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禧千喜    神劍 

     

不打鼓，不敲鑼，不怕千年蟲作禍． 

同聚首，同慶賀，同在新紀元歡狂． 

 

新春開筆，萬事大吉．這是千禧年第一份通訊，希

望能藉千禧之慶，能替各人帶來更多的歡樂．當然

各同學收到這份通訊時，已經是 2000 年未，千

禧的狂熱，應已過去，但嚴格說來，新世紀是 2001 

年開始，不論如何，我們不必要有題目才慶祝，總

之恭喜發財，萬事勝意． 

 

慶祝千禧來臨，各有各的方法．余光源跳舞兩世

紀，梁潔貞在拉斯維加斯燈紅酒綠，胡炎章船遊南

美，安全地在十二月卅日早上回家．灣區一眾同

學，七家十三人，在常到的珍寶酒家，舉行年宵宴．

胡炎章早上下船，晚上亦趕來趁熱鬧．他與姑爺樂

基，各帶來一支紅酒，轉眼已經乾杯．飯後同到舍

下，閒談不覺已是子夜，隨著電視台的逐秒倒數，

威漢準時彈出香檳瓶蓋，在一片歡笑聲中，交杯共

迎千禧新歲． 

 

新年到後不久，子敏，炎章首先告辭．其他同學，

威漢，啟生，寶珠，耀祥，連我共九人，不“酒”

亦不走，耀祥帶來的一支特大香檳，亦無緣開用．

各人天南地北，由歐洲浴室的設計豬腦到王耀祥怕

入法國式的公廁，無所不談．似乎越講越精神，直

到天光大白，亦無倦態．威漢幾乎要拉隊去飲早

茶，謂：「與 Jet Lag 差不多罷」．犀利！如此「守

歲」，一千年一次，不為過也． 

 

記得我第一次通宵不眠，是在香港．已忘記了是在

畢業之前或後．只記得一眾嶺南的「捐友」，當然

包括姑爺樂基在內，在我跑馬地家中，聲言要留為

紀念，一直胡鬧到天明．想不到，卅十多年後，人

面桃花都非依舊，而顛狂不減當年． 

 

今年是農曆雙龍之年，黃祖同又在春節期間到訪．

他雖然放棄了在美的家居，每年亦到灣區一次．我

們本來計劃像往年一樣，在屋侖牡丹閣春茗，余光

源自告奮勇，謂 Fremont 外賣十分抵食，何不在

他家中，以外賣代替 Pot Luck．於是，聚餐在三

月五日星期日舉行．光源是大忙人，是日午間，仍

有人在他家練習歌唱．在餘音繞樑之際，同學們差

不多準時到達．這邊廂，萬綠叢中一點紅，光源在

太太群中，展示他的數碼相機 digital camera，能

在電腦上，替各人洗盡鉛華，消除雀斑縐紋，令各

女仕趨之若狂．另一邊，黃祖同大談股票之道，高

子敏夫婦，都是網上投資能，亦在旁靜聽．祖同言，

如股票增值百或千倍，三年內在座各人，定能成為

百萬富翁．各人正在憧憬財源廣進之際，光源及威

漢已經買得外賣回來，果然價廉物美，每人費用約

五元．耀祥在年宵宴時滯銷的大香檳，今回被同學

一飲而盡．飯後，光源沖出價值 $200 元的好茶，

據云有錢難買，是他的客仔感恩而送他的．可惜這

些名貴的馬騮 mit，現在變為馬騮飲，各人在高談

闊論之際，有無小心品賞香茗，不得而知． 

 

過去幾年，我們的春茗已是慣例，而春節時的第二

個活動，通常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春宴．今年威

漢榮任同學會會長，這是繼慶祥，光源之後，我們

善社第三位同學登任此位．同學會自去年同學日的

風波，理事會雖經改選，而紏紛持續．年初幾個月，

利用電郵對會長及理事會的攻擊，無日無之．威漢



是在亂箭叢中高空行鋼線，旁人看來，他如不是成

為箭豬便是怒髮沖冠，可是他可能是連汗毛亦沒有

豎起一條，他主持的第一個活動就是春宴，請得 

Lam’s Research 的創辦人 David Lam 林傑屏主

講「創業成功的五個條件」，大受同學支持，到會

者是同學會春節的紀錄．而在四月之後，一此反對

活動突然停止，但願從今天下太平． 

 

威漢在今年年頭真是個大忙人，除了同學會外，並

替我們安排中國絲綢之路的旅程．五月六日，又是

他次女于歸之日．婚禮在 Palo Alto 威漢所屬的教

堂舉行．善社同學，這是第三次到此教堂，第一次

是我們銀禧加冕時借用此教堂舉行慶祝會，第二次

是威漢長女的婚禮，都是多年前的事了．婚禮簡短

愉快．只見威漢笑盈盈地拿著新的數碼相機四處拍

照，是嫁女喜上眉頭，還是有新相機而開心，反正

不用菲林，見人就拍照．晚宴在 Cupertino 的 Joy 

Luck Place 醉香居舉行，善社同學到宴者三圍

多，玉安，孔賢都遠道來賀．筵席很是名貴，有用

碟上的大裙翅，而威漢對挑選餐酒，亦曾大費心

思．有美酒佳餚，大快朵頤． 

善社同學嫁女，若不施行培正傳統則成何體統．可

是今回，我們的傳統是由姑爺推動．樂基上台宣佈

後，惠翠端坐主家席前，同學排隊上前，惠翠來者

不拒，非善社的其他培正同學，亦在姑爺號召下，

齊齊前去趁熱鬧．跟著樂基宣佈要男女平等，輪到

威漢在席前，太太們經過上次威漢嫁女的經驗，今

次不容威漢採取主動，紛紛上前向他“道賀”．姑

爺今次施行培正傳統，真正夠本有賺． 

 

胡炎章幼女，現在羅省升學，炎章會成為羅省常

客，六月初時，他曾與羅省同學相會．六月中，小

女在羅省大學畢業，我在羅省，多蒙子華，孔賢，

召集各同學相見，共進午餐．我與多位同學，如陳

鴻業，朱炳超，李嘉泉等，近四十年未會，相見依

然相識．羅省很多同學，經營地產或飲食業，週末

是他們最忙的時候，而他們仍能忙裡抽閒相會，十

分感激． 

胡炎章與林鎮藩，同在加州理工學院 Cal. Poly. 

Tech.畢業．八月初，他們在大學有一重聚會，林

鎮藩趁機會在七月底到灣區．廿九日星期六，他應

威漢之邀請，到我們在南灣的太極班參觀，真正不

遠千里而來“學法”．鎮藩在 South Carolina 州

多年，現已有退休之意，正開始研習太極，今次西

來，氣息比去年好很多．他與炎章，同往 San Luis 

Obispo 參加大學的重聚會，八月六日星期日趕回

灣區，十多位同學設宴歡迎．飯後我們同到炎章家

中，繼續同學會．炎章去年才搬家到此，他和太太，

Lillian, 都對藝術品有眼光，Lillian 是園藝及室內

設計專家，所以他們家中一切，美輪美奐，我們雖

不是劉姥姥，亦如入了大觀園，對他們的擺設，欣

賞不已． 

 

八月底，灣區有另一位佳客，是李永寧夫婦．永寧

“失蹤”多年，去年才由黃祖同在加拿大找到他的

下落．祖同亦真是奇人，身在英國而對同學一切很

為清楚．永寧在 Ottawa 多年，今已退休，他將

參加我們九月十月間絲路之旅，先回香港，途經灣

區，吾等當然設宴款待，相見甚歡． 

 

何孔賢公子，紅鸞星動，在猶他州成親．八月廿六

日星期六，在灣區大宴親友，善社同學到賀者約二

圍，陳承正，朱念之同學，專誠由羅省上來恭賀，

十分熱鬧高興． 

 

九月十六日星期六，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秋遊之

日，這是威漢任會長以來第二次的活動．善社同

學，當然支持，馮啟生，高子敏等，十分熱心協助．

高子敏年來已經退休，中文打字，技術甚高，是同

學會和本社中一位十分“利害”的“打手”，同學

會和我們的刊物，大部都是他植字而成．秋遊在 

Fremont 市的中央公園舉行，很是成功．我們照

以往慣例，秋遊後餘興，到光源家，晚飯直落． 

 

絲綢之路的旅遊，經威漢悉心策劃，在九月廿一日

星期四成行．此為一盛舉，有專文另行報導． 



行文至此，已是年底，下一個節目，應是三藩市培

正同學會在十二月中所舉辦的同學日．而威漢亦預

備在年宵夜再次“作反”．這些慶會，將會在明年

的通訊補述．在結束之前，再請各同學留意訊內的

“旅遊消息”．希望大家能行樂及時．謝． 

 

灣區同學三月首聚   李威漢 

 

三月初黃祖同與夫人返回灣區，雖因威漢在週六要

主持越南嶺南同學會的聚餐，加上光源在週日下午

要為演唱會練歌， 同學們仍在三月九日（星期日）

六時後在光源家聚餐及閒話．並開新例去叫外賣回

來吃，七元一條魚，五元一味菜，廿人才只點了一

百四十元的菜．便宜又好吃．來參加的同學計有黃

祖同，余光源，胡劍豪，蔡德成，胡炎章，黃耀祥，

許行，李威漢，高子敏，單寶珠及他們的 better 

half，與及馮啟生． CAMEL 在場，話題逃不了和

股市有關．炎章鼓勵亞威去攪些新光纖發明，好早

日上市派紅籌單給同學們．亞威只好無奈點頭答

允． 自亞威的養生篇登出後，已代同學（姑隱其

名）買了不少瓶痔瘡草，不知內裡的店經理已視亞

威為患有嚴重痔病的老客戶．在去余光源家前亞威

又特去多購兩瓶痔瘡草．那知自上次購買之後已沒

有來貨，經理並示出等待購買名單去証明確實是沒

貨，馮啟生名字赫然在其中．亞威暗笑亞雜的私隱

病，無意還是被透露了出來．但在談話時才知亞雜

也是受人所託也．另一專題是畢業四十週年的遊船

河．目前是暫定去地中海十天，細節由胡塗去跟

蹤．眾人大多贊成大船，所以非 CELEBRITY（九

萬噸）莫屬了．近來開始有同學退休，談到集體旅

行，都甚為受歡迎．今年亞威組團（九月廿一日）

去絲綢之路，善社同學參與的有，亞威，胡塗，

ROCKY，高子敏，李永寧，陳秉麟，燊成，玉安，

胡正（六年級後離開培正），加上亞威親戚及燊成

弟弟，合共廿三人．如有同學要參加，尚有時間報

名．請和亞威聯絡． 閒聊至十一時才散． 

 

大陸睇樓記                陳瑞蘭 

 

       起越靚 

樓價 又便宜, 內地消費又如何的低, 更有不少已

置了業的. 乃動了心退休後北上居住, 適逢假期,   

便與林國華前往大陸各樓盤作實地觀察及比較. 

 

       第一站是在中山的凱茵豪園, 在香港碼頭

辦妥了離境手續, 乘搭噴射船前往中山港花了一

個半小時,  中山港的入境審查處平時烏燈黑火, 

有船埋岸才見工作人員現身就位. 只見人人的動

作都是慢了半拍, 毫無壓迫感, 但亦只需 15 分鐘

的時間, 全船的人已辦妥手續過了關, 熄了大堂燈

又再等侯下一班的船客..與深圳羅湖關閘那種緊張

氣氛相比間直有天淵之別. 

 

       碼頭外已有大批的士在等侯, 十分鐘便去

到了凱茵, 車資是 35 元,亦不算遠.  

 

凱茵在開發中的郊區,阰鄰著名的旅遊點長江水庫, 

面對龐大的高爾夫球場, 環境非常幽美.單位的間

隔四正而且相當實用 問價錢, 一個壹仟二佰方呎

的地下單位, 另加四佰方呎的草地, 也不過是港幣

四拾壹萬幾, 對一般香港人來講可說是便宜極了,

一聽心中已是喜愛, , 還

是再往其他屋苑參觀比較一下. 為了貪圖方便, 況

且那位司機都幾談得來, 於是繼續僱用他的車到

三鄉的雅居樂去. 

