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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OSING THE 
RIGHT PRIMARY 
SCHOOL FOR MY 
FIRST BORN” 
sharing session

First started by the Youth Group in 2007, the annual 

sharing session aims to help explain the Primary 1 

registration exercise for members who are enrolling their 

firstborn into primary school. Members who attended 

the session found it to be fruitful and beneficial.

This year, the session was held on 27 Sep 2014 

at SHHK Multi-Purpose Hall. A total of 173 members were present to listen to fellow SHHK members, Mr Bernard 

Teo and Mr Francis Tan, share their journeys. Bernard, who has more than 200 hours of volunteer work, considered 

himself lucky to be balloted in under Phase 2B. He revealed that although he was motivated by the school’s 

registration for his child at first, he concluded that the knowledge of Chinese culture gained and network built during 

the volunteering service outweighed the original motivation.

Francis on the other hand, was not as lucky as Bernard. He was balloted out in Phase 2B but managed to 

secure a place for his child under Phase 2C. He also shared that the days leading up to Phase 2C were the longest 

days of his life as he felt lost and confused after being balloted out. Like Bernard, Francis urged members to have a 

backup plan,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with their spouses, and be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prepared.

Besides sharing details of the Primary 1 Phase 2B Registration exercise for clan members, clarified doubts, 

cleared up myths and presented facts to members, SHHK Secretary-General Ms Sim Bee Hia also emphasized the 

need for parents to discuss and choose a school that best suits their child. The last part of the session was the Q&A 

session where all 3 speakers answered queries from the members.

《为我的第一个小孩选择 
适合的小学》分享会

主讲者解答家长会员们的问题
Secretary-General answering questions during Q&A

福建会馆的青年团于2014年9月27日主办了一场 

《为我的第一个小孩选择适合的小学》分享

会。共有173位会员出席该分享会。

福建会馆会员张念宏和陈志成分享了他们在小一

报名2B及2C阶段所经历的心路历程。陈志成敦促会员

们一定要与伴侣提早做好后备计划，而不是等到2B阶

段落选时才不知所措。

福建会馆秘书长沈美霞忠告会员们应该为孩子选

择适合孩子的学校而不是家长本身认定的学校，因为这

样才有利于孩子将来的成长。

在场的会员都受益良多，解开许多心中的疑问，

及了解到小一报名的运作详情。
会员们全神贯注地聆听
Members listening attentively to the sp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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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耕耘 硕果累累
记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

默默耕耘 硕果累累
记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

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

于2007年在新加坡

福建会馆属下五所小学正

式展开，今年已步入第八

个年头。在福建会馆的支

持下，属校华文教师今年

继续展开密切合作，凝心

聚力、尽心竭力，携手共

同办好这项课程。教师们

除了从儿童文学赏析与创

作、中华文化、语言训练

以及中英对比这四个单元

入手，在课堂内耐心施教以外，也精心为参与课程的小

四、小五和小六生安排各种常年课外学习活动。

由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学院属下文化艺术团主办

的小四口语训练营，于2014年5月26日至29日在文化艺

术团大巴窑中心举行。为期四天的密集式训练营，不仅

让186名学生加强了口语表达能力，也帮助他们树立讲

华语的自信心。

在属校正副校长和教师的带领下，179名小五生分

成三团于2014年5月25日至31日前往成都、西安和台北

进行海外浸濡活动。学生们参访友好学校，与当地学生

交流结识，也参观名胜古迹，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因为

有了亲眼目睹、亲耳所闻、亲身体验，学生们能把课本

中抽象的知识化为具体、直观的知识，从而加深对中华

文化的了解。

2 0 1 4 年 1 1 月 5 日 上

午，南侨小学光前堂迎来

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第六

届毕业生，五校共有185

名学生完成三年的学习之

旅。本届结业典礼主宾新

加坡福建会馆教育组主任

兼属校董事部监理员白南

泉先生在致词时表示，同

学们的学习并非只是为了

日后的实际需要，更重要

的是要保留自己的根及传

承道德和价值观。他也颁发结业证书和收录学生三年学

习心得的光碟给各校学生代表。毕业生也在结业典礼上

呈献文化表演，展示三年全力以赴的学习成果。本届结

业典礼在百多名师生同时合影的雀跃氛围中圆满落幕。

2014年11月5日下午，小四知识竞赛于光华学校

六使堂开战。五校各派出五位学生代表，在《有问必

答》、《连线大战》和《即兴小品》这三个回合中团结

奋战。教师们在比赛策划上也不断求新求变、精益求

精，今年增设了《观众时间》这一回合，随机抽选学生

来回答问题。观众席上的同学们除了得扮演好“拉拉

队”的角色外，也能回答问题帮助学校加分。这有助于

增加学生们的参与感。经过四个回合的激战，崇福学校

勇夺冠军。

福建会馆与五校教师上下同心协力，辛勤耕耘一

整年，看到学生们茁壮成长，无不感到鼓舞和欣慰。

结业典礼上百多名师生合影

主宾、嘉宾与小四知识竞赛的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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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二次新会员联谊会配合助学金、勤学奖与文化艺术奖学金颁奖典礼于2014年

10月18日首次在福建会馆多用途礼堂举行。福建会馆会员事务组主任张自章在活

动上献词，欢迎新会员加入并祝贺所有得奖的同学。主办联谊会是为新会员提供一个平

台了解与认识会馆，及促进新会员与会馆同仁的沟通与互动。张主任也吁请会员踊跃参

与会馆所主办的各种文化活动、社区服务和联谊活动，由此多了解中华文化，并藉此机

会扩大人际网络。

与往年一样，新会员也出席了一年一度由福建会馆所举行的助学金、勤学奖与文化

艺术奖学金颁奖典礼。会馆每年都会向有需要帮助的属校学生以及会员、职员和属校教

职员的子女颁发助学金。勤学奖是为了鼓励会员、职员和属校教职员的子女在学业上再

接再厉、不断进取。1991年会馆设立“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奖学金”，目的是希望

