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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風乍起

2018年11月8日巴生地区发动的肉骨茶联合义卖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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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專欄

2018年11月8日巴生肉骨茶义卖。
2018年12月2日劳勿榴莲义卖。
2019年2月23日槟城油条义卖。
2019年3月21日默迪卡广场柚子义卖。
2019年4月20日蕉赖大同板面义卖。
2019年5月31日甲洞华团千人宴。
2019年6月14、15、18、20、22日，中国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来马，分别于加影、巴
生、劳勿、怡保、槟城义演五场。
过去半年多，从2018年11月始，几乎每个
月，都有热爱并大力支持我校办学的各地华
教同道发动义卖义演，为“新纪元第二校园
发展基金”筹款。
升格之后的新纪元，计划扩大格局，
积极推动第二校园建设。于是，一如二十多
年前新纪元初创之时，一如六十多年前的南
大，一如四十多年前的独大，华人为了华文
高教的梦想，始终义举不断。
也许今日的热情不复当年。那些年间的
风起云涌还真不容易复制，毕竟这数十年来
的变化极大，高教环境大大异于南大独大时
代。然而余温犹在。华文高教仍然牵动着华
人华社的心。

事实证明，有一些风气并未完全消失
在岁月中。当此段期间为新纪元义卖义演
之风又再起时，我们感受到了各地华人社
区对新纪元的厚爱。参与其盛的新纪元年
轻学生更是心有所感。手拿筹款箱子在义
卖活动人群里穿梭的他们说，那些长辈们
很爱很爱新纪元。我想，他们往后必定更
能体会新纪元校歌的深远含义。校歌里有这
么一句歌词：“义卖义踩义驶义唱，母语母
文不敢忘”，短短十余字，纪录并反映了那
么多年来华人社会为了华文教育而作的种种
感人义举，还有深埋于灵魂深处的心声。
走入义卖活动场所的那一刻，我们知
道，我们又回到华文高教的最初。仿佛得见
和轻触数十年来的点点滴滴。点点滴滴都是
来自华人社会每一个阶层的力量。今天，以
及将来，无论我们如何腾飞，我们始终是华
人社会的大学。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风起了，2019年6月天津滨海浪花艺术
团义演终于圆满结束，然后我又听见有人
说，2019年7月，不如趁着榴莲盛开之季节，
我们再来卖榴莲为新纪元筹款，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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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燦爛

新紀元大學學院榮獲

《星洲教育獎》
                     

2019年，星洲日报连同星洲网首次推介有15个奖项组别的星洲教育奖，以
表扬在马来西亚为本地及国际学生提供教育机会的教育机构的巨大贡献，促使马
来西亚成为东南亚一站式教育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对于社会及国家的贡献获得
了《星洲教育奖》评委们的一致认可，于1月26日（星期六）颁奖典礼上，由首
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颁发“卓越教育机构奖”于新纪元大学学院。
新纪元大学学院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所世界级的民办高等学府，秉持“多元
开放，成人成才；源自社会，回馈社会”之办学理念，多年来培育具有正确意识
的新一代，发展技职教育课程与推广教育课程给我国中小企业带来一批批的生力
军，开展学术研究与树立校园学术风气，建立起学术人员的崇高形象，为国家人
力资源作出贡献。
星洲教育奖主要是希望为我国教育发展作出贡献，通过星洲教育卓越奖表扬
提供高水平教育的人士，借机鼓励他们继续为教育领域作出贡献，进而推动国家
经济发展。另外也希望能够协助各教育机构或人士提升名誉和品牌，好让他们能
拥有更好的表现，在国际平台上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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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燦爛

首相署部长拿督刘伟强（左四）颁发“星洲教育奖——卓越教育机构奖”予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右四），左起为世华媒体集团
董事梁秋明、世华媒体有限公司主席顾问翁昌文、世华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张裘昌；右起为世华多媒体有限公司总经理（市场
行销）谢念芳、世华多媒体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员邱天雄及星洲媒体集团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员黄康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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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與資訊工藝系師生晉級

全國網絡工程設計大賽
                       

■■ 出席ABB大学生创新大赛颁奖典礼的校长、主任与同学

ABB大学生创新大赛（ABB Intervarsity Innovation
Challenge）是由ABB Malaysia Sdn Bhd所举办，并为马
来西亚最大的网络工程设计竞赛。
ABB大学生创新大赛旨在鼓励本地顶尖高等学府
本科生的创意，同时全面开发他们的创新性思维，从而
培养能从多角度、多侧面、多方向看待与解决问题的精
英，以面对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所带来的挑战。
这项比赛能让学生获取在21世纪互联网时代所需的
竞争技能，吸引学生利用最先进的电脑科技管道推动电
脑科技的发展，用最简单、最智能的方式强化学习，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这届的主题主要围绕在“智能电网与智慧城市”、
“智能工业与智能制造”以及“智能家居与智能建筑”。
其评审团由政府机构、科技专业团体和行业的代表所组
成。2018年ABB大学生创新大赛分别于2018年8月27
日、11月15日举行。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的学生冯伟
杰和刘腾宇，在系主任庄正伟的带领下，有幸参与这项
校际比赛，凭着大胆创新，以及勇于接受挑战的精神，
最终脱颖而出，成功晋级五强，荣获决赛入围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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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强优胜者冯伟杰（右）与刘腾宇（左）同学与校长合影

■■ ABB大学生创新大赛小组讨论

新光燦爛

李曉婷

日本博覽會
亞洲學生獎

冠軍

                       

2018年7月29日，美术与设计系服装与
纺织设计专业文凭课程学生李晓婷在吉隆坡
举行的“Sakura Collection 2018-2019马来
西亚—新加坡地区日本博览会亚洲学生奖”
（Sakura Collection Asia Students Award in
Malaysia & Singapore）大赛中过关斩将，从
众多来自本地和新加坡的参赛者中脱颖而出
获得冠军，成为马新地区的代表远赴日本大
阪参加服装设计大展。

■■ 获得Sakura Collection大奖赛马新地区冠军的李晓婷（左四）

晓婷的设计主题名为“Imagine”这个设
计理念来自日本的春图（Shunga）再融合本
地的峇迪（Batik）和缎带绣花作为和服的设
计主轴。这种跨域的设计理念成功获得评审
的亲睐。

■■ Imagine作品设计图
李晓婷在日本服装
大展上的设计作品

201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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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新紀元師生榮譽榜
姓名

获奖项目

颁奖单位

高佩瑶
（媒体研究系讲师）

107年度（2018年）侨务研究硕博士论文奖
（博士组）

台湾侨务委员会

郭富美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
系系主任）

107年度（2018年）侨务研究硕博士论文奖
（博士组）

台湾侨务委员会

冯伟杰、刘腾宇
（电脑科学与资讯工
艺系学生）

全国网络工程设计大赛五强

ABB Malaysia Sdn Bhd

梁郡倪
（媒体研究系文凭班
学生）

全国亲子歌唱比赛 （冠军）

富贵集团

全国亲心歌唱比赛 （第四名 & 最佳人气奖）

TBM

第二届“新纪元杯”全国 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大专组──第四名）

星洲日报、 新纪元大学学院

陈宇衡
（媒体研究系文凭班
学生）

ISOUL Vol.2 全国街舞大赛 第二名

I dance studio

李晓婷
（美术与设计系服装
与纺织设计专业文凭
课程学生）

2019“日本博览会亚洲学生奖”冠军

日本Sakura Collection

吴宝怡
（辅导与咨商心理学
系学生）

排球比赛亚军
躲避球比赛冠军
女子铅球冠军
女子赛跑（4x400）季军
女子赛跑（4x100米）亚军

新纪元大学学院

李毓琪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优秀论文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 作品：〈人间孤魂何处归兮——论虹影散文中鬼
意象的写作意义〉

新纪元中文系

谢淑雯
第四届新曦中文学坛：优良论文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 作品：〈浅谈网络用语的分类及其影响〉

新纪元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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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凯文
双亲节《寸草心14》征文比赛公开组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 （散文组）：冠军
作品：〈你是我一生的月光〉

《南洋商报》、隆雪华堂

双亲节《寸草心14》征文比赛公开组
（诗歌组）：亚军
作品：〈四苦〉

《南洋商报》、隆雪华堂

天行健二十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十三届文学周
《君子演绎》演说比赛：冠军兼人气奖
作品：〈自强不息，命自我立〉

新纪元中文系

第2届同窗文艺奖（文学散文）：
马来西亚全国学生组最佳奖
作品：〈烟父〉

太平华联国民型中学1973年毕业
生“同窗文艺基金”

第15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亚军
作品：〈浮光少年〉

雪隆嘉应会馆

第3届方修文学奖微型小说组：优秀奖
作品：〈邻〉〈窥望〉〈掌温〉

新加坡热带文学艺术俱乐部

第7届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二奖
作品：〈消失〉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槟州分会

梁馨元
2018戊戌千人挥春比赛：公开组冠军
（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

富贵集团

2018戊戌年全国挥春赛：大专组优秀奖

雪隆海南会馆（天后宫）

第二届拉曼大学全国大专文学奖：散文组首奖
作品：〈红色大门〉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

第一届天行健最佳学生华文表现奖：首奖

新纪元中文系

第三届全国《孝悌立根基》孝道格言书法比赛：
公开组优秀奖

隆雪华堂

2018年雪隆潮青学艺赛（大字）：
公开组优秀奖

雪隆潮州会馆青年团

第七届理大文学奖：散文组入选奖
作品：〈电视人〉

理科大学华文学会

第15届全国嘉应散文奖：优秀奖
作品：〈镜里〉

雪隆嘉应会馆

2019年6月號

9

新光縱覽

新紀元IOI City Mall

新春展覽活動
林琇晶（媒体研究系广播室管理员）、
张雪儿（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执行员）

1月21日至1月27日，新纪元大学受邀
参与IOI City Mall的新春活动，与社会大众
一同感受新春气氛。现场除了有吹梅、手工
剪纸、舞蹈与戏剧表演外，电脑科学与资讯
工艺系也特别准备了互动游戏，其中包括聚
宝车（Treasure car）与猎财AR（Treasure
hunt）。在系主任庄正伟的带领下，学生们
主动参与游戏设计，利用机械（Robotic）
与广增实境（Augmented Reality）的知
识，创造出科技与文化相结合的游戏。
由于游戏风格新颖，因此大大吸引群众
目光，不管男女老少，就连友族同胞也一同
加入。这项游戏也增添了一家人的互动机
会，让整个场面变得格外融洽与热闹，欢笑
声不间断。
本校媒体研究系空中之城校园广播电台
也特地精心筹备了这场户外录音体验，并命
名为“Let’’s go on air”。借由这次的机
会，空中之城特地拉队将整个录音室搬出户
外，让民众体验当DJ的乐趣。

■■ 友族同胞一同感受新春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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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四天的活动里，空中之城准备了华
文、英文和马来文的新年贺词供民众选择。
待他们练习完毕后，就正式进入录音的环
节。民众们对这个录音初体验显现出了各式
各样有趣的反应，有些民众戴上耳机后，一
直惊叹地说不敢相信原来自己的声音跟平常
所听到的完全不一样呢。
值得一提的是，当中也吸引了非常多小
朋友参与此次的户外录音活动。天真活泼的
小朋友们都对这个户外录音感到非常好奇。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一位才满两岁的
小女孩，在录音时还险些大哭了！好在最后
在众人的鼓励之下还是勇敢地完成了录音。
完成录音后，空中之城的同学会为每
一段录音搭配上合适的新年歌曲背景音
乐。后制剪辑完成后，空中之城同学就会
把音档发送给参与的民众。有些民众还反
应，他们将会把这独一无二的新年祝福传
送给亲朋好友。

■■ 媒体系讲师陈惠诗老师协助民众进行录音

新光縱覽

■■ 同学耐心解释与指导“聚宝车”的玩法

■■ 此次活动当班的DJ

■■ 此次的活动也吸引了马来同胞的踊跃参与

■■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吸引不少人群

201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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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行健20周年系慶啓動會暨
第十三届文學周