       原來雅居樂與凱茵屬同一發展商, 因此單

位的間隔與設施都是大同小異, 但論周圍環境, 雅

居樂就就比不上凱茵了,看罷時已近晚上六時, 心

想其他地盤應該都收了工, 便乘原車去中山石岐

鎮的國際酒店辦理入住手續 那間酒店是我們在香

港託朋友預先訂好的(至於房租的價錢則不大 清

楚,因為那位朋友不肯透露及收取).  

 

到達酒店, 盛惠車資 210 元, 真吃了一驚, 只怪



當初我們誤以為中山是個細小的地方, 各地相隔

應該不會很遠, 上車時忘記了講價, 誰知道要穿鄉

過鎮,  難怪那位司機那麼健談, 原來目的是要引

開我們對咪錶的注意力, 到付款時米已成炊, 肉痛

也得照付. 還好後來在酒店的附近找到一個吃晚

飯的好地方, (個煲真係

好大), 一碟清蒸泥猛, 一窩泥猛粥及一碟油炸鬼, 

飯後更各自要了一杯鮮搾椰子汁及鮮搾橙汁,味道

挺好, 吃得蠻愜意 埋單才是人民幣 85 元, 冇加

一, 又不收小費,  幫補多少剛才昂貴的車資. 

 

       飯後走在寧靜的街道上, 舉頭望向一束束

高掛在天空的繁星, 閃閃生光, 在我們石屎森林居

住者的眼中算得上是奇觀. 

宙 心境頓時浮起一片爽朗,  拋開了所有的煩惱. 

走了不久, 見到 [足浴] 兩個大字的霓紅燈招牌, 

又入去做了一個小時的足底按摩另加一個小時的

全身按摩, 兩個人又化了 150 元, 比起深圳又是便

宜了一截. 見時間尚早, 於是又走去隔 壁富華酒 

店頂樓的旋轉餐廳坐了一會,  喝了兩杯珍珠奶茶, 

觀賞中山市的夜景,埋單連加一服務才 34 元, 又

是不收小費, (這裏到處都不收小費, 與美國硬性規

定小費剛巧相反). 吃喝玩了一整天, 開開心心地

回酒店去. 回到房間, 找出明朝酒店用的免費早餐

券, 無意中發現有兩張國際酒店旋轉餐廳免費享

用飲品的贈券, 才知自己捨近圖遠, 做了笨伯. 幸

好剛才的收費不高, 也就不覺得怎麼肉赤的了. 

 

       第二天一早, 吃過早餐, 到星晨花園走了

一遭, 售樓處職員正在招呼一位客人, 我們獨自在

售樓處瀏覽了一圈, 過了十多分鐘還是沒有人前

來招呼, 見該處外圍的環境也不怎樣好, 便打消了

入內參觀的念頭. 乘車回石岐, 再轉搭冷氣大巴前

往廣州. 打算轉乘火車前往樟木頭參觀該地的樓

盤, 同時順道看看今天廣州的火車站是否依然還

是像以前那麼般的混亂 

 

       到了廣州, 汽車在天橋上行走,那是條很長

的架空行車路, 除此之外, 尚有許多其他的天橋縱

橫交錯.廣州市政府努力加建天橋來改善地面交通

的擠塞, 同時亦在築地下鐵, 部份已經通了車, 雙

管齊下, 使繁忙的廣州交通不再雜亂無章. 經過以

前著名的租界叫做沙面的地方, 那裡的建築物已

頗殘舊, 依稀還記得童年在此玩耍時的情景. 河岸

的兩旁是兩排婆娑的樹木, 與屋相隔有兩條行車

線的闊度, 心想夏日晚上在此散步, 陣陣清新芬芳

的清風迎面撲來, , 不禁悠然嚮往. 

 

       巴士到達了總站, 落車問人前往火車站的

方向, 答道一出巴士總站便可以見到的了, 依照指

示, 走出總站, 望見馬路對面的一幢建築物有幾個

斗大的大字, 寫上[交通總站],人頭湧湧 人來人往, 

好不熱鬧 應該是火車站了罷, 於是便匆匆走上天

橋走往對面馬路, 找到往深圳的窗口, 買了兩張 2 

點  45 分前往樟木頭的車票, 望望手錶 離開車

時間尚有一個鐘, 在車站附近吃點東西先醫飽肚, 

再回到車票上印上的 17 號閘口 , 出現在眼前的

全部都是巴士, 心中打了個突, 

守閘口 的女同志問了一下, 她看過我們手持的車

票, 答道:你們買的不是火車票, 是巴士票, 而且巴

士就快要開出了, 叫我們趕快上車, 望向那輛所謂

的公共汽車覺得又好氣又好笑, 但既來之則安之, 

還是趕快上車吧. 上了車, 車廂暗暗的, 座位破殘

不堪,  

 

相信車齡應該不會比我們年輕多少. 車上除了坐

, 而車就冇空調

設備, 一陣陣悶熱加上人氣, 實在難受, 難怪車票

祗是 17 元那麼便宜.   

 

       眼見車前有兩個空位, 慌忙坐下, 但立即

被司機請了起來, 原來那個風涼位是預留給車長

小姐的, 唯有起身走到車尾,有位便坐, 已是一身

汗, 左盼右顧, 眼見其他搭客有些棟高腳, 有些索

性在坐位躺下, 又把幾日未清洗的雙腳伸出來, 極

之骯髒令人反胃, 我倆坐立不安, 再經商量, 覺得



還是下車為妙, 白白糟蹋了兩張車票.. 

 

走出交通總站大樓的門口, 向右一望, 發覺原來

[廣州] 火車站就是在大約五十碼的前方,  人流如

鯽, 見不到有盲流, 亦不見有乞丐, 的確是乾淨了

不少.最後終於買到了兩張三點廿分開往深圳經樟

木頭的車票. 

 

       火車很快到達了廣州的東站, 只是停了五

分鐘就再開動前往東莞常平, 可惜當火車到達常

平站卻停了十分鐘還未開出, 正在覺到奇怪之際, 

忽然有一列不停本站的快車從旁飛馳掠過, 呀! 原

來是要讓路給直通深圳的特快列車, , 

因為特快車的票價較我們的貴,  

 

       等呀等, 又繼續等了十餘分鐘, 還是原地

不動, 而隔壁的路軌又來了一列前往深圳的列車, 

目送那列車停下,上完客後開動離去, 而我們所乘

坐的車還是停留不動, 由於車停久了, 有些乘客等

到不耐煩開始鼓噪起來  那又如何, 還不是要等. 

又是一輛往深圳的直通車鳴著嗚嗚長笛從旁掠過, 

再等了一段相當的時間, 列車終於肯開動了,但已

過了五十多分鐘, 到底是因為何? 10萬個為什麼從

今變成了 10 萬零一個為什麼了. 在大陸每天總是

有那麼多無法解釋的問題發生. 

 

       到達樟木頭車站已是過了五點鐘, 乘的士

到達大賣廣告的帝苑豪庭售樓處時已過了辦公時

間, 幸好寫字樓內有位小姐,獲悉我們想參觀示範

單位後, 十分落力地帶我們參觀了不少大小不同

的單位. , 只可惜

樓宇的間隔相當的奇怪,不合心意, 而且覺得樟木

頭的市容比較雜亂, 又有乞丐,(中山市未見有乞丐) 

奔波了兩天,在樟木頭吃過了晚飯後乘搭火車回深

圳, 經過關卡時, , 更覺

得中山港的可愛..相信不用多說, 各位看官應該都

已猜到結局了吧, 我們選擇了……… 

       不過是樓花, 要等到明年年尾才完工.                       

對 聯(二)         唐冬明 

 

上回寫到拆字聯中乾隆皇出的半拆字對「煙鎖池塘

柳」因其內中含「火金水土木」五行。故對的人必

由此思索，無怪杭州秀才見對急走，更何況對得

好，須用西湖景色。(西湖有著名的十景，包括平

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花港觀魚，雷峰夕

照，南屏晚鐘，三潭印月，柳浪聞鶯，曲院風荷，

及雙峰插雲。今二景已不存)．「照鐘湖(浪，港)

堤橋」也有五行，非從新思索，否則無什意味。後

來有人對個什麼「炮鎮海城樓」卻嫌火藥味太重，

大煞風景，當然也可說煙因炮起，勉強說得通．如

果我們活用規矩，對的人也可對含有如東，南，西，

北，中，或前後左右，或上下左右中等五字在下聯． 

 

說到半拆字，又想到有人出「冰凍酒，一點，二點，

三點」很久沒有人對，後來一園丁(想極有才學)

對曰「丁香花，百頭，千頭，萬頭」，這對對的比

出題還要高妙。（冰字可寫成“水”字加上一點，

故曰一點．） 

 

有半拆字當然有全拆字，比方有一富翁造房子，見

二工人抬長木回來，靈機一動即說「二人抬木歸

來，木長人短」(把來字拆開)．旁邊有一頗有才學

朋友即對曰：「四口興工造器，工少口多」。(器的

異體字，器內的“太”可用“工”字替代)． 

 

又據說有一次紀曉嵐想請假回鄉省親，乾隆說可

以，只要卿家對得出我的題目「十口心思，思父，

思母，思妻子」一作「思國，思家，思社稷」(我

想前者較貼切當時情景) 當時紀學士即跪到對

曰：「寸心言謝，謝天，謝地，謝君皇」乃得告假

回家。 

 

說到這位紀曉風，乃清朝第一大學士(主編中國最

出名的四庫全書，著有閱微草堂筆記，似聊齋誌異

專說神鬼狐仙報應之書)，天縱奇才，他有一對出



名的拆字對如下： 

 

當年乾隆全盛時期，各國如英，日，俄等常派學者

來中國留學研習中華文化。一日有一俄國使節學者

上朝曰：我今有一對題，不知朝上有人能啟我學問

否？題曰：「我俄人，騎奇馬，張長弓，單戈成戰，

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想這俄使，處心

積纍，明是求學，暗是挑戰。當時朝上各大臣面面

相覷，手足無措。紀曉風施施然上來曰：微臣願答

此對．即道出「爾人你，襲龍衣，偽為人，合手即

拿，魑魅魍魎，四小鬼，鬼鬼在邊」針鋒相對，罵

得令人喝彩，好！好！好在罵你鬼心鬼計，鬼頭鬼

腦，竟敢小覷我中華人物，掃地出去。 

 

紀氏認為無對不可對。他小時著名的如，有人出上

聯：「風吹不響鈴兒草」，他對「雨打無聲鼓子花」。

但是有一次他的六姨太(頗通文才)正在用紗紙糊

窗，紀氏入房，姨太說我出一題你對「月透(或作

照)紗窗，個個孔明諸葛(格)亮」。這可把紀大學士

難住了，因為聯中嵌入兩個同一人的名字。這聯到

民國初年有人對曰：「風送幽香，郁郁婉華梅蘭

芳」。小弟不才在西雅圖，三藩市看到那些無業遊

民，也就口癢來對個「露宿街頭，晚晚樂天白居

易」，後來又湊個什麼「雷轟泰嶽，岋岋山谷黃庭

堅」。當然自不及他們的文雅暢順，沒有學過，總

是外行，只是好玩訓練腦細胞而矣。 

 

乾隆又有一次大宴群臣，忽然風雲驟變，行雷閃

電，傾盆大雨。乾隆興緻又來了，說有一題能對者

賜御酒三杯曰：「玉帝行兵，風刀雨箭，雲旗，雷

鼓，天為陣」。傳下去無人能對，到了紀大煙袋(別

稱)，他領旨對曰：「龍皇設讌，日燈月燭，山殽海

酒，地當盤」。當然他對的氣魄比乾隆更大，乾隆

不作聲。紀大學士馬上打哈哈說道：「皇上乃天子，

可呼風喚雨，微臣只不過酒囊飯袋，肚皮大好喫而

矣」。乾隆立轉歡顏賜酒，正是侍君如侍虎也。 

 