更多年轻人从事艺术相关的工作，尤其是华族文化艺术。到目前为止，这三项奖助学金

已惠及千名学子，而今年共有60位获奖者和受益者，总金额约6万元。

会员聚会暨助学金、勤学奖与 
文化艺术奖学金颁奖典礼

由文化艺术奖学金获奖
者之一的谢伟建所呈献
的“阮”琴演奏为活动
掀开序幕。

冬至
@福建会馆

温馨的家庭互动活动

可爱的 “哆啦A梦” 
(Doraemon) 汤圆

会员事务组主任与
会员们交谈

小妹妹踊跃回答问题

福建会馆的青年团于2014年12月13日在福建会馆

举办了“冬至@福建会馆”。大约200位会员与

家人参加了这次的活动。

当晚，司仪介绍传统节日二十四节气之一冬至 

（阳历12月22日或者23日之间）的由来，冬至包括强

调家庭亲情关系，节令换季养生的重要性。在进行问题

抢答时，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回答，许多家庭都赢得奖

品，同时也进一步了解冬至的习俗。

其中，在重点节目之一的搓汤圆比赛中，大家都

绞尽脑汁、发挥想象力和动手的能力，创作出一副副亲

子作品。出席者也用心调制独特口感的“爱心”薄饼。

最后，大家一起享用象征合家团圆及幸福圆满的汤圆，

当晚的活动也接近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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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20日（农历八月廿七）是万世师表孔子

2565周年纪念日。清晨开始天福宫陆陆续续迎来

信众及他们的子女前来祭拜孔子，使庙宇渐渐热闹起

来。

孔子，原名孔丘，字仲尼，公元前551年农历八月

廿七日生于鲁国（今山东曲阜)，殁于公元前479年，是

位伟大的教育及思想家。孔子一生致力于教学。着重于

有教无类，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

语》及先秦和秦汉保存下的《史记·孔子世家》。孔子

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既深又广，获得历朝官宦及百姓的敬

仰。

天福宫每年都会举行热闹的庆祝活动，以富有文

化和民俗色彩的节目以及庄严的仪式为孔子贺寿。信众

们以寿桃及福物喜敬孔子，福物包括：象征聪明伶俐的

葱、象征精于运算的蒜、象征勤奋向学的芹菜以及在闽

南话中象征升官的豆干，祈求才智增长和品学兼优。

当天，共举行了4场庆典仪式，每场仪式都包括祭

孔仪式、法师诵经及“开智慧”仪式。祭孔仪式里特

别的是简朴却庄严的舞蹈《六佾舞》，以古乐、歌、

舞、礼四者为一体的古代舞蹈，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

历史，它以歌词乐舞颂扬孔子的功德。信众也向孔子的

金身鞠躬敬礼，再加以“开智慧”的仪式，勉励善信学

而不厌、力求上进、勤俭自强和敬业奉献。此外天福宫每年也会举办弘扬孔子文化的展览或游戏。今年，以设计

可爱的棋盘游戏方式，重点地让孩子们学习和了解“仁、义、礼、智、信”这几种美德。

天福宫希望以祭拜至圣先师孔子的活动，弘扬及灌输年轻一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和正确的价值观。

儒 文 传 古 风
- 至圣先师孔子2565周年诞辰

小朋们在传颂正确的价值观

“玩”与“学”

《六佾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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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会馆舞蹈剧场于2014年12月14日进行了《腾飞的弦》汇报演

出 ， 不 仅 展 示 了 团 队 的 努 力 成 果 ， 更 为 观 众 提 供 了 一 场 视 觉 的

盛 宴 ， 此 次 演 出 取 得 圆 满 成 功 ， 对 每 个 人 来 说 是 一 种 付 出 ， 更 是 一 种 

收获。

经过2个多月的时间排练，舞蹈剧场的学员们呈现了16个节目。演出过程

中学员们动作整齐、到位，面带笑容，完全融入到舞蹈的情景中；加上后台工

作人员的紧密配合；近一个半小时的演出，在愉快的气氛中圆满地结束。舞蹈

剧场的老师和学员们都得到肯定、表扬，及观众的掌声，收获颇多。可见舞蹈

剧场团队的合作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排练出即精彩，又具有相当水准的舞

蹈。对舞蹈剧场的成员来说，这是一次展现才华、提升水平、锻炼及充实自己

的机会，为今后的艺术教育活动开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舞蹈剧场感谢所有支持这次汇报演出的人，他们的鼎力支持让演出顺利

与成功。希望能继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关注，也希望剧场的同仁以更加饱满的

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争取为剧场的美好明天贡献最大的力量，让舞蹈剧场再接

再厉，再创辉煌。

当为数众多的舞蹈院校的学生，在为“出路”犯

愁的时候，他们的眼光都只看到剧院、舞台，

而没有看到社区。曾听一位华族舞蹈团的舞蹈演员抱

怨：“华族舞蹈是越来越不景气，只有转向搞现代

舞。”如果不知道创作什么舞蹈？舞蹈面向谁？舞蹈的

《腾飞的弦》汇报演出

舞蹈“红灯笼”

浴火凤凰 ─ 华族舞蹈的新亮点

舞蹈“牙牙与泡泡”

路，就会越走越窄。本地目前是舞蹈学院校越办越多，

华族舞蹈艺术团却因为语境及难以维持的原因，而越来

越少。

为了新加坡舞蹈文化健康与更广的发展，让艺术

延伸到民间，让大众对华族舞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舞蹈

剧场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与社区的团体或机构共同呈

现一些节目。2014年，舞蹈剧场除了到社区呈现演出

及工作坊，也受邀到图书馆及其他地方呈献表演，更积

极到各学校推广华族舞蹈。2015年，舞蹈剧场将继续

朝着这个方向推广及传承华族舞蹈。

舞蹈剧场认为面向社区，舞蹈学子、舞蹈演员也

同样能舞出人生的辉煌，并促进本地舞蹈文化发展，创

造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飞跃。

舞蹈＂瑶谣摇＂

舞蹈剧场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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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儿园在2014年11月8日举行首个运动会，当天共
有30位幼儿和他们的家长们一起参与。雨后的清

晨空气格外清爽，家长手携精神抖擞的幼儿准时报到。
掀开序幕的是团体律动“Eye眼健康操”，幼儿们

在律动老师—福建会馆属下舞蹈剧场资深老师钟戍己的
指挥下，欢畅、愉快、认真地表演；在场的家长都忙着
用各种设备捕捉幼儿们在运动场上那一幕幕英姿飒爽的
景象。

老师特别给每一个年龄层的学员设计了既有趣又
符合他们的肢体发展的项目：3岁幼儿的投沙包；4岁
幼儿的小马运球；5岁的大哥哥和大姐姐挑战稍微提升
了，既有障碍接力走，还有地道传球。设计这些项目的
目的是挑战幼儿们的自信、专注力也考验他们的机智和
耐力。幼儿们在同侪、家长和老师的鼓励声中完成了各
项考验，真是太棒了！