■■ 中文系20周年系刊及《中文人》推介礼

■■ 牛油小生（左）在文学周“ 真人图书馆”的分享

配合新纪元大学学院创校20
周年纪念，也迎来20周岁的中文
系于2018年7月17日至7月20日举
办“新纪元中文系天行健20周年系
庆启动会暨第十三届文学周”。此
次活动开幕仪式邀请到26位嘉宾
到场，当中有中文系清寒子弟赞助
人蔡玉泉先生伉俪、陈翠萍女士；
常年合作伙伴如雪隆太平华联校友
会、《星洲日报》代表及多家实习
单位代表前来祝贺。系友也盛情参
与了我们的系庆暨文学周。会场上
布置了系史走廊、学生学习成果展
及创作与来宾分享。
系友林碧金、陈祖泉、刘泀
嗪、陈建发作词作曲的《中文
人·中文梦》在学弟妹的倾情演
唱及手语表演下，广受好评。同
学们为推介系刊《琅琅其璞：新
纪元中文系二十昭华》呈现出结
合了古筝、钢琴、折扇舞及演唱
的创意表演《短歌行》，以及为
推介《中文人：家，何处是归
宿》而呈现的诗歌朗诵，都让在
场的人深为感动、叹服。
17日的活动由“真人图书馆”
掀开序幕，中文系特别邀请马华
著名作家牛油小生来到现场与读
者作近距离的交流及推荐新书《
南方少年与健忘老头》，吸引了
上百位读者聆听。第二场的“真
人图书馆”则由系友马保靖、陈
力韶、高慧铃到场分享出版人
的业界经验。当天也举办了“君
子演绎——校园演说家”演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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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由新纪元中文传播大学基础
课程学生丘凯文同学获得了冠军
及最佳人气奖。
7月18日的中文人交流会分两
大场次，“中文系本科生分享 ”
专场由缤纷补习社社长兼本系在
籍生周长键、本校学生会行政会
会长兼本系在籍生陈建发、国立
台湾师范大学研究所硕士生林伟
杰及拉曼大学中文系生胡玖洲
从多元角度分享就读中文系的
心得；“中文人的就业与职场分
享”专场则以文案为主题，由180
策略广告公司的创意总监曾子曰
与Astro公司创意总监何开耀联袂
演绎。同日下午“文案侦查：《
谁抢走了好文案》”文案工作坊
展开，导师黄子扬带领参与者透
过广告文案探讨如何在自媒体时
代写出“不只是好和帅，还要讨
厌又讨人欢心”的文案。
7月19日的第四届新曦中文
学坛，则有八位来自本校、大陆
及台湾的中文系本科及硕士生发
表学术论文。
7月20日上午的“天行不
息、文行不止”文学对谈会有幸
邀得马华作家贺淑芳与新生代作
家梁馨元、郑田靖，畅谈文学灵
感与来源与创作相关问题。
其后，“新纪元中文系天行
健20周年系庆启动会暨第十三
届文学周”进入闭幕仪式，圆满
落幕。

新光縱覽

Dou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 Students
with Dual-awards
Bachelors
/

Dr Shamuni.k (SK)：Head, Business Studies Department

What could be a better news for a
department than having the enrolment
number escalating? 2019 lifted its curtain
for Business Studies Department with such
a news. The work together with Wrexham
Glyndwr University of UK is finally made
official. Hurray!!
Braving the chilly month of October
for an official visit at Wrexham and
sleepless nights doing and redoing all
important papers to get it right prior to
that had paid off beautifully. Now, we at
the department can be happy as we finally
have an UK qualification made available
for our students. Students who enroll into
our Bachelors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BA) programme will be eligible for an
additional qualification from Glyndwr
University. Our BBA students will obtain
dual awards; one from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and the other from Glyndwr
University UK all within the 3 years of study
period, with minimal additional work and
at a very affordable price. This dual award
programme will be offered from March
2019 onwards.
Yet another feather was added to
the department’s hat in 2019 when the

department decided to obtain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for its staff members and
students from Malays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MIM). Student membership
provides NEUC students a competitive
edge and head-start in the job- market.
MIM networking helps students to connect
and engage with prospective employers
opportunities. MIM resources greatly helps
students in both academic and working
world. Although student membership is
open to all NEUC students, it is subject to
MIM Council’s approval.
Business Studies Deparment also
under the primership of its Dean, Prof
Lee Kam Hing took this opportunity
to register NEUC as MIM’s corporate
member. With the corporate membership
the entire university now can enjoy multiple
benefits such Professional Recognition
,MIM Membership Certificate, MPH
Bookstores Discount Card, Free Continuing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CPD) Talks
(Free five seat for each session), Management
Magazine, Member Rate on MIM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programmes, Invitations
to exclusive MIM events, Member rate for
In-house CPD Talks.
201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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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嘉年華暨畢業展
展現華人新村精神

陈心瑜（美术与设计系主任）
傅德发（美术与设计系高级讲师）

蕉赖11哩新村社区嘉年华开幕礼大合照。嘉宾：傅德发
（左一）、陈心瑜（左五）、莫顺宗博士（左六）、Cikgu
Azizan（右）及时任无拉港人民代议士黄田志（右五）

新纪元大学学院美术与设计系极力营造
更加良好的教学舞台以及重视培养学生的社
区精神，而在近年来着重于课程审核、加
强户外教学、重视社区结合（Community
Engagement），以确保更好的学术质量。
美术与设计系师生通过一项为期两天的
“蕉赖11哩新村文化地图记录 Batu 11 Cheras
社区嘉年华暨新纪元大学学院第16届美术系学
生毕业展”，结合创新的教学方法在社区举办
展览，从课堂走入新村，以美术展示华人新村
精神与特色。活动始于2018年2月3日至4日，
上午10点至晚上8点，地点位于蕉赖11哩新村
篮球场，长颈鹿故事馆，及信义幼儿园。

14 新光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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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蕉赖11哩新村陶瓷工作坊

公众除了鉴赏本系应届毕业生在毕业展美
术品上发挥的才华与创意外，亦可参加蕉赖11
哩新村徒步游，通过该校师生记录的新村口述
历史及照片，了解华人新村文化。
其他美术体验活动包括：陶瓷和蜡染坊、
贺年卡制作、手提袋/帆布袋DIY、T-恤印刷、
石头画、纪念品照片墙、壁画、服装秀和活体
雕像。
校长莫顺宗致欢迎辞时感谢各界的支持，
并表示配合新纪元“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
原则，我们希望一步一脚印地进入社区，并建
立一个更强大的社区。

新光縱覽

美术与设计系主任陈心瑜表
示，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
我们希望通过艺术来保存华人新
村或“甘榜巴鲁”（kampung
baru）的文化元素，并记录其美
丽与特色。

以外的艺术世界，并鼓励学生在
谈论艺术时自信并尽情地展现专
长、释放自己的创造力。

该项社区计划的主要目标是
与社区接触，向社区学习，使用
地方学习作为课堂的延伸，及以
探索通过不同艺术形式来建设本
土社区。
美术与设计系高级讲师傅德
发对该计划表示，我们透过地方
上的人与活动来了解一个地方和
社区的特色。我们与当地居民进
行交流，集合社区流传的故事、
图片、历史记录等，并以创意的
方式呈现出社区文化的特色。

■■ 拜访业界

除此以外，美术系师生也首
次在校外的私人画廊主办了第17
届秋季美术与设计毕业展。2018
年9月15日至22日，26名毕业生
在加影王子艺术与文化中心完成
了主题为“梦DreRacle奇”的
美术展。隶属沙爹王子（Satay
Putera Kajang）的文化中心赞助
场地一周。与此同时，学生帮忙
该沙爹专卖店完成部分壁画以作
回报。该中心是加影唯一以美食
与文化结合的沙爹文化艺术馆。
美术系也鼓励讲师寓乐于
教，户外教学包括了艺术之旅及
业界参访以了解美术行业中的印
刷类型和技术。2018年7月20日
及11月15日，师生到国家美术馆
（Balai Seni Negara）实地考察，
以期在过程当中让学生了解课堂

本系的其他社区计划如下：
1）中学壁画活动
- 本项目旨在与参与学校建
立良好关系，并打响新纪元
的品牌。参与学校：SMK
Jalan Bukit, Kajang（2018年1
月）、SMK Raja Lumu, Klang
（2018年6月）。
2）儿童艺术营，2018年12月
17日
- 本活动旨在通过绘画及陶
瓷制作 激发孩子探索美术和
表达创造力。
3）Actyvate陶土制作工作
坊，2018年10月13日
-此项为期一天的陶瓷制作
课程，希望激励更多人学习
陶艺制作，并且体验使用粘
土所带来的治疗效益。它也
是新纪元社区关怀计划的一
部分，帮助贫困青年和社区
成员发展新技能并增强他们
的知识。

■■ Actyvate陶土制作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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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rubber-tapper to
contractor:
Tan Say Tiam, Fromer President Hokkien Association
The British forces appeared one day
and arrested some of us. I was living in
Batu 9 then during the earlier days of the
emergency. It was considered a black area
b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watched
the settlement closely. I was sent to a
detention camp in Ipoh. When I was set
free, I was sent to Batu 11. I have been here
ever since.
As with many people here, my early
life was difficult. My mother resettled here
from China because friends said there was
work she could earn a living. She worked
as a rubber tapper at Batu 9. So as a young
boy, I too tapped rubber. After 10 years
working in the estate, I switched jobs and
got into construction. I realised it fit me
well and, after some time, started my own
construction company. This remained my
job all my life.
The original wooden houses in the
New Village were built by teams of young
men who did not receive pay. The settlers
provided the building materials and food
for the workers. Owners did not have
much say about the design the ho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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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built according to the lead worker’s
knowledge.
A whole house can be completed
in a matter of days. The floors were bare
earth - it became hard and compacted the
more you stepped on it. Each house had
a toilet with an open bucket system. It
was a raised structure with a hole in the
floor where a bucket was placed below
to receive the waste. Of course, the room
stank. Every few days, a night soil carrier
would make his rounds and remove the
waste. He would dispose these as fertiliser
at the vegetable farms around the village.
Everything was recycled!
Batu 11 has seen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Many more cars, newer homes,
new tamans replacing rubber estates.
There is still a lot one can do
for the community. For many years, I
was president of the Cheras Hokkien
Association. This time around, I decided
it was time a younger person took over the
helm. 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young.

專題訪談

‘We would
hide in holes’:
Madam Low, village elder

years older than me. He was from Semenyih. We met when I
was making eye-glasses. He was a handsome man and we were
very fond of each other. I still wear our wedding ring. He was
a volunteer Home Guard and was dashing in uniform.
My husband also worked as a rubber tapper till he was 40
years old. After that, we sold sugarcane drinks at the pasar till
he passed away.
These days, I still sell vegetables at the market. Not every
day, perhaps twice a month. I’ll set up at 6am and close by 8 or
9am. I’m still very independent and this keeps me occupied.

