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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創、黃安法

植祥堅、侯倩儀、馮漢強

........................................................................ 本人很榮幸被推舉為本屆（第二十二
屆）安省培英校友會會長。其實我在校友
會的資歷尚淺，而能成為校友會會長，實
在當之有愧。

希望各委員能夠同心協力把校友會
事務發揚光大，亦希望能吸引更多校友參
加本會的各項活動及加入委員會成為新力
軍。

期待新舊委員們能集思廣益，推陳出
新，發揮白綠精神，團結一致，把校友會
會務做得更好。

安省培英校友會慶祝母校137周年餐會

今年慶祝母校137周年校慶，也是本會改選新一屆委
員會(第二十二屆) 選舉，六時半先舉行會員大會，由植
祥堅副會長致辭，陳述過去兩年校友會的工作，希望會
友選出新一屆委員，協助校友會發揚白綠精神，四海一
家。馮國光作簡略報告本會財政狀況，希望校友們能繼
續在財政上給予支持，而各委員均盡力節省開支，雖然
會費已增加，而實際每年繳交會費者約半百而已。所以
委員會議定在五年或以上，不出席校友會活動，不繳交
會費者，不再寄發信件或「白綠楓訊」。

寄回選舉票約五成有六十多位；翌日互選新一任會
長及其他委員任務如后：

名譽顧問：蘇棉煥醫生、蔡建中教授、
          伍伯良學長、張瑞芳學長 

永遠名譽會長 : 李偉庭醫生，柳勤榮主席，熊翰章博士

會    長：植祥堅 
副 會 長：黃  創、 陳  正
文    書：劉繼強(正)、黃安法(副)  
財    政：馮國光(正)、麥勵濃(副)
總    務：馮漢強(正)、李月顏(副)
康    樂：伍雅蘭(正)、陳菊雯(副)
公    關：李素珠(正)、鄺清荷(副)
監    察：侯倩儀(正)、陳榮杰(副)
小組成員
  關愛小組：  黃    創，李月顏，麥勵濃
  網頁小組：  陳    正，侯倩儀，劉繼強  
  白綠楓訊：  黃    創，黃安法，陳榮杰
  獎學金小組：余 沛 民，侯倩儀，李雪纖

會長的話     73’ 安社    植祥堅

第二十二屆 (2016-2018)的會務成員，

會務架構及各人分配職務如下：

會長的話

安省培英校友會慶祝 
母校137周年餐會

黃鎮忠校長紀念獎學金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栁勤榮伉儷 
訪問北美四市

喜慶培英137周年校慶暨春宴

OWEN SOUND  
愛運生觀三文魚回游賞楓瀑布團

燒烤同樂 

敬和梁得靈老師遺詩幾首

白綠楓訊簡訊 

讀懂父親

韓國台灣香港遊日記

一段溫暖的同窗情誼

主懷安息 

活著就是勝利

編者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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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周年校慶晚會
七時十五分校慶餐會開始，陳 正及侯倩儀兩位擔任司

儀，唱國歌及校歌(因馬淑華健康問題未能出席)是以播放昔
日錄音。今年是56年雲社畢業60周年鑽禧元老兩位都是廣州
鶴洞元老他們是張翹睢及蔡定基，本會除免費餐會及紀念
品。50年金禧元老是66屆穎社兩位是香港校友黃禮歐及麥萬
華，他們亦得到與鑽禧元老的款待。

今年校慶前，突然接到好消息，是60年代在香港培英任
教音樂的翁炳文老師從紐約到此探望女兒，順道參加校慶餐
會，於是引發起多位在密市校友出席，亦得到陳尚賢帶來電
子琴伴奏，除老師獨唱幾首悅耳動聽的印尼民歌外，和校友
何麗燕，高繼標，陳尚賢等合唱一些培英學校獨有歌曲如培
英咕喱頭，場裡各人都有附唱，是少有的歡樂氣氛。此外，
亦有幸得到渥太華本會康樂組歌唱高手黃春和及駝社新抱 
Christina Chan分別獨唱及合唱娛賓；可惜會場的音響效果
欠佳，各人享受不到娓娓之音。

在進食期間，除唱歌之外，亦兼有其他益腦遊戲；有母
校掌故知多少，考考校友們對母校歷史的知識，其結果最好
的一檯答案是七題。其遊戲看圖猜字或成語，使各大動腦
筋，十分有趣，最後是抽獎，來賓席厚泰印刷那位小侄子，
十分幸運又抽中獎。各位熱心獻唱者，本會獻贈鮮花敬謝。
大會至十時許，在一曲珍重再見結束，並希望校友們繼續踴
躍參加本會年中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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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鎮忠校長紀念獎學金

香港培英中學最近設立了[黄鎮忠校長紀念獎學金] 基金, 以鼓勵成績進步的香港培英
中學學子. 基金由黄鎮忠太太將 “黄鎮忠校長追思會”上所得款項撥入, 黄公子及香港
培英校董會亦投欵資助, 並希請各位海外校友，發揚白綠精神, 不遺餘力，解囊玉成此盛
事， 捐款支票請寄下址： 抬頭為” 香港培英中學” 或 ” The Pui Ying Moddle School 
of Hong Kong” , 並加註”黄鎮忠校長紀念獎學金”.支票請寄往 [ 香港薄扶林華富道 55 
號  香港培英中學]

Pui Ying Secondary School      
55 Wah Fu Road,  Pokfulam,

HONG KONG
捐款數目不論多寡, 一律發還收據.
白綠兒女, 四海一家, 特此呼籲.
**
本地校友捐助者，可以寄或交給安省培英校友會,累齊一起代轉交培英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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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栁勤榮伉儷訪問北美四市

洛杉磯篇       林觀華

培英中學自校祖那夏禮創建今137年, 記得
有位前輩說: 「培英源於花埭, 建基香港, 放
眼世界. 」向來以白綠一家為口號, 誰料在
2015初, 香港培英中學發生了一場令人難以置
信的官司訴訟, 海外的校友們感到莫名奇妙?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伉儷訪南加州
培英佈四海，飛雁歲南歸。香港培英校友會柳

勤榮主席伉儷代表香港培英校友會於本年9月4日及7
日兩天親臨訪問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本會榮幸
有機會兩度宴請柳主席伉儷共進晚餐，亦於日間時
間前往本會會所參觀及拍照留念，同時感謝柳主席
熱情捐贈壹仟美元及代李偉庭主席所帶來另壹仟美
元之捐贈，作為本會經費之用。

席間柳主席報導有關校友會與港培校方推動及
提高港培學生成績和收生效果之整體配合工作與成
效，以及有關港培之近況。至於問及近來港培校董
會內部發生訴訟事件，柳主席回答因他本人雖剛兼
校董一職，惟今次並非代表校董會身份來訪，且因
剛剛上任，對事情真相未盡了解，不便代表校董會
發表任何意見，但席間他亦暢談其本人對該事情之
觀感和立場。

吾等一向對培英體系尤其對港培關注甚殷，但
在訴訟事情上是屬局外之人，不便亦不欲發表任何
評論及意見。雖已從各方聽到很多不同的聲音，但

加上香港培英中學從巴炳頓道遷移到華富村, 
學校成績及入學就讀人數, 每況愈下. 為此, 
現任香港培英校友會栁勤榮主席伉儷, 出錢出
力, 不辭勞苦, 風塵僕僕, 在不足兩週時間,作
一次北美巡迴探訪四大城市的校友會. 他這種
為培英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吾等各人均異口同聲，認為所有培英兒女都是等同
一家親人，縱不屬同一所分校，但無論如何，大家
亦同是培英校友，絕不應亦不宜對薄公堂，免致有
損兄弟之情及校譽。同時認為凡事應和睦共處，縱
然道有不同，倘宗旨目標一致者，亦能相為謀。大
家目的均想辦好港培，誰去主導，誰當主席，並非
重要，只要心在培英，心在港培，能全力以赴者則
足矣。因此，希望各方盡快停止紛爭訴訟，免致勞
民傷財，大家應齊心共謀良策，挽救及辦好港培為
盼！

本人於今年五月下旬曾代表本會回港探訪港
培，拜會了校董會及校友會正副主席及各師長前
輩，並帶同由本會捐出之壹仟美圓，作為學生獎助
學金之用。而兩校友會經今次之互訪，不但增進友
誼，且對日後如何改善港培，獲益良多。白綠和
諧，乃培英之福！

美國南加州培英校友會
會長 林觀華(香港70德社) 

     2016年9月25日

朱樹芬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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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篇 - 歡迎來自遠方的客人         美西培英校友會     黃貴云

