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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 下 午 3 点 ， 莱 佛 士 书 院 人 文 特 选 课 程 举 行
年度活动——亚洲文化研讨会（Raff les  As ia  Program 
Symposium），邀请本校及校外师生参加，还邀请了耶鲁新
加坡国大学院（Yale-NUS College）的两位教授致辞。莱佛士
高二人文特选课程的学生在这场研讨会中发表了自己近期对亚
洲国家的专项话题的研究成果。

关注亚洲课题
地大物博的亚洲，是世界上人口最密集、种族最繁多、文

化差异最大的地区之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深厚灿烂的
文化。为了让学生能对自己所在的大洲深入了解，人文部选择
“亚洲”作为学生讨论的主题。这次研讨会的重点是分析当代
中国国情。三名参与研究课程的学生在讲台上用了30分钟，发
表他们几个月以来的研究成果。他们针对中国最高领导人所做
的一些决策，讨论这是否将带来一个更好的中国，还是开历史
倒车，回到上世纪60年代。

　　茶点休息后是多小组分享时间。不同的小组同时在个别教
室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14项研究课题包括印巴分区的暴力事
件，美籍华人身份认同，中国近代美术作品演变，辛亥革命时
期南洋华侨革命事业的贡献，日本对是否为二战道歉的态度，
新加坡忆昔日食物等。由于各组分享是同步进行的，每个人须
按照兴趣选择出席两个小组的分享。
　　高一生刘晓璐说：“我们的家乡亚洲有许多问题值得关注
和讨论。看似习以为常的观念，其实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问
题，社会如何进步，文化如何弘扬，经济如何发展，都需要我
们深入了解本地的情况，以制定合适的政策和方针。”

报告内容贴近生活
　　这次活动的主旨不仅是为了让学生深入了解亚洲，更是训
练学生做研究项目的能力，包括批判性思维能力、调查能力、
评估能力。每组在研究后须呈交3500字的报告。
　　一名学生卡里米（Zara Karimi）说：“我很高兴能够和一
群认真负责、头角峥嵘的同学一起完成这份研究报告。这过程
激励了我。教育部给我们颁发奖学金，参与这次活动，让我觉
得教育部资金用在我们身上是正确的。因为我们积极参与筹划
这次活动，没有辜负教育部对我们的期盼。”
　　耶鲁新加坡国大教授托尼·戴斯（Tony Day）博士赞赏
道，这次活动“几乎没有可以挑剔的地方，学生的研究报告准
备得如此完美，出乎我的意料。”
　　负责老师之一的赖淑琳老师（Ms Lye Su Lin）说：“我
们希望学生通过第一次正式研究，培养技能和态度，建立未来
学术研究的基础。”
　　学生李睿琦认为：“这些研究所关注的领域贴近时代变
迁，也切合人们关注重点。从大众的角度切入，结合详实的资
料收集与深入的分析，再到细致而客观的总结，为观众呈现了
全面而引人深思的报告。”

朱揭率／报道

莱佛士书院高中部通讯员

　　北京怀柔区的仙翁度假村
里，藏着两只小精灵。一个9岁
的小男孩，一个8岁的小女孩。
那双明亮、透彻的眼睛，会让我
铭记很久，它们透彻得不含一丝
杂质。
　 　 那 是 个 淫 雨 霏 霏 的 四 月
天。空气中潮湿的水分，氤氲
（yīnyūn）着烧烤味。期中考
试之前，北大中文系留学生班举
办了春游活动，一群不怕死或是
没有期中考的同学们一同报名去
逛雁西湖，吃烧烤。
　　活动结束后，我们在度假村
内闲逛。我和几个同学租了娱乐
室，一起打台球和乒乓球。就是
在那里与他们相遇。
　　小男孩胖嘟嘟的，憨厚可
爱。小女孩则机灵清秀，眉眼间
透露出稚气与纯真。我和同学在
打台球，他们俩不知道何时溜了
进来，在旁边的台球桌自己玩得
不亦乐乎。
　　接着因为一串串五彩美丽的
泡沫而结下缘分。我正拿着之前
带来的吹泡泡棒，在空气中画出
许多小巧的泡泡，如同彩虹环绕
一身，后轻轻散落一地。两个小