I am 94 years old. I was only 10 when the Japanese
forces invaded the country. Very early on, we knew the
Chinese were a targeted people and we would hear news
of tragedies. Whenever a Japanese patrol unit was said
to be nearby, we would hide inside a hole in the ground
to escape detection.
When the War ended, we thought life would get
much better. But the Emergency happened and we were
moved into fenced settlements. I moved to Batu 11
when I was in my 40s. Before that, I lived in Balakong.
Like many other people in this area, I earned
my living as a rubber tapper till I was 49 years old. We
would be out in the estate at 5am, long before the sun
rose. Mosquitoes were our constant companion.
I have 10 children - one son and nine daughters
- and many, many grand-children. My husband was 5

2019年6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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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路上·
訪梁馨元、丘凱文
梁馨元
毕业自加影育华国民型中学

得奖记录：
台湾X19全球华文诗奖
香港青年文学奖
游川短诗奖
全国嘉应散文奖
全国大专文学奖
理大文学奖
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中国报》专栏“无印梁品”作者及专题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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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们都说新纪元中文系有着
相当浓厚的文学气息，此话一点也不夸
张。在中文系学生里头，便有两名学生
已经是本地文学界的新晋写作人了，他
们是一年级的梁馨元和丘凯文，馨元较
凯文早一学期入学。这天下午，我们相
约在陈六使图书馆方修文库前进行谈，
这是一个对于马华创作者而言相，当有
意义的空间场所。

丘凯文
毕业自金銮镇第四区国中

得奖记录：
方修文学奖
海鸥青年文学奖
全国华文微型小说创作比赛
全国嘉应文学奖
同窗文艺奖
何乃健散文奖
《学海》“微察丘毫”的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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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与新纪元
馨元和新纪元的缘分是
特别的，她在小学一年级时曾
在新纪元礼堂看合唱团演出，
后来参与的比赛和活动也在此
举行。新纪元早已成为馨元成
长的一部分，对这里早就有感
情。对馨元而言，新纪元也是
第二个育华。她在考SPM的
时候，曾经有一剎那想要拿新
纪元的奖学金，报读新纪元，
这剎那间的想法现在也成为现
实。
文学之路的引路人
在文学创作的路上，各种
的机遇与转折点对馨元有着重
要的影响。从小学开始，馨元
便拥有比其他同学更好的文字
掌握能力，喜欢写作，也参加
文学比赛，一路顺遂。在比赛
之路上所得到的肯定，其实也
是让她开始喜欢或是持续喜欢
写作的一个推动力。
然而，顺遂也意味着平淡
的前进。直到中四那年的一次
比赛，她的成绩不甚理想，不
知哪来的傻气，便在颁奖礼中
去找素未谋面的伍燕翎主任请
教、哭诉。伍主任后来写了电
话号码给她，这个小小的动作
对于一个小朋友的心灵有着默
大的安慰。来年就得到不俗的
成绩，还写了一封感谢信给伍
主任。（访谈间，伍主任表示
当馨元超越黎紫书时，将会把
这封信公诸于世，笔者也期待
这一刻的到来）在这些互动之
中，也奠定了自己与中文系的
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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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的路上，曾翎龙对馨
元也有很大的影响，馨元在中
三的时候便结识翎龙。在馨元
眼中，翎龙是一个不断给予机
会、适时提拔的引路人，他给
馨元介绍多位文坛作家，打开
了馨元的眼界。

理性与感性之间
谈及进到中文系之后，这
个环境是否有助于创作，馨元
停顿了一下，表示其实自己也
很难说得清，因为有的人说一
直沉浸在同一种氛围里，很难
感受到文学创作的可贵，但它
的好处确是能有很完整的时间
接触创作。另外，中文系的非
创作类的学术课程，亦可增加
自己的创作题材，特别是一些
历史经验相关内容，为感性的
馨元提供了理性的思考。她自
己虽然也很喜欢很理性的课程
训练，但是个人又觉得矛盾，
深怕哪一天自己再无法感性，
那要如何写作？
目前，馨元最希望能够在
21岁时出版一本自己的文学创
作，现阶段较可能实践的是先
出版散文集，但其实自己最想
要的是诗集。写诗虽然看似简
单，但那需要创作灵感，实属
不易。我们期许这部文学创作
的问世，更希望馨元当年写给
伍燕翎主任的信函，能在可预
见的将来公诸于世。

梁
馨
元

新光人物

对于新纪元的认识

丘
凱
文

谈及凯文的中文之路，
其实是分成两部分的。中学
时期，在一次中文系主办
的“我爱华文，我考华文”
一日营中，他认识了新纪
元。但这不意味着他知道这
里的中文系，而他对中文系
的认识，是在伍燕翎主任的
解说下得知。后来，凯文
自己在学校官网上爬文，
才逐渐了解中文系。对凯文
而言，中文系在师资和课程
设置方面，不只是单纯地读
书，而确实有立志、尝试在
培养马华作家。进来之后，
这个印象并没有改变。在第
一年FCC的同班同学当中，
同学们其实对于文学活动的
参与度相当强。不过，可能
是自己个性使然，凯文在创
作上其实鲜少与同学们互相
交流，还是处于比较独立的
世界。
踏上文学之路
在访谈进行前，笔者
一直在思考，究竟一名创作
者是如何踏上文学之路的，
是否有人引导。循着这个问
题，我问了凯文，凯文的
经验也很“文学”。他对于
文学的喜欢，其实不是像一
般人那样来自学校老师的影
响，也不是在一个中文很少
的国中环境里觉得中文难能
可贵，而是真的出自一种混
沌的机缘。凯文初中的时候
便开始接触一些文学杂志，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想象，进
而产生抓笔的冲动，于是就
自己随便写写。到了初中三

那年，他看了黎紫书的《野
菩萨》，对笔者而言，这是
一本“天书”，初三的凯文
当然也是一知半解。虽然如
此，他却能从中感受到一股
浓厚的文学氛围，就想要尝
试模拟这种氛围，那种不那
么容易被人看懂的感觉。此
后，凯文开始投稿文学奖，
从比赛中尝试去厘清作文和
参赛作品的差别。比赛过程
中，凯文的创作之路更加坚
定。
写作之心
对于凯文而言，文学
创作很难被培养，比如想象
力、观察力、直觉、性格、
经验、阅历，这些都是无法
被教导的，很难在科班训练
被培养起来。但这些要素确
实写作者必不可缺的，凯文
称之为“写作之心”。
就笔者看來，凯文多少
已具备写作之心，甚至也可
以比其他人更耐得住寂寞。
然而，在凯文心中，他在写
作的路上，仍有难以突破的
难题，那就是自己的惰性，
这是他今后需要努力克服
的。但从凯文的表现看来，
这个“惰性”似乎欠缺说服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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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分水嶺上

分水岭上新纪元
——兼谈民办大学何为

					

伍燕翎（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注册处教务副主任）
莫顺宗校长在他的著作《新纪元时光》曾经为文<双十年华
分水岭上>，说的是新纪元这十年间走过的风风雨雨，以及这十
年来新纪元所努力走出的方向。2018年是新纪元二十周年年庆，
新纪元无疑是来到重要的分水岭上。
新纪元于2016年12月30日升格为大学学院，截至目前已经
历两年又四个月。去年，新纪元甫庆祝20周年，二十及冠，分水
岭上，前路应当有另一番景象。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之路从来不是
一帆风顺，新纪元从昔日南洋大学、独立大学未竟之志，到升格
大学学院直立于华侨岗上，绝对是整体华人社会集体实现而来的
美好期盼。
二十年华，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新纪元倾力于打造一所华
人心中所想望的高等学府，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做到了。细细思
量，马来西亚华人人人心中到底期待着怎样的一所大学？1950
年代，《南洋大学创校史》载录创办人陈六使先生宣言：“余每
枨触及此，中心如焚，思办一中国式大学，试挽狂澜，冀幸中华
文化永如日月星辰之高悬朗照于星马以至全东南亚，蓄之盖有日
矣。朋座谈心，偶以相叩，亦复心同此理。”1967年底，陆庭谕
先生首度提出独立大学的倡议：“有道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天助自助，唯有自力更生，存在才是力量。因此，我们必
须创办一所华文大学。”物换星移，岁月更迭，半个世纪后的新
纪元，一所华人社会心中的大学，应当如何在文化传统的坚守中
走出现代大学教育的精神，绝有必要深思熟虑。
今天，高等教育必须正视个人、家庭、社会和国家需求，直
视世界趋势已迈向全球化和国际化，如此才能有效地培育出新一
代高等教育人才。马来西亚华人对教育之高度重视，列之于任何
物质之上，对一代之一代文化传承，身肩着重要的历史使命，甚
至明白到办好教育，人人有责。
既然要办一所华人社会心目中的大学，就必定能够解决、满
足和实现华人生存于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各种想望和需求，尤其
在面对竞争愈发激烈的社会，大学教育必须讲究学以致用，进而
改变社会，追求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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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新纪元这些年，由校长莫顺宗博士领导的团
队致力开启高等教育新篇章，企图共创优良、和谐和
踏实的学风，打造一切以学术先行的高等教育学府。
在那个甚嚣尘上、纷扰不休的过去，新纪元在跌跌撞
撞、摸石过河的步伐走到今天，形成或塑造了其独特
之大学文化：
一、承华教传统，担历史责任，扬南大精神
新纪元在继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母语教
育体系的历史大任之余，积极实践和传扬南洋大学之
精神。“南大精神”在今天看来，虽无划一的定义，
但大抵离不开南洋大学创校初始“自力更生、自强不
息、力争上游”的办学精神，而南大人也始终抱持饮
水思源、回馈社会、爱国爱民的高尚情操。2013年，
新纪元图书馆冠上陈六使图书馆之名，馆内设南洋大
学史料中心，南洋大学校友可申请为图书馆永久荣誉
会员，从此南洋大学创办人陈六使精神永驻新纪元。
陈六使图书馆随之将南大校友兼历史学家的专著和藏
书收为馆藏，2017年设李业霖书库，2019年设杨进发
书库。万册藏书，古今文献，蔚为大观。除南大人的
学术瑰宝，馆内于2014年设方修文库，2018年再建李
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两人为马华文学史家，离世后
将其著述和本土文献裸捐陈六使图书馆，回馈社稷之
初心，如南大精神之弘扬。
二、建立新纪元学术团队，向大学之路挺进
2016年，新纪元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回首昔
日南大、独大倡办之初衷，乃是“吾人为维护华人
文化之长存，实有创办华人大学之必要。”（陈六使
语）吾族守护和振兴自身文化实不在话下，然而此话
尚有一关键——华人可以办大学！马来西亚独立前的
1949年，仅有英殖民时期留下的英皇爱德华七世医学
院（1912年创）与莱佛士学院（1928年创）合并的
马来亚大学；独立后1962年，马来亚大学分立于吉隆
坡总校和新加坡校区，分别为马来亚和新加坡大学。
华人办学义不容辞，由上而下，全民行动，尽管在那
个知识土壤甚是贫瘠的年代，先觉者登高一呼，众山

响应。新纪元即在这样的理念下应运而生，从此做好
母语教育，创办大学，目标和意志之明确坚定，牢不
可摧。2004年起，新纪元开始向国家学术资格鉴定局
（MQA）着手申请各项课程的认证；2007年，新纪
元开始跟高教部保持频密互动；2013年，80%的课
程已获官方认证，并达到当时高等教育部所制定师资
必须达博士学位讲师资格的标准，同年获得高教部批
准升格；2016年，正式升格为大学学院。从硬体设
备到软体建设，图书馆、校园环境、课程设置、学科
建构、研究计划、出版和论文，均以一所大学的学术
发展和人才培养为首要考量。制定学术规章，加强学
术管理，建立学术团队，培养新进教师，通向大学之
路，无疑是新纪元长期以来的终极目标。
三、求知致用，社区回馈，奠大学教育之根基
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莫过于能够为国家治理、
建设和发展带来贡献。新纪元为国内三所民办大专之
一，向来跟社区互动紧密，偏重课程实用性和综合知
识。以人文学科为首的新纪元高等学府，长期以来重
视学生之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学生求知，强调务实
致用，从文学与社会科学院、商业与资讯工艺学院和
媒体与艺术学院，再到近期研究生院和国际教育学院
的设立，新纪元在学术和科研的道路上，都鼓励求知
致用的校园文化。新纪元希冀在马来西亚华人教育的
基础上，真正做到“起步新纪元、立足东南亚、放眼
全世界”。陈六使研究计划的实施、《马新慈善家》
出版后通过北京新书推介礼传扬华人企业精神、南洋
大学史料中心和本土研究书库的设立、技职教育的大
力推广、创办首个以东南亚区域研究为发展主轴的东
南亚学系、开办中华研究和东盟硕博课程等等，旨在
为新纪元打造东南亚华文教育之重镇。各类学生社团
和文化活动，活跃精彩于新纪元，本着自强不息的教
育精神，回馈社会，造福社群，落实新纪元“多元开
放，成人成才“的办学理念。
2018年5月26日，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和推介
《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20周年纪念特刊》，11
月11日，举行了20周年校庆晚宴。从新纪元创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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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升格，一路风雨走来，委实不易，2016
年底迎来华人社会翘首以盼铁树开花的时
刻——新纪元升格了。升格以后的新纪元在
短短的几个月后，即获马来西亚学术资格鉴
定机构的认证，成功开办多项学士课程。有
别于国立或私立大学，民办学府新纪元有着
不一样的艰巨使命。肩负传承民族情怀和文
化精神，同时发展兼具现代教育和国际视野
的新纪元，升格后更快速地整顿旗鼓，阔步
迈向新里程，这时候的新纪元可以说已经来
到马来西亚华文高等教育篇的分水岭上。
新世代，新纪元，全球化的时代早已到
来，作为一所民办大学，新纪元因此需要成
为一所怎样的大学，这也许是很多关心华文
教育，以至华人教育的群众所思考的问题。
处于全球化时代的高等教育，从精英走向通
博，从本土走向国际，寻求多元、开放与
融合，而长期以来站在华文华语教育基础上
发展的新纪元，应善用其本身优势，结合民
族、本土和人文资源，挖掘自身更深层次的
文化蕴涵，走向国际，走向世界，才可以培
育出更具竞争条件的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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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大学并非像国立大学有政府拨款的公共资
金，也不似私立大学那样资金较为充裕，新纪元长期
以来由华人社会自立自强捐献办学，受惠于热心华教
人士的恩泽，应更有条件培养出建设国家，回馈社稷
的有用之才。选择进入民办大学的学生，固然无须面
对国立大学固打制的牵制，家庭背景也不像大多数私
立大学生优渥，其绝大部分学生家境一般，更多时
候他们显得朴质、踏实，并且精神面貌饱满。民办大
学可以培养出怎样的大学生？以向来重视人文学科的
新纪元而言，绝对有能力栽培出有时代精神、人文素
养，且内外兼修的大专生。衷心期盼，他们因重视人
文品味所以谦卑，敬畏和有深度；他们因追求人文关
怀所以灵动、有趣，并且充满诗意，将来待人处事既
不僵化，也不轻浮，而只有怀抱人文精神的人，才能
以更理性和冷静的姿态看待和改变世界。

