”

 郑诗傧提到，至今国际留
学生人数已达400人，包括中
国、美国、印尼、寮国及印度
学生，而今年2月本地学生招收
人数也比往年倍增，目前等待
大马教育文凭（SPM）成绩放
榜后继续招生。

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同仁合影，前排坐者右二为国际教育学院院长兼市场与行销部总监郑诗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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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
陳
凱
希
先
生 

伍燕翎   副教授

文学与社会科学院院长

 缘深缘浅，皆是因缘。

 跟陈凯希先生熟络缘于2018年，当时莫顺宗校长主编《马新慈善
家》，负责撰写陈先生一章的黄永宝教授不谙中文，我成为她多次访问
和查阅文献的桥梁。当是这一份因缘，我对陈凯希先生一生奉献于这块
土地的事迹，多了一份深刻的理解。

 对我辈而言，陈生堪比大时代产生的巨人，一如他挺拔刚劲的身
影，想必也曾撑起了一个时代的脊柱。时过境迁，今日再次阅览他的政
治生涯，他的民族关怀，他的企业理念，他心系的同道朋友，无一不立
足于追求平等和跨族群文化的立场之上。他的文化和公益事业，也都充
分体现在人道主义的精神内涵之中。

 在绝多数人知晓陈生的社会活动和慈善事业中，反叫我不断反刍
的其实是他在人情上的方寸拿捏。2018年，《马新慈善家》在北京
举办推介礼，其目的在于走出国门，让更多人知道马新华人自过去至
今，为华文教育和文化默默奉献的慈善家。当时年届八十高龄的陈生
在家人陪同下，与多位慈善家和新纪元同仁随之前往，给予我们无限

當
下
不
負
：

陈凯希先生于《马新慈善家》推介礼发言。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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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28日，陈凯希先生作为《马新慈善家》书中人物之一，出席于中国北京举行的新书推介礼。

支持。场里场外，陈生道谢不断，该致谢的
何不是我辈？

 在此之前，也是我在马来西亚华文作家
协会（作协）担任理事这些年，多有看见陈
生出席作协举办的活动，亦不时听闻资深理
事说道，陈生很挂念作协的老朋友。2015
年，第一届海鸥文学奖在他的支持下诞生，
历届下来培养了不少青年写作人。这些年已
成为作协课程品牌的“深耕文学创作课”从
作家课程系列、与报馆合作开辟文艺园地、
专题发表、集结出版、文学讲座、推介作家
作品、马华作品翻译课等等，皆是在海鸥基
金会的支持和鼓励下一点一滴开展成型的。
这只翱翔在马来西亚天际下的海鸥，早已领
着大伙从企业连锁飞跃至文学的穹苍了。

 2018年，诗人曾荣盛带领新纪元中文系
学生在“怀念乌士曼阿旺晚会”朗诵乌士曼阿
旺的三首中译诗歌——Salam Benua（问候大
地）、Pemuda dan Gadis Tionghua （致华族
男女青年）和 Duri dan Api （刺与火），深获好
评。诗人乌士曼阿旺是陈生在海鸥集团的亲
密战友。是夜，陈生也在场，看着年轻一代
向毕生追求平等的马来爱国诗人致敬，想必
陈生那一刻是欣慰的。

 我辈生于晚，那些千秋故事必须载入史
册。对于陈凯希先生一身功名，特别是他为
华人社会的付出，点点滴滴汇集成流，即可
以成为马来西亚华人史一章。黄永宝教授撰
写他的事迹成就时提及，他未名列华商富豪
榜上，也未曾册封任何头衔，确实，他就是
他自己，踏踏实实地走过一生。

 2019年，陈凯希先生宣布捐献10万令
吉予新纪元研究生院，成立“陈凯希和陈秀
英研究生奖学金”，旨在鼓励高校推展跨族
群、跨文化之华人研究。陈生说过，此奖学
金以他和爱妻联名别具意义，除了纪念一份
铁汉柔情之外，他更希望后人永远惦念这位
曾对民族和性别平等奋斗一生的女性。

 陈生出殡之日，原是我门下研究生严秋霞
博士论文报告，论文其一研究对象正是陈秀英
女士。一个月前，我和秋霞通过Zoom云端会
议，陈生则默默坐在视频里头，静听讨论，偶
尔若有所思，又俯首笑看。如今回想，仿佛他
已告诉晚辈你我，他的一生，牢牢紧紧，勤勤
恳恳，过去与未来，皆当下不负。

转载自：《星洲日报》副刊 星云 2022年3月18日。

陈凯希先生于《马新慈善家》推介礼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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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我
們
心
中
的 
楊
老
師

郑诗傧  副教授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杨靖耀老师生于1960年7月29日，于2022年5月20日因病故去，享
寿六十有二。1984年，杨靖耀老师开始投入杏坛，执教于吉胆岛华联华
小，1987年转至士毛月新民华小，十年后踏入加影育华中学执教鞭直至
退休。退休以后，杨靖耀老师受邀到新纪元大学学院担任文化推广中心
主任。38年的执教生涯中，曾荣膺沈慕羽教师奖（2012），也广受文化
艺术教育界人士的推重，桃李满天下。

　　“杨老师”这个称呼，用在他身上，就成了一个文化品牌。他营营
一生皆为文化传承，奉献给文化事业都是因为爱华文。从华文教育到
文化推广到社区关怀，与其说他关心文化事业，不如说他是把他所信仰
的、所坚持的、所热爱的，用到他所关怀的人本身、学生本身。他热爱
青少年，透过华文教育、文化推广与社区关怀塑形青少年的素养、人格
与品性。他极重视礼貌、感恩、孝顺，也很重视表达。他常教学生事要
怎么做得好，话要如何说得漂亮，待人接物时的仪表、谈吐、摆设要如
何周到、干净。他讲究细节、体贴，希冀每一个贵宾都能感受到尊重，
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即使对待到访的同事亦持同样态度。他好客、慷

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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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
遠
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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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老师与第17屆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筹委合照。

慨、喜热闹，常请同事们、学生们聚餐、吃点心，畅谈人生。他常说：“我老不了，因为
很多年轻朋友。”他尊老爱幼，对后辈提携有加，对刚入职的年轻教师，总是予以平台，
主动为其搭建对外交流的场域，在众人面前总是给予推许与赞扬。他交游广阔，一生不少
知己良朋，线上线下都很活跃，予人精力充沛、干劲十足的印象。他有脾气，却大度能
容，他严厉，却慈爱。杨老师曾在脸书上提及病中感悟，称盼能“平淡地走远”。可是，
就是这样一个杨老师，即使挥别了人生的舞台，总不可能在我们心中成“平淡”，更不
会“走远”。

　　杨老师是国内文化推手。他办了19届的“全国中学生中华文化营”，从育华中
学到新纪元大学学院，从未间断，哪里有杨老师，哪里有文化营，参加文化营的学
生从国内到国外，形成效应。文化营累计了上万次的青少年参与投入其中，即使在疫
情下，在癌病与拂逆中，他都坚持不辍。文化营里融入了茶道、武术、中国结等活
动。19年里，他培育了许多学生，尤其在新纪元成立了“文化特工队”，成了新纪元
美丽的一道风景。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教授曾在《新纪元时光》里，给杨老师
与文化营做了最好的注释：

　　中华文化营之举办实有其必要的，特别是在求知欲旺盛的青少年阶段推广传

统文化，效果最佳。马来西亚有志于此者不少，但一连十余年而从未懈怠的却不多

见。这一切首先应当归功于这个文化营的推手杨靖耀老师。杨老师不喜高谈阔论，

他以实际行动和刚毅的决心，一步一脚印，在众声喧哗的年代，使我们看到默默耕

耘的力量，以及辛劳之后，那些丰硕成果如何叫人万分欣慰。文化营如今已广为人

知，杨靖耀的心血没有白费。在马来西亚当中文教师乃是吃力不讨好之苦差，但中

文教师传道之精神却深受敬重，十多年来这些持续不断的中华文化营，让我们清清

楚楚看到在中文教师群体之间，又多了一个表率……（《杨靖耀与文化营》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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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M华文线上讲座宣传。

 杨老师是士毛月新民华小二十四节令鼓及
新纪元大学学爱艺鼓创办人。90年代初，二十
四节令鼓表演还是比较少见的。杨老师带着国内
首支华小节令鼓队到亚罗士打参加全国华人文化
节，在二十四节令鼓的比赛中获得表现奖，由此
广为人知，受邀到各地表演，缔造了一年一百场
表演纪录。多年以后，他到新纪元大学学院服
务，发现校内有鼓手无鼓队，于是很快地成立了
爱艺鼓，带领爱艺鼓参与《动地吟：诗与玫瑰》
（2014）、马金泉老师作品《万象甲骨》（2015）
《大树成林》（2015）、华穗杯二十四节令鼓中
马区域精英赛（2016），并在赛中荣获优秀奖。
其他的活动还包括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校庆晚
宴（2018）、丝路翰风——百位中国书法博士作
品邀请展（2018）、茨厂街“马来西亚日·老街
走月”（2018） 、跨族群生活营“多元是马来西
亚的象征”（2019）。