老师也给家长设置了4个亲子互动项目，让他们融
入幼儿的世界，享受与孩子同乐的温馨时刻：大小企
鹅走—让幼儿紧贴着家长走；投投乐—家长小心翼翼地
接着孩子抛出的每一个球，每一个球都包含着幼儿的努力和决心，成功地接到一粒球就是一份“开心”；时间隧
道—让家长再次体会与孩子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两人三足—家长与幼儿同心协力完成任务，有些家长甚至抱着他
们的孩子一齐“上阵”，幸福同乐！

压轴亮相的项目是靠群体力量完成的抓抓乐，过程中可以目睹幼儿们互相合作、彼此照顾的小片段。两组幼
儿都努力完成任务，体育精神可嘉！终场由其中一位学员带领大家合唱以鼓励团队精神的《一支竹仔》和《幸福
的脸》，在甜美的歌声中运动会圆满落幕。

家长们看到幼儿们在运动场上的那份自信、坚持和积极的体育精神都非常开心；对这次具有意义办得很成功
的运动会，所展现的温馨与贴心，即予充分肯定。

初生之犊运动场上展实力
团体律动“Eye 眼健康操”

同心协力把球往前推推推……投投乐，每一粒中投的球都是幼儿的努力和爸妈肯定的结果。

怎么是两人四足呢？因为我们是孪生姐妹呀！

幼儿园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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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学 低 年 级

组（P1-P2)及小

学高年级组(P3-

P5)则学习“思维

导图”。除了运用

思维导图来进行课

业学习外，高年级

组还必须以思维导

图为基础，进行口

语训练，不只要敢

说，还要会说，并

且言之有物。

假期营以“学习汇报”招待家长作为总结，学员们

以短短4天所学习的短剧，唱游及舞蹈娱乐观众。家长

们踊跃出席，3场学习汇报将大课室挤得水泄不通，课

室内笑声掌声不绝，显然的家长都满意孩子们的表现。

黄老师对“活学华文营”深感满意：“我团一向

主张‘寓教于乐’，这次学习营正是这种理念的又一次

体现。有了这次经验，我们绝对有信心在将来主办更多

类似活动，让孩子在欢乐及有趣的学习环境中，享受学

习华文华语的乐趣。”

好可爱的小动物

成立20多年来，文化艺术团首次主办长达4天对外

公开的假期学习营，定名为：“活学华文营”！

华文营分成全天组及半天组，招收K1 至P5的小朋

友报读参加，并且先后在东海岸校园及大巴窑校区开

办。

招生前艺术团无法预料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艺术

团的黄秀玲老师回忆说：“12月学校假期是举家出游

的好日子，特别是家有幼童的年轻家长，更会带孩子到

国外旅行，收生情况难以预料。因此当我们收到超过

200位学员报读时，心中非常高兴。”

假期营于2014年11月24日及12月1日分别在东海

岸及大巴窑开办。大巴窑校区的印族学员Anjana和妹

妹由于12月初要出国旅行，又不想放弃学习的机会，

只好报读东海岸的课，每天由父亲从武吉班让载到东海

岸上课。

假期营按年龄分成3个组别举行，除了戏剧及康乐

活动外，各组有不同的学习重点。

学前组（K1-K2) 以“三只小猪”为主题，开展了

一连串的戏剧与文化之旅，旅程中小朋友除参与排演，

还动手制作道具，亲身体验剪纸，泥塑，指偶及扎染的

制作过程，是一种全新的学习经验。

假期“活学华文营”

学员们亲自漂染的T恤

认真学习，热烈讨论 学习做指偶，然后在老师指导下漂染T恤。

文化艺术团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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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艺班学习汇报

2014年的演艺班学习汇报于11月18日及19日在文化学院礼堂举行，共有20个班，计300名学员参加。19日演

出的当儿观众席出现了一位贵客，她是教育部兼通讯及新闻部政务部长沈颖女士。沈女士当天不为公务而

来，而是来为她的两名子女加油打气。演出结束后，沈女士在方百成副会长的陪同下参观文化学院，并对如何在

西区开展少儿培训活动进行交流。

沈颖部长以家长的身份观看“演艺班学习汇报” 沈颖部长与学员们交谈

南安会馆世界
同乡大会演出
儿童团的37位团员于2014年11月20日在南安会

馆主办的“第12届世界南安同乡联谊恳亲”大

会上演出。表演组曲包括《丢丢铜仔》、《桃花搭渡》

及《坐火车》。其中，《丢丢铜仔》和《桃花搭渡》用

闽南语演唱，载歌载舞，会众倍感亲切。
儿童团的37位团员在南安恳亲会上载歌载舞

道南演艺营

文化艺术团于2014年11月5日为道南学校的小三

同学举办半天的演艺营。演艺营除了戏剧活动

《北风和太阳》外，老师们还为同学们表演了4个生活

及校园短剧。同学们也在稍后的讨论中对剧中人物的行

为和表现提出意见和看法。这次的表演特别由资深老师

黄树平和林佩芳连同两位青年团员呈现，同学们看得乐

不可支，笑声不断！
学员快乐地学习，寓教于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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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福建会馆会长
及全体理事

恭祝所有会员及家属

万事如意万家庆
迎春接福迎吉年

Wishing You A Happy 
& Prosperous New Year

福建会馆理事在2010年第40

届理事会集思营上提出编撰

会馆特有的品格与公民教育课程，

并以会馆先贤生平事迹为典范，通

过叙述有关先贤美德的故事，加强

向学生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培养

他们良好的品格。

之后，会馆教育组着手带领

属校母语教师齐心协力、联合编

写先贤的故事和教案，绘本图文并茂、生动有趣地描绘 

先贤陈嘉庚的奋斗事迹。教育组副主任蔡添荣医生表

示：“故事绘本编写小组选定陈嘉庚为核心人物，因为陈

嘉庚老先生是新加坡华社杰出的领袖，又曾任福建会馆主

席，而且对社会做出巨大贡献，在新加坡参与创办、资助

或支持的学校共10所，当中也包括福建会馆属校。”

先 贤 陈 嘉 庚 故 事 绘 本

电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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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年级的绘本围绕一个核心价值观，如责任感、