且說這對聯之事，正如太極推手。是文人吃飯的家

擋，也得隨時受人挑戰。這要看個人的胸羅溫博靈

機與才華。上面已說紀大學士，今再舉些他人例

子，這些都包括機智，風雅與趣味。 

 

清乾隆進士阮元，有人問他「阮元何故無二耳？」

阮為耳邊，他立即對曰：「伊尹從來祇一人」。要應

對得快而且貼切真是難。 

 

明朝的詩人李東陽，有人來訪說：「李東，陽氣暖」，

把他的名字拆開。他馬上作揖應曰：「柳下，惠風

和」，後者當然不完全貼切。當然，我們同學中可

以入這對的是「梅嶺，俊花開」。移遠一點是「高

子，敏才華」。何以想到高子敏，因他在三藩市時

就出了一個迴文對說「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當

時我對不上，在回程中就想善社同學去遊船河也可

勉強湊個答案「中美遊船河船遊美中」，當然動辭

與助動辭不恰當。 

 

中國的對聯，花樣繁多，有諧音，拆字，迴文，嵌

名字，植物，草葯，有對數字，有典故，重句，疊

字等。好的令你拍案叫絕，茶餘飯後慢慢欣賞也是

人生一樂。 

 

茲就記憶，隨便錄下數則： 

 

鄭板橋的「蓬破船裝零碎月，牆倒屋進整齊風」是

應景而生的。眾知蘇小妹三難新郎秦少游，著名的

如「雙手推開窗前月，一石擊破井中天」。後者還

得靠蘇東坡助一石之力。但入洞房前最後一關是蘇

小妹出題：「含笑吹燈雙得意」秦對「藏羞解帶兩

知情」。真是極中國文學含蓄之意境。秦少游出名

的詩句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紀學士生平，對中亦有人出題：「父戊子，子戊子，

父子戊子」(戊子即中科舉時間)。紀對曰：「師司

徒，徒司徒，師徒司徒」(司徒官職也) 。後來弟

也湊熱鬧：「母生女，女生女，母女生女」(TV 上

母女同時生女)。 

 



某山西考官向考科舉的一學生出上聯日：「澤，潞，

汾，蒲，獨平無水」(山西五府)，生對曰：「泰，

華，衡，恆，唯嵩有山」(中國五嶽)。也記不得誰

人所對「雲飛月走天不動」，「水流沙滾地不移」。

趣味的如「挑水丫頭誰家女」，「混帳小子隔牆人」。

這撒賴的對還有下文，卻記不得了。 

 

疊字的如「回回拜回回，回回回，回拜」(回回即

回教或回族人俗稱)，紀學士小時對「老老哭老老，

老老老，老哭」(老通姥)。我也曾湊熱鬧(想清算

時期)「公公審公公，公公公，公審」(舊文學是不

用標點符號的)。 

 

對聯是活的文學，是二人以上創作的文學，可隨機

應變，按各人喜好而創意，有它獨特的風格與吸引

力，古董寶貝拋得七七八八，同學有什麼好的對

聯，能否提供給大家分享。末了結語「佳句天成，

不費絲毫人力，靈泉心生，那有半分造作」。對聯

如此，中國的詩辭歌賦文章亦如此，生於中華文

化，能得欣賞亦一大幸事與大樂事。 

  

味聯      神劍 

 

在通訊中，拜讀唐冬明“對聯”一文，覺得很有

趣，一時手癢，在此與各同學分享我本人的小小意

見，並非與唐兄爭風，只是見獵心喜而矣，亦在此

趁熱鬧而矣． 

各位還記得在畢業錄中，有一對聯，譽為本社絕

對： 

 朱達三開光管，余定一閂水喉 

可惜不知作者是誰．年前我在唐人街買到一本小

書，名為“奇聯巧對”．其中不乏十分精彩的對

聯．我只選擇其中一二，與唐兄風格絕不相同者登

出．我這些對聯，在文學造詣上，遠不及唐兄，但

在味道上，保證勝之．衛道之士，請不要再看下去，

你不欲觀之矣！ 

這些對聯，全是祝賀新婚，洞房花燭夜者． 

 廿十載造砲，是夜試放 

 十八春築城，今宵被攻 

描寫廿歲青年，與十八歲少女成婚． 

 兵臨娘子關，英雄膽怯 

 砲轟珍珠港，美人心驚 

太太門，還會讓先生到夏威夷渡假嗎？ 

 

希望各人，都會同意，這些是樂而不淫．還有一些

聯，我認為太露骨，且鹹而無味，所以不便登出．

最後一聯，寫洞房花燭夜，可發人心省： 

 不破壞，安有進步 

 大衝突，方生感情 

 

奉勸各位夫妻，如有任何衝突，應．．．阿彌陀佛，

和尚寫這些東西，要面壁十年，在犯清規之前，乖

乖收筆． 

 

各位善社同學， 

 

一年過得真快，諒同學都好．祝各位身體好，假期

快樂． 

 

今年初，管家楠夫婦，石錦之曾來過紐約和各位同

學見過面吃過飯．管兄已經退休，常到各地遊埠．

石錦之年中做了外祖母，甚為興奮，自然更忙了．

五月中，李國綱夫婦來紐約探親，曾和他見過面．

他倆也退休，夫婦結伴到處走走． 

 

紐約培正同學會今年換了位新會長，輝社同學，做

事很能幹．希望我們年輕的同學多參加活動，不然

仍是“老柴”到席，就沒有勁． 

明年四十週年聚會，紐約同學參加者除我之外，有

朱崇禧，謝景亨，陳維超．我們有意早幾天到羅馬，

然後在 Istanbul 多留幾天，假如同學有興趣，不

妨聯絡參考一下．不多寫，祝 

好       

                    紀寬上 11/4/2000



旅遊消息 

離校四十年重聚船遊 

40 Year Reunion Cruise in 2001 

 

Ship：Noordam by Holland America 

Date: Sept 22 to Oct.2, 2001 

 

 

Destination: Greek Islands, Western 

Mediterranean 

Itinerary: Rome, Naples, Loutraki, 

Katakolon, Santorini, Mykonos, Pithagorio,  

Kusadasi, :  Istanbul

 

Price : Air Fare : from San Francisco $1345 

      from JFK $1139 

  Cruise :                                                                                           

Category Inside Category Outside 

M $1345 G $1710 

L $1480 FF $1735 

K $1525 F $1785 

J $1570 E $1825 

I $1615 EE $1795 

H $1655 D $1850 

  C(deluxe) $1895 

  B(deluxe) $1999 

  A(suite) $2450 

    

There is a $25 per person on board crdit. 

 Price does not include : 

 optional land tour or excursions 

estimated to be about $100 per 

tour. There are 8 ports of calls 

making a total of 8 land 

excursions. 

 Tips : recommended $8.00 per 

person per day 

Agent : Tom Willyoung  

     Cruise Holdays, 21580 Stevens 

Creek Blvd., Cupertino, CA 95041 

    Tel : 408-255-3232  

       Fax : 408-255-0624 

    E-mail : willcruise@aol.com 

 

Booking : 

Please make your own booking and travel 

arrangement directly with the agent. Please 

also notify me at the same time so that I can 

keep track of the number of participants. 

 When you make the booking, please 

specify that you belong to the group 

of Pui Ching Class of 61 Reunion 

Cruise. 

 Of course you can make the booking 

with your own separate agent. We go 

to the same agent to get the group 

discount which is one free ticket per 

every 15 paying passengers. 

 

Please contact me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mailto:willcruise@aol.com


香港離校四十年重聚： 

 

香港同學會同學日，及回鄉探親團：請與

香港陳偉仲同學聯絡 

 

其他旅遊計劃： 

 

這些計劃，都是在絲綢路上，大家討論而訂，目前

只在構想或計劃期中，但事在人為，請留意通告． 

2002 年春：中國，張家界，九寨溝，西廂板臘 

     （張家界風景，據云勝於黃山） 

2002 年夏，三，四日的墨西哥船遊 

2003 年：紐西蘭，澳洲 

2004 年：日本 

歡迎任何其他提議． 

 

 

香港離校四十年重聚： 

 

香港同學會同學日，及回鄉探親團：請與香港陳偉

仲同學聯絡 

 

其他旅遊計劃： 

 

這些計劃，都是在絲綢路上，大家討論而訂，目前

只在構想或計劃期中，但事在人為，請留意通告． 

2002 年春：中國，張家界，九寨溝，西廂板臘 

     （張家界風景，據云勝於黃山） 

2002 年夏，三，四日的墨西哥船遊 

2003 年：紐西蘭，澳洲 

2004 年：日本 

歡迎任何其他提議． 

 

 

 

 

 

 

絲綢之路遊記   陳晶 

 

我們參加了培正善社舉辨為期十三天(九月二十二

日至十月三日)的中國絲綢之旅，經過了七個大城

市，十多個景點。在中學時的地理歷史課堂上，老

師介紹我國的錦繡山河，當時只能任由我們去想

像，如今能夠親臨其境，欣賞到令人讚嘆的祖國河

山，何其有幸。每到一處，地陪都耐心的介紹當地

的地理，歷史和風土人情．我們的全陪徐小姐一路

上照顧週到，妙語如珠，風趣幽默，使我們笑聲不

斷。每日三餐豐盛可口，正如地陪所說，這次絲綢

之旅，正是「不思不愁」之旅，想不增磅也難了。

旅途中，我作了簡短的筆記，現整理出來，以日記

方式敘述，供大家參考： 

 

9/22 河北省  北京 

 

下午四時，我們到達北京國際機場，與早到的同學

會合後，乘旅行社安排好的巴士進入北京市區的台

灣飯店下榻。這間旅館位於鬧區的王府井大街與金

魚胡同上。清朝時這一帶是王官貴戚的住宅區，據

說當時一居民挖井取水，水質苦瀝，唯獨在附近發

現的一口井，水質甜美，故以王府井命名。現在北

京市政府為了保存城內的古蹟，儘量向市外發展，

因此有繞著市中心而發展出來的二環區，三環區和

四環區，以配合新興起的工商業。徐小姐告訴我

們，北京市的「銀街」是美麗姑娘出入的地方，單

身無伴的男子要特別小心．提到銀街，徐小姐順便

唸出一首打油詩，以博大家一笑，茲錄如下： 

  摸著姑娘的手，彷彿回到十八九 

  摸到同學的手，後悔當初沒下手 

  摸到小姨的手，後悔當初下錯了手 

  摸著情人的手，一股暖流往下走 

  摸著老婆的手，一點感覺也沒有 

聽畢，全車的人捧腹大笑，不知在坐的男士，有何

感想？ 

 



接著， 徐小姐提到大陸年青和中年的夫妻，近年

來離婚率不斷的升高，北京人有這樣的說法： 

 結婚是錯誤，結婚有子是失誤, 

    有了情人是覺誤，沒有情人是廢物, 

 情人太多是動物，離了婚是錯誤， 

    離了婚再結婚是執迷不悟。 

    (註:  誤，物，悟 三字國語同音) 

以上的打油詩，想是導遊給我們潻些笑料而已． 

晚飯後大夥兒逛王府井大街，據說大部份的建築及

商業為香港，新加坡商人的投資，高樓大廈林立，

名牌時裝店，各式餐館，路邊咖啡冷飲店，點綴著

五光十色的霓紅燈，遊人悠閒的徒步其間，如置身

在於香港或東京。

 

 

9/23 陝西省  西安 

 

次日我們飛抵西安咸陽機場，隨即下榻於建國飯

店。陝西省的首都西安，舊名長安，歷代有十一個

王朝在此建都，是著名的六大古都之一．它蘊藏著

豐富的古蹟文化。我們參觀了古城牆和大雁塔，晚

餐品嚐馳名的西安餃子宴。 

   