三藩市人傑地靈，經常迎來各方客人。2016
年9月6日，香港培英校友會的柳勤榮主席伉儷蒞臨
美西培英校友會，希望加強兩會的聯繫。接到消息
後，戴笑蓮會長通知了所有顧問職員們。遵照校友
會一貫接待外地校友的傳統，她組織校友們在校友
會内與貴客相見。柳勤榮主席伉儷到達校友會時，
戴會長向他們介紹了各位校友，談了美西培英校
友會和會址的歷史，再閑話家常。時近中秋，黃貴
雲顧問還特意自製冰皮月餅來與大家分享。然後校
友們按照美西培英校友會的傳統，以羅漢請觀音的
形式在半島海鮮酒家設宴招待柳勤榮主席伉儷。參
加的校友有戴笑蓮會長，朱巧儀副會長，彭浩顧問
伉儷，羅穎顧問，黎炳潮顧問，黃貴雲顧問，朱翠
霞，胡暢娛，吳均衍，潘淑芬，譚
月蓮伉儷，葉穎慈，謝寳鈿，黃建
之。席間，柳勤榮主席拿出兩個信
封對校友們說，信封裏是他自己捐
贈一千美元，並代表李偉庭校董捐
贈一千美元給美西培英校友會作日
常活動經費。戴笑蓮會長和朱巧儀
副會長代表校友會接受了兩個内裝
千元的信封。戴笑蓮會長致詞歡迎
柳勤榮主席伉儷，謝謝他和李偉庭
校董對美西培英校友會的闗心和支
持，希望通過此次交流，加強兩會
的聯繫。柳勤榮主席致詞時談及香

港培英校友會對
香港培英中學學
生的幫助，希望
能幫忙提高香港
培英中學整體的
成績。他希望團
結校友，也希望
與美西培英校友
會有更緊密的聯
繫。最後大家還
合照留念。

紐 約篇        李麗娜

九月份的紐約，天氣還是很炎熱。培英校董兼
香港培英校友會會長柳勤榮伉儷頂著炎熱的天氣，
前來紐約訪問我們紐約培英校友會。同時，萬分
感謝，柳董事慷慨解囊，捐贈壹仟美元給我們校友
會，作為校友會經費之用，也代李偉庭主席捐贈另
壹仟美元給我們，也是作為校友會經費之用。

這一次能與柳董事伉儷一起暢談，我們有二十
多個校友出席。有廣州培英校友，香港培英校友，
和臺山培英校友。大家沒有區域之分，也沒有不同
學校之分，皆因我們遵循校祖的教訓，培英校友，
白緑一家親。

在晚宴上，大家關心如何挽救香港培英中學，
如何提高學校的收生率，以及學生的成績，等等。
切莫讓培英之名譽蒙上污點。

席間，我們也表示，不贊同培英兄弟之間打官
司。畢竟，這是勞民傷財之事，也是鬧不團結。兄
弟之間，撕裂臉，鬧上法庭，還可以講白緑一家親
嗎？把打官司的錢，用到搞好培英中學上面去，還
可以起到更大作用。

我們一致認為，校董們能坐下來，齊心共謀良
策，搞好團結，辦好香港培英中學。這是我們全體
校友們所希望的。

名利是浮雲，培英校友們，團結一致，為辦好
香港培英中學而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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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篇     瞻前顧後  ---  '54 憲社   陳煜坤

香港培英校友會現屆會長之一席話     
    本年九月十一日柳勤榮會長自香港不遠萬

里而來，蒞臨多倫多，與本地校友作一夕話，共賦
五小時四十五分之長談。夜短話長，酒樓打烊，言
猶未罄，零晨過後始悵然而散。時值農曆八月十一
日，中秋佳節在即，多城初秋，正常之日均最高溫
度約界攝氏二十度，應是秋高氣爽的清涼季節，然
而當日室溫悶熱，令人坐立不安。

    是日也，會長讌請校友到列治文山市黃金
閣酒樓相敍，筵開兩桌，席間柳會長詳述年來母校
經歷之風雨，校董遭興訟，致對薄公庭；沙田培英
計劃與香港培英分道揚鑣。烏雲蓋月，不知何日雲
開見月明。

    當晚柳會長聲嘶力竭，疾呼校友捐款，為
在校成績未符理想的同學，於課外請老師補習，藉
補不逮。拔苗助長，豈能育樹。

近年母校入學人數逐年下滑，因是故，曾經一
度險遭殺校之厄運。彼呼籲校友戮力介紹親朋子弟
入讀母校，藉舒母校燃眉之急。

    有鑒於香港乃一國際商業及金融中心，貿
易以英語為重，席間有提議母校轉為英文書院，改
轅易轍，冀可扭轉乾坤。

我們應反躬自問，母校於半世紀前，曾列港
島私立中文名校，作育英才，有口皆碑。校友頭角
崢嶸，貢獻社會，造福人群，不勝枚舉。建設新校
舍伊始，校務蒸蒸日上，校譽更隆，學子慕名而來
者眾，入讀之人數劇增。緣學校舊址交通便利，生
源充沛，兼且鳥語花香，乃藏修息遊勝地。及至遽
爾遷校，輕教育而重言商，時移境遷，學生聞而卻
步，裹足不前，學生日少一日，趨於枯竭，旺財而
不旺丁，魚與熊掌難以兼得。

    遷校以來，校業日趨式微，校譽狼藉，街
知巷聞，為校友者，能不惋惜嗟嘆！冰封三尺，非
一日之寒。母校泥濘深陷，難以自拔，豈無辜負溫

金銘校長建校之苦心孤詣，亦無以對當年曾經為建
校而出錢出力之校友與師生及心同一意之社會熱心
人士。

    次日，本地校友設宴萬錦市金爵豪宴，與
柳會長伉儷話別，答謝他不辭勞苦拔踄，為校友會
出錢出力，為母校出謀獻策。祝他如願以償，心想
事成。

我們身為培英校友, 很多是旅居海外, 對母校近一二十年的變化都不大清楚, 首先要向一些海外老校
友們分析清楚, 今日培英中學國內與香港培英中學是不同, 國內廣州, 江門及台山各的培英中學, 他們行政
及一切人事調動都是人民政府教育部執行, 國內所有培英中學都一一易名; 香港培英中學 於1951年, 溫金
銘校長以香港私立培英中學, 登記註冊為「香港培英中學有限公司」.( 即現在香港培英) , 香港培英遂成
為培英體系的總基地. 上世紀八十年代前, 培英中學是一所有名的中文學校, 有良好藏修息遊的好環境尤其
是60年代建設新校舍, 每級都有十多班 , 生源充沛, 何以突然遷校? 是否輕視教育而重商? 學生人數一日
不如一日, 而陷入殺校困境. 柳勤榮主席是一位有幹勁的主席, 希望主理校政的董事們能安靜地坐下來, 共
商良策, 把香港培英中學辦好, 以慰那公夏禮在天之靈,  啊們。

結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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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慶培英137週年校慶暨春宴
文：吳曼霞
圖：黃鐡鎰
4/26/2016紐英倫培英校友及嘉賓在波士頓華

埠“帝苑大酒樓”歡度137週年校慶暨春宴，筵開伍
席，校友及嘉賓談笑風生，喜慶歡樂。

宴會開始，播校歌。繼而由會長吳曼霞致開幕
詞，代表校友會歡迎大家參加培英137週年校慶和猴
年春宴，感謝各位鼎力支持才有今天的盛會，並特
別頌讚及深感自豪于培英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名校，
培養了大批人才，遍佈世界各地，爲社會作出了不
少的貢獻。繼而由名譽會長丘雲達講話。今天的司
儀是黃納斯和鄧穎欣。

精彩的文藝節目和豐富的禮品抽獎穿插進行，
到會者每人一封“利是”，皆大歡喜。

職員們合唱“新年好”拉開了精彩文藝節目的
帷幕：首先由陳日華學長朗誦詩，繼而由波士頓鄉
土舞蹈團表演精彩的舞蹈：由黃嘉寶、黃嘉慧、朱
漢娜三人跳“傣家小妺”及鄧穎欣獨舞“驚鴻舞”
。優美的舞姿，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神韻，獲得不少
掌聲和稱贊。學友譚瑞乾、陳策生、劉永佳、陳素
儀的獨唱，以及梁小娟与吳曼霞的合唱“杜鹃花”
，將晚會逐漸推向高潮。更有陳晶年嘉賓表演的“
雙劍舞”，王美校友的獨舞給校友和嘉寶留下了深
刻印象。

豐盛的晚餐，豐富的抽獎獎品，眾人其樂融
融，陣陣歡聲笑語迴蕩于現場。

最后由副會長梁小娟致謝詞。多謝贊助禮金和
禮物的校友及嘉賓，芳名爲：黃官羨、梁家蔚、潘
熙強、譚翠燕、陳杏美、波士頓鄉土舞蹈團、丘雲
達夫婦、譚健章。

宴會最后程序爲切生日蛋糕並大合照。在一片
祥和氣氛中結束宴會，予會人士互祝猴年快樂、身
體健康、家庭幸福。

紐英倫培英校友會“魚餐”茶聚
8/27/2016紐英倫培英校友會茶聚在波士頓華

埠“帝苑大酒樓”舉行。此間校友劉永佳學兄帶來
自釣的兩條“司啤魚”給校友品嘗，爲此次聚會增
添了無限樂趣！聚會得到“帝苑大酒樓”老闆黃官
羨先生支持，他親自到廚房破例爲我們加工此兩條
鮮魚！