节俭、慷慨、关怀，强化学生对个别价值观的理解。首

先撰写的是小四的故事绘本，经撰稿、绘画及陈嘉庚后

人查阅后，于2012年在5所属校小学进行试教；之后汲

取小四绘本试教后的反馈，逐步编绘其他年级的教材。

这两年，会馆陆续推出全套六本福建先贤陈嘉庚故事绘

本，并免费分发给属下五所小学使用。

故事绘本各个年级的主要内容为：一年级《陈嘉

庚创办黄梨厂》叙述陈嘉庚在父亲米店倒闭后，创办了

黄梨厂。他赚到钱后，帮助父亲还清债务。二年级《陈

嘉庚的节俭美德》讲述陈嘉庚虽然富有，仍使用补过好

几次的皮鞋、缝补过的蚊帐，以及将倒扣的破碗用作烛

台。他以一把补过的雨伞，教导儿子“该用的钱几千几

万都得花，不该用的一分钱也不能浪费”的道理。三年

级《陈嘉庚帮助贫困学生》述说陈嘉庚深信“国家之富

强，全在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于教育”，因此他

开办学校让贫穷学生上学，也开办示范学校培养师资。

四年级《陈嘉庚办校》陈述陈嘉庚用个人财富办校兴

学，他对教育的执著与办校的崇高理想。五年级《陈嘉

庚为河水山募款》叙述陈嘉庚的公司面临困境时，仍然

为河水山火灾募款。六年级《陈嘉庚仁心仁义》讲述陈

嘉庚在医疗、卫生等领域尽一己之心力。

此套绘本在属校使用后反应极佳，学生们和家长都

觉得受益匪浅。新传媒8频道也就出版故事绘本采访会

馆和光华学校，并拍摄学生在上课的情景。学校反馈希

望非华族学生也能受益，因此会馆委任一名自由工作者

修订英文版陈嘉庚故事绘本，2015年将推出全套英文绘

本。蔡添荣医生说：“会馆为了让更多学生获益，将于

今年推出中英文版电子书。从长远来看，电子书也能节

约印刷费，只要连接上网络，学生就能随时随地阅读绘

本。”

在秉持发扬中华语文、文化及优良传统美德的宗旨

基础上，福建会馆属校更牢记校训“诚毅”，强调待人

要有诚意，做事要有毅力，此绘本也倡导“诚毅”精神

及优良文化。由此，启发学生以先贤为典范成为品学兼

优的学生，长大成为知书达理的人以回馈社会。

先 贤 陈 嘉 庚 故 事 绘 本

英文故事绘本

籍由图文感知能力的开发，发展阅读理解力、写作力及品格力，让阅读有所感，进而有所得，以奠定学习的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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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
松

学
华
语

俗语／谚语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guó jiä xïng wáng, pí fü yôu zé比喻国家大事，人人都有责任。everyone should show concern for his country前事不忘，后事之师qián shì bù wàng, hòu shì zhï shï比喻牢记过去的教训与经验，将可以作为以后工作

的借鉴。
lessons learned from the past can guide one in the 
future
满招损，谦受益mân zhäo sûn, qiän shòu yì比喻一个人自满必会招致损失，谦虚则可得到益

处。
one loses by pride and gains by modesty赔了夫人又折兵péi le fü rén yòu zhé bïng比喻为了想占一些便宜，以致遭受双重的损失。

instead of making a gain one suffers a double loss行行出状元
háng háng chü zhuàng yuán形容每一个行业都有特出的人才。every profession produces its own leading authority千里送鹅毛，物轻情意重qiän lî sòng é máo, wù qïng qíng yì zhòng比喻从老远送来的礼物不太值钱，但内在的情意却

是极其深厚的。It i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成语

妄自尊大
wàng zì zün dà

形容过分的看高自己。 

自以为很了不起。

self conceited

目空一切
mù köng yï qiè

形容骄傲自大，什么都 

看不起。
consider everyone and 
everything beneath one’s 
notice; be supercilious

捕风捉影
bû fëng zhuö yîng

比喻讲话或做事时，用是

似而非的迹象做根据。

to speak or act on hearsay 
evidence

信口开河
xìn kôu käi ké

随口乱说。
to talk nonsense

言多必失
yán duö bì shï

话说多了，必然会出错。

mistakes are inevitable if 
one talks too much

自取其辱
zì gû qí rû

自己招惹来的耻辱。

to bring shame upon 
oneself

诗歌赏析
竹枝词	 唐·刘禹锡

原文

杨柳青青江水平，
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
道是无晴却有晴。

译文
江边的杨柳垂着绿色枝条，水面一片平静， 
忽然听到江面上情郎唱歌的声音。
东边出着太阳，西边还下者雨， 
没有晴天吧，却还有晴的地方。

赏析
这是一首摹拟民间情歌的作品，它写的是一位沉浸在初
恋中的少女的心情。她爱着一个人，可还没有确实知道
对方的态度，因此既抱有希望，又含有疑虑；既喜欢又
担忧。诗人用她自己的口吻，将这种微妙复杂的心理表
达出来。

这里晴雨的“晴” ， 是用来指感情的“情”，“道是
无晴却有晴”也就是“道是无情却有情”，通过这极其
形象又极其朴素的诗句，她的迷惘 ， 她的眷恋，她的忐
忑不安，她的希望和等待便都刻画出来了。

七步诗	 魏·曹植

原文

煮豆燃豆萁，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译文
煮豆以豆茎作柴火烧，
豆子在锅中哭泣，
我们本来是同胞兄弟，
为什么你那么急迫地加害予我呢？

赏析
七步诗是三国时期魏国著名文人曹植的名篇。这首诗用
同根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
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反映
了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和诗人自身处境艰难，
沉郁愤激的感情。

此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寓意明畅。诗人
取譬之妙用，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
令人叹为观止。“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
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
用语，说明此诗在后人流传深广。

轻
松

学
华
语

俗语／谚语
高不成，低不就gäo bù chéng, dï bù jiù高而合意的，做不了或得不到；做得了、能得到

的，又认为低而不合意，不肯做或不肯要。
unfit for a higher post, but unwilling to take a lower 
one
人生七十古来稀rén shëng qï shí gû lái xï比喻能获得长寿是极不易的。it is rare for one to live to be seventy years old上得山多终遇虎shàng dé shän duö zhöng yù hû比喻一味朝着某个危险的境地冒险做事，最终必会

遇到挫折。
if one always takes risks, one will meet with 
difficulties someday
士可杀不可辱shì kê shä bù kê rû指明白事理的人重气节，宁可死也不向敌人屈服。

a gentleman prefers death to humiliation桃李满天下
táo lî mân tiän xià比喻门徒或学生极多。to have many students

无事不登三宝殿wú shì bù dëng sän bâo diàn比喻亲自上门造访，必是有求而来。one will not come to visit if one has nothing to ask 
from you