古城牆：此城牆是環繞著西安市而建的，至今已有

六百年的歷史。牆外有護城河，牆高 12 公尺，寬

15 至 18 公尺，是中國保持得最完整的一坐城

牆。城牆走道上，一邊架著一個大鐘，另一邊放置

一大鼓，當年的晨鐘暮鼓已不復存在，現在成為遊

客觀光的景點． 

大雁塔：唐玄奘受命於唐朝皇帝去印度取經，特建

此塔來存放經典。由唐三藏及其弟子們在此做譯經

的工作，塔高七層，外形有異於一般中國的塔，它

參入了印度的色彩。 

餃子宴：晚餐於「京味居」，我們嚐到了天下馳名

的餃子宴，十八種形狀，名稱各異的小餃子，大小

如葡萄，形狀有魚，元寶，猴子，船．．．精巧的

手工，使我們眼界大開。 

 

9/24  陝西省  西安 

 

早上乘車到西安郊外，參觀世界七奇之一的秦始皇

陪葬物---兵馬俑。西安是秦國的發源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統一了中國，劃一了度量衡，統一

了貨幣和文字，全國人民對他非常感激，用西安本

地出產上乘的黏土，製造了許多兵，馬，車的泥像

作為他的陪葬物。秦始皇挑選的兵將都是高大體健

的勇士，因此出土的俑像個個身材高大。每一個泥

俑，服飾各異，髮型不同，將軍，士兵軍階有別。

出土的兵，馬，車，栩栩如生，令人驚嘆二千多年

前中國人的智慧及技術水準。據估計，總共有八千



個陪葬兵馬俑，到目前為止，僅出土二千個左右，

現在仍繼續挖掘中。展列出來的泥俑是依照原來入

土的出戰形式排列出來。第一個兵馬俑是當地農民

在 1974 年打井時發現的，經傳媒的報導，引起全

國人民及考古學家的注意，進而發現了這龐大的古

蹟。隨後，我們前往唐明皇龐愛的妃子楊貴妃出浴

之華清池，位於華清宮內，是唐朝時之冬宮，此處

亦為一農民所發現。 

 

9/25 甘肅省  蘭州 

 

自西安乘機到甘肅省的蘭州，這兒盛產水果，有水

蜜桃，蟠桃，草霉，蘋果，白蘭瓜，梨，黃河蜜，

百合，冬蟲夏草，故絲路又名水果之路。遊覽車將

我們帶到黃河邊上的黃河母親雕像，黃河流域一帶

是中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故黃河又稱母親河。黃

河水混濁呈黃泥色，正符合其黃河之名．我們參觀

了河邊的水車園，偌大的水車是古時用來攝水和引

導水入田中作灌溉之用，利用河水自然的衝力，帶

動水車汲水，然後引水注入農地，真令我們佩服古

人的科學頭腦。不遠處，見到跨河兩岸的 「黃河

第一橋」，又名「中山橋」，為了紀念國父而改名的，

這是跨黃河的第一條大橋，頗具歷史價值。接著我

們大夥上船遊覽黃河，兩岸的垂柳，中山橋，河一

邊的白塔山，清真寺，舊式的民宅，河另一邊的新

建的高樓，儘收眼簾。隨後我們爬上了白塔山，山

頂有座白塔，據說在元朝，成吉思汗想將佛教引入

中國成為國教，派出一高僧，未料在半途中病死蘭

州，於是建白塔來紀念此僧人。沿階而上，見遊人

三三兩兩在山上賞景，飲茶，談天悠然自在。 

晚餐後，搭乘火車駛往甘肅省的嘉峪關。 

 

9/26 甘肅省  嘉峪關 

 

我們乘坐軟舖火車，兩人一間房，在火車上住宿一

夜（十二小時車程）之後，即抵達了河西走廊的中

部的甘肅省直轄市，嘉峪關市。這是甘肅省唯一的

鋼鐵工業城，是著名的酒泉鋼鐵公司的所在地(酒

鋼)，由此工廠而帶動發展了這個城市，人口有 13.5 

萬，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漢族，多為東北來的移

民。在我們旅館附近的十字路口，站立有一座「騰

飛女神」 的雕像，她充滿活力飛躍的姿勢，正象

徵著這新興城市的精神。甘肅省南邊的祁連山礦產

豐盛，以及高山溶化的雪水，給嘉峪關帶來了一切

的生機。 

 

我們乘專車抵達嘉峪關的城樓，見到路的兩旁，種

了一排排的彎柳，和左宗唐種的一顆楊樹稱左宗唐

楊．保持完整，建築雄偉的嘉峪關只有六百年的歷

史，城牆用黃土堆成。製造過程復雜，據說先將泥

土壓平，在太陽底下晒兩個月，將蟲卵，草種晒死，

然後加入蛋白和稻草壓實，再晒二個月之後才用來

蓋牆，經過這樣處理過的泥磚，是十分堅固的。長

城西起嘉峪關，東抵山海關，此關是明長城最西的

關口，是防敵的要塞。嘉峪關的北邊有馬鬃山，南

邊有祁連山，地勢險要，故號稱 「天下第一雄關」。

當地俗語有云：「風吹石頭跑，遍地不長草」，「出

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朝前走，戈壁灘，往後看，

鬼門關」，道盡了這一帶荒涼的景像。在這兒我們

參觀了遍布關口內的城樓，有文昌閣，關帝廟，敵

樓，戍樓等等。 

 

懸壁長城 

下一個景點便是 1539 年沿著黑山的懸崖峭壁建

成，長 750 公里的「懸壁長城」。最斜處約 45 度。

遠看如一條長帶子，東西兩頭各有一座峰火台和暸

望台。我們一大夥直向上爬到頂端，欣賞四週的風

景，並拍照留念。自嘉峪關向南行，抵達了 「長



城第一墩」和「禱賴河」，地勢險要，是嘉峪關外

圍的另一道防禦線。 

 

接下來，我們去參觀了著名的夜光杯工廠。河西走

廊位於黃河之西，北有馬鬃山，南有祁連山。祁連

山盛產玉石礦，是著名的夜光杯出產地。由於當地

的玉石中含有豐富的鐵質，因此夜光杯能吸住磁

鐵。夜光杯薄如旦殼，兩杯相碰，若能洋溢出清脆

的聲響即為上品，酒杯表面漲力是玻璃杯的五倍，

所以斟酒高滿而不溢，故有「夜光長滿杯」之美名。

唐朝詩人王翰，以夜光杯作詩一首，名為「涼州

詞」：『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

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描寫戰士一去不復

返，出戰前以酒壯志的豪情。 

 

在禮品店內，我們欣賞到各式各樣的夜光杯，玉雕

等手工藝品，同學們選購了一些以作紀念。 

 

9/27 甘肅省  柳園 

 

漢長城 

早上離開嘉峪關賓館，乘火車五小時後抵達柳園車

站。自柳園乘車向南駛到敦煌。途中經過黑山，是

馬鬃山的一個支脈，由於土壤含高度鐵質，經氧化

後呈黑色，因而得黑山之名。過了黑山，便進入了

一望無際的戈壁灘，此地土質是沙參小石，氣候乾

旱，早晚溫差甚大。 

我們路過的漢長城，建於西漢年間，至今有二千年

的歷史，這段長城，經歷代戰爭的破壞，如今僅留

下一些黃土墩，點綴這荒涼的戈壁沙漠．由於這難

得的塞外風光，大家都紛紛拿起相機，拍照留念。

巴士繼續向前行，只見兩邊棉田不斷，它全靠祁連

山溶下的雪水來灌溉，棉花是此間農民的主要收

入。 

 

鳴沙山，月牙泉 

 

經過兩小時的旅程，我們到達了鳴沙山和月牙泉。

一些同學去參加騎駱駝隊，經驗一下沙漠騎駱駝的

滋味。鳴沙山是由流沙堆積而成，沙有五種顏色，

由於沙中含有較大的沙粒，當風吹過山頭，沙與石

之間的磨擦，發生沙沙的聲響而得鳴沙山之名。四

週佈滿了高低起伏的沙丘，遊人沿木橋走上山頂，

然後坐木板墊向下滑落。處於群山中的平地，出現

了形如新月般的「月牙泉」，泉水來自地下，過去

的居民用此泉水作灌溉及食用，在如此乾旱的沙漠

中出現此月牙泉，沙水共存，不得不驚為上帝之傑

作。 

 

 

9/28 甘肅省  敦煌---莫高窟 

 

一早乘巴士經戈壁沙漠到達敦煌東南邊，25 公里

之外的藝術寶庫---莫高窟。傳說早在公元 336

年，一位僧人來到敦煌的高山處，突然天上發出萬

丈金光，照耀其身，於是選了一洞窟，繪上壁畫，

供奉佛祖，以祈旅途平安。自此以後，過往的商人，

和尚，旅客紛紛在此挖洞畫壁畫，造佛像，以求上

天保佑平安。當時，敦煌是中西最西的交貿重鎮，

亦是佛教傳入中國的第一站。 

 

首先我們進入莫高窟的正門大殿堂，裏面供奉了世

界上第一大的室內佛像，色彩鮮明，作微笑狀，表

情慈祥，費時 12 年始完成。又參觀了 158 號窟

的臥佛，從屋頂到牆腳都畫滿了‘壁畫，描述天上

和人間善惡因果的故事，屋頂畫了無數小佛像，故

稱千佛洞。據歷史記載，歷年來，洞中的佛像，經

卷，壁畫被世界各國的考古學家，旅客，商人等偷



走，挖走的，無數以計，現留落於世界各大博物館

中，故云：「敦煌史是一部令人傷心的歷史」實不

為過。 

 

 

在回程的路上，我們看到沙漠中「海市蜃樓」的奇

觀，由於空中大氣層的溫度與地面的溫度相差太

大，經過陽光的拆射後，產生如高樓，如海水，反

光的錯覺，這種奇怪的現象，只有在沙漠中才能見

到。晚上我們搭乘在柳園等候的火車，繼續西行去

吐魯番。 

 

9/29 新疆省  吐魯番 

 

經過十二小時的車程，在火車上過夜，即抵新疆省

的吐魯番市。導遊及司機都是新疆的維吾爾族人，

導遊 「怕黑」(Parhat)操著流利的英語和歪腔的國

語，能歌善舞，表情甚多，出口恢諧，一路上給我

們帶來不停的笑聲。 

 

新疆面積佔中國的六分之一，相當於美國的阿拉斯

加州，氣候乾旱。北有阿爾泰山，盛產金礦，中有

天山，南有崑崙山，盛產玉石。夾此三山脈中，北

為準噶爾盆地，南為塔里木盆地。盆地上的草原，

居民牲畜都靠天山溶下的雪水來生存。塔里木盆地

有豐富的石油，農地．崑崙山出產青白玉，翠玉，

黃玉，墨玉，其中以河闐玉和羊脂玉是最為聞名，

用這類玉雕出的飾物及藝術品，最受觀光旅客的喜

愛，在西安展出的由 2490 片玉塊縫製成的金縷

衣，即出自河闐。新疆省的人口，維族佔 74 %，

漢族佔 20 %，其他是一些少數民族。維族用阿拉

伯字為主，維語屬土耳其語系。 

 

火焰山：途中我們參觀了火焰山，山上的沙土含高

量礦物質，以致太陽照射呈淡紅色而得名。孫悟空

和鐵扇公主撲滅火焰山的故事即源於此。 

 

葡萄溝：路的兩旁我們見到一些用磚搭的 「涼

房」，是四面通風的小房子，用作晒葡萄乾和果乾

之用，這裡盛產紅色，綠色的葡萄，以本地葡萄釀

的酒最為出名。我們漫步於用葡萄樹枝攀搭成架的

林蔭道上，清涼舒適，路邊攤販排列出售當地出產

的各種葡萄乾，杏乾，李乾，棗乾，無花果乾．．

等等．由於早晚溫差大，種出來的水果，水份多，

而且特別的甜。 

 

蘇公塔：位於吐魯番東南邊兩公里的蘇公塔，是絲

路上一獨特的建築物。此塔建於清乾隆年間，高四

十四公尺，是維吾爾族人的設計，他們用晒乾黃色

泥磚，利用幾何圖形及花紋向上砌成的建築物。現

在已禁止遊客攀登此塔。

 

 