校友們聞味已垂涎，邊品嘗鮮味的魚，邊稱讚
不已。多謝學兄的一片心意。最后以合照留念。

附：丘雲達學兄打油詩一首：
培英茶聚日，敘舊兼問安。
佳哥釣魚樂，釣來兩尾鮮。
加工靠帝苑，清蒸鮮石斑。
聞味已垂涎，品嘗心更甜。
學長一片心，白綠硯情連。 伍梓培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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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秋遊，定於十月一日(星期六) 舉
行，目的地是距離多倫多約兩個多小時車程的 Owen 
Sound (愛運生) ，籌辦期間因租車有困難，因為每
年九月中至十月中是秋遊旺季，多倫多的旅遊車大
部份都被租出，最後得到渥太華那邊黃春和協助，
才能找到車輛。團費每位收$40.- 多謝校友們的踴
躍支持，尤其是新任公關李素珠拉動下，參加名額
很快滿座。另一位要多謝的委員馮漢強，事先前往
目的地探索資料及編排車行時間，定下觀賞景點，
勞心勞力，謝謝他。

是日早上，天色陰暗而有毛毛細雨，七時四十
五分旅遊車抵達馮漢強公司前，團友們亦十分合昨
準時到達，八時一刻，另一登車處團友亦集一起。
由錫蘭裔任司機，準時出發向目的地前進，途中於
車上派給團友們麵包及樽裝水作早餐享用。雖然天
氣欠佳，沿途亦能欣賞小城鎮的風光和楓景，在
財爺及會長向各團友收取團費時，黃  創在咪上宣
佈，植會長今天牛一，於是大家齊唱生日歌祝賀。
將近十點，車停泊於公路旁的休息站，讓團友下車
輕鬆輕鬆。十時四十五分到達Owen Sound旅遊局索

OWEN SOUND 愛運生 觀三文魚回游賞楓瀑布團

取該地觀光資料；臨時更換行程，先往Mill Dam，
適逢今年Owen Sound(愛運生) 三文魚慶典同日在此
舉行，我們躬逢其盛，享用地道三文魚美食之餘，
各團友分別不同味道製作的三文魚，團友亦贊助他
們一些捐助，參觀安省一條設立給三文魚跳躍梯級
往上游產卵的水壩，每年九月十月都可以觀看到這
自然情景，可惜我們只能見到少許三文魚而已！

下午一點半，才開往Harrison Park (夏理遜
公園) ，公園面積龐大，巨樹參天，小橋流水優閒
漫步，溪澗亦可見回游產卵的三文魚，又步行去觀
賞 Weave’s Creek 瀑布。天色陰暗，楓葉只稍微
變色。公園內設有室內室外餐廳，團友部份在室內
享用，很多是自帶來的在野餐桌上三五知己，一邊
吃一邊拍照，各適其適。在這優美環境，我們停留
了兩個小時活動，時近黃昏，在Meaford小鎮的燈柱
或屋簷已有鬼王節的佈置，各種形像用布製成的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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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WEN SOUND 愛運生 觀三文魚回游賞楓瀑布團

娃娃各種姿勢掛在柱上，十分有趣，各團友要求下
車去拍攝留念。

回程在藍山附近的路上，天色昏暗，下著毛毛
雨，更遇到一位慢郎中，在前行駛速度奇慢，影響
了我們的回程時間，回到多倫多已是晚上八點多，
部份團友又相約一起晚飯。在歡樂氣氛中完結了今
次秋遊。

3

從小就知道中國西北地區缺水，那是在小學上
地理課時獲得的信息，實際上的缺水境況如何？未
有直接感受。上世紀七○年代中期，因工作調動來
到了西北黃土高原，做了幾年「西北人」，才真正
直面西北地區令人驚訝的缺水生活。

那個地方的海拔高度大都接近兩千米，還算是
條件較好的城市郊區，但初踏此地映入眼簾的景況
還是令我吃驚。春寒料峭，周圍的天地灰濛濛的，
山頭都是光禿禿的土褐色，平地的植被極少，更看
不到任何與水有關的河、湖、溝、泊。村裡的人身
上似乎都積澱著經久未洗的塵垢，乾裂的嘴唇，黝
黑粗糙的皮膚，以及被颳風時漫天捲起褐灰色沙
塵嗆到的種種情景，這一切告訴我，這裡真的很缺
水。

這讓我想起臨行前聽到有關此地缺水的描述：
「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我是
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河川湖海裡「泡」大的，從
未感知過缺水的滋味，我意識到面對的生活環境將
意味著什麼。

剛開始覺得我們單位內部生活用水保障還好，
有一口百多米深的機井，然後把井水抽到水塔裡，
日常用水無憂。但後來用著用著就常常出現井水乾
涸而斷供現象，這時候只能用水車到很遠的地方拉
水救急，水車供水，杯水車薪，為此常常爭水爭得
熱鬧，常眼巴巴地目送水車出發，然後端著臉盆拎
著水桶焦急地等待水車歸來，再端著盆子叫罵著跟
在水車後面狂追。

因為年降雨量不足一百毫米，僅相當於南方的
一場降雨量，又抽取過度而造成水位下降，井裡常
抽不到水，所以總端著盆子狂追運水車的尷尬情景
差不多成為常態，成為一道備受揶揄的風景線。

可老天爺太吝嗇徒歎奈何？只好向深度進軍，
將水井向下挖掘到二百多米後，供水方又回復到
正常；但一、兩年之後，便又故態復萌，後來一不
做、二不休挖到三百多米深，才終有了一勞永逸的
效果。可以設想，挖成三百多米的井深，資金投入
的天文數字可想而知。

當地老百姓的缺水窘境，更是帶給我心靈難平
的衝擊，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打深水井，只能靠天的
恩賜下雨解難。

我注意到，每個村子的兩頭都挖有一個大坑，
夏季儲雨水，冬天儲雪水，每逢下雪後，全村男女
老少齊出動，把雪掃到土坑裡化水，土坑裡的水便
是村民生活用水及牲畜飲用水的唯一來源。

至於水乾不乾淨，已無從選擇；即便這樣，村
民們也是惜水如金，舀上一瓢水來，其用途幾成固
定程序：先洗臉，再洗衣，洗完腳後澆莊稼。

非但如此，日常伙食裡也吃不上青菜，一來因
為缺水難種植，二來洗菜太費水，故村裡的人根本
就沒有吃青菜的習慣。主食更是見證了水的寶貴，
平時寧可吃炒麵粉，就是用舌頭舔著吃，也不捨得
費水將麵粉加工成別的花樣，或是將高粱、玉米麵
烙成厚厚的大餅，摞放在廚櫃上，十天半個月都不
用做飯，誰餓了就去揪一塊，就著鹹菜疙瘩胡亂咬
上幾口，就算是吃飯了。

反正這裡氣候乾燥，無須擔心南方那樣的蟲
蟻和黴變。從小在南方吃白米飯長大的我，驚異地
發現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吃飯法」，不免感慨萬
端。

水的制約體現在各方面。記得第一次與同事到
附近村民家作客，主人特地為我們燒了一壺開水，
倒水前，主人很誇張地用手指頭抻著衣袖在水杯裡
面轉一下，以示杯子已「擦」乾淨，可省下涮杯子
的水。

當時的情形真讓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看到主人
那髒兮兮的衣袖口，不知有多長時間沒洗了，那個
倒胃口的揩杯子動作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當時出於好奇，我曾以調侃的口吻問過當地的
朋友怎麼解決洗澡問題，誰知每每問到，對方總是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地說，這裡乾爽不出汗，不用
怎麼洗澡。

後來我覺得這樣問實在有點多餘，看看他們的
「膚色」早就有了答案。即使我們條件相對較好，
不也十天半個月才洗澡一次？何況是村民！

因為我的人生有過這樣一段缺水的生活體驗，
故在以後的人生歷程中，對水有著別樣的敏感，
知道人類世界其實早已潛伏著缺水危機的威脅，以
至後來有了世界環境日「水——二十億人生命之所
繫」的主題，由此獲悉目前全世界竟有二十億人面
臨缺水的嚴峻形勢。

所以這些年來，不論到了哪裡，我都堅持克己
守儉節約用水，並且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家人及周遭
友人。

  這絕非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地球上留給我
們的生活用水，確實不多了。

難忘缺水經歷   71'台基  彭國華 

校友來稿

3

從小就知道中國西北地區缺水，那是在小學上
地理課時獲得的信息，實際上的缺水境況如何？未
有直接感受。上世紀七○年代中期，因工作調動來
到了西北黃土高原，做了幾年「西北人」，才真正
直面西北地區令人驚訝的缺水生活。