　　杨老师酷爱书法艺术，与国内外书法家往来
频繁，是以创办了多届全国挥春比赛。比赛从小
学、中学、大专组，扩及非华裔组，由线下至线
上，每次比赛都吸引到至少800位参赛者，高峰
期时达1500人，在新纪元校园各处挥毫，形成一
道壮观美丽的文化艺术汇演。他也多次举办中华
人文碑林一日营，培养一批碑林导览员，宣扬书
法，弘扬中华文化。 

 杨老师也举办了多场SPM华文作答技巧讲
座，为华裔子弟学好华文、考好华文，劳心劳
力。他聚合了一批资深的华文教师以及年轻有魄
力的华文老师在一起，给全国SPM华文考生注入
强心剂，成为许多考生有力的后盾。每年与中文
系合办的“我爱华文，我考华文”，也是国内中
学生及华文老师们耳熟能详的活动。

 杨老师不仅应邀担任多场诗歌朗诵比赛评
审，他也举办了“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
赛”，把语音界专才、诗人作家、博士聚合在一
起，为国内诗歌朗诵献一份力，且对能创作诗歌
的友朋与后辈极为欣赏。

 他认为青少年不仅要投入文化活动，还需
要积极投入社区关怀。于是，这些年，马不停蹄
地，带着学生到老人院服务、到尼泊尔做义工，

把爱分享出去。 杨老师常道：“我这一生，终于

新纪元，特别高兴。我很喜欢新纪元，很爱新纪

元。每次来新纪元，见见朋友，和谁都这么好，

能够一起做事，我很开心。”

 杨老师，新纪元也爱您。

 杨老师曾说：“坚持（文化推广）一阵子其

实不难，坚持一辈子是很难的事。我希望我能坚

持一辈子。”杨老师，感谢您一辈子都在坚持。    
别了，杨老师，一路走好。谢谢您这一生38年
来，辛勤地播下无数个华文及文化的种子，谢谢
您给了新纪元8年的美丽丰厚养分。

 “每想你一次，天上飘落一粒沙，从此形成了

撒哈拉。”谨以杨老师喜欢的这句话送别杨老师。

2020年送福到武汉挥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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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诗傧  副教授

国际教育学院院长

Cikgu与注册处同事合影。

 Cikgu出生于哥打巴鲁，从幼儿园至中六都在华校学
习，如今更是在华文大学里工作，大家都很熟悉Cikgu，因为
他在新纪元主理注册、教务、政府事务处等事务。“Cikgu”
这称呼其来有自，在此之前他是美术与设计系的讲师，教
授陶艺。Cikgu很喜欢美术，对陶艺尤其感兴趣。高中毕
业后，他转入Institut Teknologi Mara（ITM）学习。原本
报读平面设计课程的他，在一名讲师的牵引下，接触到了
陶艺，并逐渐发现在众多不同的艺术形式里，尤其喜欢陶
艺，陶土创作使他更具创意，于是他转读陶艺课程，开始
了他的陶艺生涯。毕业后，他成为了中央艺术学院的陶艺
教师，以三语授课。当时，因为大多数学生家里没有拉胚
机，于是Cikgu尝试了各种以基本技巧成型的可能性，像
围条、围板，让学生设法打破局限，进行创作。为了让学
生接触陶艺爱好者的市场，他鼓励学生们多把自己的作品
放在学院的美术展览区，也把部分学生的作品放在自己的
展览里。

Cikgu Azizan bin Othman，
阿兹占副教授。本校注册处
主任兼研究生院代院长，同
时为政府事务与课程认证处
主任。

新紀元裡有個

大家都知道的Cikgu

學人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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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kgu的作品独特，有着浓厚的个人风
格，也呈现了多元民族风格，融合了中、巫、日
及南洋风格，其陶艺造诣之高超，也吸引了许多
报章杂志社记者前来采访拍摄。这些作品当中有
一些是以植物为题材，用树枝的走纹制造花瓶、
桌凳、摆设品等，或者以荷花、太阳花为主，
表现出一种积极、清新、脱俗的感觉。其独创
的茶壶，尤为人所津津乐道。茶壶独特之处在
于，Cikgu用了泥板方法制成一个长型壶身，足够
容纳20人分量的茶水，并有壶盖上那象征艺术家
的地位和根源的尖角形状，以及像第二个喷口的
握柄。Cikgu曾分享制造陶器的关键过程——烧陶
这一步骤。首先，得用泥制造一个模型，待它风
干后，便放进炉里以900至1000的热度烧约半小
时，然后为陶器上色，再烧12至15个小时。这样
的一个过程，Cikgu每每乐在其中，甘之如饴。

　　Cikgu喜欢陶艺，并非功利因素使然。因为
早期陶艺并不受欢迎，一般制作30个陶瓷，只
有几个会被卖出去；但现在陶艺开始越来越受关
注，他的作品也很快售罄，每一件艺术品的价位
大概是RM500至RM600不等。Cikgu早期的作品
以米褐色为主色调，现在的作品色调更丰富，彰
显了缤纷与活力。他有个目标，就是把大自然融
入在作品里，希冀能把山水画画在他亲制的陶器
上。Cikgu曾参与过无数的展览，其中包括Clay 
Inspiration 2000、Visi Seni Bank Negara、3D 
Expressions’95及Inspiration In Clay等，其参展
作品绝大部分皆被收藏家收购，有的则在国家银
行或政府机构展出。

　　2006年7月，Cikgu来到新纪元工作，担任
美术系讲师。2007年左右，学校创办了政府事务
处，他受委为部门行政人员，身兼两职。2008
年 ， 他 便 被 擢 升 为 政 府 事 务 处 主 任 。 2 0 1 0
年，Cikgu也被委任为美术系副主任。2014
年，Cikgu从美术系调任学术部当副主任。2016
年年末，他被委以重任，担任注册处主任，直到
现在。从一个学术人员，走向行政要员，并非
Cikgu所求，实乃无心插柳柳成荫。

 Cikgu表示当初被委任为注册处主任是有典故
的。他曾经帮助过别的大学处理MQA、解决执照
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学到了很多东西，也和教

育部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一个经验催生又一
个同类型的经验，慢慢地，他与学校的注册工作
越结越深。Cikgu还没上任注册处以前，已经协助
彼时的注册处主任莫顺宗校长准备申请升格的文
件。他向我们分享他和校长处理个案的经验。当
时，商学系有个2+1的双联课程，以及美术系有
个室内设计的课程，都需要向政府申请认证，但
是无法达到标准，所以多次被教育局拒绝，当时
周遭反对的人许多，认为新纪元不需要走政府体
系，眼看事情好像做不下去，一心一意想帮学校
取得课程认证的Cikgu，也有点纳闷。他感谢幸好
校长很勇敢，抵住所有声音，两人坚定不移地，
继续执行，没有一点动摇，尽管骂声不断。他淡
淡地说：“我不明白。对的事，我们去做就是
了。可以批评，但我们要一起去努力，去做。不
能只批评，不做。”

　 　 谈 及 升 格 ， 校 长 说 C i k g u 功 不 可 没 。 对
此，Cikgu淡然处之，只轻轻说了一句：“我还没
做完我要做的工作。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10
年后，新纪元大学学院升格为新纪元大学。这是
我和校长共同的期盼。”Cikgu动情地说：“老
师，你们也要做。大家一起来做。新纪元教职员
上上下下必须一心一意、齐心合力，那么升格是
可以实现的。”没有太多华丽的辞藻，却说到
了我们的心坎里。他的眼神，坚定不移。他继
续说：“升格后，我们不再推别人家的课程了，
每一个课程由头至尾都是属于新纪元制造，我们
不再有双联课程了，要向社会推介属于我们自己
的学士课程了。我们是否做好准备了？有没有信
心去推介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每一个课程做
好，做得更有质量，更符合市场需求。”

　　要Cikgu回忆申请升格的路上，哪些事最是
记忆犹新。他说：“在校长还是注册处主任的时
候，我每天早上都敲他的门，然后一起处理MQA
文件，我们共事最久，默契也最好，从来没有心
结、隔阂，或者有内斗。发生任何问题，我们都
是一样地，抓住一个目标：把问题解决，把事做
好。2008年那一次，我们失败了，我们重新努
力，5年间把30多个课程的MQA都处理好。我
们真的是一条一条查阅、一条一条完善。一路走
来，自然是很深刻的。”校长与Cikgu的情谊，
可见匪浅。能够像他们这样，相互扶持、患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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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爱生活与信仰的Cikgu携同妻儿到麦加朝圣。

《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编委与Cikgu谈升格。左起：张金妮、郑诗傧副教授、伍燕翎副教授、
Cikgu、李育濨及丘汶洁。

共，朝同一个方向一起努力，真的非常不容易。
升格的所有苦累与煎熬，大概除了他俩，非旁人
或耳闻者变能轻易懂得。也因此，很多人说他们
之间是“abang adik”。 