坎兒井：由明渠，暗渠和豎井三個部份構成的坎兒

井，是吐魯番生命之源，這一帶有一千五百條水

道，全長共計五十四公里。由於氣候乾旱，陽光充

足，水 份容易蒸發，居民為了引導山上的雪水到

平地，挖掘地下水道。每隔適當距離挖一口豎井，

井深自三十公尺至八十公尺不等，如此水道不經日

晒，不受風沙吹襲，因此水質乾淨。暗渠藏地底，

豎井用來維修坎兒井河道之用，明渠供居民飲食，



灌溉之用。導遊帶我們走入地底下的坎兒井，陰涼

舒暢，水淨又清，小魚兒群游於其中，居民特別選

擇有小魚的流水來飲用，因為這樣的水是未經污染

的。這些水道是吐魯番居民生命之源，靠著它來種

植著名的葡萄，各種蔬菜，瓜果和棉花。 

 

 

交河古城：現已成廢墟，遠在三千年前車師人(維

族)曾在此城定居，兩條河在城的南部交會，城市

高出地面三十公尺，沒有圍牆，地勢險要。唐朝時，

這兒是吐魯番經濟文化的中心。居民的住所一半在

地底下，另一半建在地面上，房子冬暖夏涼。此地

無雪無雨，只是偶有強風掠過，這種用黃土建造出

來的房子，經多年的變化，只剩下奇型怪狀的黃土

堆了。但城市中的主要幹道，住屋和佛寺仍依稀可

辨。 

 

游覽了一整天，走了不少的路，大家帶著疲乏的身

子，回到吐魯番綠洲賓館休息。次日再向西行，到

達我們絲路最後的城市---烏魯木齊。 

 

9/30 新疆省  烏魯木齊(舊名迪化） 

 

自吐魯番，乘兩小時火車即抵達了烏魯木齊，意為

「美麗的草原」。二千年前，這裡是駱駝隊住宿歇

腳之處，如今它是新疆的省會。人口一百六十萬，

47% 是漢人，42% 維族，剩下的是哈薩克族，蒙

古族及白俄等。烏市是全世界離海洋最遠的城市，

北邊是平原，冬天時西伯利亞的冷風向南吹，溫度

可降至攝氏零下廿度。我們在城內用午餐，見到百

貨公司，商業大廈及餐館林立，車水馬龍，非常的

熱鬧。午飯後，巴士便把我們帶到烏魯木齊南邊的

南山牧場，這裡是哈薩克遊牧民族居住的草原地

帶。他們邀請我們進入他們居住的帳蓬(氈包)，品

嚐他們自製的鹹奶茶和餅乾，接著為我們在廣闊草

原上表現賽馬，姑娘追和叼羊等節目。在節目中，

表現出哈族人的粗爌和繞健的身手，年青的男子騎

在駿馬上，一副威武消灑的樣子．年青的女子，皮

膚細嫩白凈，濃眉大眼，含羞答答的穿著美麗多彩

的大裙騎在馬背上。坐在前排的我們幾個人，趁節

目未開始之前，趕快跑去跟前和他們合照，留下了

珍貴的鏡頭。 

 

10/1 天山  天池 

 

我們乘巴士盤旋而上天山，天山海拔一千九百公

尺，是聯合國劃定的生物保護區。山上有雪豹，雪

雞等稀有野生動物。路經 「小天池」，傳說是王母

娘娘的洗腳盆，蒼松翠柏環繞池的四週．車行五公

里後即到達了天池，古稱 「瑤池」．傳說三千年前

這兒是王母娘娘的「梳妝鏡」，池深一百廿尺，面

積 4.9 平方公里。是由天山雪水溶化流入而成天

池。 

 

我們大夥上船游湖一週，只見遠近重疊的山巒，滿

山青蔥翠綠的白楊樹，榆樹，倒映在輕波盪漾的水

中，忽見對岸綠叢中點綴著一個金黃色的小亭，猶

如畫家筆下無意的一點，點綴著這藍天，白雲，青

山，綠水的畫面來得更具詩意。突然，一陣霧來，

景色一片濛瀧，恍如人間仙景，竟不知身在何處。 

 

天山出產多種中藥，其中以雪蓮最為出名。我們參

觀了新疆中醫學院研究所，聆聽一位教授講解雪蓮

在醫藥上的用途。它生長在天山四千公尺以上，一

年之中有十一個月在深雪覆蓋下生長，花期僅四

天，必需在四天之內將雪蓮採下，晒乾後製成藥

材，它可治療婦女疾病，風濕，關節炎，過敏等症

狀。據這位教授說，治癒率只有百分之八十多，有 



 

 

的疾病不能根治，並非外傳白蓮是可治百病的靈

丹。那天下午我們都上了一堂寶貴的中藥課。 

 

10/2 回程 

 

早餐後乘機去北京，李永寧夫婦下機後即由親戚接

走了，其他隊友住入台灣飯店，絲綢之路到此結

束。當天是自由活動，部份太太們商量結果，叫了

的士即向建國門南邊的秀水市場出發購物，這市場

以出售仿歐美名牌衣物出名。另一部份同學和太座 

 

們去了琉璃廠選購精緻的仿古字畫及藝術品。有的

去了天安門看國慶燈飾，還享受了坐三輪車之樂。

我們去秀水街的幾位，大包小包，滿載而歸，買到

銀包洗空而返． 

 

10/3 回家 

 

清早起床，打點好要交運的行李。高子敏於晨早五

時乘的士去機場，飛往上海(在昨晚已向大眾告別

過)。我們幾位太太們把握最後的幾小時再度去秀

水街「瞎拼」，再次洗淨我們的銀包，換來不斷的

笑聲和快樂。全隊人除了梁燊成夫婦和羅子華夫婦

之外，都已踏上歸程。大家懷著依依不捨的離情，

互道珍重再見，後會有期。我們十分感謝李威漢夫

婦，費心組織這次絲綢之旅，沿途為我們收集司機

和導遊小費，在設想週到，細心照顧之下，大家才

能無憂無慮儘情地享受同聚與旅遊的樂趣，在此我

們特向主辨的同學們致最深的謝意。 

 

 

 

 

 

 

絲綢之路 － 新彊行  

     秋庭(Teresa Leung) 

 

霧遊天池 

群山峻嶺圍天鏡，王母浴池碧清澄． 

皚皚白雪臥山頂，定海神針立池中． 

輕紗薄霧繞仙境，乍現乍隱恍似夢． 

微風搖波起漣漪，幽靜雅緻脫凡塵． 

 

心醉吐魯番 

吐魯番上綠油油，炎熱乾旱造奇蹟． 

天山雪水化清流，灌溉飲用坎兒井． 

民生富足家家樂，瓜果葡萄享盛名， 

維族俊秀且風趣，歌舞表意心相通．  

 

交河低吟 

落日餘暉映古牆，斷垣殘壁訴蒼涼． 

兩河交匯位樞紐，車師王國盛富強， 

壯闊雄偉勝龐貝，征戰連連終滅亡． 

道路縱橫依可辨，土墓僧廟歷滄桑． 

輝煌顯赫猶在目，風聲故人泣悲愴． 

榮辱盛衰史作證，轉眼成空嘆無常． 

 

南山牧場 

南山牧場迎遠客，哈薩克族馬上威． 

馳騁遼闊草原上，叼羊賽馬姑娘追． 

西風綠林見牛羊，氈房奶茶齊聚會． 

塞外風情心相牽，萬里遊蹤何時歸． 

 

 

 

 

 

 

 



西遊記      李威漢 

 

兩年前，我在星架坡有機會和我五叔閒談．五叔旅

遊中國多次，而且旅遊點也與眾不同．每次見到

他，我都細心聆聽他的旅行經驗．這次和他見面，

他談及坐火車去絲綢之旅．他立即得到我的注意．

因為余光源早一年去絲綢之旅，回來說坐巴士很辛

苦．沒想到，除坐巴士外，還另有別的方法．在我

離開星架坡前，我特地去和華運旅行社接洽，看如

何可以從美國參加這以星架坡人為主的旅行團．華

運的經理李先生（非亞威親戚）建議美國團從北京

開始，然後配合在甘肅省蘭州專列火車的行程，並

加上西安一遊覽點．當晚十二時，華運將行程及報

價送去我五叔家裡給我帶回美國． 有了去黃山旅

遊的經驗，要組織十來人的團應不是難事，目的是

要有自己的巴士及導遊．一開始便有十一位團友

（黃山八怪，加上高子敏及陳秉麟夫婦）．後來加

上胡正夫婦（六年級後離開培正的善社同學），陳

玉安夫婦，李永寧夫婦，羅子華夫婦，再加上了同

學的親戚，合共了廿八人．從組織方面來說，最困

難是，在啟程之時，團友要退出的如何處理．這是

私人辦旅行團責任之重大處．曾有人詢問亞威，有

無如遊船河那種旅遊保險．多付一百幾十保險費，

到時不去可以退水．這可真難到亞威了．加上有團

友要早到北京，或散團後延遲離開北京的住宿的處

理，可知為旅行社之不易也． 

 

在啟程往北京早上五時許，李老親家（小女的家

公，家婆）來電話說聯合航空公司取消了他們來三

藩市班機．所以到了機場，不斷去打探他們羅省來

的有無搭上機來三藩市．幸而他們都早到機場，趕

上了另一班機準時來了三藩市． 

 

到了北京，李永寧夫婦已早一步從香港抵達，而且

已找到代表華運接機的徐小姐．稍後羅子華夫婦也

從香港抵達．剩下的五位團友，四位已一早抵達北

京．高子敏因乘中國航空公司班機，要在晚上十一

時才到．專車送團到王府井的台灣飯店，會上了早

到團友．亞威組團的任務可算是大功告成． 

 

我們這旅程，從北京開始，而終於新彊的首府烏魯

木齊(Rumqi)，橫貫中國東西．所經的城市，都是

歷史上或金庸武俠小說上所熟識的城市．從北京我

們飛去西安，而抵達的機場是咸陽機場．西安和咸

陽是歷史上有名的城市，是古代的經濟及政治中

心．如不是發掘出秦始皇倍葬的秦俑，恐怕沒有人

會回到這古老的城市．到達西安第二天早上，在微

雨下，我們去參觀秦俑．看到埋在地下數千年的泥

像，很多已破碎．不知政府花費多少工夫，才能去

完成那些遊客觀賞的完整秦俑．見到秦俑不同的面

貌，我有一荒謬的思想．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去中

國，我留意到一般男人是不剃鬚的．在那年代，中

國經濟尚未發展．越是普通的日常用品，越難購

買．剃鬚刀片是其中之一．我猜想是，一般人只可

以在理髮時才有機會剃鬚．用同樣構思去推測，為

何大部份的秦俑都是面白無鬚．我糊猜有兩種解

釋．一是古代的匠人，根據理想的容貌去製像．而

當代的標準是無鬚．另一方面，傳說美國印弟安人

是從中國來的，美國印弟安人是無鬚的．因而可能

早期的漢人，在沒有和別的種族混合，也是無鬚

的．參觀完秦俑及吃了午飯，巴士從西安再回去咸

陽機場．開車師傅取小路而行，車不停的拋上拋

下．如整個旅程如是，則不堪忍受了．抵達蘭州機

場已是黃昏，晚餐後在漆黑的公路上從機場開去蘭

州市區裡的旅店．從西安開始，我開始感覺到時光

的倒流．在去蘭州市區路上，巴士在一團黑的路上

奔馳，我好像坐上一時間的列車，不停的往過去飛

奔．夢見到繁榮富庶的西安古都裡，像秦俑面貌的

人，在街頭巷尾上來往． 

 

在蘭州，我們來到黃河之旁．黃河是中華文化的發

源地，蘭州市在黃河邊立了一母親抱著嬰兒的石雕

來像徵黃河是中華文化之母．黃河到了蘭州進入了

平原，水勢已緩，已不再是波浪洶湧的黃泥水．河

上不見有漁船，也不見有運輸貨物的船隻．只有一



兩隻小型的遊覽船，供不遊黃河心不死的遊客用．

河邊保留著有一架古代用來灌溉的水車．除此外，

蘭州另一景點便是白塔山．蘭州特別的工藝品，是

在葫蘆瓜上，雕刻上國畫或詩詞．這一細緻的手工

品，也會有專家．在上白塔山時，山上一廟裡有一

中年人在賣葫蘆瓜．他專業是在大學指導學生，有

空時則在白塔山上賣葫蘆瓜．他耐心的指出要怎樣

去選擇這種工藝品．所以真是三人行必有我師． 

 