诚如陈平原在《大学何为》强调：“‘大楼’
不能取代‘大师’，这是目前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我
想补充的是，‘学问’不等于‘精神’，办大学，必
须有超越技术层面的考虑。学校办得好不好，除了可
以量化的论文、专利、获奖等，还得看这所大学教师
及学生的精神状态。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有明显
的精神印记。过去常说‘教书育人’，不是没道理
的。”传统需要时间积累，文化需要长期养成，我们
常常说北大精神、南大精神，有一天“新纪元精神”
必然可以成型。今天的新纪元，已开启了马来西亚高
等教育新篇章，发展方向确然已定，只不过，她目前
亟需考量如何站在华文教育的传统上，培育出能够满
足现代社会需求，面对市场竞争力时，展现独立和自
信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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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分水嶺上

《马新慈善家》
北京推介禮，
向慈善家致敬！
配合20周年校庆，本校特别出版《马新慈善家》特辑作为
献礼。《马新慈善家》的撰写和出版，主要是因为我们衷心希
望对热心社会公益，尤其对华人文化和教育无私付出的马来西
亚和新加坡的慈善家们说一声谢谢。
孟子说“良能良知”，说每一个人都有天生的良心。从
这些慈善家所言所谈所行，我们最终也许只能说，对于社会公
益，对于民族文化和教育的传承，他们似乎真的是拥有天生的
良心良能良知。因为这些善心，我们在马、新建立了安身立命
的文化家园。善行在这里不断发端，文化在这里传承发扬。感
谢慈善家，感谢所有促成这一切美好的你和我，让我们好好收
集这些所有感谢的言语，珍藏一种永久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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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纪元携手郭素沁部长及慈善家推介《马新慈善家》

这本书于2018年7月28日在北京君悦酒店举行
推介仪式，北京场的新书发布会意义极重大。先是
作为民办高校的新纪元大学学院首次单枪匹马“走
出去”，于京畿要地传播好海外华人声音，讲好海
外华人故事。当天北京君悦酒店会场百余人，中马
双方政要学人齐聚一堂，四海之内皆兄弟，莅临支
持《马新慈善家》发布会的慈善家和代表都站到台
前述说人生经历，温馨动人。我原以为他们原来是
身份显赫的大人，几天接触以来的友善、真诚和亲
力亲为，着实感动着我们。黄迓茱、黄马家兰、陈
凯希、吴德芳、谢松坤、林宽城、邝汉光、黄荣盛
等人，似乎是一个个从书中走出来的人物，那么真
切朴实。也一样衷心感激无法亲临的慈善家代表所
给予的支持。你们总是一句又一句谢谢。中华文化
可贵处除了它的本质之外，更在于继承和实践者，
你们就是。

■■ 马新慈善家北京新书推介礼纪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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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 分水嶺上

■■ 丹斯里古润金（前排左三）为完美教学楼主持开幕

■■ 技职教育学院完美教学楼推介仪式

完美教學樓
推介禮及開幕盛典

技职教育学院秉持着“掌握技术，与时并
进”的信念，经历了六年的默默耕耘阶段，不
断培育出知识与技能并重，术德兼具的工业技
术专长的毕业生。2018年是新纪元技职教育学
院破蛹成蝶重要的一年，就在这一年，进修推
广学院迎来了完美教学楼的启用，并于是年4
月15日举推介盛典。它是新院欢庆20周年的活
动之一，也是见证新院走过20那边岁月所取得
的成果。开幕当天出席的嘉宾包括董教总教育
中心（非营利）有限公司董事部主席叶新田、
大马中小型企业公会会长拿督江华强、吴德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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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董事丹斯里吴德芳、莫顺宗校长、技职与
推广教育学院李泉氚院长等。
完美教学楼的建成，不得不提完美集团
董事长丹斯里古润金，他为大楼的建设捐献了
200万令吉的巨款。古润金表示早年曾与新纪
元结缘，因此捐款给学校并期望能对华教尽一
分绵力，期待每个人不忘本，勿忘母语教育。
古润金于5月8日莅临加影，为完美教学楼主持
开幕仪式。

專題： 分水嶺上

揭幕礼合影。左起为李锦宗长子
李可为、中文系主任伍燕翎、马
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会长拿督曾
沛、新纪元校长莫顺宗博士、李
锦宗夫人林玉蓉、马来西亚华文
作家协会顾问戴小华和浙江越秀
外国语学院副校长朱文斌教授。

李錦宗

馬華文學史料館揭幕禮

12月8日，李锦宗马华文学
史料馆揭幕。为打造新纪元中文
系为东南亚华文文学之重镇，新
纪元陈六使图书馆耗时8个月有
余，搬迁和整理马华文学史家李
锦宗之藏书、手稿及剪报等文件
资料，设立“李锦宗马华文学史
料馆”，收入8161本藏书，包
括李锦宗专著、编著和私人藏书
等，其中不乏马华作家之手稿文
件和剪报资料，李锦宗与其他作
家的书信往来、历年马华文学活
动的內容记录等等，对马华文学

史料研究工作极具价值。是日，
席上邀请到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副校长朱文斌教授、马来西亚华
文作家协会顾问戴小华女士、拿
督曾沛会长、新加坡文学艺术俱
乐部、21世纪出版社等等文友
共襄盛举，同时为李锦宗纪念特
辑《心祭》举行推介礼。配合这
次史料馆的揭幕，朱文斌教授也
受邀主讲“华文文学史料与文学
史建构研究”，百人与会，意义
重大。
■■ 李锦宗马华文学史料馆图书目录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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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教厚植貳百載:
華教200推介儀式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若以
1819年五福书院设立为开端
的话，今年便适逢华人在本地
办教育的两百周年了。这两百
年一路走来，举步艰辛，马来
西亚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然
而我们所看到的是，华人办教
育办得特别辛苦，在殖民地开
始是这样，独立后更是如此，
因此华教能够延绵不断，持续
到今天，实属不易，他靠的就
是每一个时代华人的努力不
懈，义无反顾的那份坚持。
配合华教200周年，本校
策划了系列华教200年纪念活
动，主要包括：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

■■ 华教200系列活动推介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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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汇演、天行健中文大奖、起
飞音乐创作专辑、东南亚华人
与新文化运动研讨会等。这些
活动项目整合了文教议题研
讨、尊师重道、文化表演、艺
术创作等元素，形式多样，严
肃活泼兼有。
2019年1月23日，新纪元
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华教
200推介仪式，仪式还特别邀
请到首相对华特使YB陈国伟先
生的莅临，为整个活动主持推
介。推介礼的仪式中，也邀请
到育华中学醒狮团、本校爱艺
鼓以及IDO音乐社及中文传播
基础课程的同学进行演出。
■■ 首相对华特使YB陈国伟先生致辞

■■ 本校学生学生演绎的“中文人·中文梦”

專題： 分水嶺上

20周年晚宴

仁風善舉，至誠感謝！

趁着今年二十周年校庆，我们
于今年11月11日举办二十周年校
庆晚宴，为新纪元第二校园第一阶
段建设，筹募马币2千万的建设经
费。并且也放眼在5年内积极筹募
共马币5千万，作为新纪元未来几
年的发展与建设基金。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是新纪
元的办学理念。新纪元大学学院因
为获得社会大众的大力扶持，才有
今天的成果，我们必须铭记于心。
未来，我们会更加强调，新纪元大
学学院的教学和研究，一定要时时
刻刻符合华社的需求，配合华社

的整体步伐，结合华社各种资源，
以学术回报华社，这是我们的办学
特色，是我们迈步前进的动力和方
向。
晚宴中，我们由衷感謝社会大
众、新纪元的校友、家长 、热爱华
教人士，继续与我们同行，积极捐
献、支持及协助发展新纪元，让新
纪元得以延续其传承中华文化、弘
扬母语教育以及培育栋梁人才的重
要时代使命！
仁风善举，至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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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大精神再現：
巴生肉骨茶聯合義賣會、
勞勿榴槤義賣會
在董事会副义务秘书陈汶达先生的号召下，巴
生15家肉骨茶店于2018年11月8日，早上七时三十
分至下午二时，同时为新纪元筹募第二校园发展与
建设基金发起义卖。这项名为“巴生肉骨茶联合义
卖会”获得了15家巴生肉骨茶名店的参与，包括了
石头、阿艺、四眼仔、留香、三美、亚宝、美美、
奇香、义香、旺顺、欢喜、永香、历瓦煲、益香及
凤娇。这是董事部发起筹募第二校园发展与建设基
金系列活动的第一炮，陈汶达董事作为在地的巴生
人，率先发动当地的社团友好单位协助，除了巴生
区居民协会联合会、巴生中华校友会作为联办单位
外；马来西亚黄氏登进家族会、雪兰莪社区服务协
会、巴生滨海咖啡酒餐商公会及巴生滨海老友会也
参与协办工作。
“巴生肉骨茶联合义卖会”采取的是各家店面
在原址义卖。新纪元大学学院董事部成员、学生、

莫顺宗校长（后排右四）与益香肉骨茶店老板（后排右五）合
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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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员近100人，清晨6点分别从学校及其他集合地
点，分批到15家店面报到，现场协助义卖与宣传工
作。许多学生都是第一次参与学校募款，雀跃的神
情写在脸上。巴生人热爱肉骨茶、更热爱华教，当
日的义卖会反应热烈，许多人吃肉骨茶之余，也纷
纷捐款。
当天大家在奇香肉骨茶店举办了“巴生肉骨茶
联合义卖会”的启动仪式，出席者包括了双溪比力
区州议员刘天球、董教总教育中心董事部主席叶新
田、新纪元理事会主席叶观生、总秘书邹寿汉、副
财政李云真、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巴生中
华独中校友会会长吴国民、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蔡
崇伟、董事庄填祥、巴生十八乡团联谊会会长拿督
陈治年等。当天义卖成绩斐然，15家肉骨茶店半天
共筹得RM66,547.20。

■■ 肉骨茶义卖反应热烈

■■ 学生参与协助义卖

■■ 新紀元大学学院师生大合照

这次筹款活动除了让巴生华人社会认识新纪元升
格为大学学院后的近况及发展计划，更为重要的是让
学生参与募款活动，加深了他们体认新纪元大学学院
源自社会，回馈社会的精神。
自“巴生肉骨茶联合义卖会”在11月8日成功举
办取得热烈回响后，董事会副主席林裕先生在彭亨猫
山王之乡发起榴莲义卖活动。这次活动有别于多家肉
骨茶店家各自义卖，采取了在位于双溪兰（Sungai
Ruan）的“廷叔猫山王休闲果园”举行义卖，时间是
上午10时30分至下午3时。这项活动获得劳勿县发展华
小工委会及彭亨州老友联谊会作为联办单位，这是董
事会发起新纪元大学学院筹募第二校园发展与建设基
金系列筹款活动的第二场。