 Cikgu认为现在的新纪元塑造了相对更好的文
化。校长开始走入课堂，教授高级中文，也举办茶
会，制造更多机会接触学生、认识学生、聆听他们
的心声，比如如何更好地使用“空的空间”，让学
生们进行活动；如何创造一个充满微笑、温馨的
校园；如何塑造我们的教师、行政人员，乃至于
学生，都展现出礼貌、积极、开朗、向上的精神
气质；如何提高教职人员的薪金待遇。“我们已
经开始在做，要相信我们，带给大家更好的新纪
元。”Cikgu语气和缓地说。

　　采访的学生动容了，好奇一个马来友族怎
么会那么爱护华教，深以为答案必然牵扯出一
段情系中文的美丽故事，但其实不。Cikgu淡淡
地说：“我不是在做华教事业，我是在做教育事
业。”可见其胸怀与睿智。间中，Cikgu亦坦言希
望更多的马来同胞学汉语，希望更多的非华裔走
入新纪元，丰富新纪元的文化。

 访谈的最后，问Cikgu对新纪元人有什么期
许。他说：“如果真的爱新纪元，不要打（击）

新纪元。可以批评，但一定要一起来努力。真的
爱，就去执行。”再问Cikgu对自己有什么期许
吗？他微笑以道：“现在学校需要我做什么，我
就做什么给学校。有一天，学校不需要我了，或
者说，升格成大学了，我就回到美术系教书，做
陶艺，我还是很喜欢的，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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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強  教授

副校长（学术与研究）

 我曾经进过监牢，是吉隆坡市中心的富都大监牢1。那是发生在很久以
前的事了——是上个世纪60年代。回想起来，也可以说是一个特别的经验。
我是与几个人一起进监牢的。当被铁锁牢牢封锁的铁闸一层接一层地打开
时，我原本仅有的一点恐惧感顿时爬满全身。在四周放哨岗位站着的监狱警
卫员正严密地看守着现场，一眼望去，这个冷冰冰的环境好像对着进来的人
说，一个冷酷的下场正在等着你们。幸亏这次进来只是短暂的逗留，很快就
会出去了。

 我们被带到监牢的中心，是一个空地。四五排囚犯已经整齐地坐在地
上，个个的头发被剃得光溜溜的，眼睛显得更大更凶。我注意到有一位是与
我同一个小市镇来的，我曾在上学时见过他，也听过他的大名，他在当地有
一定的“知名度”。因为在特殊时期经常与法律作对，他挨铁窗生活并不稀
奇。囚徒个个都是个子大的粗汉，有些的身材好比鲁智深般魁梧，李逵般
威猛，我的心难免怦怦地跳。还好，每个囚犯都面带微笑，好像在对我们
说：“放心吧，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们也向他们报以友善的微笑。

 相互介绍环节结束后，我们脱去外衣，开始作热身动作。再过一阵子，
比赛开始了。“BBBB…BBBB！”裁判的笛子响了。我们与对方的人员走到
一起，先礼后兵地一一握手。双方阵容排好后，中锋跳球，篮球赛开始！

 球赛刚开始时，我方球员显得紧张，无法发挥水准。我们毕竟是一群
十八九岁的小伙子。面对头马高大、气力大而动作粗的大汉，不敬畏才怪
哪。对方的“啦啦队”也了解我们的处境，并大声地喊道：“不要怕，慢慢
打！”。对方虽然高大，但是球艺只是一般，最后输给我们了。球赛结束
后，礼貌上跟大家说“再见”，很快地就跨出了监狱的大门，回到现实！

 我们“进牢”可以说是为了交流球艺，也可以说是对这些被忘记的人作
出一点关怀。我们的学校——维多利亚书院——毕竟与富都大牢只不过是“一
路之隔”的近邻。这次短暂的“零距离”接触，打破了我们对囚犯的固有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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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他们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野蛮”人，他们有
细心的一面，也并非完全没有同情心的人。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被关在牢里？我们既不得知，也不敢放
肆地问！

 20世纪60年代，在雪隆一带高手如林的华校篮
球队里，维多利亚书院的球队是一个被打的沙包。
在学校的运动项目里，其他球类及运动更受重视。
篮球的“身份”是非常低的，排在第一的是橄欖
球。这可能是因为英国籍校长曾经是威尔士橄榄球
联盟（Rugby League in Wales）的队员，所以特别
希望学校成为橄欖球运动的霸主。每年校方都与江
沙马来学院、Sungai Besi的军人学院以及怡保的安
得逊学校比高低。我们学校里的橄欖球队员几乎都
被委任为荣誉极高的学长，其中包括我的一位同班
同学，后来他成为警察副总长及监狱局总监。普通
队员尚且如此，球队队长更是是问鼎总学长之位的
人选。其他的运动如羽球、足球、水球、游泳、田
径等地位都逊于橄欖球。在我学校，篮球只不过是
一项可有可无的运动罢了。篮球队的负责老师连拍
球都不行，更不要说当教练了。在学校眼里，篮球
不会带来什么好成绩，只好让它自生自灭！

 我们学校曾多次参加雪隆的篮球校际赛，对手
时常是华校的队伍，我们哪里是对手？记得有一次
与尊孔队比赛，赛场在坤成女中，可怜的我们被打
得落花流水，但是坤成生还是拼命地喊：“尊孔，
加油！加油！”这也难怪我们“进监牢”，说是去
交流球艺，实际上更是想去打一场胜仗，好在周会
里难得地作一次“骄人”的报告！

1 编按：富都监牢，又名半山芭监狱（Pudu Jail），由

英殖民政府于1891年兴建，历经4年落成，佔地10公顷，

经扩建后可容纳2000名囚犯。半山芭监狱1996年关闭，曾

改为博物馆，后于2009年动工拆卸，今仅剩一座门墙，其

他土地则被开发为武吉免登城中城（Bukit Bintang City	

Centre）。半山芭监狱见证了马来西亚自英殖民时代走向

独立的历程，也目睹了不少重要历史事件，是马来西亚的

历史地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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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JOURNEY 
DIPLOMA IN VISUAL ARTS                             

GRADUATION EXHIBITION 2021ART    JOURNEY 
 

With immense pride, I congratulate 
DVA final year students on a job well done. They were in 
a special class throughout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what 
they faced throughout their study was greater than ordinary. 
Their life was disrupted, added with stress and uncertainty. 
Despite these challenges, they have shown great fortitude, re-
silience, and perseverance. I know they will go out into the 
world with confidence in their abilities to communicate and 
analyze the world they encounter.

 In their final semester they must produce major art-
works in painting and ceramic. Initially, plans were made for the 
actual or hybrid exhibition but in the end, they have no choice 

1

2

Ambition
Acrylic on canvas
2021
Khoo Pei Qin

Time’s up
Acrylic on canvas
2021 
Tu Yun Rou

Heavenly 
Shrubs
Acrylic on canvas
2021
Kaw Ming Qin

Bloom Bloom 
Mixed-media on canvas 
2021                                                                                            
Liew Su Shen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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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 JOURNEY 
DIPLOMA IN VISUAL ARTS                             

GRADUATION EXHIBITION 2021
but to 

have a fully virtual exhibi-
tion, thus the ‘Art Journey’ virtual exhibition is created. The exhibition 
reflects upon their journey as a Visual Art student, and it is a testament to 
their self-expression. Each of them has different concept or theme for their 
artworks, and the outcomes are the proof of what they have put in terms of 
effort, heart, and soul to each of the artwork. Producing artwork remotely 
is no easy task, however, they managed to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and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the end. 

 Congratulations again to Tu Yun Rou, Khoo Pei Qin, Kaw Ming 
Qin, and Liew Su Shen. Stay humble, stay strong and keep on fighting! 

Raha Jaafar
Faculty of Art and Desig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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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温怡

國際教育學院與陳六使研究所合作打造

“陳六使弘毅國際講壇”系列演講

 “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是新纪
元国际教育学院与陈六使研究所联办
的学术讲座，讲座主题繁多，截至四
月已成功举办六个场次，分别是范若
兰教授《华南女性移民新马的规模、
类型和影响：基于方言群的分析》、
黄贤强副教授《近代中国的新马知识
群体网络——从北京的南洋俱乐部谈
起》、梅德顺教授《马来西亚百年水
墨画艺术发展实录》、谢侃侃助理教
授《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华人的
抗日救亡运动比较（1937-1942）》、林
韵丰讲师《建立荷兰海外殖民地的隐形
推手——荷治时期大员与马六甲华人的
城市建造活动》及王昭晖副教授《建国
内政治与国际合作——海洋东南亚国家
的‘一带一路’建设》。
 
 自新纪元大学学院于2013年成立
陈六使研究所以来，不遗余力地推广学
术活动，尤其为华人教育尽心尽力，不

仅秉承着南洋大学精神办学，也延续了
陈六使华教先贤的教育使命。国际教育
学院则成立于2019年，短短两年间势
如破竹，积极与国内外学术及企业单位
共同策划、推进、执行各种合作项目。
本次陈六使研究所和国际教育学院合
作开办的系列讲座以“弘毅”为题，
此题出自《论语·泰伯》中曾子的言
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意指读书人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且在
漫长遥远的求知路上责任重大。
 
