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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会员大会于6月23日下午3时在俱乐部成功召

开，第48届董事会主席高允裕先生出席并主持会议。会

议根据议程分别通过了2017年会员大会会议记录、2017

年全年会务报告以及2017年度审计报告，并委任洪广发

会计公司(K.F.Hoong & Company)为2018年度财务审

计师。

2018年会员大会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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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届华文书籍奖颁奖典礼

2018年4月7日上午9时，第十届华文书籍奖颁奖典礼在

俱乐部二楼隆重举行。我国教育部长王乙康先

生作为颁奖嘉宾出席典礼，并发表感言。来自十一所特选中学的获奖学

生、家长、观礼师生、本地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与俱乐部董事和会员济济

一堂，颁奖典礼在近百名出席者的见证下成功举行。高允裕主席在致词

中提到，怡和轩为了支持特选中学，董事会通过华文书籍奖再办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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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上好！我相信学生们得

到这个奖非常不容易，付出了很多

努力去学习。借今天的机会，跟大

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心得“用心做

事，用情做人”。读书和将来到社

会上打拼是一样的，读书或者做

事，如果不用心，就会犯很多错

误。根据我的经验，在做事的时候

用心，就会看到很多别人看不到

的细节，希望你们不只是用脑学

习，也要用心。用情做人，要有情

谊，这个很广阔，包括饮水思源。

非常荣幸，王部长在百忙之中来

出席今天的书籍奖。今年是第十

届华文书籍奖，已经圆满了2008

年提出的十年为期。经过董事会

讨论和通过，怡和轩华文书籍奖

将再举办十年，以表示我们对特

选中学的支持，谢谢大家！

大家早上好！我的活动太多，

每一个活动请我的时候都要求我

演讲，坦白说，我没时间去写这么

多稿，因此常常说：我会支持这个

活动，但我不演讲。但有时坐在活

动现场，有时有点灵感，就讲几句

话，但是有时媒体在的时候，这样

讲话就有一点点担心了。我先讲一

个小故事，我在选区里面每个星

期会做一次或两次家访。我走家

访的时候，遇到华族家庭，不管

对方是什么年龄段，我都讲华语；

遇到马来同胞的时候，我也尽量

用我非常粗糙的马来语跟他们讲

话；看到印度同胞的时候我就没

办法了，只能用英语。但是印度同

胞之外，走整座HDB组屋，我可

以不需要用到英语。我认为每个

主席致词
怡和轩主席高允裕先生

家庭，无论程度如何，都有办法

以他们的母语跟我交谈，他们也

看得出，我是在尽量用他们的母

语跟他们交谈。我觉得除了英语

之外，在新加坡我们的母语都是

活生生的。认为新加坡将来会成

为一个以英文为主的国家，这是

不可能的，因为母语中华语、淡

米尔语、马来语都成为我们国家

社会的机制，在团体也好，机构也

好，学校也好，已经深入我们国家

的机制，不可能成为一个以英文

为主的国家。

讲到学母语，在座的学生们程

度都很高，恭喜你们。我认为学习

母语，关键不在于程度，而在于态

度。我现在替校长、老师和家长们

说几句话，学生学母语的态度要

主宾致词
教育部长王乙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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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奖同学代表致词
韩颖（德明政府中学）