诗词赏析

成语
大智若愚
dà zhì rùo yú

指有智慧有才能的人不露锋

芒，外表好像很笨。

a man of great wisdom 
often seems slow-witted

审时度势
shên shí duó shì

研究当前时势，估计情况

变化。
judge the hour and size up 
the situation

一知半解
yï zhï bàn jiê

懂得很少，了解也不够清

楚。
to have only a smattering 
of knowledge

五体投地
wú tî tóu dì

比喻极其佩服。

to admire somebody from 
the bottom of one's heart

口若悬河
koû ruò xuán hé

形容口才好，很会说话。

to speak with eloquence

流芳百世
liú fäng bâi shì

比喻人死后，其名声永远被

流传下来。
to leave behind a good 
name forever

关山月
唐诗·李白

原文

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
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
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
高楼当此夜，叹息未应闲。

译文
明月从天山后升起，漫步在苍茫无边的云海间。
长风浩荡，掠过关山万里，吹过了长征路上的玉门关。
当年汉高祖曾率兵亲征匈奴，而今胡人又觊觎青海大片河山。
这里自古就是两军厮杀的战场，参战的将士不见有人生还。
守卫边陲的征夫遥望边城，怀旧故里，哪个不是愁容满面。
今夜高楼上望月思夫的妻子们，又该是当窗不眠，彻夜长叹。

赏析
这首诗描绘了边塞的风光，戍卒的遭遇，更深一层转入戍卒
与思妇两地相思的痛苦。开头的描绘都是为后面作渲染和铺
垫，而侧重写望月引起的情思。诗人笔力浑宏，又有很大的
提高。
诗的开头四句，主要写关、山、月三种因素在内的辽阔的边
塞图景，从而表现出征人怀乡的情绪；中间四句，具体写到
战争的景象，战场悲惨残酷；后四句写征人望边地思念家
乡，进而推想妻子月夜高楼叹息不止。这末了四句与诗人《
春恩》中的“当君怀归月，是妾断肠时”同一笔调。而“由
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又与王昌龄的“黄尘足今古，白骨
乱逢篙”同步。

临江仙
明词·杨慎

原文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译文
波涛汹涌的长江日夜不停地向东奔流，多少英雄豪杰都像
那翻飞的浪花一样消逝了。什么是非成败荣辱，在历史长
河中，转眼之间都会过去的。只有青山绿水依旧，日落日
升依然。那江上打渔的白发老翁，早已了然春夏秋冬的变
化。和老朋友难得见面，痛快的畅饮一壶浊酒。古往今来
的诸多大小事情，都成了闲谈的话题，下酒的菜肴。

赏析
这是一首咏史词，借叙述历史兴亡抒发人生感慨，豪放中
有含蓄，高亢中有深沉。
从全词看，基调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令人读来荡气回
肠，不由得在心头平添万千感慨。在让读者感受苍凉悲壮
的同时，这首词又营造出一种淡泊宁静的气氛，并且折射
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作者试图在历史长河的
奔腾与沉淀中探索永恒的价值，在成败得失之间寻找深刻
的人生哲理，有历史兴衰之感，更有人生沉浮之慨，体现
出一种高洁的情操、旷达的胸怀。读者在品味这首词的同
时，仿佛感到那奔腾而去的不是滚滚长江之水，而是无情
的历史；仿佛倾听到一声历史的叹息，于是，在叹息中寻
找生命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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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山亭远在光绪11年（1885年），便已经建立。

根据庙里的一块匾额记载，麟山亭于1879年

创立，另一块石碑记录麟山亭于民国乙卯年（即1915

年）重修。

以前，麟山亭的附近便是华人坟山——麟山冢 

（也称麟记山）。1923年9月18日正式封冢，1963年

政府征用坟山，仅留下该庙仍伫立在麟记路上做为历史

的见证，并另发给该庙100年土地使用权，从1962年开

始。麟山冢的山主是麟记号，而麟记号的东主就是颜应

麟。颜应麟于1884年12月19日签署一份契约，将麟记

山的一小段地拨为颜氏家族墓地，另外的一幅大地段，

包括麟山亭，交给当时福建会馆董事陈金钟、邱正忠 

（邱菽园之父）与蔡绵溪，作为经营坟山之凭据。三位

信托人相继去世后，该庙便由福建会馆继续管理。今日

的麟记路就是以麟记号命名。

麟山亭又被称为“北极宫”，拜亭上高悬“麟山

亭”之名，大门上方却写“北极宫”，大门两侧的对联

写“坐向以南雄威灵千古，位隆而北极赫濯万年”。

庙的主神是民间所景仰的玄天上帝，玄天上帝为北方之

神，与“北极宫”之名相符。民间信仰玄天上帝距今已

上千年的历史。神尊其足踏龟蛇，右手执剑，左手印诀

的威武形象。该庙也供奉其他众神：右边大伯公，左边

注生娘娘，还有虎爷（下坛元帅）、大二爷伯、广泽尊

王、观音。

玄天上帝的慈悲胸怀，关怀民间疾苦，为民排忧

解困的神迹，广受信众礼拜。至今，每逢神诞农历三月

初三，信众都前来上香，以元宝纸钱祭拜，香火连绵，

祈求消灾解难，平平安安。

50年代，刑事法典通行之前，这里曾是各路好汉

兄弟集会、议事之处，多得当年梁世海先生的理顺关

系，才能稳定局面。 

麟山亭见证早年福建先民丧葬济世的福利事业，

慎终追远及建国一代努力开拓的精神。百多年来，麟记

山已发展成为组屋林立、地铁交通发达，及工商业基础

建设齐全的邻里社区，造福人民百姓，是典型发展规律

的写照。

麟山亭全貌

威镇一方	─	
麟山亭

庙宇的拜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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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南近况