 “陈六使弘毅国际讲坛”自2021
年11月24日起，每月举办一次线上讲
座，时间在星期三晚间7时半至9时，由
各文史学者分享有关学术研究，鼓励新
纪元子弟积极问学。自“陈六使弘毅国
际讲坛”系列讲座开展以来，已累积获
得两百多名出席观众，当中包括国内外
研究生和学术研究者，可见各界人士对
华文教育与本土关怀议题的热烈反应。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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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教授的演讲沿波讨源，概介了早期新马移民的概况。此外，范
教授的研究也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人口研究并不只带出数字的变迁，也
由数字的变动研讨其因，可看出新马华人社会随着时局的嬗变，而衍
生出各地观念的差异。该讲座由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郑诗傧副教
授主持。 

 黄副教授主要介绍活跃于民国时期北京南洋华人俱乐部的马新华
人知识群体，其中包括伍连德、梁宇皋、吴赉熙、谢昌林及林宗扬等
早期知名知识份子与实业家。该讲座由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廖筱纹助
理教授主持。 

 梅教授主要从英属马来亚至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谈起，分享这百年来
的艺术家们对本土水墨画发展的过程及贡献。最后，梅教授将他研究十
年的最新著作《百年墨踪：马来西亚水墨画艺术发展及其人物研究》分
享给大众。该讲座由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廖筱纹助理教授主持。 

 谢助理教授主要介绍英属马来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华人在1937
年至1942年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将两者作一比较，从而体现区域与国
别之间的不同视角，让大众更清晰地了解到抗日救亡运动在东南亚发
展的整体面貌。该讲座由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廖筱纹助理教授主持。 

 林讲师主要透过台南大员与马六甲两地城市建造的对比分析，深
入了解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如何系统性建立殖民地，其中华人在荷
属殖民地建造城市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主讲人图文并茂、深入
浅出的解说，让大众清晰地了解到马六甲在荷属时期的建筑发展面貌
及华人的贡献。该讲座由新纪元国际教育学院潘筱蒨副教授主持。 

 王副教授以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作为案例比
较，从外交决策类型学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的推行对周边国家
的发展及影响。该讲座由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兼文学院代院
长黄薇诗助理教授主持。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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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 马 遍 地 美 食
系列”讲座，是本校中
文系中文传播大学基础
课程2022年5月份学期
必修课“中文大讲堂”
的课堂活动。本活动以
马来西亚人日常生活中
常见的美食及食材为主
题，邀请马、港、台、
陆对于饮食文化学有专
精的学者专家前来分享
研究所得。本系列的演
讲并非尖端的学术发表
会，而是旨在以有趣的
方式，深入浅出地引导
学生对于观察生活周遭
环境的兴趣及敏感度，
从而发现问题，以期培
养自我主动追求知识、
解决问题的学习动机。
本系列讲座包含十三个
主题，包含燕窝、海南
菜、擂茶、福建面、咖
啡、捞鱼生、粿条仔、
广府菜、中国菜等等。
同时也从全球，以及马
来西亚区域，甚至从海
外 回 看 本 土 的 各 种 视
角，来纵观马来西亚饮
食文化的深层意义。

新紀元中文大講堂2022：

大馬遍地美食系列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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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东南亚学系成立于2019年2月，是马来
西亚私立大专院校唯一一个以东南亚区域研究为
发展主轴的科系。近年来，东南亚学系致力于发
展马来西亚华人村镇历史研究。虽然华人村镇历
史研究近年来蔚然成风，学界相续出版了不少著
作，但现有的研究成果始终与华人村镇的数量不
成正比。为此，本次“东南亚研究系列讲座”将
聚焦于马来西亚华人村镇历史研究，以期让社会
大众认识及珍视在地历史文化，并吸引更多人士
投入华人村镇历史研究行列。

 本系列讲座共有四个主题，第一场《马来
西亚华人村镇研究的史料和内容》由东南亚学系
系主任廖文辉博士主讲；第二场《分散型态村镇
的分与合——以紧急状态前的利民达华社为例》
由本校中华研究硕士生陈建发主讲；第三场The 
Historical Nexus of Two Maritime Port Cities: 
Kuala Trengganu and Singapore in South China 
Sea Trade Networks, 1880s - 1930s由研究生院
副院长黄裕端博士主讲；第四场Chinatown and 
“Chinese Towns”: Concepts and Observations
由副校长文平强博士主讲。

東南亞研究系列講座

學術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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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T學生徐志文自創

『Pick and Place』自動化系統

幼年启蒙
         明志励志明志励志

本校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 F a c u l t y o f C o m p u t e r 

S c i e n c e & I n f o r m a t i o n 

Computing Technology，FICT）

资讯科技系学生徐志文在进修

软件工程（荣誉）学士课程期

间获TigaKY Sdn Bhd（下文

简称“TigaKY”）的支持与赞

助，使他的毕业项目——Pick 

and Place Automation System 

（PAPAS）自动化系统得以顺利

完成。2022年5月，徐志文接受

《新光》采访，将他的学习之路

向我们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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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志文提到自己从六岁就开始接触电脑，从而培养了
与电脑相关的兴趣，所以才选择到资讯科技系进修软件工程
课程。在本校求学的过程当中，他得以开拓对软件工程的视
野与认知，并在其间探索个中奥秘。徐志文笑言，这个课程
带给他最大的惊喜，是完成每一个项目的时候所获得的满足
感，这成为他坚持完成软件工程课程的动力。他也觉得数学
是电脑科学的核心，通过数学演算不仅可以解决疑惑，还可
以达到既定目标。

　　徐志文坦言，PAPAS的项目灵感来源于新纪元前兼职老
师，同时亦是TigaKY的老板——Kenny Khoo。当时，他们
一同观看视频，里面播放着许多垃圾被摆放在传送带上的片
段，有个机器手臂正对垃圾进行分类，他表示这有趣的视频
激发了他对这个项目的兴趣。徐志文设计的PAPAS自动化系
统，首先需要侦测到相关物体的存在，接着识别出该物体的

人生在勤
   新益求新

彭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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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PAS自动化系统将根据物体的形状及颜色进行识别。

▲ 徐志文（右）正向新光记者展示PAPAS自动化系统的运作模式。

信息（如颜色、形状等），然后在后台进行演算，再
把物体吸起，最后把物体放到相应目的地进行分类。
他表示，这个项目主要的目标群体是从事垃圾分类、
生产和包装等业务的企业，有望填补当前人力资源的
短缺，同时也可以使原有的机器更加智能化。 

 由于从制作到完成成品的期限只有一个学
期，所以徐志文在正式实践前也觉得这是一项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为自己准备了一个后备
方案，但他依然决定尝试把这个项目完成。他表
示，这个项目最大的挑战在于3D建模，因为是初
次接触，加上他对机械领域也一知半解，但他花费
了大量时间去学习新知，尝试研究机械手臂的设计
方案。值得注意的是，鉴于PAPAS的高度个性化
设计，在市面上很难找到相关的零件，因此所有的
机械部件都是徐志文以3D打印的方式制作的。他
也坦言，自己在多次尝试后才成功打印出一个可以
正常运作的机械手臂。徐志文表示，他每天都需要
思考自己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虽然个中过程压力极
大，但他把压力化为动力，不负众望地在短期内成
功实现了自己的构想。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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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遇良师
      力学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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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艰难的求学路上，徐志文幸运
地遇到了两位伯乐。首先是庄正伟院
长的无条件支持。尽管徐志文的毕业
项目看似十分耗时，但庄院长仍然给
予他无条件的信任，更鼓励他努力完
成这个项目。其次是曾任徐志文授课
老师的Kenny Khoo。有了老师兼老板
的启发与研究经费上的全力支持，他
才能在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奋力完
成目标。此外，他也非常感谢父母及
亲戚对他的理解及支持，他们是徐志
文求学与实习期间的物质与精神方面
的强大后盾。 

 徐志文目前在TigaKY任软件工程
师，他直言非常喜欢TigaKY的工作氛
围，更认为这是一家善于选贤任能的企
业。在Kenny Khoo的支持下，他和同
事都可以自由发挥才能，研发不同类
型的项目，弹性的工作时间也让他有更
多的精力去完成每个项目。徐志文也提
及，TigaKY的赞助计划也会惠及更多学
生，受惠对象包括实习生及本校学生，
为他们提供更多实践机会及资助。

 提到“未来”，徐志文表示他
将会继续深造。徐志文考虑到西方国
家研修硕士学位。他解释道，因为国
外的技术较为先进，同时也有很多不
同类型的人才，他希望可以结识到比
自己更聪明、思维能力更强、更缜密
的人，通过交流合作的方式提升自己
各方面的能力。同时，他也会加入不
同的企业，期望创造出更多更好的产
品，进而开拓新市场回馈社会。 

 徐志文认为学无常师，除了课堂传授的知识以外，他
也建议学弟妹们可以利用空闲时间善用线上学习资源。鉴于
线上的知识更新较快，在获得新知之余，很多难求甚解的地
方亦可重复播放，借此加强记忆点。为此他推荐了一个名为
Coursera的线上学习平台，并鼓励学弟妹可以借此付费平台
进行深度学习。他也表示，虽然线上学习资源非常易得，但
还是需要学生主动跨过必要的门槛。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徐志文除了勉励学
弟妹善用新媒体时代的学习资源，并借此把自己的优势发挥
到最大以外，还鼓励学弟妹们在学习路上不屈不挠、勇往直
前、永不放弃，最重要的是勇于创新，才可以格物致知，学
以致用。