好。我想现在家长们都明白了，当

你学会马来语，马来西亚、印度

尼西亚的市场任你遨游；学会华

语，中国的市场任你遨游。母语、

语言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经济

工具，会铺开你未来的前程和职

业机遇。我相信学生们现在也了

解这一点，学习的态度一定要好。

我也要替学生们讲几句话，学习

的时候，家长们、老师们、校长

们不可以施加太多压力。我开始

学习马来文的时候觉得很难，这

个年龄学习没那么容易。我学习

马来文的时候受到了很多鼓励，

当一些马来朋友知道我学习马来

文，会讲几句，他们都会说很好，

我就会很受鼓舞。学习华语也一

样，很多学生学习华语的时候没

有耳濡目染没有家庭的熏陶，开始

学的时候不容易，学生们会听到：

为什么学得这么差？为什么作为一

个华人华语讲成这样？时间久了，

他们就会觉得学习华语母语很沉

重。我们应该尽力让他们喜欢这

个语言，让他们的学习过程变得

轻松。当华文成为一种经济技能

之后，我们再来了解华文背后的

文化，一步一步来，态度改变了，

学习环境也就不一样了。环境不

一样了，程度自然而然就会提高。

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继续为学习华文而努力！

大家早上好！

我是来自德明政府中学的韩

颖。今天，我非常荣幸有机会与

各位分享我学习华文的经验，过

程中，它带给我的感动和领悟，以

及我对未来的憧憬。

我从小就在一个双语的环境

里成长。父母在家常常以双语和

我沟通，连睡前故事都是轮流以

英文和华文读给我听的。这样的

学习环境让我可以更好地掌握

好双语。但是，我也和很多同学

一样，会因为大多数的朋友都以

英语沟通，而较少有机会用华语

交谈。因此，我有时会觉得自己无

法准确地以华文表达我的思绪。

很庆幸的是，学校还是提供了

不少机会让有兴趣的同学能强化

华文的学习。我也因此从中受益。

正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书中知识有限，只有行路，

眼观，耳识才能补其不足。在此，

我想与各位分享我作为一名德明

的双文化学生，在这几年中的学

习体验与感触。感谢这个课程，让

我们有6次到国外浸濡的机会，其

中就包括了湖南、台湾、西安和美

国。对我而言，这些浸濡活动对

我学习华文的影响极其深远。浸

濡时一路上的所见，所闻，所学都

让我大开眼界，获益良多，胜于书

本中读到的。我也深深地领悟到，

华文不只是一个语言，也是一种

文化，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紧密

联系。我因为参加双文化课程结

交了一群和我一样热爱华文的朋

友。每一次的浸濡之旅，都让我

们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与华文

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就因为我们

对华文及中华文化有着一个共同

样的热忱，也拥有相近共同的价

值观，关系才会那么密切。为此，

我真的非常感恩。这样的学习体

验，让我更好地欣赏这门语言以

及它所承载着的浓厚文化底蕴。

最近，我也发现良好的双语能

力不但利己，也能利人。不久前，

我投入了一项志愿服务，尝试通

过双语能力来帮助新加坡的一位

知名视障艺术家庄心珍女士来翻

译她的中文书籍：《心珍心语：庄

心珍自选集》，让更多人能通过她

的作品受到启发。庄心珍女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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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早上好。我是边钰琦，

毕业于新加坡海星中学，现就读

于南洋初级学院。

    今天我非常荣幸能够收到

怡和轩颁发的华文书籍奖，在这

里我要感谢怡和轩对我的认可，

感谢母校对我的栽培，感谢一直

在背后默默支持我的父母、老师

和同学们。

    我是2015年经由JM3项

目有幸来到新加坡读书的一名

留学生。虽然在新加坡英语是

常用语，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

对华文的兴趣与热爱。

2005年获颁发当地最高荣誉的

文化奖，成为我国第一位荣获这

个奖项的残障人士。她曾担任过

华文老师而且十几年前，她因为

有感于本地华文教育和母语文

化的日益式微，心里很有感触，

这些年来，陆续制作了《我心所

系》新系列作品。我在翻译庄女

士的作品时，深刻地感受到了华

文的优美与细腻。华文这个语

言的确比其他语言更能打动人

心。我也希望翻译后的书籍能

让较习惯使用英语的同学们有

所启发。

目前，我也正在与学校合作

来开展一项社区活动。这是一

项为小朋友们所设的阅读华文

故事书计划，旨在帮助4-8岁的

儿童，从小培养阅读华文书籍

的兴趣并给予他们多一个接触

华文的平台。我之所以会想开

展这个活动是因为受个人经验

所启发。我深信从小把孩子沉浸

在一个学习华文的环境中，为他

们打下良好基础，他们就不会对

这个语言感到陌生，更不会排斥

学习华文。我很庆幸并感恩自己

是在一个双语的环境里长大的，

一直以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华文

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事。因此

我也希望能帮助更多的孩子从

小多接触华文。希望在耳濡目染

下，他们将来学习华文的道路

会更顺遂。

我想在此鼓励大家，以更为

开阔的眼界看待华文并主动争

取机会接触华文。不要抗拒它，

因为它真的不是很多人想象中的

复杂难学或枯燥乏味。被华文及

中华文化所感动-- 这个感觉是

十分奇妙并激励人心的。希望同

学们都能感受到。

在此，希望我今日的分享能

鼓励同学们在往后学习华文的

过程中再接再厉，不要给自己

留下遗憾。此外，我也要感谢

怡和轩多年来对华文教育的支

持，并为协助培育双语人才而设

立怡和轩华文书籍奖。也谢谢我

的父母、学校、老师、还有这一路

上支持着我的朋友们。最后，我

真心希望中华语言文化能继续

发扬光大，一代又一代地传承

下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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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在座的各位能否记得初