孩蹦蹦跳跳地跑来，说他们想要
玩。
　　我便把泡泡棒递给了他们，
正要叮咛说小心不要让肥皂液洒
出，没想到他们却还给了我，兴
奋地说让我吹，他们想要用乒乓
球拍去打泡泡。
　　从最初的用球拍，到直接扔
下球拍用双手，然后在泡沫中
手舞足蹈。不断的“好多泡泡
呀！”的欢呼声，让我见识到了
最简单、纯粹的快乐。
　　想要笑这些小孩子傻气，但
却哽在喉咙里。因为再多的嘲
弄，也不过是在祭奠我们这些成
人早已遗失的美好。我们何曾还
有这么纯粹的快乐？也许只有在
与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才会
找回一丝丝消失的童真与美好。
　　女孩告诉我，男孩父母在这

里工作，她是与父亲过来玩，两
人早已相识。但她的“相识”也
不是我们概念中的相识——她连
男孩的年龄都不知道，居然误以
为他才6岁。
　　说来可笑，但这也是最纯真
的友谊和玩乐。不在乎任何身
份、背景。仅仅是两个灵魂的相
逢与相识。或许这样的青梅竹马
就是童年最快乐的回忆。
　　我们在一起才玩了半小时，
却在离别的时候有很多很多不
舍。他们相视一笑，喊着:“等
等我们！”接着奔进屋子，几秒
后，拿着一张纸和笔跑了出来。
于是在一张废弃的收据的背面，
我和同学用快要没有墨水的马克
笔，写着三个颤颤巍巍的字：
张，陈，崔。
　　对于在生命里不可停留的

人，总想留下点什么纪念是好。
对于这两个小孩来说，不多一分
一毫，一张纸与几个姓氏足矣。
或许在他们长大后的岁月里，某
个身影会在记忆里闪过。那会是
模糊的脸庞，早已忘掉的名字，
但带有某种似曾相识的感动。
　　漫漫人生中的某一刻，你的
生命会和其他的生命交织在一
起。这样擦肩而过的缘分，或许
记得，或许忘记。
　　临走时，他们很用力地挥手
道别，说欢迎下次再来玩。明知
道不会有下次，明知道不会是再
见。但还是笑着说：“好，好，
再见！”
　　一生中会遇见这么多可爱的
灵魂。有多少会留下，又有多少
会是分离呢？

2月6日上午，来自中国伦
华教育集团学校、台湾明道中学
和南侨中学的约150名学生相聚
我校，开展了为期两天的第二届
“大城市，小故事”城市交流研
讨会。
　　城市论坛这项双文化活动，
旨在为来自各地的学生提供交流
互动平台，提高双语能力。此
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城市交通，目
的是希望学生们通过交流分享与
呈现，共同研讨课题，以更加深
入地了解新加坡、中国大陆与台
湾在城市交通方面的特色与异同
点，从而提出更有效完善的建
议，改善城市交通。

破冰游戏化解陌生
　　在研讨会开始前，为了促进
同学们之间的关系，尽快认识对
方，更快地融入讨论之中，南侨
中学的双文化大使们为学生准备
了精彩的破冰环节。有趣的游戏
很快地化解来自不同地方的学生
的陌生感，很快地熟悉彼此，增
进感情。

柯芷妍／报道

南侨中学

林羚／报道

南大通讯员

　　你对肌肉和骨骼的了解有
多少？
　 　 来 自 1 9 所 初 级 学 院 和 理
工学院的52支队伍，4月21日
参加了由南洋理工大学李光前
医学院学所创办的校际医学比
赛——解剖学挑战赛，通过有
趣的游戏方式，来一场医学知
识大比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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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右）在仙翁度假村遇见8岁小女孩彭静涵。（作者提供）

春游遇见纯真
对于在生命里不可停留的人，总想留下点什么纪念是好。对于这两个小孩来说，不多一分一毫，一张纸与几个姓氏足矣。

　　学生们分别到个别课室研
讨。在研讨过程中，学生各抒己
见，积极讨论，并合作整理资
料，制作图表。学生们脸上流露
出非常认真专注的神情，大家都
在为最终的完美呈现而努力。