▲ 徐志文（右）与毕业项目导师庄正伟院长（左）合影。
▼ 徐志文（右）与TigaKY老板Mr. Kenny Khoo（左）合影。

人生在勤
      新益求新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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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皆是尘土飞扬，泥泞水洼。

 从进入灾区的边缘起，天
地间仿佛只剩下一种颜色。

 泥色的马路。与黄泥混为
一体的废弃物，在路旁堆叠成
山。被尘土完全覆盖的车辆。
路人穿着被泥水浸泡后又干透
过的衣服，目无表情地看着我
们这些外来人。我们没有打开
车窗，都能嗅到空气中一股令
人窒息的霉味。

 我 们 一 行 人 在 当 地 志 工
的引路下，拎着抱着物资徒步
到一个马来社区的住宅街道。
这里是Taman Sri Nanding，
位于乌鲁冷岳县。我们穿着雨
靴，每一步都踩在泥潭中。两
旁住户加上隔壁一条街，共80
家，都是单层排屋。虽然水已
退去，但从墙上留下的水痕可
见，前几天最严重的时候可能
已经没顶。有的人坐在路旁休
息，有的人在忙着清洗大盆大盆

的脏衣服，有的人在将大片大片
的废弃物丢到垃圾车上。兴许是
太阳高照，兴许是终于退水也有
了供水，可以开始动手清理一片
狼藉，大家脸上都看不出烦躁和
悲伤，有的年轻人还在哼歌说
笑。听友人说，现在午夜朦胧
间感觉到下雨都会惊醒，胆战心
惊无法安眠。而身陷水患中的人
们，内心又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
的恐惧和不安？

 马来同胞们很快接过我们
手中的物资。我们一路询问，
找到这个街道住户的主要管理
人。她是退休的中学老师Cikgu 
Sukhainah Kamson。附近的人
都说可以把捐款交给这个老师负
责，于是我们和她要了银行账
号。从当地马来同胞口中了解
到，很多热心人士都捐献了干粮
和饮用水，大路一旁也能看到
有人在饭点时间供应饭菜，大批
灾黎在排队拿饭。但大米、婴儿
奶粉以及灾后修复工作时所需的
物品远远不够：高压水枪、清洁

用具、清洁剂、垃圾袋、消毒喷
雾、口罩、手套、雨靴。他们要
去购买在水灾中报废的物品、电
器，还要租清洁车、垃圾车。
这些物品都需要灾民自掏腰包，
还不包括后期屋顶的维修和住家
墙体的除霉、消毒、粉刷所需的
人力、物力。除了人力欠缺，需
要很多很多的资金重建家园。我
们在心里默默地算了遍，一户人
家至少损失几千令吉，而这个灾
区，有三千户灾黎。

 回到新纪元已经是下午5
点，眼前终于恢复城市的色彩。
我们离开了灾区，但他们还在里
面辛苦挣扎求存。我们只是短暂
去一趟，皮肤和衣服沾到的泥尘
就清理了几遍，而他们还有很长
的一段时间，可能还得穿着带有
霉味的衣服，住在被浸透过的潮
湿家中。我们深入灾区的目的，
除了运送物资，同时负责将真
实情况以及援助信息传递给大
家。愿大家心之所善无愧，解
灾民颠沛。

雖天意如刀
盼人心至善 新纪元教职员救灾日志，书于2021.12.23

龚艾萍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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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疫情下
學習學習  輔 導 諮 商輔 導 諮 商  這條路這條路

邝杰豪

 2020年3月18日，这一天，我们开始了被疫情限制的时
光，每个马来西亚人在MCO（Movement Control Order）
行动管制令的管制下，不得不成为宅男宅女，宅在家里工作
和上课。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超过两年被管制的生活，
这段日子里，我们或因疫情而恐惧，或被病痛所困扰，还有
人经历了大水灾等灾害，明白了失去与离别的痛苦。面临这
些磨难，我们内心深处都渴望着有人能够聆听我们的心声，
关怀我们起伏不定的心情和情绪。然而，挥之不去的疫情也
让辅导与咨商的服务面对了前所未有的艰难挑战。

 马来西亚辅导员法令（Akta Kaunselor 1998）规定，
任何人要提供心理辅导服务，必须持有专业证照，否则就
是违法，因此本校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学生的毕业条件之

一，即是必须完成马来西亚辅导局
（Lembaga Kaunselor Malaysia）规定
的实习时数，以符合申请成为国家注
册心理辅导师（Kaunselor Berdaftar）
的资格。修读辅导咨商（荣誉）学士
课程的每一位同学，都需在校内完成
252个小时的校内咨商实务，包括96小
时的面对面个人或团体咨商。完成校
内咨商实务后，他们还必须到校外的
驻地实习单位完成504小时的实习。疫
情的出现，让辅咨系同学们无法体验
精彩的大学生活，同时也因无法如期
实习而必须延毕。

 所 幸 的 是 ， 在 国 内 多 所 大 学 师
生的要求下，马来西亚辅导局终于在
2021年6月宣布同意将96小时的面对
面辅导改为其中40%可用线上方式进
行。这无疑为辅咨系等待实习的同学
开启了一线生机。辅咨系老师也按辅
导局的要求，特别拟定了线上咨商的
标准操作流程，让实习生能够更顺利
地展开线上的会谈辅导。

 到了2022年2月份学期，大部分
的辅咨系实习生都完成了线上实务时
数，等待着回校完成剩余的60%面对
面咨商时数。随着疫情逐渐步入较为
稳定的状态，学校也开始逐步开放让
少部分的同学回校上课，但由于大部
分科系的同学依旧维持网课，校园里
的学生并不多，实习生也苦恼于如何
找到足够的咨商对象。

新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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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应该是最多毕业典礼的一年，我的弟弟、中学同
学、大学朋友皆一个个从大学毕业。回想当初因疫情严重导致无法

进行校内辅导咨商实习，我非常彷徨无助，也十分焦虑，感觉
距离毕业遥遥无期。

 我花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沉淀与思考要如何应对，
我知道帮助他人是我的初衷，于是选择在还无法回校时
参与了几个线上辅导咨商服务，希望借此增进自己的能
力，也帮助在疫情面对困难的人。我对线上咨商的过程
记忆很深刻，因为在线上所要面对的挑战远比线下来得

多。回到校园后的线下辅导，相对更自在更方便，面对面
的辅导，让双方更能感觉互动中产生的温度。

 从线上到线下，我聆听了许多不同的故事，这些故事丰富
了我的人生。我相信我在实习过程中学习到的不仅仅是辅导技巧，
更多的是如何真正地去理解与同理我的咨商对象并帮助他们。

林
家
明

蔡
建
换

 疫情封锁的初期，家里发生了一些变故，而面对面咨商也无法进
行，于是我便开始在外寻找可以居家办公的工作，一来是要为自己带
来一份收入，二来是要避免终日在家无所事事，同时也让自己更快适
应疫情下的新常态。但在我刚找到工作之际，却被告知辅导局允许咨
商实习有40%的时数可以线上进行，实在让我感到措手不及。

 对我来说，我是较喜欢提供实体咨商服务的，实体咨商不仅可以
真切感受到对方的情绪，观察到对方的身体语言，也能在同一个环境
下，达成同频的对话。线上咨商会面对许多干扰，如网络的顺畅度和
个案所处的环境。线上咨商对我而言，实在是疫情之下无可避免的一
个折中方案，若要在疫情下进行实体咨商，确实需要承担风险。

新光故事

疫情下，延毕生想说的话

疫情下，延毕生想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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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習

生

活 张

嘉

瑜

张嘉瑜（左五）与注册处主任阿兹占副教授、副主任白伟权助理教授及同事们合影。

我

的

註
冊
處

 实习是每个大学生的必经阶段，我认为在实习
的阶段不应局限自己，应是尝试不同类型的工作。
因此，我选择在新纪元大学学院注册处当实习执行
员，一份与我个性相差极大的工作。我属于外向型
的人，热爱于筹办各种类型的活动，所以静态、机
械性的工作于我而言是极大的挑战。虽在活动中经

常担任活动秘书，除了处理活动文书工作
以外，在活动中包山包海的角色与静态

的行政人员有一定区别。因此选择这
份工作，是希望发挥出自己长处补其
短处，并培养自身的耐心。
 
 新纪元大学学院注册处主要负责全

校学生的学籍管理。注册处又分为3 
个小组， 分别是注册组、课务组、考试

组，而每一组所负责的业务都有所不同。
我所服务的注册组主要负责学生的学籍管理，像

是休学、复学、退学、离校、转系、转班等，以及
学籍审核、学生证制作、补发，成绩单、毕业证书
印制、筹备毕业典礼等。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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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伟
权
老
师