学写字时的田字格，在那个小小

的方框内，我们用稚拙的小手尽

力把横写平，竖写直。不知大家

是否还能想起我们在教室里一遍

遍朗诵前人留下的美文佳句，多

年后那些诗句仍声声萦绕在我们

耳畔。其实学习华文，与学习任

何语言一样，多读多写必不可少。

俗话说：观千曲而后晓声，操千

剑而后识器。一切就在于积累。

我相信在座的各位能对华文如此

谙熟，离不开长时间在书海中的

浸润与求索。平时在阅读中我们

可以对好词佳句进行摘抄，进而

在写作中先模仿，后创新，从而培

养语感，塑造出具有个人风格的表

达方式。有了充分的积累，我们阅

读才能一目十行，写作才能行云流

水，说话才能出口成章。

除了平时的阅读与练笔，长期

的书法练习也对我学习华文大有

帮助。绘画大师毕加索曾说过，

如果我出生在中国，我一定会成

为一名书法家， 而不是油画家。

每个面对中国书法的人，即使对

汉字一无所知，也会被它笔画交

错的形象所打动。在小学时，我

只是被动的被老师要求去临摹字

帖，但渐渐地我开始喜欢上了书

法，并一发不可收拾。我以笔为

犁，以纸为田，在反复的耕耘中，

在各种象形会意的字形里，我学

会了作文写字不应拘泥于规则，

而要有所创造，更学会了做人要

诚实正直有骨气，做事要精益求

精敢攀登。

要把华文学好，应用必不可

少。来到新加坡后，多姿多彩的文

化活动加深了我对中华文化的理

解，也为我提供了使用华文华语

的平台。我的母校海星中学，作为

一所特选中学，每隔一周都会用

华文开展早会，在早会上，每个同

学都有机会上台进行演讲。还有

一年一度的母语双周活动，使同

学们有机会听名家讲座，看经典

电影，写华文歌词，唱华语金曲，

在趣味盎然的活动中，促进同学

们学习、使用华文。当然，还少不

了各式各样的比赛，我校主办的

全国中学生华语短片制作赛，让

我们有机会尝试用华文进行剧本

创作与表演；中华文化常识问答

比赛，让我们对生活中习以为常

的各种风俗习惯又多了一层认识

与思考；散文创作大赛，让我们

能自由书写个人的情怀与畅想。

学校每年还会编订校内文集《海

星》，那书页里记载的正是我的

青涩时光。这些活动，激发了同学

们对于华文华语的兴趣，也让我

看到特选中学对中华文化一如既

往的坚守，更让我思考，在以英语

为主要用语的新加坡，要怎样改

进、怎样创新，才能让中华文化再

次焕发年轻的精彩与活力，被更

多年轻人理解与认同。

台下坐着我的学弟学妹们，在

这里我要对你们说，学习华文，

我们不能只把它当作是一门考试

科目而死记硬背，也不能只把它

看成是升学就业的敲门砖而浅尝

辄止。我们要将它视为交流的语

言，情感表达的媒介，自己的文化

之根。在华文学习中感受积淀千

年的历史，体会先辈的哲思与睿

智，担负传承与发扬中华文化的重

任，积极推广使用华文，让华文华

语芳华永驻。

谢谢大家。

得奖同学代表致词
边钰琦（海星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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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2日，中国驻新