在遊覽黃河後，我們啟程去火車站，登上專列火

車，開始我們絲綢之旅．我們的行李已放在我們指

定的房裡．火車團共有一百四十人．一般星架坡的

團友是四人一房，而美國團是二人一車房．所以列

車有六個車廂是團友住宿的，更有兩個車廂用作餐

廳，更有 KARA-OK 車廂，加上其他車廂，甚有氣

勢．從蘭州向西行，地勢漸升高．尤其是從蘭州去

嘉峪關這一段．晚上在我們濃睡時，火車上山坡，

要用兩個火車頭，一前一後的推列車上去．在蘭州

時，天氣還算溫暖．這一晚，可能是沙漠天氣，蓋

了兩張棉被，要將頭也要蓋著，才能入睡．第二天，

聽說有人晚上要求服務生將冷氣關掉．服務生愕然

不知所答． 

 

早上到了嘉峪關站，天還沒亮，中國不使用地區性

時間，全國以北京時間為標準．所以越西行，日出

及日落越遲．最旅遊來說，這也不錯．早上遲起床，

玩到七，八時才吃飯．先去酒店吃早餐，然後去玩．

中午回酒店，入房沖涼，休息，後再去玩．嘉峪關

市是一個三十年前在沙漠上建立的城市．居民都是

從別省移來的工人，寬闊的街道，新建的居屋．主

要景點是嘉峪關城樓、它是萬里長城最西一關、南

面是終年積雪的祈連山、北面是連綿起伏的馬鬃

山、地勢險要、建築宏偉、故稱天下雄關。來這裡

的遊客不多，一進入停車場，便入了一公園的環

境．入了公園大門，要走一段路才去到城場．整個

城堡都相當完整無損．一般歷史建築物都有些故事

傳說，嘉峪關也不例外．燕鳴石的故事，是關乎嘉

峪關城牆之高，即使燕子也要從城門才能飛入城．

有天燕子回來晚了，城門已關，不能飛進城．想飛

越城牆過度疲累而死．以後，用石在城牆敲便會聽

到燕子的哀鳴．城牆有些石塊也因而被遊人敲至毀

損．現在，城牆下放有一大石，以供遊人敲去聽這

像燕的哀鳴聲．城牆外有一關帝廟．這也含有一故

事在內．劉，關，張三結義兄弟出戰回來，關公總

是最後入城去讓群眾向他歡呼，好像勝仗只是他一

個人的功勞．張飛暴躁，不能容忍關公的所為．但

劉備總是勸張飛容忍．但當次數太多，劉備也受不

了．當關公還在城外時，劉備命令將城門閞起，不

讓關公進城．自此之後，關公都是駐在城外了．所

以記念關公的廟是建在城外．嘉峪關城本身也一個

典故．因建城的石塊要從遠程運送到這荒蕪的地

方，所以，工程人員要將石塊的數目算得很準．準

確到當城建好後只餘下一石塊．至今那石塊仍留在

城門上．從城牆向城內下望，那城中的方形廣牆使

我想起以前一部電影『誘僧』其中一景，李世民引

太子入城內，將他和他的部下屠殺．城內一景和嘉

峪關城很類似． 

 

繼嘉峪關後我們前往懸壁長城、它依山勢而建、直

到無法翻越的高處。這段長城是最早建的，比北京

附近的長城還早．其中一段很斜而沒有石級，雖然

如此，團裡不少英雄男女，抱著『不到長城非好漢』

自豪感去攀登高峰望故鄉．。傍晚回到酒店晚飯

後、旅行團安排了西北秧歌舞來歡迎我們。看到

七，八十歲的退休人士，穿了鮮艷的衣服，在鑼鼓

喧天的音樂下跳扭秧舞．我腦裡想著的肥陳以前寫

那篇『老肥遊記』的空中小姐． 

 

翌日早上，再回到嘉峪關車站啟程往敦煌，約三小

時火車的路程．抵達敦煌，敦煌市區還離開車站

128 公里．以在美國開車的速度，應一個半小時便

到．在這裡，開足了三小時．有星架坡團友，因忍

不了，要停車在路邊沙漠施肥．漢代長城遺址也在

公路旁．留下只是一些在地斷層邊的土墩．斷層下

好像是一條在沙漠裡乾了的河床．十月是哈密瓜及

葡萄成熟時節，在途上，有販子在路邊賣哈密瓜，



眾人一窩蜂去購買了許多哈密瓜．可惜是在路邊試

嘗的甜，而買回來的則不甜． 

 

到敦煌後、先進酒店稍事休息便驅車前往鳴沙山及

月牙泉遊覽．鳴沙山是一座沙山．就像羅倫士亞拉

伯電影裡的沙山．沙山下有一月形的湖，本地人叫

它月牙泉．水不知從何而來．現在泉水越來越少

了．泉旁建有一些古式古香的房子，充滿詩意．加

上不停用水灌溉，房子邊有樹有草，一遍翠綠．鳴

沙是因風吹時有聲．從停車場去沙山，可以乘駱

駝．到了沙山下，遊客可以走上沙山去坐滑板下

來．羅子華赤腳走上沙山頂，步履如飛．旅行中仍

不忘去練習長跑． 

 

 翌日早餐後遊覽馳名遐邇的莫高窟．本是在沙漠

裡的山邊泥窟，現已被圍繞著成為一歷史朝聖的地

方．它被譽為世界藝術寶庫，南北長 1600 米，現

保存石窟多達 492 個、壁畫多達 45000 平方公米、

彩塑 2415 尊．但現在可以見到的只是其中三四個

開放的窟．在畫書見到著名的壁畫，都不在開放之

列．絲綢之旅最著名的景點，只給人對過往中國文

化的輝煌增加更多的思念．莫哥窟進口的大佛，是

中國最高的佛像之一，佛像前的地磚，在掘下去

時，發現有不同朝代的地磚．在這考古的發掘下，

佛像的高度也因而增加了數吋．參觀窟後便去一展

覽室觀賞窟中一些文物，及外國人包括日本人在莫

高窟偷去的文物．當時中國政府對敦煌石窟的不重

視，及外人對中國古代文物的貪婪，因而有言敦煌

的歷史是中國的傷心史也． 下午返回敦煌車站，

在路上見一點點『海市蜃樓』．在眼望沙漠的盡頭，

熱氣動盪，好像一片汪洋大海．『海市蜃樓』有時

可以讓人見到城市影像，這必要在很特別的氣溫下

才能產生的光學現象．黃昏登上專列繼續西行． 

 

 

再次回到列車，有點歸家的感覺．黃昏列車開始啟

程去吐魯藩（TARPAN）．沿途一些農家的屋簷，

都掛著晒乾了的玉（蜀）米．可能這是他們主要食

品．離站不久，車旁的都是沙漠的景色，一遍烤乾

了的黃土．飯後，聚在餐廳閒聊，品嚐亞威帶上途

的ＸＯ．一同學講了一解夢的故事：有一讀書人要

上京考試，發了三個夢，不知是禍是福，悶悶不樂．

他妻子便說：相公為何不將夢告知，待小婦為相公

解夢呢．讀書人便將夢一個個說出來．第一個夢，

他夢到他在牆上種菜．他妻子聽了，立即說：相公，

這夢不吉啊，牆上種菜，這不是『白（不）種（中）』

嗎！請再將第二個夢告知婦人．他便說，他夢到站

在雨中，頭上戴有雨帽，手上同時撐傘．他妻子聽

了，即說：相公，這夢亦不吉，這所謂『多此一舉』

啊！那第三個夢呢又如何．讀書人說，這夢很尷

尬，不好說．他妻子說：且說無妨．讀書人說，我

夢到和夫人妹子裸身屁股對屁股而睡．他妻子回答

說：相公，這夢亦不吉，這是『不得其門而入』啊．

讀書人聽了妻子的解夢，更加悶悶不樂．稍後碰到

小姨，小姨問讀書人因何悶悶不樂．讀書人說，他

發了三個夢，夫人解夢都說是不吉的兆頭．小姨

說：請將夢告知，小妹也能解夢也．讀書人便再將

夢一個個說出來．他夢到他在牆上種菜．他姨子聽

了，立即說：姐夫，牆上種菜，這是『高種（中）』，

好兆頭啊！請再告知小妹第二個夢．第二個夢，他

夢到站在雨中，頭上戴有雨帽，手上同時撐傘．他

姨子聽了，即說：姐夫，這是『冠（官）上加冠（官）』，

也是好兆頭啊！那第三個夢又如何呢．讀書人說，

這夢很尷尬，不好說．他姨子說：且說無妨．讀書

人說，我夢到和你裸身屁股對屁股而睡．他姨子回

答說：姐夫，這夢亦是大吉啊，你要『翻身的時候

到了』．次日早上，糊塗問導遊小姐，昨晚睡得怎

樣．能不能翻身．聞者莫不大笑起來． 

 

導遊徐小姐在途中也給我們打了個有關白雪公主

和七個小矮人的謎語．謎語一：七小矮人偷窺白雪

公主沖涼（打一飲品）．謎語二：白雪公主發覺有

人窺看，急用毛巾圍住胸脯（也是打一飲品）．謎

底在通訊內． 

 

在去蘭州途上，另一導遊也講了一笑話．有一精神



病院的醫生，要選數個較正常的病人來作每層樓的

主管．他召集了所有病人來，然後拿出一收音機來

問有誰知道這是甚麼．等了一回，有一病人說：這

是收音機．醫生於是委任他去作一樓的主管．隨

後，他又拿了一電視出來，如此亦委任了另一病人

去管二樓．他跟著拿出一台雷射視唱機出來，導遊

問：這視唱機在美國名叫甚麼呢？亞威因是這行專

家，隨口喊出 VIDEO CD，導遊跟著說：好，好，

你這位可去當三樓主管．言畢整車頓然大笑起來，

不單止亞威當了主管，而導遊當了全車的人都是患

了精神病的人．我們在黃河邊等待上船去遊河時，

看到河旁有一告示說，患精神病者不得上船．李樂

基輕聲說：不要吵鬧，不然我們不能上船． 

 

 

早上到了新彊的吐魯藩（TARPAN），怎樣從

TARPAN 翻譯成吐魯藩呢？亞威猜想是可能母

音的Ｒ，變作ＲＵ讀出來，所以讀作 吐（ＴＡ）

魯（ＲＵ）藩（ＰＡＮ）．同樣，烏魯木齊（ＲＵ

ＭＱＩ），是從烏（ＲＵ）魯（Ｕ）木（ＭＵ）齊

（ＱＩ）而來，一般來說，新彊的地名是如此翻譯．

但也有例外． 吐魯藩的景點有千佛洞，類似莫哥

窟的山洞．洞內的佛像及壁畫因受損壞及偷失，所

餘無幾．在敦煌及千佛洞，壁畫也因回教和佛教徒

的紛爭而受損．從山上遠望群山，也另人胸襟一

廣，離千佛洞不遠便是火燄山．據說高溫時山是紅

色的，因而得其名．吐魯藩是沙漠中一綠洲

(OASIS)，水源是天山溶下來的冰水，經地下渠道

流入綠洲．到處遍植葡萄園及一間間風乾葡萄乾的

晒房．此區供應全國八成葡萄乾的需求量．市內有

一專為遊客品嚐葡萄的地方．入口的路被葡萄棚蓋

著，抬頭望到一纍纍的綠葡萄，甚至有些已在樹上

被風乾了．除了品嘗葡萄及哈密瓜外，又看到土風

舞的表現，眾人留連忘返．更分享到高子敏買來當

地的烤餅．吐魯藩的蘇公塔是一回教的宗教建築

物，外表很完整，充滿回教的色彩，但內裡，除了

一些木柱外，已是一無所有．吐魯藩的輸水系統叫

坎兒井，是一地下輸水的渠道．因為天氣乾燥，地

面水一下便蒸發了．坎兒井便是從地下渠道抽水的

井口．同時在掘渠道時，也是先從掘井開始，到了

一定深度，再向橫掘渠， 為了要保持渠道的方向

不變，古老方法用一定位燈，一邊往前掘，一邊要

向後望．如向後望不到定位燈，方向便開始錯了．

當渠道掘好，再去接上天山的地下水源，在市內有

一段地下水道，可以讓遊人去參觀．因天山多年積

雪，現在溶下的水源是數千年前的積冰溶來的．可

能如此，使到新彊的葡萄鮮甜，而羔羊肥而不鱢

了．另一景點是交河三千多年前的故城．城依山建

築，山底有河圍繞，實難攻擊．因山是泥山，城內

建築物也似是泥洞或用泥蓋的．不堪歲月風沙的沖

蝕．現只剩下一些泥牆去象徵著昔日輝煌龐大的城

市建築． 

 