■■ 大快朵颐，热心捐款

部车子人数约300人从雪隆一带分批出发去廷叔猫山
此活动分别在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号召了一批支 王休闲果园。本校董事部、校长及师生也在当天参与
持华教的热心人士包巴士前往劳勿，计有4辆巴士及多 协助榴莲义卖。“廷叔”原名卢宇廷，曾担任彭亨华
校董联会主席，是双溪兰热心华教的前辈。这次在休
闲果园举行义卖的除了榴莲外，还是许多当地的热带
水果、小吃等。
董事会主席叶新田博士、副主席林裕先生及多位
董事、新纪元大学学院校长莫顺宗、中文系主任伍燕
翎及当天劳勿区热爱华教的人士相聚在廷叔猫山王休
闲果园。学生及老师忙碌着为各桌的食客，端上一果
篮一果蓝的榴莲，食客络绎不绝，大家忙活了半天。
休闲果园设备完善，靠在一个小溪旁，风光明媚充满
田园气息，当天的榴莲义卖更像是新老朋友郊游聚
会，气氛欢愉大家心旷神怡。当天义卖总共为新纪元
大学学院筹得RM17,000余元。
■■ 廷叔猫山王休闲果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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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馬華教兩百載——

華教200 系列活動

  

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文化汇演
2019年的6月，天津滨海浪花艺术团将再次来到大马，为华文教育义演，相信此次
义演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天津与马来西亚民间的友好交往和传统友谊，弘扬中华文
化和发展华文教育。

2
0
0

世界华文教育论坛
为庆祝马来西亚华教200周年纪念，本校于2019年7月举办“2019年世界华文教育
论坛”。本论坛将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出席及撰写论文，主题为探讨当前世界华
教的发展状况及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前景与永续经营策略。

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
2019年，当华文教育在马扎根200年之际，也适逢五四新文化运动正式迈入一百
周年。本校为此举办“东南亚华人与新文化运动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以马新
地区所在的东南亚为本位，关注新文化运动在本地区的扎根、影响，以及与中国
之间的相互作用。

新纪元大学学院校园音乐专辑《起飞》
这20年来，新纪元不乏唱作俱佳的学生，虽有演绎，但未曾有录。为此，本校发
起制作校园音乐专辑，赋予学生以演绎及施展所长的平台。专辑暂名为《起飞》，
寓意让我们的声音从新纪元起航，希冀以此复苏校园民歌，留住学生们于校园时
最真挚、最纯粹的文字与旋律。

第二届天行健中文大奖
第二届的天行健中文大奖由本校中文系主办，雪隆太平华联校友会、星洲日报“爱
华文”工委会、希望阅读计划联办，旨在鼓励马来西亚各源流中学推广和发扬华文
教育、给予优秀中文老师和学生认可和推崇、培育爱护华文的新生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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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盛宴

第二届東南亞華人華文
國際研討會   

           

新纪元大学学院中文系与中国
南宁师范大学（原广西师范学院）于
2018年11月20日联合主办“第二届东
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讨会”。会议在
本校进行，由莫顺宗校长以及南宁师
范大学李兰荣副校长主持开幕。大会
也邀请莫顺宗校长、中文系伍燕翎主
任以及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陈志锐院
长进行专题演讲。
在一天的研讨会当中，共集结了
19名来自中国、韩国及马来西亚的专
家学者发表共13篇论文。会议论文的
研究面向多元，第一个场次针对近年
中国崛起后对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华
文教育的影响进行讨论，第二个场次
则聚焦于马、中两地的马华文学及华
文文学，第三场次则是语词、语汇相
关的研究，第四个场次的主题则是谈
华人社会文化。

■■ 第二届东南亚华人华文国际研讨会暨《东南亚华人华文学术论集》的出版推介

与会代表们也见证了《东南亚华人
华文学术论集》的出版推介，本著作由
本校中文系主任伍燕翎和南宁师范大学
国际交流处处长黄斗主编，是两校办理
第一届研讨会的学术合作成果之一。
■■ 南宁师范大学李兰荣副校长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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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第二届幼兒教育
國際研討會
                                           

幼儿教育是我国近年来较
为受瞩目的课题，为了进一步推
动马来西亚幼儿教育的教学理论
与应用研究，促进幼儿教育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新纪元大学学院
教育系于2018年10月20、21日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主办了第
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
主题为“创新与实践”，议题涵
盖教学理论与实践、幼儿教育政
策、多元文化教育等。
本次研讨会开幕当天非常荣
幸地邀请到马来西亚教育部张念
群副部长主持开幕仪式，副部长
为幼教工作者们带来了鼓励与支
持。本次研讨会也邀请到中国首
都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院余珍有
教授、台湾慈济大学儿童发展与
家庭教育学系郑雅莉主任、澳洲
爱迪考文大学幼儿教育系讲师
Dr Marianne Knaus、及马来西亚
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理事会主席
Datuk Dr Chiam Heng Keng进行
了4场的专题演讲。

本次研讨会共有来自中国、澳
洲、老挝、柬埔寨、印尼、新加
坡、台湾及本地6个地区的16篇论
文进行了发表，涵盖地区之广在
马来西亚实属罕见。

■■ 张念群副部长致开幕词

■■ 第二届幼儿教育国际研讨会全体嘉宾和学生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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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馬來西亞華社
輔導研討會
                          

本校辅导中心于2018
年10月26日至28日承办
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
导研讨会，协办单位为辅
咨系。本届研讨会主题
为“扎根本土，深耕多
元”，目的为提供华社
辅导工作者交流分享的平
台，强化本土华社辅导工
作根基，加强辅导实务与
研究工作，提升辅导人员
的专业成长。

本届研讨会的与会
人数共超过220人，也有
台湾及新加坡远道而来的
老师与参与者。研讨会内
容包括主题演讲、主题论

坛、口头发表、壁报发表
及四场工作坊。本次大会
也邀请到妇女、家庭及社
会发展部杨巧双副部长前
来主持开幕，让她认识及
了解多年来华社辅导人员
及机构所做的努力及面对
的困境。另外，这次的研
讨会也顺利申请成为马来
西亚辅导局的专业继续发
展课程（CPD）认证（6
学分），标志着我们华社
辅导界与国家辅导专业机
构的联系与合作。

■■ 杨巧双副部长致开幕词

■■ 2018年第十二届马来西亚华社辅导研讨会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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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科學與資訊工藝系
學術研討會
                                                     

为了提高讲师与同学们在学术
交流，并且鼓励学术人员及学生在
研究领域中的参与，电脑科学与资
讯工艺系于2018年11月14日，为第
一届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学术研
讨会（CSIT Colloquium）拉开序
幕。此次的学术座谈会收集了多份
本校与外校的研究作品，让各领域
相互交流，吸取不同的科技知识与
经验，加强在科技方面的创新与进
步。
科技的发达是人类智慧与创意的证
明。通过学术研讨会，老师与学生可自
由发挥在研究上的创作能力，同时也可
借此磨练自身的思考能力，为往后的发
展打下更坚韧的基础。

■■ 参与研讨会的讲师与系主任（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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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隨筆

重新認識曾錦文
                        林

澜（钦州学院国际教育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新纪元大学学院访问学者）
   

曾锦文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
初星马地区著名的翻译家。他生于
槟城，在槟城有名的大英义学（Free
School）受教育，课余聘请家庭教师
补习华文。1866年进入福州船政学
堂求学，后留校任教。1872年到新
加坡墨经梳律师楼任职，直至去世。
关于他，有些方面需要重新认识。
第一，他的翻译生涯要早于在中
国被誉为“译才并世数严林”的严复
和林纾。他进入船政学堂的时间要比
严复早，而且他与严复有师生之缘。
曾锦文自1891年至1913年将近 22 年
的岁月中，将五部中国通俗文学作品
《凤娇与李旦》、《五美缘》、《三
国》、《水浒》和《西游》翻译为马
来语，总卷数高达 72 册。严复1895
年夏翻译出版《天演论》，之后陆续
翻译出版《原富》、《群学肄言》、
《法意》等。林纾则是在1897年开
始其著译生涯。
第二，曾锦文与中国的维新运动
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曾锦文与林文庆、邱菽园有来
往。林、邱二人是新加坡的维新领
袖。十九世纪末海峡华人知识分子
的改革运动是对中国维新运动的回
应。1896年建立的“华人好学会”
其实是维新派，即后来的保皇党用来
达致其政治目的的组织。它表面上是
文化团体，以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

实际上是藉此通过讨论政治问题，来
表扬保皇党的政治理论。1898年，
邱菽园创办《天南新报》，其宗旨是
促进新加坡华人社会进步，竭力支持
新政。曾锦文、林文庆皆懂英文，两
人协助邱菽园处理《天南新报》之有
关英文事项。1899年邱菽园任保皇
会南洋分会会长后，《天南新报》成
了保皇党的机关报。丘逢甲南来期间
与邱菽园交往甚密，其信中特别提及
林文庆和曾锦文：“中学阁下主之，
贵友曾锦文、林文庆二君，均精西学
西文教育，更无俟外求……”丘逢甲
对曾锦文的评价很到位，甚至希望他
的翻译能“为今日变法之大助”，表
现出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眼光，也由此
可知曾锦文在南洋名声之大。
曾锦文作为一个峇峇华人，接
受英语教育，工作语言是英语，同时
还使用峇峇马来语，但是浸染中国文
化，完全是中国人的穿着而非峇峇
的。他本来接受了海军的培养和训
练，结果却先后做了教师、洋人律师
事务所执行书记和账房，但是成就最
大的是业余的翻译工作。从他身上我
们看到了异质文化相碰撞而产生新质
文化的绝佳例子。

■■ 曾锦文像

■■ 曾锦文所翻译的《三国》

参考文献：
1. 林水檺、骆静山（1984），《马来西亚华人史》，吉隆坡：马来西亚留台校友会联合总会，页53。
2. 李庆年（2012），〈南风吹大海，日轨走南陆——丘逢甲南来原因及其活动新论〉，http://kenglian46.blogspot.com/2012/05/
blogpost_11.html 2015-5-11 （阅于2018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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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
瑣記

储晓军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中国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新纪元大学学院访问学者）

我去年九月份来到新纪元。
下飞机，办好相关入境手续走
出机场时，便发现一个瘦高的年
轻人举着我的姓名牌，一问才知
道是新纪元的郑老师派来接我的
同学罗裕富。（熟了之后我还曾
开玩笑说，这个名字很好，既不
像富裕那样普通，又和富裕的意
思基本相同。）这是一个腼腆的
年轻人，他一路微笑着带我坐地
铁。在坐电梯的时候，他慢慢告
诉我在马来西亚，坐电梯之类，
和中国不同，要站在左侧。而且
他在电梯上，站在我的上方，面
对着我，我一开始以为他是方便
和我说话，可是后来他告诉我，
不仅仅是方便和我说话，更重要
的是深夜时分，电梯上可能会有
不安全的因素，他看着我，可以
有效保护我的安全。赶到学校
时，已经快一点了，他说已经跟
宿管的先生提前说好留着门的，
请我放心。第二天还默默给我买
来了牙膏牙刷之类的洗漱用品。
这种热情使我非常感动。
在新纪元生活了一段时间
后，我发现新纪元很多人都和裕
富一样热情，但是又有一定的距
离。不仅新纪元，在吉隆坡，在
马六甲，在槟城，在兰卡威，所
遇到的华人几乎都是这样热情。
在槟城，一个要去做工的阿姨带
着我穿过了整条街道去找一个场
所的入口，找到之后，她再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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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做工的地方。一个卖肉骨茶的
老大爷跟我相约15年后再来吃他
家的肉骨茶。
在新纪元的第二天，我晚间
散步。在路边看见每一棵树下
都一个人的姓名或者一个小学以
及其他机构的名字。觉得奇怪，
便问裕富是怎么回事。裕富说，
新纪元在办学过程中，没有需要
政府的投资，是在马华人人人一
份力量积沙成塔，集腋成裘的结
果。从当初的货柜学校发展成了
现在的规模，这个过程中的艰难
与辛苦非亲历其中者难以想象，
但是新纪元人凭着自己的热情与
坚守做到了，而且受到了在马华
人的高度认可。我每每在利用
Grab软件打车时，跟华人司机说
起新纪元，他们都报以非常大的
肯定。我想新纪元人也会为此而
欣慰，他们的劳动得到了社会的
认同。
新纪元的成功是在马华人努
力的结果，也是在马华人对中
华文化的坚守。一百多年前，他
们的祖辈来到南洋，一方面辛苦
劳作养家糊口，另一方面也坚守
自己的文化，修宗祠，建家庙以
及各种神庙来维护信仰，传承文
明。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形成了
在马华人独特的品格，他们也成
为东南亚地区华人的标杆。