那個地方的海拔高度大都接近兩千米，還算是
條件較好的城市郊區，但初踏此地映入眼簾的景況
還是令我吃驚。春寒料峭，周圍的天地灰濛濛的，
山頭都是光禿禿的土褐色，平地的植被極少，更看
不到任何與水有關的河、湖、溝、泊。村裡的人身
上似乎都積澱著經久未洗的塵垢，乾裂的嘴唇，黝
黑粗糙的皮膚，以及被颳風時漫天捲起褐灰色沙
塵嗆到的種種情景，這一切告訴我，這裡真的很缺
水。

這讓我想起臨行前聽到有關此地缺水的描述：
「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我是
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河川湖海裡「泡」大的，從
未感知過缺水的滋味，我意識到面對的生活環境將
意味著什麼。

剛開始覺得我們單位內部生活用水保障還好，
有一口百多米深的機井，然後把井水抽到水塔裡，
日常用水無憂。但後來用著用著就常常出現井水乾
涸而斷供現象，這時候只能用水車到很遠的地方拉
水救急，水車供水，杯水車薪，為此常常爭水爭得
熱鬧，常眼巴巴地目送水車出發，然後端著臉盆拎
著水桶焦急地等待水車歸來，再端著盆子叫罵著跟
在水車後面狂追。

因為年降雨量不足一百毫米，僅相當於南方的
一場降雨量，又抽取過度而造成水位下降，井裡常
抽不到水，所以總端著盆子狂追運水車的尷尬情景
差不多成為常態，成為一道備受揶揄的風景線。

可老天爺太吝嗇徒歎奈何？只好向深度進軍，
將水井向下挖掘到二百多米後，供水方又回復到
正常；但一、兩年之後，便又故態復萌，後來一不
做、二不休挖到三百多米深，才終有了一勞永逸的
效果。可以設想，挖成三百多米的井深，資金投入
的天文數字可想而知。

當地老百姓的缺水窘境，更是帶給我心靈難平
的衝擊，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打深水井，只能靠天的
恩賜下雨解難。

我注意到，每個村子的兩頭都挖有一個大坑，
夏季儲雨水，冬天儲雪水，每逢下雪後，全村男女
老少齊出動，把雪掃到土坑裡化水，土坑裡的水便
是村民生活用水及牲畜飲用水的唯一來源。

至於水乾不乾淨，已無從選擇；即便這樣，村
民們也是惜水如金，舀上一瓢水來，其用途幾成固
定程序：先洗臉，再洗衣，洗完腳後澆莊稼。

非但如此，日常伙食裡也吃不上青菜，一來因
為缺水難種植，二來洗菜太費水，故村裡的人根本
就沒有吃青菜的習慣。主食更是見證了水的寶貴，
平時寧可吃炒麵粉，就是用舌頭舔著吃，也不捨得
費水將麵粉加工成別的花樣，或是將高粱、玉米麵
烙成厚厚的大餅，摞放在廚櫃上，十天半個月都不
用做飯，誰餓了就去揪一塊，就著鹹菜疙瘩胡亂咬
上幾口，就算是吃飯了。

反正這裡氣候乾燥，無須擔心南方那樣的蟲
蟻和黴變。從小在南方吃白米飯長大的我，驚異地
發現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吃飯法」，不免感慨萬
端。

水的制約體現在各方面。記得第一次與同事到
附近村民家作客，主人特地為我們燒了一壺開水，
倒水前，主人很誇張地用手指頭抻著衣袖在水杯裡
面轉一下，以示杯子已「擦」乾淨，可省下涮杯子
的水。

當時的情形真讓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看到主人
那髒兮兮的衣袖口，不知有多長時間沒洗了，那個
倒胃口的揩杯子動作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

當時出於好奇，我曾以調侃的口吻問過當地的
朋友怎麼解決洗澡問題，誰知每每問到，對方總是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地說，這裡乾爽不出汗，不用
怎麼洗澡。

後來我覺得這樣問實在有點多餘，看看他們的
「膚色」早就有了答案。即使我們條件相對較好，
不也十天半個月才洗澡一次？何況是村民！

因為我的人生有過這樣一段缺水的生活體驗，
故在以後的人生歷程中，對水有著別樣的敏感，
知道人類世界其實早已潛伏著缺水危機的威脅，以
至後來有了世界環境日「水——二十億人生命之所
繫」的主題，由此獲悉目前全世界竟有二十億人面
臨缺水的嚴峻形勢。

所以這些年來，不論到了哪裡，我都堅持克己
守儉節約用水，並且以自己的言行影響家人及周遭
友人。

  這絕非危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地球上留給我
們的生活用水，確實不多了。

難忘缺水經歷   71'台基  彭國華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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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活動

 燒烤同樂日
夏日燒烤是校友會每年第三項活動,所以每

年元旦第二日, 便要到市政府康樂休閒署申請
租借場地, 這項工作是肥杰包辦, 較好的場地
與日期,若不及時申領活動執照, 每每望門興嘆
了. 

今年仍在過去幾年的地方, 湯遜記念公園
( Thomson Memorial Park ) 是首選, 環境優
美, 有廣大涼亭及檯椅, 交通方便, 大量停車
位. 由於多年來選購物料及其他準備工作黃創
有經驗, 此一重任大家推舉他繼續負責; 其他

委員亦分工合作採購其他食品, 燒烤物料及工
具, 一切安排妥當. 加上今年買入兩個小石油
氣燒烤爐, 工作十分暢順. 新任康樂組陳菊雯
為了吸引多些人參加, 她個人贊助中型燒豬一
隻及許多遊戲抽獎禮物; 同時她當年在西關同
學謝榮由BC省維多利亞市東來, 於是她一起共
邀請了十四人. 場面熱鬧; 為了配合謝榮的要
求, 難得陳尚賢答允以結他伴奏, 並帶同因健
康遺和久未露面的太太馬淑華一起出席, 大家
對她歡欣慰問.

是日天氣和暖, 藍天白雲, 天公造美. 委
員及早到的校友, 自動請纓幫助一切工作; 熱
心校友馮漢強亦一如以往, 贊助各種海鮮, 如
三文魚, 帶子, 魚旦及大蝦, 還有些校友如鄺
清荷自製蛋撻, 侯倩儀帶來香脆請的曲奇餅, 
食物豐富, 大家一致認為超值.

享用美食之時, 陳菊雯介紹謝榮與大家認
識, 並請他即時獻唱名歌「綠島小夜曲」, 及
其他歌曲三數首; 之後, 台山校友李素珠等幾
位合唱「萬水千山總是情」及「月亮代表我的
心」. 猜謎抽獎等等活動. 分享甜蜜西瓜後, 
大家齊集合照留念, 各人感到有個愉快的一天, 
希望明年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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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曼霞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李素珠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麥萬華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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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和梁得靈老師遺詩幾首    '48 栛社  陳日華

十多年前，承溫哥華李上鶯學姐寄來梁得靈老師遺作之<詩詞篇>，拜讀再三，感慨萬
千，本擬敬和幾首，以慰老師之靈，後因遷居，藏書凌亂；<詩詞篇>幾經尋覓不果。很無
奈，幸而近日整理書籍，竟發現<詩詞篇>夾於千家詩集裡，真是如獲至寶。梁老師堪稱音
樂藝術名家，今又冠以名詩人，亦當之無愧，謹撿幾首敬和，以伸雅懷！

梁老師遺詩(簡稱遺詩，下同) 被劃右派，禍及妻兒，兒子不能進入公立學校，他能彈
鋼琴，但不得演出，他莫名其妙被稱為” 黑七類  ”，做爸的我含淚寫下：

昔年輕唱搖籃曲，喜見成長才藝多。
如今無端遭白眼，兒兮兒兮奈若何！
和詩，步原韻：
初中畢業唱驪歌，插隊山村蟲虱多！
接受貧農再教育，兩餐不保奈其何？  
遺詩： 1970年，梁展望冒死泅海到港，考進香港培英中學，高中畢業獲第一名，我有

感而自和上面那首詩： 
萬重山外唱凱歌，波光帆影奇景多，
如今航舵操在手，敢笑驚濤奈我何！
和詩，步原韻
駭浪伴兒奏凱歌，花旗父老喜吟哦。
長春籐校程萬里，膝下依親笑語和。      
遺詩：  1949 年廣州解放，我參加市人大，跟住受任為「華南文聯」音樂部長，音協

主席，并受命籌備音校(星海音院前身) ，這期間太忙沒空寫了；57年被劃右派，感想很
多。

1.贈婉德 (註)
卿遇我時如稚子，心境如畫意若詩。
幾許淒風吹幻夢，如金倍覺兩相依！
註：婉德是梁老師夫人，培英高中時與我同班。1981年我移民美國，栛社部份同 
學為我餞行，她亦專程來告別。
和詩，步原韻：
樂壇拔草一名師，琴韻和聲唱聖詩。
聖母於今難自保，廟堂佛祖也無依。   
2.徹悟
世情徹悟日，白髮已蒼蒼。往事成渺渺，來日也茫茫，
老來唯默默，當年何妄妄。劫後餘生短，人事盡滄桑。
和詩：
世事幻如夢，醒來白髮蒼。小資包袱重，前景也茫茫。
不作愧心事，敲門夜亦慌。花旗團聚樂，回首話滄桑。
遺詩：1967年在「牛棚」過生日，好不寂寞傷神。
   寂寞寒窗度生日，凝望長空淚滿衿。
   半生吞下一杯酒，酸甜苦辣味難分。
   我欲高歌嗓無力，我欲鼓琴弦失音；
   悠悠歲月崎嶇路，暫且閉目暫養神。
和詩，步原韻：
   悲哉斗室度生辰，我亦牛房惡夢坤。
   夜夜思家對明月，輾轉反側更愁云；
   豬官飼養可寧靜，採購擔抬練脈筋。
   子曰禍兮福所倚，花旗卅載自由身。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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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前任公關譚健南伉儷千金於今年八月
六日出閣, 他們夫婦交遊廣, 親朋好友

從各處到來道賀飲喜酒, 是日喜宴於鴻福
大酒樓全廳, 健南兄是台山校友, 本會台

山校友出席者衆. 一對新人郎才女貌, 祝
賀新人百年好合, 同偕白首, 早生貴子.