加坡大使馆洪小勇

大使率使馆主要外交官，应邀出席本俱乐部

举办的欢迎晚宴并致辞。洪大使在欢迎晚

宴前在高允裕主席的陪同下参观了先贤馆，

了解怡和轩百多年的历史，以及温故本地著

名华社领袖陈嘉庚、陈六使、李光前等先辈

先贤为推动新加坡社会发展、巩固增进中新

两国友好交往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高允裕主席在致词中欢迎并祝贺洪大使

履新，感谢使馆一直以来对俱乐部会务的支

持，表示将为促进新中民间友好交流和各领

域合作继续贡献力量。高主席也介绍了俱乐

部第48届董事会就任以来推动会务发展的

一些举措办法，以及表达与使馆在经济、文

化等方面加强合作的意愿。

洪大使在致辞中感谢怡和轩的热忱欢

迎，对怡和轩俱乐部为新加坡华人社会发展

和中新友好长期发展作出的贡献表示敬意

和感谢。洪大使表示，中国与新加坡是亲密

友好邻邦，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中新关系，始

终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发

欢
迎
中
国
驻
新
加
坡

新
大
使

展两国各领域友好合作。2015年，两国确立 

“与时俱进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在两

国领导人的直接关心推动下，两国政治互信

不断加深，务实合作日趋紧密，民意基础持

续巩固，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随着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的对外

开放与合作也进入新时代。在此背景下，中

新两国关系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迎来新

的机遇。期待同新加坡各界朋友加强联系，

不断为中新友好事业添砖加瓦。

怡和轩俱乐部主席高允裕致欢迎词

洪小勇大使阅读刚出版的第35期《怡和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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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小勇大使致词

洪小勇大使参观先贤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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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中国驻新加坡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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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客来访

前排左四：陈汉栋会长

新加坡同安会馆
来访怡和轩进行交流

怡和轩历史上三

位连任主

席职位最久者就是陈嘉庚、陈六

使和孙炳炎，他们都是福建同安

族人。有鉴于此，新加坡同安会馆

与族人向来对怡和轩怀有一份特

别的情结。

2018年4月28日，新加坡同

安会馆一行十一人，在现任主席

陈汉栋的率领下，前来怡和轩访

问。来访人员除了陈主席以外，还

有陈皆成副主席、沈武平副主席、

林蔼能副主席、林平仲总务、叶鹏

飞文教、林进展副文教、黄和汀交

际、林丽霞副交际、蒋援朝福利、

陈瑞成康乐。

怡和轩副主席杨松鹤、总务杨

云仲、副总务施涌海、总务组员蔡

少铭出席接待。宾客参观了先贤

馆后，在俱乐部二楼午餐餐叙。



怡和动态

2018年5 月 1 8

日，《怡

和世纪》编委在怡和轩接待来自

西加里曼丹坤甸的陈慧珍女士。

陈女士是西加里曼丹华文教育协

调机构的副主席、坤甸共同希望

教育基金会辅导团主席，也是坤

甸共同希望语言学院创校的关键

人物。

印尼坤甸共同希望教育基金

会于2011 年2 月25 日在坤甸市

注册成立。 陈慧珍以身作则，个

人为基金献捐新币一百万元。基

金会的宗旨是：致力为印尼社会

培养高素质人才，在社会公益和

人道主义领域积极奉献。目标为：

西加里曼丹华教拓荒者
陈慧珍女士来访

一、培养年青一代成为才德兼备

的人才；二、成为促进各国各民

族之间文化交流、互相了解的桥

梁，为建立和谐社会而努力；三、

为社会各阶层民众提供高质量的

教育机会。

基金会于2015 年9 月10 日

得到了印尼科研、技术与高等教

育部部长批准，颁给办学准证，

凭此创设了共同希望语言学院。

该学院是印尼目前唯一开办两个

中文专业课程的高等院校。分别

是：一、汉语言本科学位（四年学

制）；二、汉语言大专学位（三年

学制）。

共同希望语言学院目前是印

尼唯一只设汉语言专业的学院，

学院的教学目标是：除了为国家

培养华语人才，也为国家培养优

秀建设人才，为各族青年铺设美

好前途，坚持中华文化薪火相传，

因此，学院很注重学生的品德教

育和教学质量。

去年8月21日《怡和世纪》编

委同仁访问西加里曼丹时，陈慧

珍女士热情招待，带领编委同仁

参观学院及坤甸的华社组织。今

年5月18日陈女士前来怡和轩，进

一步与同仁针对我国先驱献身华

文教育的事迹进行交流。

前排左三：陈慧珍女士

2017年《怡和世纪》编委同仁访问西加首府坤甸，在共同希望语言学校与陈慧诊及该校教职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