“咚咚锵！”今年的母语双周又来啦，连串“好

戏”陆续登场，足足热闹了两个星期，为炎

炎七月天的校园注入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息。

道南学校母语双周活动自2011年开始以来，已迈

入第四个年头。举办双周活动的宗旨，是希望道南的学

生能够通过有趣的活动，多接触和使用华文华语，同时

学习更多有关中华文化的知识。

今年的双周活动内容精彩，以“阅读”和“戏

剧”两大类为主。

第一周率先登场的就有中国历史学习坊、《哪

吒》神化故事话剧欣赏、本地绘本《去阿 家》导读

会，以及图书馆绘本导读等活动。其中，图书馆的导读

活动邀请了擅于说故事的陈京文校长，联同四位热心的

老师和家长，于休息时间在图书馆内给小一和小二的学

生导读四个以“爱”贯穿主题的温馨故事，在学生幼小

的心灵中播下了“爱的种子”。

母语双周道南

紧接着于第二周进行的是上下午班学生在集合时

间讲故事活动、戏剧欣赏及相声表演等。花木兰代父从

军的故事虽然耳熟能详，但以戏剧手法呈现的《当兵姑

娘花木兰》，还是令学生们耳目一新，看得津津有味。 

小三的学生也在这一周开始，通过一系列的美术手工

课，学习如何制作豆画、布贴画、蛋壳画、泥塑以及京

剧脸谱彩绘。

为期两周的活动，让道南的学生体会到学习母语

不只局限于课堂里，平时多阅读，多观赏表演也能从中

获得学习华文华语的乐趣。

陈校长在图书馆讲故事

Tao Nan School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ttee lined 
up a variety of fun and meaningful activities for the 

staff and pupils to commemorate Total Defence Day,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 Racial Harmony Day and 
National Day. This allowed the pupils to engage in the 
various programs with much enthusiasm and at the 
same time,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Indian and Malay cultures.

Through the commemoration of Total Defence Day 
and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 the pupils learnt the 
importance of the 5 Pillars of Total Defence and how  
each and every one could play a part in defending our 
country.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 saw the P3 pupils 
mingling with their pen-pals from Eunos Primary and 
East Coast Primary School. That day, the pupils finally 

Tao Nan School Commemorates 
National Education

met their pen-pals and had a wonderful time taking 
Polaroid Shots and playing fun and exciting games.

The sea of vibrant colours and jubilant smiles during 
the Racial Harmony and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were clear indications of the excitement in the air. 
The commemoration of Racial Harmony Day would 
not have been possible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of 
numerous parent volunteers who ensured the success 
of the event. It allowed the participants to see how the 
different races celebrated their weddings. This was truly 
insightful as the pupils could see how similar threads 
run through the celebrations. On the other hand, the 
highlight of the National 
Day Celebrations was 
the colour party and the 
level based activities. 
These were not only 
enjoyable but allowed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to feel a deep sense of 
pride for our little red dot.

Commemorating 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Day

Pupils learning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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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同近况

To raise the awareness of Crime 
Prevention, Ai Tong School was 

invited to an event called “Justice 
Builder, Build to Express”. Two 
teams of four from the Prefects and 
Scouts were sent. After registration, 
their confidence was shaken and 
they became nervous when they 
realised they were the only two 
primary school teams out of the 12 
teams that had registered. The Ai 
Tong teams started to share with 
their teachers that they had no 
chance against the older pupils. The 
accompanying teachers reminded 
and reinforced that the focus should 
be the experience they have gained 
through the process and not about 
winning or losing.

The two categories in the 
competition are as follows:
1. Animation: Create a story by 

snapping photos of the LEGO 

“Justice Builder, Build to Express”
model the team has built 
based on the theme ‘Crime 
Prevention.’

2. Engineer: Build a LEGO model 
based on a crime prevention 
theme that will be revealed on 
the actual day.
It was evident that during 

the challenges, the pupils’ critical 
thinking and planning skills were 
stimulated as they were engrossed 
in brainstorming sessions to create 
a story. They tapped on each other’s 
strength, and delegated the work 
so as to complete the task within 
the given timeframe. There were 
disagreements and questioning 
of the ideas proposed, but in the 
end, the individual teams came to 
a common consensus. From their 
end product, it was apparent that 
their creativity was unleashed and 
the opportunity had presented 

them with a newfound confidence 
to overcome obstacles.

Against all odds, the team 
comprising of Ai Tong prefects 
was announced as the Category 
1 champions. It was a pleasant 
surprise when the Ai Tong prefects 
were announced as the Champions 
for Category 2 as well. The prefects 
were elated and the scouts were 
happy for them too. What was 
even more amazing is that upon 
receiving their prize for Category 2, 
the prefects, instead of celebrating 
on their own, walked down from 
the stage straight to the team 
comprising of the Scouts and 
presented the award to them. This 
gracious act of sharing their joy had 
won them an even louder ovation. 
The teachers had concurred that 
the Prefects had treated the Scouts 
as if they were on the same team 
instead of competitors. Their act 
certainly demonstrated their sense 
of sportsmanship – a true inspiration 
to the rest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who were there to witness 
the prize presentation.

Working hand in hand Ai Tong team

参观 孙中山
南洋纪念馆

爱同学校的校名来自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博爱大同”。为了让学生对这个理想以及

理想背后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先生和新加坡的历史有

更深一层的了解，学校2014年安排了所有四年级学

生到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参观。国家文物局这次也特

别为爱同学生破例，在星期一开放孙中山南洋纪念

馆给学生参观。

四年级学生分两批到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参观。

内容方面，除了让学生更加了解“爱同学校”中

孙中山先生提到的“博爱”的含义指的是救世、

救人、救国外，也让他们对辛亥革命有了启蒙的认

识。许多四年级学生是第一次参观博物馆，此行也

让他们学到了在博物馆里应当遵守的基本事项。

同学们为了完成学习单，连一点“蛛丝马迹”也不放过。

同学们在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外与孙中山的塑像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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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福近况

2014年11月3日，崇福学校5名

老师与33名四年级的学生到印

尼万隆的培民学校进行为期五天四

夜的浸濡活动。这是我校第一次到

印尼万隆的培民分校进行访问。因

此，对随行的师生而言，都是一趟

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四年级印尼万隆海外游学活动

老师和同学们参观了活火山口Tangkuban  
Parahu，那里特别凉爽。当地导游向同
学们讲解了火山的结构与特性，让大家
获益良多。

崇福的学生与印尼万隆培民学校的学生
一起进行科学实验，互相学习。

Chongfu will be a hundred-year-old dame in April 2015. At the same 
time, 2015 marks the year Singapore has achieved 50 years of 

independence, a milestone which we take much pride in. With mounting 
excitement in the air, plans for Chongfu’s birthday celebr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SG50 have begun with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ontributing in their own 
ways. 

After their PSLE, the P6 students embarked on a project to create 
an e-album of memories celebrating Singapore’s 50th birthday tracing her 
journey since independence, paying tribute to the hands that built our 
nation and recognis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ir people. Their projects will 
be featured in the exhibition for the school’s 100th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Taking on the role of an artist, both the staff and key personnel 
unleashed their artistic talents as they created art works in different mediums 
to highlight the four phases of education as well as to share the joy and 
blessings Chongfu receives during her celebrations. These works will also 
be featured in the exhibition. 