　　第一轮甄选过后，评判老师
们选出每组表现最为出众的学
生。通过初赛的学生代表开始第
二轮呈现，争夺“研讨会最佳总
体表现”的荣誉。

收获友谊
　　来自台湾明道中学的陈穎颐
同学说：“通过这次的研讨会，
我对城市交通的情况有了更多了
解，而且也收获了友谊，结识了
很多新的好朋友，给我留下了许
多美好的回忆。这两天的相处和
体验很愉快！”
　　活动结束前，评审嘉宾致
辞，来自各校的学生们各自呈献
精彩表演，颁奖典礼在掌声中落
下帷幕。
　　这次的活动令人受益匪浅，
不仅为同学们提供了良好的交流
分享的平台，令学生透过中英文
呈现研讨成果，提高双语交流能
力，也让学生开拓视野，增强自
信。更重要的是，同时也结交了
许多新朋友，给参加学生留下一
段美好而特别的回忆！  

　　第二天早上举行初赛甄选。
参赛学生依次到讲台前呈现自己
的讨论成果，他们的表现流利生
动，并十分有创意地加入一些场
景的角色扮演，令台下学生和老
师拍手叫好。

新中台三地学生一起参与游戏，很快地从陌生变得熟络。
（南侨中学提供）

新中台150学生齐聚南侨中学

探讨改善城市交通

　　今年比赛的主题为肌肉骨骼
解剖学（上下肢），考验学生在
这一方面的认识。比赛分为个人
赛以及四人一组的团体赛。每名
参赛学生必须首先回答40道选择
题，四名队员累积得分最高的五
支队伍进入决赛。决赛队伍以现
场作答和抢答的方式，争夺冠军
荣衔。
　　南洋理工学院共有两支队伍
进入决赛，其余三队分别来自新
加坡理工学院、华侨中学和立化
中学。

南洋理工学院囊括冠亚军
　　南洋理工学院的队伍表现出
色，一路领先，最终囊括冠亚
军。第三名则由立化中学所得。
　　南洋理工学院的冠军队伍准
备充足，在挑战赛里答案近乎完
美，让观众惊叹。
　　评审陈伟文医生笑言想直接
聘请该名学生。
　　队员林展萱表示获得冠军感
到十分光荣，“这使我们日后为

患者提供治疗时更有信心。”

　　筹委会主席罗扬竣（南大医

学系二年级）透露，今年申请进
入李光前医学院就读的学生有不
少是去年参赛的学生，他们都表
示解剖学挑战赛提高了他们对医
学的兴趣。因此，筹委会决定扩
大今年的比赛规模，让更多学生
有机会参与。

参观解剖学习中心
　　今年，参赛学生也参观了临
床科学大楼里的解剖学习中心，
深入地了解肌肉骨骼解剖的相关
知识。医学院学生向参赛者演示

如何使用高科技医疗教学设备，
如虚拟解剖台、临床成像技术、
3D 打印模型等等。
　　此赛事的指导教授之一，李
光前医学院客座教授兼华威医学
院临床解剖学教授彼得·阿伯拉
罕姆斯（Peter Abrahams）表示

医学院学生的热忱和效率令人钦
佩。“我在五大洲都任教过，这
类由学生自行发起和全权策划的
医学比赛我是头一次见。”
　　阿伯拉罕姆斯教授希望此赛
事能激起学生对医学的兴趣，鼓
励他们多探索医学。

让学医变得更有趣

聚焦中国国情
莱佛士书院文化研讨会

学生在小组讨论中分享研究成果。（蒋金良摄）

李光前医学院解剖学挑战赛
　　李光前医学院学生自行

发起的解剖学挑战赛今年扩

大规模，吸引更多学生参赛

较劲。筹委会透露今年报读

医学院的学生不少是去年的

参赛者，比赛提高了他们对

医学的兴趣。

李光前医学院学生做虚拟解剖台的演示。

学生戴上模拟震颤手套，体验帕
金森症病人在手震颤状态下活动
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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