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 M Y K KSB12C

排版員：LLLEE

編輯：KKK

簽版：

時間：

中區

12

編輯：

2011年11月11日（星 期五）

中心小學董事長丹斯里
張曉卿爵士希望華小的校長和
教師們，也可以成為獨中教育
的推動者和貢獻者，多鼓勵華
小生選擇獨中教育，並向華小
生解釋獨中教育美好的前景，
讓他們在選擇進入中學的時
候，可以有多一項選擇。

中心小學董事長丹斯里張曉
卿爵士希望華小的校長和
教師們，可以成為獨中教育的推動
者和貢獻者，多鼓勵華小生選擇獨中
教育，並向華小生解釋獨中教育美好
的前景，讓他們在選擇進入中學的時
候，可以有多一項選擇。
張曉卿在“中心小學鄭仁和校長

張曉卿：鼓勵小六生報讀

華小
師長

獨中教育推動者

榮休晚宴”上致詞時指出，華小教育
對孩子們而言，正是奠定及塑造他們
人格的最佳時機。華族五千年的文化
精神正是帶領社會邁向前進的動力。
他相信，華文教育中文化與道德
的教學理念，更能讓孩子在為人處事
的道理上，有所準備，也有所實踐。

傳承文化放遠視野
“唯有適當合理的教育制度，才
能夠培養出身、心靈健全的孩子。唯
有文化的堅守和傳承，我們才可能培
育出有人文素養的新一代。所以，我

們要以更高的視野，為孩子的未來思
考，也為他們的將來鋪路。”
張曉卿強調，華文教育帶給孩子
們最大的禮物，不會只有知識、只有
學問，更重要的是品格、文化、道德
和紀律的教導與訓練。
他說，詩巫華社對華文教育的
堅持與努力，除了華小及政府津貼中
學，華文獨立中學，更被譽為華文教
育的重鎮與堡壘。
“幾十年來，獨中教育在風雨無
阻中，始終秉持著文化的傳承，提供
華裔子弟更全面的教育，也讓孩子們

學習族群的文化價值與精神。”

非固守城門的民族教育
張曉卿指出，近年來，獨中教育
不再是固守城門的民族教育了，因為
世界各地正掀起學習中文的新浪潮。
“我國政府也開始重視獨中教
育，從它對詩巫獨中的500萬令吉撥
款、提供50名獨中優秀生大學獎學
金，到師訓學院招收獨中生和馬中
互相承認大學文憑等事件中，我們看
到政府給予獨中教育各種的機會與肯
定。”
此外，世界有千百間的知名大學
承認獨中文憑，這充分證明獨中生出
路與升學之路的廣闊。張曉卿說，隨
著中國的崛起，中文成為新的、強勢
的國際語言，也已經是指日可待了！
可見獨中生的出路與前程，是一片光
明的！

麥天樞：要在國際舞台競爭

大馬不能拒絕漢語教育
（詩巫10日訊）《大
國崛起》總策劃麥天樞指
出，馬來西亞人應意識到
國民擁有漢語教育是這個
國家競爭力重要一環，馬
來西亞是沒有理由拒絕漢
語教育，沒有理由拒絕這
個將社會交往、商業交易
的成本減少之工具。

董事部特別安排為鄭仁和提前慶祝生日，鄭仁和伉儷（左五
及左四）在眾人的祝福下共切生日蛋糕，左起為中心小學副董事
長甲必丹孫春富、副監學許贊福、副董事長張建卿、張曉卿、秘
書黃志淵、財政黃蓉玉、詩巫教育局華小督學吳耀文、副監學本
固魯張東儒、副秘書劉為仲、中心幼兒園園長黃美妃及中心小學
董事監學蔡天佑。
詩巫中心小學校長鄭仁和：雖然沒有實現年少時的愿望當一
名畫家或是繪測師，但是至今仍沒有后悔當上老師，因為教育是非
常有意義的工作，尤其是看到教育的成果時，心中會有無比的安慰。

一生奉獻華教

心小學董事長丹斯
中里張曉卿爵士贊揚鄭
仁和校長一生對華文教育的奉
獻，為華文教育譜寫最美麗的
詩篇和佳話，他希望鄭校長一
生奉獻華教的精神，可以激起
更多後輩的學習與仿傚。
他在“中心小學鄭仁和校長榮休晚宴”
上致詞時指出，鄭仁和的榮休，固然令人傷
感和不捨，也是中心小學全體董教生共同與
重大的損失。但鄭校長畢生奉獻教育的崇高
理想和人生職志，我們又不禁為他豐盛、美
滿和榮耀的人生而深感驕傲和自豪。
張曉卿說，人生，貴在服務和貢獻，
鄭校長選擇教育作為他人生服務和貢獻的目
標，印證他人生信仰的承諾和付出。
“我聽說，現在從事教育工作的教師，
常常要面對許多行政工作的繁瑣與壓力，更