In addition, Chongfu’s Brownies, staff and PASSION, the Parent 
Support Group, took time to painstakingly prepare souvenirs for the guests, 
personalising their gifts with a special touch. 

As we look back on the school’s significant moments in the past century, 
we look forward to creating new memories that are equally cherished in the 
years to come.

Countdown to Chongfu’s  
100th Anniversary cum SG50

The P6 students embarking on a 
project to create an e-album of 
memories to celebrate Singapore’s 
50th birthday with guidance from their 
teacher.

Chongfu’s staff unleashing their 
artistic talents and creating art work to 
celebrate Chongfu’s 100th Anniversary

印尼华人素来好客，特别是

对待亚细安的近邻。访问期间，崇

福的师生接受了培民学校的热情款

待。在这三天的学校活动中，四年

级的学生们也体会到“出外靠朋

友”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学生们在

配对伙伴的帮助下完成了学校活

动，他们一同上课，一同午休，在

这欢乐的学习氛围中建立了跨国友

谊。崇福的科学老师也在万隆培民

学校进行一堂观摩课。相信这样的

专业交流除了让参与的老师感受到

两国不同的学习氛围与文化外，也

能激发他们对自己教学的灵感，检

视自己的教学方式。

除了在学校的浸濡活动之外，

师生们也有机会到万隆的著名景点

浏览。对许多学生而言，这一次的

万隆之行肯定是毕生难忘的。因为

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地参观活火

山口、第一次的插秧活动，甚至是

第一次离开父母的怀抱独立生活。

这对四年级的学生来说可谓是不小

的挑战，但也开阔了他们的视野。

崇福学校希望学生们把这次游

学活动的学习所得铭记于心，并在

培民学校到访崇福学校时，做一个

称职热情的东道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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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中学近况

毕业典礼

南侨中学毕业典礼于2014年10

月3日在光前堂隆重举行。

全校毕业生和老师近500人参加了

典礼。新加坡福建会馆文化组主任

朱添寿也莅临现场，并为学生们送

上了祝福。

会上，所有在课外活动中表现

优异的同学获颁奖状；各班代表也

上台领取毕业证书；还播放了“美

好的记忆”的录像。最后，毕业生

代表登台致辞，表达对中学生活的

感恩和留恋。

毕业典礼在感人的《友谊地久

天长》和亲切的《校歌》中结束。

典礼后，毕业生们在校园里种

下了象征着薪火相传的树木。

毕业班学生和他们的老师记录难忘的
一刻。

师生们在象征薪火相传的植物前合影
留念。

NIGHT STUDY 
DINNER 
PROGRAMME

NCzens being served by a parent at 
the Night Study Dinner.

Thanking the PSG for all their hard 
work.

The Parents Support Group (PSG) 
initiated the Night Study Dinner 

Programme for graduating students 
who were preparing for their 
national examinations. The premise 
of this programme is the noble idea 
of providing healthy home cooked  
(爱心 HEARTS Meals) dinner for the 
students. For 16 evenings, a total of 
40 parents dedicated their time and 
effort preparing these meals. This 
saved the students’ time travelling 
back and forth school for dinner. It 
also motivated the students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better academic 
results as they not only had the 
support of their teachers but also 
the PSG.

The Parent Support Group 
also contributed in numerous major 
school events such as Combined 
School Sports Meet, Annual Cross 
Country, Shines in Harmony, 
Mid-Autumn Celebrations and 
Graduation Ceremony by planning, 
execut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ies organised by the school.

CELEBR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Presentation for Celebr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During the Post-Examination 
Activity, the Secondary 1 to 

3 classe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gether to present their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to other 
classes from the same level.

The intention of the Celebration 
of Service Learning (COSL) is to
 • give recognition to the students 
while developing in them a lifelong 
commitment to community 
involvement;

 • provide a platform to share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possibilities and feasibility of each 
project;

 • create awareness of the 
beneficiaries to encourage more 
volunteers to join the organisation 
and students to embrace people 
of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 mark the closure of their Service 
Learning projects.

It was evident that through 
the sharing of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s, the students felt proud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We hope 
that through this Service Learning 
process, students were able to 
hone their soft skills and learn to be 
passionate about contributing back 
to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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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小学近况

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已步入第六个年头。此课程希
望能通过培养学贯中西的双语俊秀，以及他们对

学习东西文化的热忱。这个课程能让那些双语较强的学
生有更多发挥潜能的机会，更深入地认识东西方文化的
底蕴，扩大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观的人。

四年级的同学参加了由福建会馆文化艺术团举办
的为期3天的福建会馆五校语言学习营。同学们通过戏
剧表演、讲故事、语文游戏、走进录音室等趣味活动，
深刻感受到学习华文华语的乐趣与魅力。

小五双文化华文优选课程班的同学也前往中国西
安、成都和台北展开为期七天的浸濡活动。浸濡期间，
同学们参观了当地的名胜古迹，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
加深了对中华文化、东方价值观的认识；同学们也走进
当地学校，和当地的小朋友互动建立友谊。这次的浸濡
活动，不但让同学们开拓了视野，增长了见闻，还培养
了同学们自立、自律与适应的能力，培养同学们的团队
精神。这真是一次毕生难忘的学习之旅！

双文化华文学

乐 ‘Fun’ 天
我的衣服很另类吧！

谁做的糕点最好吃？

Life will be less exciting or vibrant without music or art. 
In Nan Chiau Primary, the Aesthetics Programmes 

aim to add vibrancy and colour to the life of our students.
‘Thursday Talent’ is a talent-scouting platform to 

showcase students’ musical talents where students 
take the stage in the canteen performing either solo or 
in groups to the audience having their recess. Beyond 
school, our iPad-Garageband group of students was 
invited to performance at the opening of ExCEL Fest 
2014. 11 of the Primary 6A students performed and 
danced to the theme song of the movie, ‘Transformers’. 
Another 8 students also performed ukulele and 
beatboxing at Sengkang CC during the Rice Dumpl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The Art programme in the school is exhilarating 
where students are exposed to different elements 
and principles of the art which make learning and 
appreciating art in a purposeful manner. Programme 

Aesthetically
Alive!

such as ceramic and pottery making, cartoon drawing, 
manga drawing, digital art mural and many more add to 
the vitality of art in the school.