学人隨筆

行囊滿滿：
臺灣訪學雜憶
               

廖文辉
（中文系兼东南亚学系副教授）

2017年10月27日，我开始踏
上为期三个月的访学旅程，当天
凌晨五点出门，从吉隆坡出发，
经台北到屏东，前后转换七种交
通工具，大约在晚上七时许方抵
达目的地，访学的目标是台湾国
立屏东大学。期间在台湾各大学
进行了9场学术讲座，参与了两场
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学校安排
了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两校互动
教学。

两校的互动教学则是由屏东
大学中文系的12位研究生，从
2019年1月18至24日，在黄文车
和严立模老师的带领下到我校进
行一星期，共计36小时的海外课
程，内容主题是东南亚的闽南社
会和文化，以及马来西亚的华文
教育。除了两天有关马来西亚闽
南宗族和乡音的课程外，同时也
到闽南村镇巴生、五条港和吉胆
岛踏查，进行实地的体验。

学术讲座有四场是应屏东大
学之邀，另外的五场则分别在国
立政治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
学、云林科技大学、东吴大学和
淡江大学进行。讲题计有马来西
亚的华人文化圈的内涵和特征、
马来西亚华人村镇发展及其相关
的民间历史文献、马来西亚闽南
人的民间信仰、马来西亚华人饮
食文化和马来西亚华人民俗文学
的内容。

是次的访学，我还参与了三
年一科的东港迎王，也参观了一
些台湾庙宇，亲自感受台湾民
间社会热力四射和活力充沛的民
间信仰。由于屏东位处南部，属
于偏远地区，让我接触到台湾乡
镇的生活，与台北等大城市相较
别有一番风味，更能深入了解台
湾的社会情况。当然更为重要的
是，两校的互动教学是首创，为
往后硕博课程上课形式开拓了一
条全新的模式。这次的访学实际
上也是本校升格大学学院后第一
位外出的访问学者，也算是为校
方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制度提供
一个尝试。这可谓是一次行囊满
满的访学旅程。

参与的两场国际学术研讨会
分别是10月27-28日由屏东大学
主办的“第六届屏东文学国际学
术研讨会：诗歌、历史、跨界”
和11月17日由华侨大学主办、
新纪元大学学院协办的“闽籍
华人与马来西亚发展第四次工作
坊”。前者发表<马来西亚华人
民间文学概论>，后者则发表<槟
岛闽南聚落日落洞之重要组织元
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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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SAYS I AM
Into my 23rd year since my
retirement at 55, I still stay active in
academic life. Thirty-four years of
teach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UM) are now stretched into 53
years of non-stop engagement in
academia. I am staying on for so long
simply because the “passion” to keep
going has yet to dissipate. All who
are active in post-retirement life like
to counter the queries of friends and
others with a “Who says I’m retired?”
look! When the urge to continue
finally dims into a faint glow, it will
be time to call it a day.
The option to follow a career in
academia was due more to fortuitous
circumstances rather than to
deliberate choice. Upon completing
the final paper in Geography in
UM in 1965, and faced by the need
to look for a job, I grabbed the offer
of a tutorship to work for the MA
degree. A year into my tutorship, I
was half hoping and half praying for
an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teaching
staff. In those early days, getting an
appointment as an Assistant Lecturer
was relatively easy, which I did in 1967.
As chance would have it, an exchange
scheme between UM and the Centre

42 新光雜誌

· 第九期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Hull
University, led on to a visiting
lectureship and the opportunity to
work on the Ph.D. Thereafter the
long journey of teaching, conducting
student field trips,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followed, with the
occasional sabbaticals spent in SOAS,
Harvard, 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 (Tokyo),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Brunei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stints at Edinburgh,
Griffith, and Kyungnam (Seoul)
universities. With age and seniority
came promotions, first a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later on to the Chair
of Land-Use Studies, which also
brought on administrative duties as
departmental head. Work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also involved
editorial chores in the Journal of
Tropical Geography and subsequently
as chief editor of the Malaysian
version until I left the service of the
department.
Mandatory retirement at the
end of 1995 was deferred, first by
a two-year extension of service in
UM to head the newly-established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in
1996, and later renewed for two more

■■ Voon Phin Keong

學人隨筆

years. A further offer of extension was politely declined as I
headed to the Center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of Kyoto
University to take up a one-year visiting fellowship in 2000,
followed subsequently by a visiting professorship at Soka
University, Tokyo.
It was during the tail-end of my sojourn in Japan when
a long-distance call came from the Director of the Centre
for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CMCS) in Kuala Lumpur.
The caller was a former colleague at UM’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who was eyeing a position in a newly-founded

With an education background heavily biased towards
the English medium and a career confined entirely in an
English-speaking environment, my life had hitherto been
divorced from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ndarin-speaking
circle. Like many others of my generation who had studied
in English schools, mine was a reflection of the artificial
divide betwee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educated groups
in the country.
My in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 wellfounded. Having spent two early years in a Chinese school,
my family soon realized that English schools offered

RETIRED?
/

Voon Phin Keong: Deputy Vice-Chancellor (Academic & Research)

university. He was desperately hunting for a candidate to take
over from him. My immediate reaction to his suggestion,
however, was discouragingly negative. CMCS was established
by the local Chinese community in 1985 to gather historical
and reference materials and to promote research on itself. The
initial impression that floated across my mind was that of a
Chinese organization with a board of directors dominated
by business heavyweights sitting as domineering overseers.
Moreover, both the working language which is Mandarin and
the research agenda are unfamiliar territories to me. With my
limited knowledge of Chinese, I was simply not confident
enough to venture into a Mandarin-speaking institution
to offer my services. The thought itself was intimidating,
ill-prepared as I was to handle both the language and the
research programme.

better prospects for a brighter future. Overaged but being
a Catholic, I was accepted into Standard Two in a mission
school in Teluk Anson (now Teluk Intan) in 1950. Luckily,
I never gave up entirely on Mandarin and received tuition
from an elder brother. On and off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prior to completing Form V in Sulaiman School, Bentong, I
was able to study for a year and a half in the afternoon session
of the Repas New Village Chinese primary school, and a
year at a Chinese night school in town. These short stints
had helped me to secure a credit in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Senior Cambridge examination in 1959. As a UM freshman
in 1962, I had wanted to include Chinese Studies in the firstyear package of three disciplines, but was frustrated by the
non-existence of a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which was
established only two years later.
Returning from Soka University in early 2002, and
completely free from work of any sort, I weighed the pros
and cons of staying idle at home or to keep busy working
in a linguistically unfamiliar setting. Also, the extended
absence from home as age crept up was never a thought to
relish, though I could enjoy family life and to spend time
with my first grandchild who had arrived when I was still
at Soka University. After a chat with the board chairman
of CMCS, and having been reassured that the working
language was not a deciding factor, I came away feeling that
heading CMCS might not be as difficult as I had thought.

■■ With Huayan colleagues, Dec 2016

Still, the idea of plunging into the world of the
Chinese-educated was quite daunting. I took up the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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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some trepidation, ready to quit if
the work imposed excessive pressures
or was not my cup of tea. It soon turned
out that the “job specifications” allowed
a great deal of academic freedom.
What was supposed to be a trial-anderror run was to endure for eight
years between 2002 and 2010. CMCS
presented a different milieu away from
the environment of a university. The
exposure opened up totally new vistas
and experiences based on a research
focus on an array of issues and topics on
the Chinese of Malaysia. I had to adjust
fairly quickly to switch my research
interests from human geography, with
its core interests in spatial and manland relations, to a firm commitment
on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s
a
community-funded
institution, CMCS had to struggle
with inadequate funds to support its
operations. Funding for research was
severely limited, and research fellows
had to rely on personal resources
or through sponsorships. The eight
years at CMCS were devoted largely
to completing research on topics of
personal choice or “commissioned” by
sponsors. These efforts had allowed me
to complete of some 30 papers relating
to Chinese population, history, culture,
business, and various other topics,
and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well as in
Chinese. Other major commitments
included the editing of the in-house
journal and other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organizing conferences.
CMCS was bold enough to launch
its own Journal of Malaysian Chinese
Studies. This was the brainchild of
the Centre’s Honorary Director, Dr.
Yew Keok Kim, a former Associate
Professor at UKM, who published the
first issue in 1998. His successor, who
served for four years, brought out the
second issue two years later. Journal
editing, often seen as a thankless job,
is much expected but little appreciated.
By the end of my tenure, I had
laboured to bring the journal to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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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th volume. The journal aside, the
editing of books was equally taxing
and time-consuming. In all, I edited
and published nine titles, including
a two-volume study in English on
the Chinese and nation-building to
commemorate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Merdeka, and later also published
in Chinese. Editorial duties also
embraced the planning and supervision
of the Centre’s commemorative
publications to celebrate its 20th and
25th anniversaries in 2005 and 2010
respectively. The latter was a solo effort
in the form of a bilingual version of the
history of CMCS.
CMCS was active in promoting
discourses on selected issues in the
form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My
own involvement in this area of work
included the planning and supervision
of meetings on the Chinese population
of Malaysia (2003),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2004), and the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2007). After thorough editing of the
revised versions of the original papers,
the proceedings were published as
The Chinese Population in Malaysia
(bilingual), China: Emerging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English), and 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Chinese). Two smaller meetings were
also held on the Hakkas (2006) and on
local government in Malaysia (2008).
After 8 years at CMCS, I next
landed at New Era College (NEC)
in 2010. This community-funded
institution is a modest setup complete
with its own campus, dormitory, car
parks, and a library with 200,000 titles.
It has now become my “second home”
where weekdays are spent in a cheerful
“family” atmosphere with colleagues.
The first task at NEC was to set
up and run a research institute and the
launching of two new journals, namely
the Malaysian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in English and the Malaysian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 With my grandchildren, Melbourne, Dec 2018

Sciences in Chinese, both published
twice a year. A new assignment as
Vice-Principal and Head of Academic
Affairs, and now as Deputy ViceChancellor, followed which vast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administrative
duties. One of my many priorities is to
motivate academic staff to engage in
research and publication. The absence
of a tradition in academic inquiry has
left a cozy bed of inertia and disinterest
among some staff in research or in
working for their higher degrees. Now
that the College has acquired university
college status, prodding academic staff
into pursuing research has become a
matter of urgency. On the bright side,
interacting with the more active staff
members has been satisfying as there
is a visible change in their attitude
towards research and desire to work
for the doctorate.
The retirement years after
2002 have been spent on conducting
research and related work on the
Chinese and a switch from the
exclusive use of English to one that is
increasingly bilingual. The bilingual
orientation of work has taken 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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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ning of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the fuller
use of Chinese sources as well as increased contacts
with academic circl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Naturally, frequent interactions with the
local Chinese society an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also deepened involvement in social exchanges that
were largely absent from the more sheltered life at
the university.
Daily contact with Mandarin has led me on an
untraveled yet delightful journey in the translation
of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618-908) when this
literary genre reached its apogee of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g poems are literary gems that have
maintained their undying popularity and appeal
down the ages. Efforts to render selected poems
into English have entailed hours spent in search of
the style that would best replicate the truth, beauty,
and perfection embodied in each of the original
poems. On and off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 have
translated close to a hundred of the more popular
four to eight-line pieces by a gallery of celebrated
poets. I harbour a humble hope to make them
available in a bilingual publication so as to share the
beauty of the treasure trove with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Chinese.
Interestingly, my limited knowledge of
Mandarin has helped me to serve as a go-between
among the English-speaking segment of academia
and those writing in the Chinese medium. These
are two distinct bodies whose origins date back to
the days of the Straits-born Chinese and the new
immigrants or sinkeh. Their different education
training and attitudes have endured until today.
Most do not speak the social language of each
other and are unfamiliar with or may feel ill at ease
in the company of the other. To narrow the soc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attempts were
made to reach out to former colleagues and to draw
them closer to the Mandarin-speaking fraternity.
An early effort towards this end was the holding of
a conference on the population of the Chinese in
which specialists from the universities could infuse
fresh perspectives into the debates on Chinese
demographic issues. The support of Englishspeaking colleagues also helped to transform the
CMCS journal into a bilingual publication. These
were obvious methods to encourage the two groups
to work on common issues and to bridge the
linguistic divide that has hitherto kept them apart.