☆  李郭秋雲老師,6/70年代曾任教於香港培英, 一些  
65至71的校友們曾是她的門生, 當年任教國語及公民科, 
他的一把京子腔十分悅耳, 2001年基社同學晉升珠禧元
老時, 她有回港參加. 今年八月二十日，在亞拉廚房與
培英及嶺英同學共慶祝104歲生日，老師仍然精神奕奕, 
並親派利是與眾人. 本來今次晚會她有意出席, 但各人
認為她年事高, 又要在場三小時, 責任重大而婉拒了她
的盛意.

☆  校友報導本會李堅崇前主席，八月份在紫京盛宴酒
樓慶祝八十大壽宴，筵開二十餘席，場面十分熱鬧，培
英校友亦有一席到賀云。

☆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伉儷到訪多倫多,歡迎
晚宴亦已於六月七日假座豪門宴舉行.張瑞芳顧問,兩位
前會長及全部委員都踴躍出席.柳主席在席間詳細講述
了母校的近況及處境,希望海外校友了解及支持.

柳勤榮主席在歡迎晚宴後, 他慷慨捐贈本會壹仟
元, 同時他亦代表熊翰章博士及李偉庭董事主席各捐贈
本會壹仟元, 作日常經費.

☆  42年雄社校友梁時英，以前校友會的活動，他夫婦
兩人常常出席，自從患了柏金遜病，便少有出席，今年
四月，幸得遷入孟常護理院後，得到該院的物理治療，
現已能站立，扶住輪椅可以步行；梁太近日自己亦出席
校友會活動。

白綠楓訊簡訊     [2016年5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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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年穎社50載金禧紀念活動甚多；其中有66頴社金
禧旅行團，前往山西省觀光，參加社友幾近百位，旅行
團有附二圖合照。

☆  66頴社李庭溪伉儷到訪多倫多，旅居本埠社友陳國
漢、馮漢強、黃禮歐…等設宴歡聚。陳國漢夫婦及梁乃
浩夫婦與李庭溪伉儷一起遊天騖湖。

☆  67駝社社友楊美珍從泰國到多倫多，謝紅芳社友亦
專程由美國前來，畢業離校已近50年，再重聚於多倫
多，社友亦有十多位出席歡宴於雅景豪苑。

☆  謝紅芳校友到多倫多會友後，返美回家途中，順道
前往克里夫蘭市，探望居於老人院前培英校長李 權，他
已年近百歲，精神奕奕，記性尤佳云。

鄭忠文校友
致意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白綠楓訊簡訊     [2016年5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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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道校友會於十一月五日(星期六) 假座雅
景豪苑舉辦周年晚會，本會有九位委員出席，
場面十分熱鬧；有益智遊戲, 卡拉OK, 抽獎, 
本會代表們十分幸運, 幾乎人人中獎, 三份大
獎中馮國光中二獎, 黃 創亦獲三獎. 黃安法在
尋寶遊戲中尋到美金七大元皆大歡喜. 至十時
許, 大家齊唱香港當年懷舊歌曲, 她們的委員
與友校代表齊合照留念. 

10

歐遊隨筆               73’安社  植祥堅

校友來稿

白綠楓訊簡訊     [2016年5月至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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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我總對父親特立獨行的生活軌跡頗感費
解，對其屢屢「走下坡路」的生活選擇甚感詫異，因為
我從小就知道，父親放棄了很多人生中的難得良機，從
輝煌都市一步步往回走，最終回到生養他的故鄉大地，
鄉人對父親的作為大惑不解，也因此常被母親奚落為「
傻」人。

爺爺很早就到了美國，身為獨子的父親按理也可以
來美，儘管當時身處一窮二白的環境，但父親從未萌生
過到美國的念頭，甚至每每有人提起，他會大聲加以拒
絕。

早年父親從家鄉台山遠赴香港求學，身處窮困潦倒
的年代，一個農家孩子到了花花世界，可謂竄升的人生
前途，令祖祖輩輩活在窮鄉僻壤的家人無限自豪，令鄉
人仰慕不已。

正當家人滿懷希冀他從此脫離苦海躍入人生輝煌殿
堂時，豈料學業已成的父親居然「不識時務」的回到家
鄉，甚至在香港期間結識的一位家世不錯的俏姑娘鍾情
於他，他也在所不惜而毅然決然地拒絕了她，拒絕了香
港，回到了離家不遠的省城廣州。

廣州雖不及香港繁華，但畢竟也是遐邇聞名的省
城，是鄉人趨之若鶩的大城市，父親要在廣州繼續未完
的學業，家人也以為他既然放棄了香港，廣州應是將來
安家立業的理想之地。

多少人踮腳張望，多少人翹首待盼，寄語美好的
華南大都市廣州，可路在父親的腳下，茫茫前路邁向何
方，那不是以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何況父親向來固執
倔強，誰也無法左右他既定的意向。

廣州中師畢業後，父親卻在眾人不解的歎息中，義
無反顧回到故鄉台山，讓對他寄予厚望的人們一再大跌
眼鏡。

回到家鄉的父親不久成了一名小學教師。之後，命
運之神似要再次試探父親的「定力」。

他意外獲得廣州華南師範學院深造的機會，學成之
後，同學親友無不苦口婆心規勸他，這次說什麼也不能
在離開廣州了。

解放初期的一個師範大學生，炙手可熱的「香餑
餑」，他所面對的一個是閉塞落後的農村小縣，一個是
繁華熱鬧魅力四射的省城，何去何從，還用想嗎？

可父親壓根兒就從未想過留在省城，命運之神的兩
次光顧最終也沒有打動他，回到縣城的中學任教不久，
因教育分布的需要，父親所在的學校整體搬遷到遠離家
鄉近百公里的偏遠農村小鎮，他的很多同事因此而叫苦
不堪。但父親不僅毫無怨言，反而如魚得水般一頭紮

讀懂父親     鐘鳴

進那個地處偏僻荒涼的學校新址，在那裡一幹就是幾十
年，期間眼見一個個同事都以種種理由調走了，或回城
或改行，而他仍像個堡壘似的巋然不動

至臨近退休前些年，上級部門主動為他辦好了調動
回縣城一所中學的手續。不料當他知道這一切後，卻不
為所動，最後只淡淡的對領導說了句：「想回縣城工作
的同事很多，還是把這個機會讓給更需要的其他人吧！
」

母親和我們幾個做子女的知道後，一度非常不解而
扼腕長歎，因為父親自結婚以來，一直遠離母親和我們
孩子幾個，一年也見不了幾次面，所以，父親在我們的
心目中顯得很陌生，尤其是一次次放棄人們趨之若鶩、
充滿誘惑的人生驛站，美國不去，香港不待，廣州不
爽，縣城無意，連文革初期學校推選他作為師生代表之
一到北京天安門見毛澤東主席，他竟也把這千載難逢的
機會也讓給他人。

我哪裡知道，父親拒絕去美國，是因為早在上世紀
二○年代中期，爺爺因生活所迫遠涉重洋去了美國後，
途中歷盡劫難而病魔纏身，抵美後長達二十年而有家不
能回。

險些成了遺腹子的父親，一直為此備感壓抑唏噓，
此後不管走到哪裡，總是深深記住故鄉的母親，最後回
到老家經人介紹，娶了後來成為我母親的鄉下女子為
妻，過著最原始、也是他熟悉心安的農村生活。