The Art 2 Heart CCA also embarked in decorating 
and painting of our art room like the Picasso room 
and adding a dash of playfulness to the white walls 
with graffiti creations. The Art Department also had 
collaborative works with other departments in the 
school like the Mother Tongue ‘Fortnightly week’ 
with the Mother Tongue teachers and students. The 
students are involved in art works like Bean Mosaic and 
traditional paper cutting.

The students are also given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te in internal and external art competitions like 
Chinese Calligraphy Competition at Hong Wen Primary 
School, Chinatown Mid-Autumn Festival 2014 – Lantern 
Painting Competition, 2014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rt Competition at Nan Hua Primary School, Tan Kah 
Kee Art Challenge Competition in Nan Chiau Primary 
School and many more.

The Aesthetics Department also gives back to 
the community by participating in the Values in Action  
(VIA) move at Tampines Senior Activity Centre where  

the students engaged 
the e lder ly there with 
art and crafts work and 
performances. Students 
in  the Ar t  Re laxat ion 
p r o g r a m m e  c r e a t e d 
friendship band bookmarks 
which were donated to an 
orphanage in Batam to 
extend our friendship with 
our neighbouring country.

iPad performance at ExCEL Fest at Suntec City

2014 National Climate Change 
Art Competition at Nan Hua 
High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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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近况

这天一大早，光华的六使堂坐满了师生。在主持

人的介绍下，热烈的掌声迎来了非常特别的朋

友――来自非洲马拉威的阿丰、阿霆、阿标和阿岫。

这四位少年是非洲圆通学校的学生。他们一开场

便以流利的华语自我介绍。主持人通过简短的访问，让

光华学生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学校活动以及如何克服

在学习华文时所遇到的困难。接着，他们开始背诵《弟

子规》。学生一听到熟悉的《弟子规》，不禁也铿锵有

力地朗诵起来。节目结束前，阿丰等还表演了少林拳，

引来了源源不断的喝彩声。

为了让非洲少年对我校文化课程有所了解，小二

的学生呈献了一场节令鼓表演。观赏过后，他们就和光

华学生一起上水墨画课，画了万果之王“榴梿”，并在

课后学习品茗；之后便与小五的学生进行交流，加深

两地学生对彼此的生活与文化的认识，知所启发其得益

彰。

为了配合本次活动，主办单位举办了《文字飞扬 

触动心灵》写作比赛。参赛作品共92篇，评审团从中

选出了20篇佳作。光华学生张心怡(六年级)、黄祐祺（

五年级）和林烨（四年级）的文章都入围了。

“乐学华文 点亮心灯”

一起上水墨画课，学画榴榴梿。

（左起）张心怡、林烨和黄祐祺同学

Activities for Racial Harmony started in the last two 
weeks of Term 3. The objectives were to introduce 

pupils to the traditional games played in the past as well 
as to explain the history and origin of the games. Pupils 
had their hands on games such as Five Stones, Congkat, 
Gasing (Tops), Kuti Kuti, Pick-up Sticks, Hopscotch and 
Chapteh. The school commemorated Racial Harmony 
Day with an array of traditional games made available 
for pupils to play during recess. The pupils sampled 
traditional Malay kuehs and were also encouraged to 
dress in their ethnic costumes for the day. The focus 
for this year is on the Malay culture. Pupils got to know 

Racial Harmony Day 2014
more about the Malay culture through playing traditional 
games and eating of the kuehs.

In conjunction with Racial Harmony Day, the Staff 
Well-Being Committee also collaborated with the NE 
department to organise team-building games for the staff. 
Teachers were grouped according to their departments 
and we had an inter-department competition. Traditional 
games such as Five Stones, Congkat, Gasing (Tops), 
Kuti Kuti, Pick-up Sticks, Hopscotch and Chapteh were 
played. Teachers were introduced to the techniques and 
skills required to play the games. It was a memorable 
and meaningful session as teachers had fun and learnt 
to play the games together. The teachers truly enjoyed 
themselves, reliving the good old times.

Having fun picking up stones

Teachers  
playing  

Kuti Ku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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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课程
舞蹈剧场为3岁以上的学员提供优质的中国舞及相

关课程培训。

舞蹈剧场网页：www.shhkdt.com.sg

电话：65899501 / 62589130

活动预告
福建会馆
新春佳节肥皂工作坊
日期：2015年1月24日
时间：上午10时至中午12时

天福宫新春活动
天福宫喜迎羊年（乙未年），将从2015年2月 

18日（除夕）至3月5日（正月十五）举办各项庆祝 
活动，详情请浏览www.thianhockkeng.com.sg或 
致电64234616。

舞蹈剧场
《艺薪艺意》专场演出

首次邀请马来西亚共享空间专业舞团和新加坡豁然
生舞苑联袂登台出演。届时，将为观众呈现集各类舞蹈
特色与精髓为一体，多元化和富有内涵气韵的舞蹈盛宴。
日期 ： 2015年2月6日（星期五）& 2月7日（星期六）
时间 ：晚上8时正至9时30分
地点 ： 维多利亚剧院  

(9 Empress Place, Singapore 179556)
门票 ： $28.00, $38.00, $48.00  

(不包含SISTIC的行政费)
节目表：《原野》 福建会馆舞蹈剧场
  《万象甲骨》之《沈体篇》共享空间专业舞团
  《追昔·南来》 豁然生舞苑

少儿语言、才艺课程
文化艺术团为3岁以上的学员提供各类才艺及语文

课程。

艺术团网页：www.shhkact.com.sg

电话：63541972 / 65899502

课程信息
幼儿园

福 建 会 馆 幼 儿 园 旨

在培养幼儿成为主动学习

者，并为成为终生学习者

奠定好基础。幼儿园独具

特色的课程架构将让您的

孩子得到全面的发展。今

天就让我们携手共同打造

孩子美好的未来！

《大树下》
3月7日让我们相约在福建会馆文化学院的“大树

下”，一边乘凉，一边会友，一起来观赏舞蹈。还可以
在如茵草地上追逐嬉戏玩游戏，尽情地释放狮城夏日 
“热情”。
日期：2015年3月7日
时间：晚上7时至9时
地点： 福建会馆文化学院  

(5 Sennett Road, Singapore 466781)

若对以上两场演出有意者，请：
浏览：www.shhkdt.com.sg
致电：65899501 / 62589130
电邮：equiries@shhkdt.com.sg

幼儿园网页：www.shhkpreschool.com.sg

电邮：enquiries@shhkpreschool.com.sg

电话：65899503 / 65899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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