 在注册处实习3个月，主要协助执行员萧玉仪
与萧嘉美处理资料整理、学生证印制、毕业文凭
整理等简单的业务。同时，协助白伟权主任（同
学们也称他“小白老师”）完成思源奖助学金中
英翻译、设计中英文版本的“代领委托书”，以
及撰写“新生注册流程”等，亦协助完成2022年
春季毕业典礼与2022年5月份新生注册日两场活
动。除了日常业务外，我还担任《新光杂志》助
理编辑，也在新光企划组线上剧本杀活动中，担
任统筹一职。
 
 在实习前我曾不断幻想，究竟注册处是一个
怎么样地方，是否如印象中执行员都很严肃？然
而实际上注册处是一个充满爱的大家庭。对初来
乍到的我十分的友善，担心给我分配太多工作，
所以在工作之余也给予我满满的关心，当我长
时间沉浸在工作中亦时刻提醒我要休息放松。再
者，注册处更像是学校的消防局，她们永远站在
学校前线，每天应对不同的学生，协助他们解决
各种问题，且还要处理日常业务。看着她们认真
严谨及尽心尽 力履行职责，令我衷心佩服。
 
 这段时间领悟许多待人处事的道理，也了解
自己的职责所在，并全力协助老师及同事完成工
作。即使行政业务对我而言是机械性、无趣的工
作，我依然以正面的心态去迎接各种新挑战。行
政工作其实不外乎是要细心、学习沟通技巧、认

真严谨处事态度等。我虽有活动经验，但工作上
难免有疏漏，感谢小白老师、玉仪老师及嘉美老
师对我的淳淳教导。让我知道经验是靠日复一日
累计起来，凡事不要怕做错，正如同小白老师的
口头禅——“工作Take it easy”。
 
 此外，从学生到实习执行员的角色转换，
开始时会难以适应，但这份工作能让我从注册处
执行员的视角换位思考，从而了解学校各种政策
背后的思考逻辑。在参与各种学校工作推行的同
时，亦能够从学生视角思考，大胆向老师们提出
自己的想法，参与讨论，所以在面对问题时，往
往会有新的体悟。
 
 当然我也有遇到过挫折与困难，例如在筹办
剧本杀活动时，有无数个问题等待解决，第一次
感受身心疲惫，我也曾产生放弃念头，可若真如
此，其不仅是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期望，更对不起
组员对我的信任，最后靠着这份信任感，扛起责
任继续完成任务。《孟子·告子下》曰：“故天
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上乱其所为。”如此
一点小挫折算不上一回事，它更像一面镜子，令
我发现自己不足之处，并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最
后，希望我们都是凡事保持虚心态度学习，脚踏
实地走好每一步，相信未来的自己会比现在游刃
有余，坚持为自己想要的事物努力奋斗着。

实习
指导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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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大学学院平面设计系
大三生郑力彰同学的实习单位是
董总（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
总会）的出版与文宣局。董总是
新纪元学生熟悉又陌生的地方，
郑力彰坦言，在他的印象中，董
总是相当具有权威性的机构，因
此从没想到自己会有机会在董总
实习。他透露，在物色实习单位
时，他优先考虑的是位于士毛月
及康乐地区的广告公司，但最终
因交通问题而放弃。后来经过蔡
易伸老师的推荐，他便到近在咫
尺的董总出版与文宣局实习。

 郑力彰说，董总的面试考
核是要他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一
个排版设计，而他在比限定时
间更早以前就已完成任务，令
面试官相当满意，也让他因此
信心倍增。实习期间，郑力彰
主要负责排版设计及独中初中
课本的封面绘图。虽曾在课堂
上学习相关的知识，但如何将
所学运用于工作中，对郑力彰

来说依然是一个挑战。缺乏经
验的他很快就遇上了问题，让
他多少受挫，所幸上司与蔡易
伸老师给予了他悉心的指导，
让他逐渐适应工作环境。

 设计师这份工作，从开始
的绘图，到最终的印刷，一路
上考验重重。郑力彰笑言，他
在实习期间，也面对过方案屡
次被驳回的问题，虽然难免感
到失落，但他也很快就重振起
来，保持着积极的心态继续学
习。他认为，念书与工作最大
的区别，在于念书时可以有更
大的空间发挥个人特色；而工
作则会因为有不同的规范，无
法让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个人特
色。例如课本的封面设计，当
中的字体大小、绘图设计都有
特别指定的要求。

 耐 心 ， 是 郑 力 彰 经 过 三
个月的实习总结起来的最大收
获。排版工作培养了他更多的

郑力彰（左四）与董总出版与文宣局同事合影。

黄义和

獨中課本的靈魂畫手

董總出版與文宣局

耐心，为求精益求精，任何细
节 都 必 须 细 心 检 查 ， 不 容 有
误。另外则是自律，进入职场
工 作 ， 得 要 有 正 确 的 时 间 观
念，要能在期限内完成工作，
不 能 临 时 抱 佛 脚 。 郑 力 彰 觉
得，设计师要最重要，也最需要
做好的心理准备是——“你设
计的作品，未必是别人要的”，
他感谢之前上过一位十分严厉
的老师的课，让他在实习前便
已有这样的心理建设。

 起初，郑力彰作为疫情后
首批必须到实习单位进行线下
实习的实习生，对实习生活感
到非常迷茫，但最终他却感到
十分庆幸，因为实体实习给他
带来了截然不同的体验，工作
上累积的经验、学习到的知识
以及同事给予的关照，都是郑
力彰此次实习的美好收获。

 郑力彰希望下一届的实习
生可以找到自己属意的实习单
位，他说，实习的收获是自己
的，也只有自己用心体验，抱
着虚心学习的心态实习，学到
的东西才会更多，你的实习经
验也才更有价值与意义。

實習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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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2021年12月1日 — 2022年5月31日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张宝权
（戏剧与影像系在籍生）

十大杰出青年奖 马来西亚金艺颁奖典礼

黄于瑄
（戏剧与影像系在籍生）

荣获《The X Project》冠军
THE X PROJECT - CREATION 
X.ASIA

吳翊綺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When Mom Sleeps>获奖Dana Kreatif Perakz@ 
Port RM5000 补助金

DANA KREATIF PERAK

傅惠惠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½》获得FINAS所颁发的补助金。
DANA MIKRO : PEMBANGUNAN 
IDEA/SKRIP

谢佳升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Black Hair＞获得FINAS所颁发的补助金。
DANA MIKRO : PEMBANGUNAN 
IDEA / SKRIP

陈言欣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戏剧作品《动物道路安全考试》获得最佳导演奖
PERFORMING ARTS CENTRE OF 
PENANG (PENANGPAC) SHORT 
AND SWEET THEATRE PENANG

黄勇敬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摄影作品《人间烟火》获得马来西亚青年摄影大
赛二等奖

中国-马来西亚青年摄影大赛二等奖

赖育恒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短片作品《最后的告别》获得大同韩新短片比赛
季军

陈宏亮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短片作品《疫·大难题》大同韩新短片比赛亚军 大同韩新短片比赛

吴子唯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短片作品《少数》入围大同韩新短片比赛11强

陈宏亮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短片作品《德》获得微视频原创奖优秀奖
《禅行天下·Zenlog》微视频
原创奖

辛伟弘
（戏剧与影像系毕业生）

以短片作品《鏘》入围短视频大赛公开组十强 《温度小城》短视频大赛

《一二三，木头人》获短句创作比赛潜力奖
第三十七届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文学
双周

《普罗米修斯》获奖短篇小说优秀奖 第九届理大文学奖

《最后一游》获小说组佳作 第八届依大文学季之“乡关”

《银扣子》获散文组佳作 依大文学奖

《时光机》获奖短句创作比赛潜力奖
第三十七届马来亚大学中文系文学
双周闭幕仪式

《南边有颗纽》获新诗组优等奖
第八届依大文学季之“乡关”依大
文学奖

丘凯文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

梁馨元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毕业生）

郑捷励
（平面设计专业文凭课程毕业生）

全人教育奖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李佳穅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刘佳鑫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文凭课程）

李承澳
（中文（荣誉） 学士课程学生）

林佳仪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新光燦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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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张温怡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许慧云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南大人一心奖学金 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张稼恩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学生）

《“双师协同·四维联动”经管类专创融合型人才
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获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中国重庆市人民政府

《人工智能专业群“双元驱动，六合协同”人才培
养体系探索与实践》获教学成果奖三等奖

郑世颖
（教育学博士课程研究生）

2021年度优秀教师 中国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黄景泰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首届“开甑杯”国际华文诗歌大赛特别荣誉奖
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和自贡城投
集团

《海上福州》（31万字专著，海峡文艺出版
社，2017年版）获福建省第十四届社会科学优秀成
果二等奖

中国福建省人民政府

“民族情复兴路”主题征文优秀指导教师（所指导
学生分获一等奖和三等奖）

中国教育部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全省高校“公寓育人微课大赛”一等奖（最高奖）

全省知识进校园防诈骗微课大赛一等奖（最高奖）

《鱼跃龙门》获“冰雪缘·雕塑情”第六届中国长
春国际冰雪雕塑作品邀请展入选奖

第六届中国长春国际冰雪雕塑作品
邀请展组委会

《五福迎奥运》获“冰雪缘·雕塑情”第七届中国
长春大学生雪雕赛三等奖

第七届中国长春大学生雪雕赛
组委会

摄影作品《西游释厄传》获中国山东省第六届高校
摄影大赛教师组二等奖

摄影作品《新疆百姓》获中国山东省第六届高校
摄影大赛教师组优秀奖

摄影作品《新疆百姓》获中国山东高校美术与设计
作品大赛、圣荷西国际美术与设计艺术节选拔赛二
等奖

山东省高校美术与设计教育联盟

摄影作品《国戏》青岛电影学院师生摄影大赛
一等奖

青岛电影学院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中国山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中国山东省国际大众艺术组委会、
中国山东省摄影家协会