他長期甘於固守在離家遙遠的偏僻小鎮，是因為更
容易買到便宜的糧食及海產，以幫助母親一同支撐那個
艱難的家。

我作為家裡的長子，算是父親身邊最親近的人，在
很長的時間裡，卻對父親所做的一切大惑不解，甚至哀
怨，我為一直沒有讀懂父親而糾結甚至羞赧。

直到六十歲父親退休，他才樂呵呵地回到鄉下的老
屋裡，才真正地與母親廝守在一起。

年輕的時候就沒打算遠走高飛，年老了便徹底地回
到故鄉的土地，早晚自在地看日出日落，每天早上騎車
去墟鎮裡買菜，回來與母親一起下廚做飯。

菸癮來了，就把著那油亮油亮的竹製水菸筒「咕咚
咕咚」地抽個夠。偶爾逗逗灶膛邊的貓咪、狗狗取樂，
返璞歸真、簡簡單單過日子，這就是父親所要的不與世
俗同流的生活。

父親的學生或認識他的人，每每遇見我，都會說出
同一句話：「你父親是個好人。」

不時品味著這句對父親的溢美之詞，撫今追昔，我
終於熟悉了父親，真正讀懂了父親。

☆  1963蔚社麥勵濃校友，將於11月14日(星期一) 
下午六時十五分新時代電視大城小聚節目。

☆  今年初，由於菲律賓與中國南中國海岸線，島嶼的爭議問題告
到國際法庭，海牙法庭的法官是美國人，評定菲律賓勝訴得直；麥
勵濃校友，他生平喜愛收藏地圖，對地圖亦有所認識，他得知這項
國際錯誤，於是攜帶一批二次大戰時，美國軍事地圖，顯示南沙群
島是屬中國，非歸菲律賓。

八月下旬，他到「明報」展示第二次大戰時美國軍事地圖，當
時連美國軍方也沒有將南沙群島列入菲律賓領土。該份1943年初版

的地圖，是美國軍方地圖局在總工程師指示下繪製的，麥勵濃
手中那份是1944年的第二版。該份地圖的比例是1比100萬，詳
細明確地標明了當時美屬地菲律賓四邊海洋國界。按照美國軍
方的劃定，可以看出南沙群島所屬各島，比如；黃岩島，仁愛
礁、禮樂礁、中業島等，全部都在東經118度以西，不在菲律
賓領海線內，明顯是屬於中國的。

他拿出1982年芝加哥Rand McNalloy世界地圖冊，這一本
地圖冊內第166頁上，清楚出「南沙群島，中國」字樣。而且
該地圖冊在標明各群島名稱均使用中文的譯音，如：Nansha 
Qundao...更表明了地圖的繪製者認為這些地方是屬於中國的
意圖。麥說，真相是菲律賓的領土界線是依據1898年巴黎條
約，1900年華盛頓條約和1930年英美條約而確定的。而美國的
軍用地圖、學術界地圖冊，也是根據這些條約而進行繪製。因
為他這次為了南海爭端，令到麥勵濃校友把他研究及積累的結
果。於是引起本地「新時代電視台大城小聚」節目製作人，邀
請他製作這次訪問特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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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台灣香港遊日記   63’ 蔚社  麥勵濃

經過頗長時間的研究與討論之旅遊大計，在冬
去春來之配合下， 約定二十多年來沒有一起去旅
行；與芝加哥娉梨妹夫婦，勵民弟夫婦六人，匯合
卡加利留鳳姑婆，由她領隊參加卡加利加樂旅行社
之韓台兩星期遊。四月七日全團三十八人，於溫哥
華集合，乘搭加航，經十小時飛行橫越太平洋，八
日下午四時牴達韓國仁川機場，乘坐由操粵語華婦
導遊的旅遊車，途中交通擠塞，經一小時行車才抵
達首爾以東入住安岩洞小型酒店，然後去漢陽飯店
晚膳，每人一盅人蔘雞湯和麵條，原汁原味，另有
一番風味!

九日早上於酒店進食中韓西式自助餐，有海
苔湯、泡菜，炒飯…等。其後乘旅遊車北上南北韓
停戰的三八線景點憑吊觀看，遠眺北韓，並乘坐小
電車深入地底七十公尺，觀看七八年，北韓秘密掘
入南韓的隧道。午餐於附近進食六人一組的豬肉火
鍋，菜多肉少，的確是健康餐。返回首爾市，參觀
南韓總統府的展覽館，可以在仿總統辦公檯自影為

大總領。然後遊
覽隣近重建之景
福宮，有如明清
故宮建制俱體較
細；遊人眾多，
很多韓國男女刻
意穿古裝朝鮮服
來遊玩，以宮殿
背景拍照，十分
襯配好看。其間
又去觀賞昔日的
貴族民居大宅。
晚餐後，到劇院
觀看四男表現之

現代歌舞劇「油漆」，別有驚喜而不落俗套。晚
上，街邊很多熟食檔，全部都在幕內點燈營業，有
如露營。

十日，用過早餐，團隊遊南山公園，沿山坡路
而行，風景美麗，山上有電視高塔，在山上高處，
可俯覽首爾，漢江；可惜今晨有霧，能見度低對較
遠處看不清楚。之後，南離市區車行約半小時路程
至另一景點午膳；先學習醃泡菜，另一房間穿古韓
服成朝鮮人有專人拍照，每張收費五大美元。餐後
去農場試食水菓，再去驪州之西式大商場，貨品商
店都是出售美加名牌，價錢比加國為貴。下午車轉

北行，
入住近
雲嶽山之
大明溫泉
酒店，豪
華而大的
五星級酒
店。

十一
日，於酒
店享用自
助早餐，
食物多而
豐富，餐
後登車

遊雪嶽山公園，內有著名之神興寺和銅鑄大佛。適
逢是櫻花盛放，風和日麗，陽光普照，遂以奇山異
峰為背景，加上有十大「美女」團友充作模特兒，
衆人拍攝了很多美女及美景照。用過午膳，向西南
行，乘渡輪去遊覽江心南怡島，登岸漫步細看島上
之人工景點，當時因有韓劇在此取景，而吸引衆多
遊客。黃昏將至，乘車返回首爾，入「級東門大街
夜市。

十三日，用過早餐，即乘車往仁川機場，乘搭
航機直飛台灣桃園機場，入住三峽鎮福容飯店，晚

餐於五花馬麵店食餃子。
十四日早晨往台北參觀忠烈祠，緬懷先烈。然

後往故宮博物館，欣賞珍藏兩小時，對中國古文物
增識不少，遊客亦頗多。午膳進食北方菜於國寶飯
店；餐後，南下埔里鎮，全長程都在下雨，進入山
路途中，景色頗佳，夜宿埔里鎮寶酒店。

十五日晨早坐船遊日月潭一周，湖光山色美極
了，隨後遊依山而建的文武廟，古色古香，遊孔雀
園時，巧遇六二年素社李月顏校友，她是參加多倫
多天寶旅行團，先往香港，現在台灣，然後再去韓
國，他鄉相遇，倍感親切，並一起合照。午膳於湖
邊飯店；然後再乘車南下，途中於東山站小休，才
直往高雄遊愛河，入住大都會酒店，傍晚漫步閒遊
著名之六合夜市，各自選吃台灣攤擋美點，兄弟妹
共坐一起，邊吃邊述所見所聞，不亦樂乎！

十六日，早上參觀珍珠店，其後北上遊覽佛
光山，佛像及寺廟，莊嚴宏偉，地廣潔淨，建築對
稱。我們在佛堂側之「滿香園」午膳，其苦瓜湯甚
佳。飯後車再向南行，在枋山公路邊擺賣台灣的水
果…杧果、菠蘿、蓮霧等新鮮味甜，各人亦隨心所
欲去購買品嚐。隨後橫越山地去台東，入住知本溫
泉旅館，於房間浴缸便可開啟熱溫泉水浸浴，不用
換泳衣去公衆浴池，方便舒適。

十七日沿太平洋岸邊北上遊三仙台、八仙洞及
北回歸線碑等，左高山，右大海洋，一望無涯藍天
海浪，令人心曠神怡。其後到橫貫公路的太魯閣，
只因下雨山泥塌方封路，為有在起點牌樓拍照及遠
眺罷了。是夜住宿於花蓮，享用私房菜館晚餐。

十八日晨早六時由花蓮坐一小時火車至宜蘭
羅東站(以前是乘公路局巴士行走蘇花公路，十分
驚險) 。再乘坐原來的旅遊車，經北宜隧道至台北
市，冒雨行駛那九曲十三彎的山路去九份小鎮懷
舊。稍後轉回台北著名101大樓地下層鼎泰豐吃水
餃。然後行士林街市及茶庄。是日，晚餐自費去伍
角板船，因餐房裝修奇異出位而名之。十九日於台
北馥敦酒店用過早餐，兩星期韓台之旅便告結束。
九時團友分別去桃園機場乘搭飛機返回加國或去其

他地方；
我的弟妹
先行去香
港。留鳳
姑婆與我
夫婦轉換
酒店，在
台北停留
兩天自由
行。用地
圖乘搭捷
運，去觀
看中正
紀念堂，
國父紀念

館，誠品書店與101大樓等。
二十日早上飛香港，勵輝弟接機，入住旺角維

景酒店，靠近當年移民加拿大前荔枝角道舊居，亦
有重返石塘咀舊居。和弟妹六人一起分日去探訪親
友聚舊，承蒙他們熱情招待歡宴暢談多次。入大埔
探望輝弟，總之, 到各處觀賞，行赤柱街市，西貢
食海鮮，去鑽石山志蓮淨院食素菜…等。