鄭仁和精神成典範

鄭

教育工作要專心致志
張曉卿強調，教育工作是神聖的。教育
工作要專心致志。教育的專業和正務，不能
因為繁瑣的行政工作而受到干擾。教育應該
是士氣和信心的凝聚，不是各種的哀嘆、埋
怨和失望的申訴。教育應該是不斷的提升、
轉型和進步，不是在跌跌撞撞、反反覆覆
中，看不到教育發展的大方向和大格局。
“今天，教育常常充斥著各種爭論和
投訴，絕不是一種應有的常態，更不應該視
為理所當然。因為教育，一旦走不出它原有
的尊嚴和價值，教育如果永遠擺脫不了種族
化、政治化的宿命，那麼，我國的教育，只
能在反覆無常與不定中，走向不可預知的未
來。”
張曉卿表示，鄭校長一生對華文教育的
奉獻，已經為華文教育譜寫最美麗的詩篇和
佳話。
“當我們齊聲為鄭校長的榮休，寄以最
大祝福的時候，我們希望鄭校長可以繼續保
持他對華文教育的熱忱，和我們繼續分享他
對教育的心得與智慧，以共謀華教的發展與
進步。”

華教加強民族競爭力
“我相信未來華文教育
一定不再是一個國家華人群的
事情這麼簡單，它一定是一個國
家民族競爭力和國家競爭力所在。”
麥天樞問道，馬來西亞怎么有可能
拒絕漢語，拒絕漢字的教育？馬來西亞
怎么會拒絕這將社會交往、商業交易的
成本減少之工具呢？
他非常感謝常青集團愿意投資，與
中國中央電視台合作拍攝千年來華人在
南洋的生存史。“就是因為這個機會，
讓我對南洋華人的文化有了認識，讀
了許多關於先人在南洋近千年的悲壯歷
史。”
麥天樞說，在了解這歷史過程中，
他才知道有執著於文化的一個人群要傳
承自己的文字、知識，以教育及系統知
識的方式來繼承自己的傳統是多么的困
難。

教育是傳承精神
“教育在這里已經不完全是教育，
而是一种傳承精神，它是傳承傳統，修
复情感的特殊人生生活的重要制度。”
麥天樞表示，他在榮休晚宴上第一
次聽到馬來西亞國歌，雖然沒有聽懂歌
曲，但是卻很喜歡這很美的曲調。
“這國歌讓我意識到我們是兩個國
家的人，我們是文化的同胞。”
“當我與在座的各位，尤其是常青
集團的朋友有所接觸時，我感覺到你們
親切的個性，這是來源於你們所在的社
會比中國更質樸、更自然。”
麥天樞續稱，沒有經歷國民黨革
命、共產黨革命及無產階層文化大革命
的南洋華人社會，很可能為我們保留更
真實、更美好的文化遺產，華人同胞以
生活方式為中華民族保留一份最珍貴的
資源。

詩巫省教育局華小督學吳耀
文指出，中心小學校長鄭
仁和將該校管理得井井有條，塑造
成一個美麗的花園學校，讓學生及
教師在良好的環境下學習與教學。
他說，鄭仁和服務杏壇32載，
他掌管中心小學長達12年零5個
月，他已經到達58歲公務員退休年
齡，將在不久之后榮休。
“首相在上個月提呈的2012
年財政預算案時公佈公務員的退休
年齡將延長至60歲，但這項措施在
明 年 1 月 1 日才 生 效 ， 因 此 鄭 校 長
無法再延長服務兩年，令人感到可
惜。”
吳耀文在“中心小學鄭仁和校
長榮休晚宴”上致詞時說，如果鄭
仁和能繼續服務，一定對中心小學
有很大的幫助。
他表示，鄭仁和作為學校的領
導者、行政者及管理者，多年來培
育了許多人才。
他站在教育的最前
線，雖然面對种种
的挑戰與難題，也
能克服。
“我們也不能
忘記在董事長丹斯
里張曉卿爵士領導

鄭仁和：當不了畫家繪測師

無怨無悔執教鞭
詩巫中心小學校長鄭仁和表
示，雖然沒有實現年少時

面，從一隻丑小鴨蛻變成一隻美麗的天鵝。
她說，中心小學鳥語花香，詩情畫意，環境優
美，是最適合學子上課求學的好地方。
“我們能擁有這一切，首先要感謝董事部的貢
獻。但我們也不要忘記鄭仁和無私的付出及默默的
耕耘，因為他的爭取與努力，我們才有今日完善的
設備。”

學術課外活動獲獎無數

看到成果無比安慰

心小學副校長許慶嫦表示，校長鄭仁和在
中中心小學任職的12年，將中心小學改頭換

許慶嫦指出，鄭校長是一位大家公認、盡責、
廉潔及嚴厲的好校長，在他英明領導下，中心小學
學生人數每年增加。
“本 校 擁有 一 千多 名 學生 ，在 鄭 校 長掌舵 期
間，中心小學在學術及課外活動獲獎無數。很多家
長愿意將孩子送入中心小學就讀，就是因為對鄭校
長充滿信心。”
許慶 嫦 在中 心 小學 鄭 仁和 校長 榮 休 晚宴上 透
露，鄭校長每天早早來學校，遲遲才回家。他每天清晨都要確定每
位學生及教師都有進入課室參與“清晨列車”早課。