來到吐魯藩，一入飯廳便聞到羊肉鱢味，我們的當

地導遊，帕爾哈提(PARHAT---讀 PA-RU-HA-TE，

我們稱他“怕黑”）是維吾爾族人．這民族的特色

是可用眉目傳情．我們要縐額，才可將眉提高，但

維吾爾族人尢其是男子可將眉上下動去傳情．晚上

觀看維吾爾族專場歌舞演出時，這種眉目傳情的技

巧，一表無遺． 

 

烏魯木齊離開吐魯藩只是三小時車，有高速公路連

貫．可是早上我們還是回到列車，收拾行李．烏魯

木齊是我們列車的終站了．離開列車，午餐後南下

距市區 50 多公里的天山山脈，即南山牧場．氣溫

低了下來．高山下的草原，被幾個蒙古包點綴著．

進入了蒙古包，主人奉上鹹的熱淡黃色牛奶，給我

們品嚐．在草原上，族人為我們表演馬上爭羊的遊

戲（叨羊），姑娘追，被姑娘騎馬追上，如不被姑

娘鞭打，便是被她看中了．剛和打者愛也相反．新

彊產玉，尢以和田玉出名．但甚昂貴，只堪觀賞． 

 

翌日早餐後、乘專車 115 公里前往天池(瑤池)．西

北邊疆應是乾旱．但我們在西安時，天下大雨．去

天池那天早上，一入山，便大霧陰霾無日．抵達山

上的天池，突然透出一片陽光，在十來分鐘之間，



給我們看到天池的水光山色．上船去遊池時，霧又

再現．霧在水面上，池水像是在沸騰．回到市區去

大學醫學院去聆聽天山雪蓮的功效．雪蓮生長在油

海平數千尺以上，埋在雪下，當露出雪面便要採

擇．在山上風乾後才可帶下山．據研究結果，用乾

雪蓮去沖水來喝，可治敏感症．並不如傳說中那樣

能醫百病及內傷． 

 

（後記） 

從烏魯木齊，我們飛返北京，在烏魯木齊的最後一

晚，我們在晚餐上加上一度全烤羊（有照片為証）．

肉細嫩而鮮甜．中國國慶日那天，我們剛在烏魯木

齊，市容全無慶祝的氣氛，天高皇帝遠，新彊人言

語接近土以其語．一些攪新彊自治的份子，未嘗不

是中國的隱憂．回到北京王府井，通街是人，好像

過年一樣，車輛不通．與烏魯木齊仿如兩個世界．

旅程裡一位導遊小姐的說話，充分表達出了我們這

團人．她說：列車團的其他團友，吃飯時，都是埋

頭苦幹去吃飯，你們三桌人，一邊吃，一邊談，一

邊笑．在此僅祝各同學，歡笑常在心裡．（謎底一：

七喜，謎底二：維他奶） 

全

文

完 

我們在絲路上   神劍 

 

絲綢之路的旅遊，經威漢的悉心籌備，在九月廿一

日，星期四成行．參加者，善社同學九對半，十九

人，同學親屬四對半，九人，合共廿八人．本通訊

原則，本文以旅途上風趣事物為主，風景名勝的描

述次之． 

 

第一，二日，起程 

 

參加旅行的灣區同學有四家半．高子敏要停留上

海，獨自乘坐中華航空公司的客機，其餘四家八

人，和大多數的同學，共乘聯合航空．九時許，各

人都在機場會合．梁燊成最是穩陣，早一日已來到

威漢家過夜，陳玉安從東岸而來，亦準時到達．威

漢帶來一打 Bagel, 胡正 ( Dan Hu ,小學時入讀培

正，現在灣區 ) 帶來美味的茶葉雞蛋，各人就在

機場，共進第二次的早餐．望穿秋水，平素早到的

寶珠夫婦，人影不見，原來她們早已在兩個多小時

前，在入口等候．各同學全都相熟，不必靠人身特

徵記認． 

 

飛機準時在十一時半起飛．威漢在機上以八十多元

買了一瓶免稅 XO，預備在困在火車時與我們舉杯

消愁．飛行約十四小時，到北京已是星期五下午三

時許，在機場與從香港飛來的李永寧夫婦會合，再

要等候從羅省來的羅子華夫婦．惠翠眼利，遠遠望

入海關已把他們認出來．旅遊全陪徐玲小姐，帶我

們到北京的台灣酒店下榻，與先到北京的人仕會

合，行李一切，全無失誤． 

 

在酒店進晚餐，每人八十元人民幣，已經十分豐

富．飯後，各人急不及待，分別漫遊王府井大街和

天安門，旅遊正式敘幕．梁成與胡正，隨身帶有 

Palm Pilot 和手提電腦，旅遊不忘上網，離家僅

一，二日，亦要在酒店上網查閱 E-Mail，可說是

標準的網中人． 

 

第三日，北京飛西安 

 

飛機在上午起飛，我們有專車接送．導遊在車上，

自然不停地講解各地風土人情，在無話可說時，以

笑話補上．我最大的笑話是不懂國語，往往要其他

人等為我翻譯．同行中，羅子華太太 Jean 最乖，

在車上不停地寫筆記，記錄導遊所說的一切，可能

比我們昔日上課，有過之而無不及．陳秉麟有另外

一套，他手持一本導遊指南書籍，名「絲路之旅」，

到景點之前，必先閱讀，有比老師備課，且時時邊

聽邊讀，保證毫無失漏．其他人等，大多嘻哈大笑．

可見旅遊方針宗旨，人人不同． 

 



中國國內民航，出名誤時，但我們今次從北京飛西

安，準時在上午出發．飛行時間個多小時，跨越午

餐時間，我們都預備要餓著肚子，喜出望外地，機

上有午餐供應，雖然是簡單的即食麵，但已心滿意

足. 

 

機到西安，我們先遊古城場，然後旅遊車經過市中

心的晨鐘暮鼓（鐘樓鼓樓），最後遊大雁塔．大雁

塔是一佛寺，內有一七層寶塔，塔內有狹窄的樓

梯，可供人們行到塔頂．大多數同學，以視野欠佳，

敬而謝之，在羅子華看來，七層樓梯無異蟻丘，以

極短時間，上落七級浮圖．威漢另有他的本事，在

佛寺的另一角，有一畫展，威漢以同等速度，觀遍

畫廊，並以 $200 買下余人的一幅畫．威漢素來愛

好國畫，上回在黃山，已經購買了唐雲的一幅大

作，遇到令他歡喜的國畫，一定不會放過． 

 

晚飯是品嚐西安著名的餃子宴．十多款不同的餃

子，每枚比蝦餃略小，每人每款只限一枚．每款餃

子外形都不同，且有一好聽的名堂，味道想當然有

差別，但我相信，大部份同學，經過頭幾款後，已

經不知所謂了．最後上的名為珍珠餃，每枚只 1 

cm，十多枚全放在一大湯煲內，每人用湯匙打撈，

不論打撈到多少，都可講成一吉利的好話．但我們

這班口不擇言的同學，又有另外一套．我撈個吉，

應講的是無憂無慮，樂基卻說是四大皆空．他自己

撈到三枚，應是步步高昇，他卻說這意味三妻四

妾．而寶珠撈到三枚時，他又說這是三從四德．聰

之，餃子宴是得啖笑．在我們這一圍檯，十多款的

餃子並不足以填肚，後來補上的湯麵，人人都認為

味道最好． 

 

第四日 西安，兵馬俑，華清池，飛蘭州 

 

兵馬俑離西安市不遠，導遊先帶我們到一所謂工

場，藉口解釋陶俑製造的過程，其實是要我們購

物，這是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先買紀念品，後觀

景．寶珠夫婦，買下二個陶俑，一為跪下的箭手，

一為站立的士兵，這豈不是她夫婦的寫照． 

兵馬俑現被視為是世界八大奇蹟，並被聯合國列為

「世界文化遺產」，自有其偉大之處．現有博物館

建在原址之上，分為一號，二號，三號三個「坑」．

可惜當日下雨，且太匆忙，整團人像鴨子般被趕，

只能走馬看「坑」，是美中不足之處． 

午餐後，參觀華清池，所見到的只是小小長方形的

水池遺跡，言過其甚，我認為，在酒店用花灑沐浴

好得多． 

 

匆匆趕到機場，可是你急他未急，飛機誤點一小

時，真正 hurry up and wait. 枯坐機場時，胡正太太 

Alice，發現有平價絲巾，一傳開，六位太太爭相搶

購，絲綢之路尚未到達，已有大半女士買到絲巾

了． 

 

機到蘭州，已是夜幕低垂，就在機場的餐館進晚

餐．機場離市區，有一段很長的車程，地陪很有耐

性地講解當地風光，講得可能動聽，然大部份同學

都在半昏迷狀態，地陪於是停口讓我們休息，一靜

下來，同學們及而復甦，齊口爭論地陪所講蘭州的

地形．蘭州市形狹長如麵條，同學們爭論，究竟地

陪說蘭州市最闊部份是三公里，還是最窄三公里，

結果，眾人偕醉陳玉安獨醒，答案是最窄三公里．

可見多數都不留心聽講，真不明昔日在校何以能考

試合格． 

 

第五日 蘭州 

 

在酒店前，有一小公園．早上起來，見園上有一男

子在打太極，事後才知是陳秉麟．他修練太極多

年，在善社範圍內，打遍整個南半球，未逢敵手．

在北半球，羅子華以輕功卓著，每日必跑步，旅遊

十多日，除了在火車過夜的兩日外，每日黎明即

起，別人尚在夢中時，他已在跑步．在旅遊途中，

各人都可見到他的功力． 

 



黃河穿越蘭州市，沿河兩岸，都已綠化，很是美觀．

旅遊車停經岸邊名為黃河之母石像，不外是讓遊客

拍照之所．跟著參觀水車，是利用黃河水流推動，

古時是用來灌溉，現今只供遊客欣賞．我們最感興

趣的，是水車前路旁的一小販，賣燒蕃薯，香味誘

人，雖然剛進早餐不久，亦爭相購買分食． 

 

蘭州的地陪名 Karl，他在車上講笑話，在癲人院，

挑選能答問題的為 director．他轉口問我們，錄影

機在美國的名稱，威漢搶先答是 VCD，立即名正

言順的成為 Director Lee，全車哄然．真是聰明自

有聰明誤． 

旅遊另一景點名白塔山，位於黃河岸邊．我們在山

腳入口，展開旅遊團的旗幟拍團體照．每家人各一

部相機，十多部全交給導遊代拍．幸而全部都是自

動，導遊才能應付．事後導遊說，一世人從未用過

這麼多的相機，今後一年，將不會對攝影有興趣． 

白塔山高約 1500 公尺，山路迂迴而上，上山並不

吃力．山上除這「白塔」外，尚有一些樓閣走廊，

供人休憩．居然有人在打痳雀，在山頂打痳雀，無

疑是高章． 

 