四月二十七日，告別香港，乘加航夜班機經十
一小時抵達溫哥華，轉機返多倫多；弟妹們去西雅
圖探親。兄弟妹們親密同遊三星期，愉快平安，各
自返抵家門。此行拍攝二千張照片，選晒數百張貼
為一冊，於閒時翻看，重拾美麗歡樂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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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溫暖的同窗情誼    73’ 安社  陳尚賢

近日有校友問及內子馬淑華（基社）的近況。
故寫段文字述及她的現況並多謝你們的慣壞。

內子目前還在接受化療，慶幸能吃能睡。自兩
年多前她被確䂦患癌後，已停止了一切音樂活動。
但近日晚飯後又開始了唱歌的練習。這要多謝高繼
標兄的熱心推動鼓勵。 於九月份繼標兄邀請內子
參與他中樂團的十月份週年音樂會演出。當時她剛
完成放射治療，不斷消瘦。真的沒信心她能登台演
出。但我當然明白繼標其實是希望以音樂喚起她生
存的意志。當時我們答應如果她當天體力可以，必

然會參與演出。繼標兄怕她信心不夠，還幕後聯同
了余偉玲同學及植祥堅同學號召多位安社的同學聯
名在場刊中登一版賀詞，植祥堅同學還準備於當晚
獻花，以此做成一個既成事實捉她上轎 。可幸進入
十月份後她體重開始回昇，精神較佳，終於能順利
演出。

在此感謝高繼標，余偉玲，植祥堅及安社多位
同學送來的溫暖及愛心。

 現在她正準備在今次校友會的聖誕聚餐與各
位校友再次歡聚並為你們一同歌唱遊戲。

17

自從退下香港的教席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之後，
想也沒有想過竟然可以在這片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
國家組織中國的民樂隊伍，更加沒有想過組織對象
是上年紀的長者。這珍貴的經驗不禁令人思考到「
安老服務」的定位問題。

自八、九十年代開始，由台灣、香港移居加
拿大的新移民按年遞增，其中不乏各方面的音樂專
才，擅長中國民樂和聲樂的高手比比皆是，提供了
發展民樂的的良好條件。不過，專業的音樂家大都
注目於高端的音樂範疇和市場，找尋以音樂演奏和
教學的謀生門路，無意在長者群發展和推動中樂的
需要。

這種現象並不是加拿大獨有的，凡以經濟、利
益為核心的功利社會，都有這種文化傾斜的慣見現
象。故此，長者樂隊永遠是「胸懷大志」的專業音
樂家望而生畏、無意問津的荒野之地。藝術家總以
為長者是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就算是從「廢
物利用」的角度言，價值也不高。誠然，這也是在
某些角度下的客觀論判，無可厚非。

問題是，衡量「價值」的高低很視乎如何把事
物擺放在社會功能的那個立足點上。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壞、利害、是非、得失，只有
相亙比較、適度平衡，通過社會因素的考量，才可
以找到事事物物本身植存的特殊價值。

加拿大的安老服務可以說是較為出色的社會
制度，在國際間也賺得美譽，可惜的是，安老服務
的概念仍停留在「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傳統思
維上，鮮有觸及長者在精神上、在心靈上的殷切渴

求。到過安老院的人總看到大群靜坐交誼室，面面
相覷，等吃下一頓飯，等洗澡，等量血壓，等家人
來探，等「循環再造」的老人家。

長者之中其實不乏心靈通巧、手腳靈活的「老
頑童」，他們除了滿足於生活上的照顧之外，最渴
望的是接觸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不少長者樂於參
與不同宗教團體來院探訪的原因）。

從組織長者樂隊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他
們對終身學習的濃厚興趣，願意用文化藝術作為人
生

下半場的方向指標，在金色年華裏擦亮生命的
光芒，開拓個人潛能之餘也把學習的成果歡天喜地
地回饋社會，身教子孫，同時為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添加一頂又一頂閃爍生輝的冠冕。我以為「老有所
為、老有所用」的思維概念才是安老服務的最高境
界。

這類的安老活動豈限於音樂，廣而言之，幾乎
所有文化藝術的載體，包括：舞蹈、書法、繪畫、
太極、聲樂、編織、烹飪、園藝，都可以達到律動
耆英的目的，只要作些有計劃的統整，老人家在文
化藝術的「價值」上，肯定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
巨大動力。

北美耆英多如恆河沙數，長者長壽和健康指數
逐年攀升，長者再不是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
「老有所用，老有所為」的安老工作應及早展翅，
帶引長者成為社會文化、道德、倫理的新動力，讓
長者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現滿有尊嚴的生活，煥發金
楓紅葉、熣燦生輝的夕照風姿。

安老服務的最高境界----老有所用   74'和社  高繼標

校友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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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鄧超昉老師   60'任社 羅 穎

尊敬的鄧超昉老師, 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出生於中國, 新會人. 二零一五年
六月三十日安祥於家中離世.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於美國屋崙長安殯儀館舉行喪
禮.有一子, 一女.

女兒鄧佩玲憶說父親生平. 
鄧超昉老師入讀培英中學, 1942年(雄社)學畢業, 入讀中山大學, 主修電機工

程, 畢業後在培新中學任教,在培新中學與師母相識,在香港結婚, (喪禮中播出2011
年八月廿日鄧老師夫婦慶祝鑽石婚照片), 後任教於培英中學,1949年溫金銘校長聘請
到香港培英中學任教數理, 1984年於培英中學退休, 繼續到珠海書院任教, 1990年正
式退休. 1993年移民到美國灣區與兒媳團聚.他一切都靠自已, 記載, 修理, 以前書
本, 相片, 書籍等等都收藏得完整.是一位好父親, 學生們的好老師.春風化雨,桃李
滿天下.

兒子Wilson, 憶說父親, 是一位慈祥的父親, 事業成功, 每晚都預備明天課程及
答案才上課, 平安無痛離世, 永遠懷念父親的教導,當好好照顧孝敬母親, 師母亦已
遷回與他們同住.

當日培英校友們出席喪禮, 向我們尊敬的鄧老師叩別, 美西培英校友會會長戴笑
蓮 ,羅穎, 朱翠霞, 亦為鄧老師學生, 1962年素社, 1965年斐社,1966年萃社多位校友及代表分別發言, 提及老
師當日教導, 是一位精心教導,愛護學生, 良師益友的教師, 老師來美後學生們亦常約老師茶聚, 他永遠活在
我們心中. 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你, 在各地培英學生亦紛紛請戴笑蓮會長代問候家人.在此更見白綠一家親情誼. 
這只是速記, 有錯誤之處, 敬請見諒.

鄧老師離世，我等受業者，沉痛哀悼，祈求天父引導哲人安睡於懷，撫慰其家人。
順告：喪禮於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1時（當地時間）假Grant Miller-John Cox
funeral home舉行，地址：2850 Telegraph Ave. Oakland, Calif. USA.

     追懷悼念趙克溪學長
十一月十日晚，接到憲社陳煜坤學長的電郵：

「憲社黎偉儀之夫婿趙克溪學
長，於十一月六日壽終正寢，享年八
十一歲。擇吉於是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在Highland 

Funeral Home, 10 Cachet Court, 
Markham. 舉行葬禮，長眠於好景紀念
墓園。」

於是通知凱社社友；關曉姬，鄧
卿意，張守仁及李樹雄等，他們委託
代行與本會各致送花圈悼念。出席葬
禮追悼會有憲社陳煜坤學長，本會委員馮漢強、馮國光及黃  
創。

趙克溪學長1953年畢業於香港培英中學，父親從商，所以
畢業後入讀商科繼承父業。學長為人風趣幽默，記得早年曾在
本刊「情定在培英」，他寫了一段短文 (緣定三生) 「不知是
否五十年代的青年遲熟關係，高中階段還未懂得求偶，以至同
級女同學都被人捷足先登，畢業數年後，參加校友會香港仔海
鮮坊聚會時，才懂得向下一屆同學黎偉儀展開追求。所以，奉
獻各位校友如欲建立美滿姻緣，接代傳宗，一定要多參加校友
會各項活動，  一笑！」趙學長婚後育養三子；長子叔彪，二
子叔允，幼子叔基。兩位大兒子均已成家並有孫子、孫女。他
愛護家庭，對妻兒子孫十分疼愛。

移民加拿大，很快適應這裡的生活，與人相處和靄可親。
學了加拿大洋人，家中大小事務，甚少假手於人，他自己修理
如水電，花園等。校友會的活動，只要通知他，一定出席，今
後本會又少了一位常客。學長無不良嗜好，愛飲食，搓搓衛生
麻將，動動腦筋，從不涉足其他睹博。學長你一路好走，祈望
黎偉儀學姐及家人節哀順變，保重，保重！

緬懷先輩

 

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1）本刊稿源缺乏,現誠徵校友提供各款稿件,
包括回憶錄,校園趣事,處世經驗,健康資訊,詩,
書,畫佳作等,均受歡迎.
（2）校友會委員接觸面有限,新舊校友生活近
況,慶生嫁娶等事未能及時報導.深感歉意.希望
各位校友如獲悉上述情況,請通知校友會委員,進
行探訪及在本刊報導.
（3）校友如直接或間接知悉本市校友身體不適,
在家養病或在院留醫,均請通知校友會委員以便
安排探訪,一盡互相關懷之情,並得在本刊報導.