張曉卿（右四）為鄭仁和戴上由董事部贈送的金鏈。

長

為小六生補習
“鄭校長要如此忙碌，是希望每位學生在清晨時刻都能接受額
外的訓練。”
許慶嫦說，今年雖然是鄭校長在中心小學任職的最后一年，但
他還是那么的盡責，從不松懈。他總會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時間為
六年級學生補習，“領養”許多學生在他的辦公室上課。“我們希
望在即將公佈的小六評估考試成績，能給鄭校長帶來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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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仁和表示：“看到學生努力
向上、學有所成時，我心中總是感
到很欣慰，前一陣子我在吉隆坡機
場，有兩名年輕人向我打招呼，說
他們是我的學生，並且告訴我，他
們獲得公共服務局獎學金，即將要
前往法國深造。”
“我為他們感到無比的興奮，
為他們高興。我相信所有的老師、
校長看到教育的成果時，心中都會
有無比的安慰。”
鄭仁和在中心小學董事部為
他而設的榮休晚宴上發表臨別贈言
時，如此表示。

張曉卿捐地 中心重生
學生代表為鄭仁和（左三）戴上由全体學生贈送的一枚
金戒指。

的強大董事
部，所給予
他的信任、
祝 福 與 支
持；還有教
師們的團結合作，家長與社會人士
的支持，才能使難題迎刃而解，順
利完成校務。”
吳耀文說，鄭仁和是一個平易
近人、敢做敢為、富有責任感、大
膽改革、擁有藝術才華的校長，他
在教師之間塑造強大的團隊精神，
他對教育上無私的付出，獲得社會
的肯定。
“我們感謝鄭校長，在他努力
下，中心小學在學術及課外活動都
取得亮麗的表現。”
吳耀文希望鄭仁和退而不休，
能一如既往的支持中心小學，關心
校務，繼續做出貢獻。

黃 美 妃
（右二）代表中
心幼兒園贈送紀
念品給鄭仁和。

的愿望當一名畫家或繪測師，但他
迄今沒有后悔當上老師，因為教育
是一份非常有意義的工作，尤其是
看到教育的成果時，心中都會有無
比的安慰。
“我年少時的愿望是當一個
畫家或繪測師。我完成中六學業
后，進入衛理小學當臨教，當時的
校長黃育盛給我機會帶領學生合唱
團參加校際比賽，結果我們獲得冠
軍。”
“當時教育局局長普迪曼金拍
拍我的肩膀說‘你很適合教書´。
結果第二年我就被錄取進入古晉
峇都林當師訓學院，從此進入教育
界。”

鄭仁和（左）接受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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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面對教育政策的變幻無常，甚至是朝令夕
改，使不少教師，寧可停滯在教學工作上，
而不願意升級面對學校行政管理工作，如校
長和副校長等領導管理的職務。”

他昨晚在中心小學鄭仁和
校長榮休晚宴上分享時表示：
“前兩年，我受中國國家漢語
辦公室及孔子學院總部的委
托，拍攝一部《漢字五千年》
的文化紀錄片，在過程中我了
解到歐美國家現在共有4千萬
人在學習漢語。”
麥天樞說，漢語教
育、華文教育不僅僅是華
裔后代人生競爭能力，也
一定是一個國家未來在國
際舞台上的競爭力所在。

中心小學副校長許慶嫦（左）代表全
体教師贈送手錶給鄭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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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仁和表示說，中心小學有一
群群策群力、用心良苦的董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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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小學原本坐落在荔枝路，后來因
為地主收回土地，導致學校面對關
閉的危機，幸虧丹斯里張曉卿當時
捐獻了一塊位於黃景和路21巷的3
英畝土地建校，才使中心小學重見
光明。
他指出，1989年在董事部努
力下，中心小學建設了第一棟新校
舍，共有12間教室。次年又建了幼
兒園，由於學生不斷增加，張曉卿
又發起興建第二棟校舍，由常青
集團捐獻，命名“常青懷恩樓”，
該校舍於2002年落成，由首長丹斯
里泰益瑪目主持開幕，2007年該校
又興建第三棟，擁有20間教室的校
舍。目前中心小學有1千100名左右
的學生。
“我們深深体驗到董事部對教
育的執著，張曉卿還親自為本校編
寫校歌，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董
事部背后大力的支持與認同，推動
我們繼續向前邁進。”

教師同心邁向卓越
鄭仁和表示，中心小學擁有一
個很好的師資團隊，雖然教師們的
工作量不斷增加，但是大家都能同
心努力完成各項工作，邁向更卓越
的水平。
他說，同事之間偶爾會有磨
擦，但是大家都愿意把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彼此包容，互相激勵。
“當同事之間的關係融洽時，
工作效率自然提昇，我們的工作便
勝任愉快，這就是為什么我喜歡中
心小學的原因，這里的一切將成為
我退休后的美好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