■■ West Scotland trip

Life since the onset of mandatory retirement has been fulfilling
in purpose and spirit. Apart from meeting the many obligations of
full-time work, a source of satisfaction is the meeting and interacting
with new colleagues. Working with the young and cheerful who
are eager to share and learn is a pleasure indeed. Healthy two-way
exchanges have led to an improvement in my Mandarin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help colleagues on writing in English and editorial
work. Spending time with colleagues in a cordial environment has
added colour and substance to what could have been a life of idleness.
It is in this spirit of positive interaction and the opportunities to be
of help to colleagues that keep me going. These extra years of active
involvement in academic work are worthy “rewards” that shall be
treasured as fond memories when retirement finally sets in.
*This is an amended version of my paper published in WHO SAYS I AM RETIRED?
Edited by Norma Mansor Halimah Awang, Tey Nai Peng, and Yap Su Fei, Social
Security Research Centre (SSRC),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laya, 50603 Kuala Lumpu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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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时光》
莫顺宗著
2018年5月．
学而出版

《双十年华：新纪元大学学院建校
20周年纪念特刊(1998-2018)》
伍燕翎、郑诗傧编
2018年5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马来西亚史纲》
廖朝骥（本书共同作者）
2018年7月．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

《东南亚华人华文学术论集》
伍燕翎、黄斗编
2018年11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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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文教学与研究》
王淑慧、王睿欣编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聚族于斯：马来西亚华人研究》
文平强著
2018年5月．
创价学会、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琅琅其璞：新纪元中文系
二十昭华》郭思韵编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马来西亚多元共生的赤道国度》
廖文辉著
2019年3月．台北连联经出版

《马新慈善家》
莫顺宗编
2018年7月.
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奋楫商海五十秋，躬耕华社四
十春：一代儒商吴德芳》
郭思韵著
2018年8月．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2019年马来西亚华人民俗研究论文集》
廖文辉编
2019年1月.
策略资讯研究中心、新纪元大学学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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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茶室，
開講了！
茶室文化是马来西亚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茶室里，
人们可以无拘无束地议论各种社会大事，对各种问题交换意
见，参与者并没有族群、性别、年龄、阶级之别。秉持着本
土茶室的精神，“茶室开讲”系列的讲座由本校中文系白伟
权老师、学生会，以及各系系学会所办理，希望在校内以轻
松而不设限的方式，成为学生汲取知识、相互交流的平台。
目前茶室开讲共举办了三次的分享活动，第一次请到
了莫顺宗校长打头阵，分享“你所不知道的校长”，兼为新
纪元茶室“开张”。第二次则请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
士候选人莫家浩从历史人类学的视角给同学分享“老虎、菠
萝、马来娇--从在本土传说中寻找历史”。第三场我们大胆
尝试以雪隆地区所流行的粤语进行开讲，请到了本校兼职讲
师潘舜怡谈早期流行文化的课题“齐齐嚟饮㗝呸，由粤讴听
下南洋嘅声音”，相信这也是本校首次以全粤语进行开讲的
学术讲座。
总体而言，茶室开讲内容活泼，成功吸引不少师生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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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與影像系、
偶門劇團隆重呈現：

《綠野仙踪》
兒童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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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野仙踪》是弗兰克鲍姆的著作，是家喻户晓
的童话故事。它讲述一个女孩无意中进入了魔幻世界，
遇见没脑的稻草人、没心的铁皮人和没胆的狮子，一同
上路去寻找智慧、爱心和胆量的历险记。此作品曾多次
被拍成电影、电视剧、动画和搬上舞台。
配合新纪元大学学院20周年，戏剧与影像系联合
由校友组成的偶门剧团推出儿童剧《绿野仙踪》为我们
的未来主人翁树立一个有智慧、有爱心，勇敢的榜样。
此剧导演是贺世平主任，演员有颜渼潓、林秀霓、曾祥
富、邱蕴能和伍苑慈。五位演员在剧中扮演多个不同角
色，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利用家庭用具呈献了一部富有
创意而精彩有趣的魔幻儿童剧。
就在2018年9月，《绿野仙踪》代表马来西亚受邀
参与“2018中国-东盟（南宁）戏剧周”。此剧首演被
安排在南宁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剧场演出，成功吸引近
300位观众入场观看。演出后更获得当地剧评人给予好
评：“《绿野仙踪》 透过激发观众们的想象力，使事
物成为观众个人价值观及审美意识的体现。该剧的创作
手法确实带给我们启示与思考。”

演出场地设在户外，没有灯光技术效果的配合，但是
从小学生们的看戏的神情与反应，都可以感受到他们
对此演出的喜爱。一连两场的演出，在中国电子媒体
报导和评论大获好评。
回国之后，《绿野仙踪》于加影新纪元大学学
院黑箱剧场进行6场的演出，经过改良和配合本系讲
师陈政汇的灯光设计，让此剧有更佳的发挥。2019
年，希望可以将这个演出带到全国各地，与更多的孩
子们分享。儿童剧就透过非直接的教育形式，激发孩
子们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创造力。可以肯定戏剧艺术
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深刻影响，也有益于家长与孩子
们之间的交流。

《绿野仙踪》的第二场演出由“中国-东盟戏剧
周”主办单位安排在中国师生庆祝教师节当天，在南宁
市皂角小学与800多位师生一起分享。在烈阳底下，小
学生们聚精会神地看戏，无不被眼前的精彩表演深深地
吸引着。他们被剧中小女孩的冒险之旅所牵动，时而惊
奇、时而开怀大笑，跟随着剧情起伏投入在戏中。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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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花踪後浪文學營——

《我和寫作的我》

第三届花踪后浪文学营的
报章宣传

文学创作一直以来都是本校中
文系的重点领域，栽培后进更是维持
整个领域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自
2015年起，本系便开始配合星洲日
报举办“花踪后浪文学营”，至今已
迈入第三届。本届花踪后浪文学营主
题为《我和写作的我》，于2018年
11月18日至20日一连三天在本校黄
迓茱活动中心举行。本届文学营邀请
了6位著名作家担任导师，包括来自
香港的韩丽珠、台湾的林达阳和杨佳
娴，以及本地的黎紫书、翁菀君和周
若涛，为喜欢书写散文、新诗和小说

的学生提供内容丰富的文学盛宴，注
入文学养分。
文学营的报名相当踊跃，一共
有约18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参
与。在文学创作中，除了多读多写，
还仰赖于对生活事物的细心观察和思
考，因此本届文学营设立了采风环
节，把学员带入社区，让文学活动与
地方结合。营员们被分成多个小组，
由工作人员带领，徒步穿梭于 加 影
老街、庙宇、文物馆等加影人文景
点。经由导览员的讲解，营员们需

■■ 花踪后浪文学营开幕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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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踪后浪文学营手册

把采风过程中的所闻所看以及
观点感想，透过文学创作的方
式表现出来。
这次活动中，本系也安排
了多位在籍学生担任工委，全程
协助文学营的筹备、学员的辅导
以及善后工作。参与同学有：马
俊泓、莫尔、林千惠、张淑钧、
林欣慈、刘苡伶、范明诗、林淑
可、梁馨元、丘凯文、胡永康、
罗佩嘉和赖苾君。

新光縱覽

2019年全國中學生大專體驗營

《尋覓》
2019年1月4日至6日，新
纪元大学学院全国中学大专体
验营筹委会主办，招生处协办
的“2019年全国中学大专体验
营”，在本校美华校区顺利进
行，为期3天2夜。
此次体验营的主题为《寻
觅》，顾名思义为寻找及探索，
鼓励未来的大学生寻找自己的
定位以及升学的方向，同时提升
自我了解。活动内容包括升学讲
座、团康及“跑站游戏”，让营
员们不仅仅听到来自各方的分
享，也参与了不少实践活动和游
戏互动。此外，筹委会安排了“
模拟大学生”的环节，让营员们
能够更深切的体会大学生和中学
生的学习区别。透过各项环节，
让来自不同学校的营员有进一步
的交流机会，全面打通营员们的
人际关系。

在筹备过程中极富挑战的
是，由于筹委们都来自不同的科
系，彼此间认识不深，怎么融合
及整合大家的想法及建议，是一
个很大的考验。筹委们通过学习
及培训，了解到为了办好这个体
验营，协同合作是必要的关键。
筹委之间多了接纳和包容，于筹
备过程中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将
活动推向更为成熟的形式。故，
通过这次的活动筹委们也发掘了
自己的团队合作能力，学习到课
堂以外的知识与技能。

■■ 升学辅导

通过《寻觅》体验营，无论
是筹委还是营员，大家都有着不
少的收获。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永
续经营，让更多学生获益。
■■ 教育系学生指导

■■ 颁发出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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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
華文幼兒教師

福建 學習之旅
汤翔兰（教育系高级讲师）
2018年12月，新纪元大
学学院教育系再次承办为期
14天的马来西亚华文幼儿教
师到中国福建交流学习研习
营。此研习营的目的是为了提
升本地华文幼儿教师的中国语
言文化素养和教学水平。29
位来自全马各地的幼儿园园长
及教师积极参与了研习营的
活动。俗语说“读万卷书，不
如行万里路！”两周的研习之
旅，共上了11堂课，参访了4
所幼儿园和4个文化考察点，
较深入地体验了中华文化和感
受了福建的风土人情 。

■■ 董雅萍老师剪纸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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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的课程安排得非常紧
凑和充实。通过一系列的专业
课程，我们了解华文教与学的
相互影响关系。教师要期望孩
子能学习，首先要关注孩子的
学习情绪，给予孩子感觉良好
的学习经验和体验，因材施
教，协助幼儿从错误中学习，
才能激发孩子们学习的成就动
机。而游戏则是幼儿教学的重
要部分，幼儿园要以游戏化的
准则去设计适合幼儿发展需求

的课程。透过游戏，提供幼儿
充分的空间去体验人、事和物
之间的探讨、接触和亲身体验
亲手操作的机会，培养和激发
幼儿的全面发展。从课程里，
我们认识了民间游戏的种类和
特点，并更清楚民间游戏对增
强幼儿的五大发展和学习是重
要的，所以民间游戏扮演的角
色是不可忽视的。我们要摒弃
揠苗助长的错误教育方法，充
分利用游戏去发掘幼儿好奇的
学习天性。而幼儿音乐则需教
师“以乐施教”的方式带动幼
儿愉快学习，才能逐步激发他
们身心灵正向发展。
两周的研习营活动，让
我们获益匪浅，也让我们深深
体会到游戏对于幼儿学习与发
展的重要性。如何去实践和改
善教学模式，以利幼儿全面发
展，让幼儿学习得更快乐和健
康，是此趟行程给予我们幼儿
教师最重要的反思，也激励我
们不断在教学实践中去探索。

新光行腳

老撾教育志工行
张伟隆（教育系高级讲师）
新纪元 大学学院教育系于
2018年3月，应Lao My Home
Foundation的邀请组织教育志工
团到老挝进行教育服务，以传播
汉语和中华文化。经过教育系
向“幼儿教育专业”及“应用华
语教学专业”的师生宣导后，成
功于2018年5月初组建了为数15
人的教育志工团队。随着教育系
教育志工的组建，师生们便如火
如荼地开会讨论和研究要进行的
教学活动，并积极筹备各种捐赠
物资。最终，志工团于2018年
8月30日出发前往老挝展开为期
10天的志工服务。
在服务的10天里，志工团到
过1所幼儿园、10所小学、3所
孤儿院及1所语言中心。其中，
在语言中心进行了15场汉语工
作坊，让老挝学生学习商务汉语
以增加日后的工作机会；到幼儿
园里通过游戏教导孩子们学习英
文；到小学及孤儿院教授汉语、
传播中华文化、教导学生制作卫
生棉等活动。
除了教 学，志工团每天晚
上还协助打包物资，包括书包、
铅笔、彩色笔、包装饮料、面包
等日常文具与物品。派发这些物
资给孩子们时，他们露出的欣喜
眼神显示出这些我们习以为常
的日用品对他们来说越是那么珍
贵；此外，我们也协助Lao My

Home Foundation面试获得大学
录取的学生，以派发奖学金解
决他们的学习费用。
这趟老挝教育志工行让师
生感触良多。有的学生表示第
一次与泥泞亲密接触，赤脚
进深山，只为送入孩子们需
要的物资；有的表示自己像大
明星，每天都在赶场只为不让
满怀期待的孩子等我们太久；
有的学生表示，当雨水淋湿衣
裤、模糊双眼的时候，选择坚
持就意味着爱心的继续传递。
在教育服务的过程中，我们深
深感觉到在老挝这个国度能听
见汉语是一种感动，也许我们
离开后，他们未必会记得我们
所教的，但至少中华文化的种
子已撒下了，我们只需静待花
开时。