殷朝华 
（教育学博士课程研究生）

曾筱霞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陈飞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王泽楷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张馨元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新光燦爛



	

     2022年6月號 88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济南市职教匠心育人榜样
中共济南市委宣传部、
济南市教育局

“山东省防诈骗”主题优质课三等奖 中国山东省教育厅

招贴画作品《私利》获第四届廉政文化作品征集大
赛教师一等奖

中国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大学生求职面试技巧》获2021全国高校教师教学
设计创新大赛优秀作品二等奖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会教师教育专业
委员会

2021山东广电KSD全球青少年艺术大赛优秀指导
教师

中国山东广播电视台、
山东广电KSD全球青少年艺术大赛
组委会

《软笔书法》获2021山东广电KSD全球“青少年艺
术大赛书画大赛”山东总决赛青年业余组金奖

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丝路国际公益
基金、山东广电传媒集团

2021年度学院最美教师 中国济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EI论文《Engineering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Based on Adaptive Ant Colony 
Algorithm》获优秀会议论文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Medicine and Education

国际合作与交流优秀论文二等奖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高等职业与成人
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1年度优秀教育工作者 中国济南市教育局

《高职信息工程类专业留学生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研
究》入选第六届“职业院校国际交流与合作办学优
秀案例汇编”

世界职业教育大会暨展览会组委会

新光燦爛

赵佩
（中华研究博士课程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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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秀生名單新紀元

校級

與院級

             2021年9月

                校级优秀生名单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陈潇筠、林淑可、李承澳、谢癸铨、洪子康、苏秋豪、刘骏维、王谕婷
吴惠谦、苏楚莹、锺晓莹、岑韵婷、杨惠絜、姚凯雄、黄紫盈、庄 恂
苏晓萱、莫 尔、黄莉芬、鲁美琪、张淑钧、林欣慈、丘芷绮、李伟详
林千惠、马俊泓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丘梅香、梁善彦、黄念慈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黄菁慧、苏嘉铭、邱依铃、张沛琹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 黄晶莹、江家慧、陈荟茗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李雁彬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钟幸历、陈孝文、杨凯文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梁佩莹、林耀东、刘俊乐、林俊彥、李筱萱、蔡慧宜、林志佑、冯伟杰
黎旆杏、张雪慧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谢沅宏

            院级优秀生名单

一、文学与社会科学院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陈欣勤、温禧隆、刘慧恩、范明诗、朱慧心、刘苡伶、陈婷婷、郑惠琦
张佩珊、刘芷晴、吴沅龙、黄霈怡、黄丽芬、陈芊彤、叶嘉威、邱嘉渲
方世建、冯宇昉、廖珂盈、廖思芩、黄敬富、吕淑琪、苏紫卿、陈凯欣
张心旖、黃义和、陈诗晴、黄皓敏、罗骏慧、苏佩诗、刘耀宗、杨籽健
黄祖儿、何秀葶、王思琦、王婕晞、周芝绮、郭敏慧、洪月馨、林瑞容
彭安琪、李洁苡、王杰灵、林佳仪、黄敏敏、严时胜、叶蕴祺、张嘉瑜
黄智辉、汤美珍、杨立杰、马嘉圣、黄丽婷、张启娴、王歆溋、蔡咏琪
李芷倩、潘子微

汉语国际教育学士课程 朱健悦、陈凯盈、赖美琪、刘紫盈、蔡依恬、曾依娃、孙玥儿、林静璇
刘佳鑫、黄舒妤、巫尉箐、郭青龙、梁鏸匀、俞依妏、叶耀龙、刘 凯
黄韵如、张彩燕、徐梃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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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选资格

幼儿教育学士课程 朱慧语、蔡沂璇、潘婕琋、杨洺洁、杨晓慧、戴紫莹、許愛立、陈俊燕
邝韵双、商诗婷、曾馨仪、伍锹淇、尤潔瑜、陈嘉雯、蔡丽恩、姚淑萍
黄识萤、杨佳翊、符芳慧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 黄伟健、曾繁乐、容嘉雯、郑紫双、黄嘉燕、陈泇运、梁苡乐、洪心怡
林丝捷、黄瀞萱、周欣悦、李芳宜、李家慧、李恩行、刘千卉、徐煌升
林丽虹、丘 萱、何汭洋、李宁馨、陈凯文、陈姵名、陈诗恩、彭歆兒
陈欣宇、林欣莹、江慧姗、赖其汉

二、 电脑科学与资讯科技学院

软体工程（荣誉）学士课程 陈伟健、古英琛、黄文俊、陈奕璋、杨詠证、庄佩茹、谢鉴侒、伍师谅
廖国栋、徐文轩、麦瀚生、陈伟豪、邓嘉慧、陈政业、吕富城、蔡永杰
许元彬、黄长实、廖振濠、蔡勝安、胡靖暘、李海闻、张宇航、黄韦铭
徐志文、朱建祥、蓝锦辉、梁勇源、郑玮瑶、杨溥航

资讯工艺（数码保安）荣誉学士课程 陈家伦、饶宇恒、许文豪、梁嘉乐、林永晉、黄贾峻、叶俊宏、陈慷玮
刘浚宏、杨伟伦、魏骏汶、张子为、蔡吉茛、钟礼丞、李浩铭、李家乐
陈信熙、林宗瑞、陈迪礼、陈勇安、蔡家焕、郑晓恬、林佳缘、方祈蒽
叶汶结、陈竣皓

三、会计、管理与经济学院

商业行政（荣誉）学士课程 吴善童、曾玮晴、李婉莹、谢美云、黄詠恩、邓雪儿、许欣仪、潘俊豪
叶彦妏、伍婉绮、许家诚、李芷忻、张慧欣

金融与会计（荣誉）学士课程 官嘉渝、郑佳荟、翁诗淇、陈盈萱、廖沛贤、陈颖晖、罗珮诗、洪宝仪

市场营销（荣誉）学士课程 宋恩恩、魏茂峰、余婕潼、刘承颖、周淑银、陈诗圆

四、媒体与艺术学院

中文媒体与传播研究（荣誉）学士
课程

林暻婷

五、美术与设计学院

视觉传达（荣誉）学士课程 叶莹浵、陈丽烜、周筱筠、何芷琪、龚书廞、郑捷励、杨淑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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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衷，再頒

“南大人一心獎學金”“南大人一心獎學金”
黄祖儿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一直是本校铭记于心的口号，民

间的力量也一直是莘莘学子强大的顶梁柱。继本校文学与社
会科学院2021年成立“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以来，本校再为
2021年9月份及2022年5月份优秀学生颁发奖学金，鼓励学生
积极向上、不忘初心。