活著就是勝利
 活着就是勝利，賺錢只是游戲，健康才是

目的，快樂更是真諦。百年之後，你睡你的，
我睡我的。再美麗的語言也無法跟你溝通，因
爲我們要沉睡，睡很久，很久…… 所以，身
邊的人要相互珍惜，因䂦每個世人的時間都越
來越少，最终還 是要互相分離。不要爭執，不
要鬬氣，好好説話，相互理解！ 好好珍惜對你
好的人，失去了，怎樣也找不回來。離開了，
互聯網也聯系不上！ 生命，每個人只有一次，
或長或短； 生活，每个人都在繼續，或悲或
歡；人生，每個人都在旅途，或起或伏。 人無
完人，事無完美。 有些小人，你不須計較，計
較會煩； 有些繁事，你不必在意，在意會累。
世界很大，人心很細，哪能不遇到小人？ 紅塵
很深，人世浮華，哪能没有心煩事？ 想得淺一
點，活着就該隨遇而安！ 看得淡一點，頭頂就
有一大片藍天！誰都會害怕失去，因此是拼了
命的珍惜，後來却還是什麽都留不住。人到老
年，還是順其自然吧，無可奈何也好，心態淡
然也罷，認認真真地活在當下，自然發覺生活
也並不是那麽難捱。人一輩子，有人羡慕你，

有人討厭你，有人嫉妒你，有人看不起你，没
關係，他們都是外人。生活就是這樣，你所做
的一切不能讓每個人都滿意，不要爲了討好别
人 而丟失自己的本性。 一樣的眼睛，不一樣
的看法； 一樣的耳朵，不一樣的聽法；一樣的
嘴巴，不一樣的説法； 一樣的心，不一樣的
想法； 一樣的錢，不一樣的花法； 一樣的人
們，不一樣的活法。 再優秀，也得要碰上識貨
的人；再付出，也得遇上感恩的人； 再真誠，
也得趕上有心的人； 再謙讓，也得面對珍惜的
人。你所知道的不要全説，你所看到的不要全
信。這個世界，不是用眼看，而是用心品。 自
古人生最忌滿，半貧半富半自安；半命半天半
機遇，半取半捨半行善； 半聾半啞半糊塗，半
智半愚半經賢； 半人半我半自在，半醒半醉半
神仙； 半親半愛半苦樂，半俗半禪半隨缘；人
生一半在於我，另外一半聽自然。 用心數數，
我們的生命已經過半，還有多少日子够我們浪
費，够我們消遣，够我們作踐，够我們感嘆。
好好的活着，簡簡單單地過好老年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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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退下香港的教席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之後，
想也沒有想過竟然可以在這片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
國家組織中國的民樂隊伍，更加沒有想過組織對象
是上年紀的長者。這珍貴的經驗不禁令人思考到「
安老服務」的定位問題。

自八、九十年代開始，由台灣、香港移居加
拿大的新移民按年遞增，其中不乏各方面的音樂專
才，擅長中國民樂和聲樂的高手比比皆是，提供了
發展民樂的的良好條件。不過，專業的音樂家大都
注目於高端的音樂範疇和市場，找尋以音樂演奏和
教學的謀生門路，無意在長者群發展和推動中樂的
需要。

這種現象並不是加拿大獨有的，凡以經濟、利
益為核心的功利社會，都有這種文化傾斜的慣見現
象。故此，長者樂隊永遠是「胸懷大志」的專業音
樂家望而生畏、無意問津的荒野之地。藝術家總以
為長者是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就算是從「廢
物利用」的角度言，價值也不高。誠然，這也是在
某些角度下的客觀論判，無可厚非。

問題是，衡量「價值」的高低很視乎如何把事
物擺放在社會功能的那個立足點上。大家都知道，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壞、利害、是非、得失，只有
相亙比較、適度平衡，通過社會因素的考量，才可
以找到事事物物本身植存的特殊價值。

加拿大的安老服務可以說是較為出色的社會
制度，在國際間也賺得美譽，可惜的是，安老服務
的概念仍停留在「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傳統思
維上，鮮有觸及長者在精神上、在心靈上的殷切渴

求。到過安老院的人總看到大群靜坐交誼室，面面
相覷，等吃下一頓飯，等洗澡，等量血壓，等家人
來探，等「循環再造」的老人家。

長者之中其實不乏心靈通巧、手腳靈活的「老
頑童」，他們除了滿足於生活上的照顧之外，最渴
望的是接觸精神上的安慰（這也是不少長者樂於參
與不同宗教團體來院探訪的原因）。

從組織長者樂隊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他
們對終身學習的濃厚興趣，願意用文化藝術作為人
生

下半場的方向指標，在金色年華裏擦亮生命的
光芒，開拓個人潛能之餘也把學習的成果歡天喜地
地回饋社會，身教子孫，同時為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添加一頂又一頂閃爍生輝的冠冕。我以為「老有所
為、老有所用」的思維概念才是安老服務的最高境
界。

這類的安老活動豈限於音樂，廣而言之，幾乎
所有文化藝術的載體，包括：舞蹈、書法、繪畫、
太極、聲樂、編織、烹飪、園藝，都可以達到律動
耆英的目的，只要作些有計劃的統整，老人家在文
化藝術的「價值」上，肯定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
巨大動力。

北美耆英多如恆河沙數，長者長壽和健康指數
逐年攀升，長者再不是等待「循環再造」的物料，
「老有所用，老有所為」的安老工作應及早展翅，
帶引長者成為社會文化、道德、倫理的新動力，讓
長者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現滿有尊嚴的生活，煥發金
楓紅葉、熣燦生輝的夕照風姿。

安老服務的最高境界----老有所用   74'和社  高繼標

校友來稿

1965年斐社麥娉蘭校友，不幸於2016年5月4日逝      
世，享年七十。因患腦衰退，入住密市頤康療養
院六年。去年，與方錦操夫婿及兒 女孫等共慶
50金婚。她有一女五男及十二男女孫。
1954年起與她就讀於培英中學有63年蔚社麥勵
濃，66年穎社麥娉梨，67駝社麥勵民等兄弟妹。

63蔚社潘永燦校友於九月十七日於香港逝世，願
潘府各人節哀順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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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後 話

32期「白綠楓訊」在煩忙中亦幸能如期面世，希望先賢雅士
多多指正。有些時候聽到…這些印刷品今時今日沒有人感到有

興趣，科技電訊發達，君不見低頭族，一部智能手機在手，用什麼
wechat、Whatsapp or line 瞬息間便可以消息傳給天涯海角的朋友，是
事實，一旦手機沒有電或wifi，你可以達到目的？白綠兒女們，請繼續
不論在金錢上或精神上支持我們這本世上培英校友會唯一的定期刊物。
今期有敘述香港培英校友會栁勤榮主席伉儷北美四市巡迴盛舉，有陳日
華學長的敬和梁得靈老師遺詩，鐘鳴兄的讀懂父親的情懷。

編 後 話

鳴  謝
2016年承蒙以下之熱心人士捐助：

校董會主席李偉庭醫生        
香港培英校友會主席柳勤榮 
熊翰章博士                  
李月顏    
關曉姬    
伍伯良    

伍梓培    
張翹睢     

李曼霞     
李雪纖     
李素珠     
麥萬華     
黃禮歐     
鄭忠文校友    

滿地可校友會    
朱樹芬校友

$1000
$1000
$1000
$80 （白綠楓訊)
$50 （白綠楓訊)
$300 

$100（白綠楓訊) 
$50

$100 （白綠楓訊)
$50 （白綠楓訊)
$100（白綠楓訊) 
$100 
$50 
$100 

$100（资助白綠楓訊) 
$100 

 

廣告商戶索引

封 面 內 頁 :  厚泰印刷
內頁(1/2頁): Evergreen 園林
內頁(1/2頁):  安活廚櫃/張瑞芳 
內頁(1/4頁):  福地/鄧美玲(真光校友)內
頁 (咭片 ) :                  Maria M.L. Cheuk
                              (Maria & Chris Associates)
                              Howard Mui
                              (Mui Scientific) 
                             

編輯小組聲明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內容之正確性,

如蒙採用,請先諮詢廣告商及作者.

IMPORTANT NOTIC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newsletter.

Read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cla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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