■■ 教育志工与孤儿院院长合照

■■ 李璘老师为学生授汉语课

参与老挝教育志工团的师
生包括：张伟隆、李璘、张万
霖、廖丝意、黄永乐、刘镁
仪、陈矜妤、郑晓雯、邱依
铃、蔡廖依恬、朱健悦、邹姃
颖、黄念慈、符芳慧及林恩
如。因为你们，新纪元大学学
院教育系的旗帜第一次在老挝
飘扬；因为你们，让更多人看
到了教育的力量；因为你们，
大学生活有了不一样的色彩。
■■ 志工们协助派发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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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愛，
就有了一切 :

尼泊尔是一个景色优美，富
有文化气息的国家。这里有世界
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还是佛陀释
迦摩尼的出生地。在这里，你可
以攀登雪山冰峰，也可以穿梭于
丛林旷野中。然而，尼泊尔却是
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
国家的实况是：一半以上的人口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上万名孤儿
流落街头。

尼泊爾
義工行    

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后，
留下了一片狼藉，孩子们流离失
所，痛失亲人。新纪元大学学院
文化推广中心一向秉持着服务社
区的理念，因此在一切机缘巧
合下，该中心主任——杨靖耀老
师，就于2016开始带领了一批学
               
生以及善心人士的心意到尼泊尔
去献爱心、送温情。
“尼泊尔义工行”项目于
2016 年 9 月在尼泊尔首都加德
满都首次启动，一行8人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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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地的孤儿院及一所贫民学校
进行文化教育项目。2017年的尼
泊尔义工行则是登陆尼泊尔，此
行更具挑战性，选择了偏远的山
区——博卡拉（Pokhara），团
队人数增至9人。2018年，尼泊
尔义工行迈入了第三个年头，一
行10人的团队再次回到尼泊尔加
德满都，走入了当地的校园和孤
儿院，为孩子们写出了精彩的时
刻。同样的，义工们到当地的贫
民学校及孤儿院开展义工体验项
目，并深入了解当地风土人情，
深度体验当地文化。此行旨在透
过社区服务，提升个人成长，促
进社区参与，关怀社会，发挥互
助互爱的共融精神，提倡爱心社
会。过程中，一切都可靠意会，
而不必言传。
因为，“有了爱，就有了一
切。”

新光行腳

遇見不同
的自己，
遇見更好
的自己

Namaste !
  

杨靖耀（文化推广中心主任）

有人这样描述尼泊尔：“在西藏的隔壁，喜马拉雅
山的另一边，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可是上天一定很照顾
这个山中小国：她清贫，却给了她美貌；她苦难，却给
了她信仰。”

从外在的世界里看透内心的宇宙。三趟的尼泊尔义
工行，对我而言当然不只是三趟旅程，更像是用自
己的生命去跟其他人交换生命故事的历程。在尼泊
尔，我看见一个充满爱的国度，看见生命的意义，
看见人的价值。有人说只有去过尼泊尔，才有资格
谈旅行。虽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却实也是有一定
的道理！因为，来到尼泊尔，会让你遇见不同的自
己。
在这里，你可以体验民间的那种慢生活及审视历
史沉淀的沧桑，而最最最重要的是：感受幸福！感受
与世无争，简单的幸福。
去过尼泊尔，才发现什么是真正的幸福！虽然尼
泊尔位列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列，但却又是幸福指数
排名靠前的国家！为什么？只有真正去过，你才能体
会。尼泊尔人淳朴单纯的微笑里所蕴藏的：慢慢的生
活，满满的幸福！
幸福很简单，简单就是幸福。

尼泊尔，对于我可说是执迷不悟的！朋友都笑我
说我爱上了这儿的人，才会每年都不辞劳苦的飞过去！
是的，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爱上这里的人、这里的山
川、这里的多彩文化…当然，还有我那十个孩子！
我总共到过尼泊尔4次，第一次（2014年地震前）
纯粹为旅游，后来的三次（2016-2018年地震后）都
是来当义工。我们义工行的项目设定为教育，对象是儿
童（孤儿），而主要任务是来送温暖，献爱心，让弱势
群体感受人间有温情。所以我们的主题选用了冰心老人
的名言：“ 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We can do no
great things , only small things with great love!
人，能够活在世上，除了阳光、空气和水，也包
括“爱”。在爱里面，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勇敢的、平
等的……不管身处何方，在爱的氛围低下，每个人也
同时被爱、感动包围。我们一行人走在爱的路上，付
出的同时，也在收成，我们在别人的眼睛里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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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紀元賽事
澳洲数学比赛
澳洲数学比赛于1990年首次引入马来西亚，由澳
洲数学基金会以及新纪元大学学院主办，并获得教育
部的认可。此届的澳洲数学比赛于2018年8月13日举
行，由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负责。在系主任庄正伟
的领导下，参与人数达到6,404名学生，成为参与人数
排名中的第八名。
■■ 颁奖典礼高中组得奖者大合照

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
由雪兰莪暨吉隆坡福建会馆与新纪元大学学院联
办的“第33届雪隆中学华罗庚杯数学比赛”,于2018年
7月22日举行。本届比赛由电脑科学与资讯工艺系负
责筹办，吸引了雪隆区22所华文独立中学、国民型中
学、国际学校近360名学生参与。

■■ 华罗庚杯数学比赛解封仪式

■■ 参与者全心全意投入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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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
南大教育与研究基金会、新加坡陈嘉庚国
际学会与马来西亚新纪元大学学院联合主办的马
来西亚“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于2018年7月
15日举行颁奖典礼暨作品展。评审团成员包括各
大专、学术团体、研发机构或实业单位的专业人
员。这个奖项创立至今，参赛的学校不断增加，
奖项的竞争也日益激烈。2018年的陈嘉庚青少
年发明奖共接获了106份参赛作品，并在106份
中挑选出17份为初中组及15份为高中组，入选
为面试作品。

■■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评审团

■■ 陈嘉庚青少年发明奖面试环节

“新纪元杯”
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掠影
新纪元大学学院教育系自2012年开始举办
华语诗歌朗诵比赛，并于2017年将其冠名为“
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比赛。近两次比赛
每次都能收到200多位学生的报名，其中甚至包
括非华裔学生。“新纪元杯”全国华语诗歌朗诵
比赛作为新纪元大学学院的重要文化品牌，搭建
了传播华语、传承中华文化的交流平台。

■■ 新纪元杯华语诗歌朗诵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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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leeya
Oudomsack
( Laos )

When we talk about
expectations in life, there are
many aspects that we can think
of. After I have completed my
studies, I would like to be a
volunteer at an animal shelter
and travel around the world
before I look for a job. I was
inspired by the movie ‘The
Secret Life of Walter Milly’.
It was the beginning of my
plan. I want to experience
new things and think about
what I really want in life. I
want to see different people,
cultures, lifestyles, etc. This
is one of the reasons which
brings me to Malaysia. I hope
my experiences i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will enrich
my life and broaden my outlook
in the futu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Chinese New Year in Laos
is not a public holiday, but it is
celebra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especially in towns where there
are many Chinese. There are
sales everywhere.

Jenjela Hanxana
( Laos )

■■ 外籍生合照

I went back to Laos for
Chinese New Year. When I
came back to Malaysia, it was
already the seventh day of
Chinese New Year. But, I still
saw the New Year decoration in
the malls and shopping centres
in Kajang and Kuala Lumpur.
It was really beautiful. I was
very impressed by the festive
atmosphere here, but I had not
tried the New Year food here.
I hope I can try the special
New Year food here next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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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name is Poutsadee
Keokhamphan. You can also
call me Mo. I came to Malaysia
in April 2018. I see a lot of
changes in me in less than a year.
I rarely spoke English before I
came here, so I could not speak
English fluently. However, after
coming here, I had no choice
but to speak English all the
time. As a result of this, I can
speak English more fluently
now. Nevertheless, I still have
to face many challenges ahead,
for example, I have to stand on
my own feet. I have to learn to
handle my money, take care
of myself, do cleaning and
washing, etc. I depended a
lot on my parents in the past,
but now I have become more
independent. I feel I have
grown up a lot after coming to
Malaysia.

Poutsadee
Keokhamphan
( Laos )

Thanaphone
Ounkham
( Laos )
I plan to get a bachelor degre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My parents sent
me here in order to have a better future.
It is also a new adventure for me. After
completing my degree here, I will continue
my studies in a new university and do a
master’s degree.
After I have a master’s degree, I plan
to get a job in web design to earn a living.
I also plan to buy a two-storey house and a
big piece of land. Hopefully, by then I will
have a wife and can start a family. I dream
of having a son to carry on the family
name.
I have big plans for my future. I plan
to make something by myself and I will
not give up easily. My parents expect a
lot from me. Therefore, I can’t disappoint
them.

Michele
(Indonesia)
I am Michele Cindy Claudia
from Indonesia. I have been
studying here for nine months. On
the first day I arrived in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I felt curious
about everything. I tried very hard
to adapt to this new environment.
After being here for nine months,
I think now I can adapt to the
environment here. Besides, I came
to know more about the local
students, lecturers, office staff, etc.
I am happy to meet them because
they are kind and approachable,
especially the lecturers who always
give me a helping hand when I need
help in my studies here.

Sonethacksin
Phommavong
( Laos )

I believe all of us have wishes in our
life. My wish is to pass the MUET exam.
I hope the teachers will help me with
my English so that I can move on to the
next stage of my education. I am grateful
because all the teachers are trying to
improve my English. I hope I can pass the
MUET exam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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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徵
信
錄

姓名
SOH BEE LIAN

20,000.00

2

华南师范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

10,000.00

3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10,000.00

4

黄迓茱

8,888.00

5

苏秀满

5,000.00

6

PERSATUAN KAWAN KARIB PAHANG

2,000.00

7

谢和成

2,000.00

8

THE FEDERA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MALAYSIA

1,550.00

9

纪念已故高锦文老先生（高星发&高星枝）

1,000.00

10

陈宗荣

1,000.00

11

CHONG KOOI HENG

500.00

12

TAI YOKE LIN

500.00

13

郑金泍

500.00

14

吉隆坡仙四师爷庙

500.00

15

卢锦康

400.00

16

陈俊玉 & 刘美娜

300.00

17

松俊花园环保单位

300.00

18

雪隆家庭电器商公会

200.00

19

NEUC 2017 SEPT INTAKE SME DOTA EVENT

200.00

20

曹鸿基

200.00

21

辞亚明、亚喜、亚德、亚发昆仲丁父憂

200.00

22

加影育华学校校友会

100.00

23

TAY GEOK HUAT

100.00

			

序

总额：RM 65,438.00

姓名
2018 SEPTEMBER PUBLIC RELATION CAMPAIGN
PLANNING CLASS

2,978.58

2

KIEN SAFETY GLASS SDN BHD

1,000.00

3

KIEN YIK GLASS SDN BHD

1,000.00

4

徐亚万

1,000.00

5

陈锦祥

1,000.00

6

陈民强

1,000.00

7

陈湧发

（2018年1月1日至
2018年12月31日）

500.00

8

曹鸿基

200.00

9

林雅美

200.00

10

已故李锦勝 家属

200.00

11

张安庇 & 郑建中

200.00

12

余礼和

100.00

13

吴运和

100.00

14

霹雳育才校友会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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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务发展基金

款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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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额

1

总额：RM 9,578.58

新纪元大学学院
校务发展基金
（2019年1月1日至
2019年3月31日）

夏天的童话
那一年相识相遇于新纪元，
今日回到这里私定终身，
我们相信，
人生最美如初见，
校园里开出了一朵朵情花。

美哉·新紀元

张万荣，中国语言文学系系友，目前于大众书局任职书籍采购执行员。曾获得台南成功大学凤凰树文学奖舞台剧本类首奖、古典词佳作奖。
写过几个故事，出版过两本少年小说:《如果没有打开那扇门，过去未来会怎样》、《无用少年的怪奇守护者》。
/
廖思仪，中国语言文学系系友，曾得过南大微型小说佳作奖，目前在星洲日报担任助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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