新光燦爛

新光雜誌  ·  第十五期91    新光雜誌  ·  第十五期91    



     2022年6月號 92    

我很荣幸能获得“南大人一心

奖学金”。首先，我想对南大

校友林顺忠先生表示由衷的感

谢。这一份奖学金不仅是物质

上的帮助，对我而言，它更像
非常感谢南洋大学校友林顺忠先生的慷慨赞

助，以及教育系系主任张伟隆助理教授和老师

们的赏识与推荐，让我能够获得“南大人一心

奖学金”。经历了两个学期的学习，我深感获益

良多。从小学至中学的华文教育中所培养出的积

极思考、发问的习惯，也让我在学习过程中学得

更好、更深入。我想，这正是华文教育所带给我

的影响！因此，我非常感激一直为华教事业做出

贡献的先辈们，包括林顺忠先生。“南大人一心

奖学金”的设立，除了见证南洋大学与新纪元大

学学院之间精神上的传承，也代表着马来西亚对

华教精神的传承。

当我得知自己获得“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消息，开心、

惊喜之余，更多是感动。还记得，疫情的来袭，我选择先

到城市工作一年后才入学。在那漫漫的一年里，我仿佛忘

了升学的梦想，被生活包装好了之后又开启机械式的24小

时。幸好，有姐姐们的鼓励和支持，提醒我不要忘记升学

的梦想，于一年后再次返回校园，并在新纪元中文传播大

学基础课程（FCC）完成了一年的网课。这一年间的学习

我收获了许多，感恩老师们和同学们的鼓励，踏上中文系

这条道路，我会一直保持着好奇心去探索和学习我热爱的

事物。感谢“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赞助人——林顺忠先

生，让我在未来的三年内可以无后顾之忧地继续往前走。

首先，非常感谢南大人一心奖学金的资助人——林

顺忠先生，也感谢教育系导师的举荐，让我有幸得

到这份殊荣。今日，我接受了华社的资助来完成我

的学业，来日我必以所学的知识来教好马来西亚的

华裔子弟，不仅仅是教授他们汉语相关的专业知

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有一颗热爱母语的心，并

且珍惜能学习母语的机会。未来毕业后，身为一名

普通汉语教师的我，或许无法为马来西亚华社或华

文教育的发展做出太多的贡献，但至少我能做到的

是教好我的每一名学生，让更多华裔子弟掌握好自

己的母语，热爱学习中文，共同守护华教这朵在马

来西亚难得盛开的花。谢谢！

能够得到“南大人一心奖学金”令我倍感荣幸，它让我在这条求学路上能够少些顾虑

地继续前行。我的家在怡保，离吉隆坡约莫有三小时的车程，这令家中父母担忧的事

又添了一桩。但这份奖学金在减去了一些家庭经济负担之余，也让他们的担忧轻了

些。再次感谢南洋大学以及背后支持南大的林忠顺先生与各位热心人士，在这么长

的时间里，一直支持着南大、支持着华文教育，让南大精神代代相传并延续至今。最

后，也要感谢新纪元大学学院，辅导与咨商心理学系的郭富美主任。感谢主任的信任

与推荐，望四年后修读课程完毕的我，也能成为一名专业且优秀的咨商师。

彭安琪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获奖学期：2021年9月份

是精神上的鼓励，亦是我前进路途中的一股动力。其次，

我要感谢系上老师对我的帮助与肯定，她们让我打消了因

家里经济不好而想放弃求学的念头，反而鼓励我勇敢去追

求梦想。在这里，我可以真实感受到人间有情的温暖。古

人说，“滴水之恩，定以涌泉相报”，生活的经历让我非

常珍惜每个得来不易的机会，所以我也特别珍视这项奖学

金，并时刻提醒自己，待自己有能力时一定要回馈社会，

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我明白那份帮助对遇到困难的人而

言是一种希望，也更明白获得帮助之后的那份喜悦。在未

来，我定会致力于实践永垂不朽的南大精神。同时让自己

变得更加优秀，为华文教育尽一份绵力！

蔡丽恩
幼儿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获奖学期：2021年9月份

张温怡
中文（荣誉）学士课程
获奖学期：2022年5月份

许慧云
汉语国际教育（荣誉）学士课程
获奖学期：2022年5月份

张稼恩
辅导咨商（荣誉）学士课程
获奖学期：2022年5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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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佳仪

以心迎新，
社團開放日這樣玩！
訪臨時行政委員會學社小組訪臨時行政委員會學社小組

注入新元素，营造实体感

 2月份学期的社团开放日于早前完满落幕，
此次活动虽同样采用线上模式，筹委们却突发奇
想使用Gather Town社交平台，打造全新的活动
模式。Gather Town是一个充满现场感的社交平
台，备有视讯镜头与实时对话等多项功能，是在
疫情时期拉近彼此距离的破冰好物。社团成员能
够通过这个平台创造专属于该社的模拟空间，并
构建虚拟人物与新生进行对话，提升两者之间的
互动性。经过筹委们的精心策划，以及各社团的

宣传助力，此次的社团开放日有别于以往，获得
了学生的热烈回响，更引发后续讨论。

 当问及活动缘起时，三位学社小助理异口
同声说道：“在主席提出这个想法之前，我们其
实没有接触过类似的软件，不过后来发现它确实
容易上手，就想试试看在社团开放日使用。”
主席刘佳鑫透露，自己也是在机缘巧合下接触到
Gather Town这个软件，并在后期发现它具备了
相当丰富的功能，如：开启镜头、实时对话、
虚拟角色的趣味互动等。她补充，无论是学社小

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与学社小组成员（左起：刘佳鑫、冯宇昉、赖伊儿、刘㺭翎）。

 社团开放日作为开
学季的活动之一，除了能
协助刚入学的新生顺利加
入自身属意的社团，亦可
为各学社招募新血提供重
要渠道，解决人力资源上
青黄不接的隐忧。惟自疫
情以来，不少学生与社团
对线上开放日持着冷漠的
态度。所幸，学社小组与
其他社团干部仍不断尝试
调整活动模式，力求推陈
出新，打破僵局。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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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艺鼓”活动场地配置图

“I DO音乐社”活动场地布置概览

组，或是社团成员，大多都对此软件一知半解，
因此活动当天也面临了不少突发状况，但经过各
方的沟通交流，种种问题也都迎刃而解。学社小
组想借此感谢各社团所给予的高度配合，因为各
方的积极参与及协助，一场截然不同的社团开放
日方能顺利举行。 
  

双重视角评估活动成效

　　经过多方共同耕耘努力，且得益于趣味性社交
平台的使用，让此次社团开放日好评如潮，四位受
访者对于活动成效也抱持乐观态度。先后担任两届
活动负责人的刘佳鑫指出，自疫情以来，学社小组
陆续举办了多场线上活动，惟学生的参与度不高。
此次的新尝试蕴含许多亮点与巧思，使学生们产生
一探究竟的欲望，并踊跃报名参加。此举可说是学
社风气回暖的重要突破。然而，她也坦言，本次活
动的体验效果仍有待加强，过于繁琐的程序与人数
限制，造成一些参与者需耗时等候，因此活动筹划
依旧存在进步的空间。

　　对此，去年刚入学，且从参与者晋身为策划人
的三位学社助理纷纷表示，相较于之前的开放日，
此次结合Gather Town社交平台的进行方式更为有
趣。在无法返校进行线下活动的情况下，Gather 
Town社交平台的“现场感”能拉近人与人之间的
距离，虽不及线下实体接触的互动效果强，但已大
大缩减了两者的落差。首次参与社团开放日筹划的
三位学社助理认为，此次开放日的成效是出乎预料
的。由于各种状况频发，因此担心活动反应惨淡，
但最后竟获得学生们的热烈参与，以及各社团的支
持响应，令学社小组十分惊喜。3月份社团开放日
共有8个社团参与招募，其中包括舞法舞天、I DO
音乐社、基督飞扬、文化特工队、爱艺鼓等社团。
此次活动的总参与人数高达70人，无疑是学社风气
逐渐回暖的好现象。 

后疫情时代的复醒与展望

　　疫情趋缓，大学生回校在即，学社小组期盼
在日后扮演重启者的角色，整顿学社风气，推动
各社团的持续发展，展望未来。她们希望贯彻“
先复苏，后发展”的理念，优先为在网课期间面
临倒闭的社团提供援助，帮助它们恢复正常运
作，同时打造更多交流平台，让刚回归实体活动
的社团能尽快适应、转换活动模式。随着非华裔
生入学率的日益增加，学社小组也鼓励友族学子
创社或加入其它社团，促进语言和文化交流，展
现新院学社的多元面貌。

社團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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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信
錄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已故廖宗铄（志扬）  30,000.00 

已故吴丁福  30,000.00 

已故张志开  10,000.00 

刘向庭昆仲    5,000.00 

杨谨华、已故杨靖耀    3,000.00 

已故官志福    1,879.20 

砂拉越南区友谊俱乐部 、半山芭626
联谊会、雪隆咖啡茶餐商公会 

   1,000.00 

庄正伟       500.00 

陈顺山       200.00 

威省峇东埔励侨董事会 、陈玉强       100.00 

邓珮君          5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陈志英张元玲纪念教育基金    5,000.00 

梁淇耀       600.00 

林聚福       200.00 

CHIN KUAN YING       100.00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刘绮芸    5,000.00 

刘庆祺    5,000.00 

叶祥圳    2,400.00 

方秋泉、雪隆杨氏公会    1,000.00 

甘马挽潮州会馆 、沈墨钿 、
新街场华人体育会 、谢瑞金

      500.00 

梁泰山、 已故黄悦治、黃樸御       200.00 

伍云兴 、柯玉媚       100.00 

徵
信
錄

奖助学金

清寒工读基金

校务发展基金 

2021年12月

2022年5月

姓名 / 单位名称
捐献金额
（RM）

 陈民强    5,000.00 

雪华高师同学会、林卓容    2,000.00 

马六甲德教会紫昌阁 、林天汉、
加影育华学校校友会 、戴女、
雪隆肉类商公会 、
罗海源 、徐亚万 

   1,000.00 

蔡志方    1,450.00 

准拿督陈锡茂、
马来西亚印务纸品有限公司、
梁锦基 、余福全 、沈墨钿、
高铭良、刘平光 、雪隆福建会馆 

      500.00 

金马扬佛教会 、彭开忠 、曹鸿基、
刘江、吴安顺 、郭臻鸿 、王英秋、
林道民 

      300.00 

陈其良       250.00 

雪隆马口启文校友会、
霹雳琼海会馆 、杨秀崇、 李新雄 

      200.00 

马六甲李氏宗祠、刘佑财       150.00 

林展杰、已故上官计善、林金己、
刘向庭、华都牙也海南会馆、
霹雳王氏太原堂、黄世德、黄英才、
苏国庆、巫振松、许秀水实业有限公司、
马六甲中药公会 

      100.00 

余礼和、张素珍 50.00

总额 26,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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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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新世紀里的產學研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