在午餐的酒家，廚師當眾表演拉麵．拉麵源出蘭

州，最出名的是牛肉湯麵，關鍵在個湯字，因為我

們只見麵和湯，而不見肉．午餐後，導遊帶我們到

附近一橫街，街的一旁盡是生果檔，葡萄，蘋果，

密瓜，梨，紅毛丹，各式各樣，應有盡有，香甜美

味，同學們買個不亦樂乎． 

 

蘭州最後一個節目是黃河船遊，船遊僅廿多分鐘，

時正下雨，滾滾黃水，無甚特出．常言“不到黃河

心不死”，我們到了黃河，但心仍是活的． 

過了蘭州，便開始坐火車，火車雖然不是豪華舒

適，但在車廂內，胡正居然有茶啡奉客．整列火車

上，本有一車卡供客人休憩，但絲綢之路這旅團，

除我們外，尚有從星加坡來的三，四團共百多人，

僧多粥少，這車卡已被星加坡的團員霸佔了，我們

簡直無立足之地．經威漢與全團的主辦人李老板投

訴，他容許我們在晚間利用餐車卡，於是我們有了

地方聚會伸展，而這位李老板，亦首次正式與我們

相見，他有一要務，是收取旅費．各同學在減輕荷

包後，都有財散人安樂之感．在車卡內談天說地，

威漢一支 XO，去了三分之一，胡正大講笑話，其

中解夢一笑話，搏得全車大笑，從此，「翻身」一

詞，有了特殊的意味． 

 

第六日 嘉峪關 

 

火車經過整夜行駛，晨早到了嘉峪關．我們大件的

行李，留在火車內，隨身帶備即日應用衣物下車，

先到酒店用早餐．酒店員工，列隊在門口，並放炮

竹以示歡迎．我們受驚若寵，並合作一對聯曰：「放

鞭炮，迎財神．排隊伍，做老襯」．即景而貼切． 

嘉峪關，是長城西端最後一關，在解放前有民謠：

「出了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前看戈壁灘，後望鬼

門關」．未到之前，我們以為，這會像西部牛仔片，

是一個簡陋殘破的小鎮．可是大謬不然，嘉市是個

新型的旅遊工業城市，由於酒泉鋼鐵廠的發展，嘉

峪市是在最近的三十年才興建，有寬闊齊整的街

道，新型的商場，很是美觀． 

嘉峪關，北有黑山，南有祁連山，號稱天下雄關．

城牆，城堡，經小心修護，保持得十分完整．好處

是遊人不多，不若北京長城的囂嚷，且無小販的騷

擾．城牆上有一射箭場，樂基，胡正都一試身手，

力張長弓，這是無的放矢的最好明証．嘉峪關外，

是名副其實的塞外，我們之中，雖無昭君，各人亦

樂於出關，真正立足塞外． 

嘉峪關不遠，有一懸壁長城，沿山而上，長僅 150 

米，然斜道甚高，行起來很吃力．佩服胡正大哥，

七十二高齡，仍健步上到城頂，大部份同學，亦不

畏艱難，力行到底．樂基說：不到長城非好漢，去

完長城一身汗．信焉． 

 

上一夜在火車乾洗，再經過長城的風沙，各人滿以

為可以在下午回到酒店時，可有一痛快的淋浴，可

是酒店的熱水設備失靈，竟然不足應用，我本人以



銅壺滴漏的形式過了水關便算，可幸後來一切正

常，除怨氣外，並無臭氣沖天． 

 

下午節目很簡單，只遊覽長城遺跡，漢代長城和「長

城第一墩」，然後我們便被趕到名為夜光杯的商

店．夜光杯不外是用祁連山上含鐵量高的山石打磨

而成，簡直搵笨．同學們大多利用這空閒的時間，

自由自在地逛遊這新建的城市．酒店有洗頭及按摩

的服務，太太們以無熱水為理由，很多都樂於花費

二十元人民幣洗頭．按摩要五十元，一位同學竟然

連續按摩兩次，可能真是筋疲力盡之故． 

 

傍晚時分，旅遊社安排了秧歌舞，表演的全是六，

七十以上的老公公老婆婆，是當地退休團契的文娛

活動，足足跳了差不多一小時，精力充沛，可圈可

點．晚飯後，主辦旅遊的李老板有一旅遊講座，是

替他自已大吹大擂． 

 

第七日 嘉峪關到敦煌 

 

早上從酒店坐旅遊車到火車站時，導遊小姐宣佈，

今夜在敦煌，各人可以自由地遊夜市購物，消息一

出，全車歡呼．由嘉峪關到敦煌，火車行程約三小

時，威漢等在火車供客人休憩用之卡車上，雖然佔

有一席之位，但其他車上的旅客，實行用煙攻，不

停地抽煙，在煙霧迷漫之下，我們只有放棄 

Karaoke撤退．在車卡走廊會談，商討出以後數年

的旅遊大計． 

 

火車停在柳園，還要坐個多小時的旅遊車才能到敦

煌，車路崎嶇不平，樂基笑言：這是旅行社供給的

服務，免費按摩屁股．車到中途，有本地人就在路

邊，擺放了密瓜出賣，旅遊車當然合作停下，我們

試食後，二元人民幣一個大密瓜，整團共買了八，

九個，都預備在飯後分食．在車上，導遊徐小姐以

歌唱，謎語來娛客，胡正兄弟，亦分別高歌，胡正

設備齊全，隨身的 Palm Pilot 竟有 Phantom of the 

Opera 的 Music of the Night 歌詞，胡正大哥哲

民，曾習聲樂，開口果真不同凡響．威漢最聰明，

帶領我們齊唱校歌．在笑聲，歌聲，睡眠聲中，敦

煌不久便到．酒店又放鞭炮，玉安言：他們是要辟

邪． 

 

下午的節目是鳴沙山，月牙池，是一很特別的地

方，遊人可以騎駱駝，可以爬上沙山，如滑雪般以

滑板滑下，同學起初視之為畏途，後來很多都鼓起

勇氣來嘗試，事後都認為未夠刺激．在沙山上是舉

步艱難，羅子華卻以踏雪無痕的輕功，赤足上下兩

次，面不改容，佩服． 

樂基行夜市，見到串燒羊肉，垂涎三尺，喉嚨伸出

隻手，礙於衛生問題，只有望羊興嘆． 

 

第八日 敦煌 莫高崛 

 

導遊曾言，過了蘭州，下雨是奇蹟．在敦煌早上醒

來，竟然下著幾點細雨．樂基言：我們若不是貴人，

便是「掘」尾龍． 

上午遊覽馳名遐邇的莫高窟，它被譽為世界藝術寶

庫，現保存石窟多達 492 個，每個石窟內的壁畫，

多是描寫佛經故事．當然只有幾個石窟開放供遊人

參觀，我們亦只能跑馬看花地觀賞． 

下午導遊帶我們到一商場「交差」，我們再在旅遊

車，橫越沙漠回柳園，途中見到海市蜃樓．在柳園

登上火車，是最後一次連夜趕路． 

 

第九日 吐魯番 

 

天未光抵達吐魯番，七時前我們已經下了火車．中

國並無時區，全國都用北京時間．北京時間七時，

等於吐魯番地方時間五時，而我們仍能清醒，可能

是看著手表做人之故． 

 

地陪名為 Pakhat ，是全程最好的地陪．他是回族

人，懂回，英，及國語，他提醒我們，吐魯番是一

小地方，我們住的酒店評級只有兩星，我們懷著戰

戰兢兢的心情到酒店，酒店員工，已在門口列隊歡



迎，並有美麗回族小女，歌舞迎賓，給我們一個很

好的開始，而酒店本身，亦比地陪所說為好，比以

前所住的酒店，有過之而無不及． 

 

早上參觀千佛洞，如莫高窟一樣，千佛洞歷年來受

外人的破壞和劫掠，壁畫一切多是殘缺不全．最吸

引我們者，是入口處的蒙古包，是一小商店，玉安

太太姚十首先發現廿十元一件的皮背心，一傳開，

幾乎每人買一件． 

 

經過火焰山拍照後，到一處名葡萄溝的地方，在該

處可買到新鮮生果，有密瓜，西瓜，菩提子，各人

都食一個飽．離去時，經過一街道，兩旁盡是小販，

爭相兜售商品，在千佛洞賣的皮背心，在這裡十八

元可買到．經過這街道而不破費者，可能比打通少

林寺的木人巷更難．尤其地陪特別介紹一種風乾的

提子乾，於是一人一袋．而樂基念念不忘羊肉，見

到串燒羊肉，聰明到連燒羊肉用的鐵乂亦一起買

下，以保清潔． 

 

午餐在酒店進食，竟然出奇的好．餐上出來的羊

肉，連梁成這老饕亦大讚不絕．高子敏餐後，聲言

願做回族人． 

下午旅遊包括蘇公塔，交河古城和坎兒井．坎兒井

與萬里長城，大運河並稱為中國古代三大工程． 

晚飯後，有維吾爾族的的傳統舞蹈，很有特色，但

其中最有趣者，為梁成的客串，舞蹈員邀請賓客上

場共舞，梁成與胡正太太 Alice，一早霸位坐在前

排，在被邀之列．梁成很生動，手作蛇形，一吞一

吐，似模似樣，嬴得我們的掌聲，想不到他是一個

深藏不露的舞林高手． 

 

四對精力充沛的同學，夜間再遊夜市，有驢車乘

坐，車主開價每人十元，胡正講價能手，全車八人

三十元成交．可憐的驢子，要拉過千磅的重擔，難

怪人說挨驢仔了．我本人沒有遊夜市，而走到威漢

房，替他了結他的 XO．威漢是我們的領隊，旅行

社對他特別優待，安排他住在一套房，據云，昔日

江澤民訪新彊，亦是住在此房．消息傳出，同學們

紛紛到他房中參觀，並拍照留念，簡直當他的房間

為旅遊景點． 

 

第十日 烏魯木齊 

 

一早坐火車到烏魯木齊，很快便到．旅行社特別帶

我們到一似乎是比較高貴的餐館，食物不錯．可是

當我們飽餐下堂，行過堂內的小零食店，見到如笑

口棗，豆沙飽等，意然不知飽餓，又再買食，真是

一班纔嘴客． 

 

烏魯木齊住的酒店，號為五星，入門大堂，果然金

碧輝煌，但可惜服務尚有距離，卡片形式的電子鑰

匙，十有九失靈，當然無人摸門釘，只是上下往返

數次而已． 

 

下午到南山牧場，車行個多小時，下車第一節目是

每人一元到廁所排隊．當地天氣奇冷，我們被招待

入蒙古包內，品賞他們的奶茶，其味咸而古怪．看

過騎術表演後，當地人都邀請遊客騎馬以賺外快，

男士門都情願早早躲入較暖的旅遊車內，只有小數

女士，如 惠翠，Alice, Heidi (謝宏琲) 等冒寒風馳

騁，巾幗勝鬚眉． 

 

導遊“怕黑”很有幽默，回程車上講很多乾淨的笑

話．他常以羊叫的“咩，咩”聲作召集我們的訊

號，而我們亦以“咩，咩”為回應．這究竟是意味，

我們是馴良的羔羊還是待罪的羔羊． 

 

提到羊，自入新彊後，每餐都有羊肉．當晚晚餐，

整個絲路四五旅團，百多人齊在酒店用膳，旅團李

老板上台，邀請全部旅客以星加坡形式舉杯慶功，

全部星加坡旅客都起立舉杯，獨我們這廿八人，全

靜坐不理．這位李老板，屬於雖無過患，態度最少

不可喜之類，我們此舉，並非有心抗議，而真正是

無心之得（或失）而已． 

 



在酒店的房內可以上網，梁成的手提電腦，自離北

京後，從未有用場，今回當然不放過機會，酒店更

派專人他到房內為他接駁一切，梁成上網兩個多小

時後，連說酒店值五星． 

 

第十一日 烏魯木齊 

 

這是十月一日，在酒店附近和旅遊車所經地點，都

無節日氣氛．我們遠離一切煩惱，上天山，遊天池．

天池有它的美麗，池伴的回族小童，亦有他（她）

們的古惑和精靈，和他們拍照，逐部相機，逐張照

片收錢．下山時，見到路旁熱的玉蜀黍，當然不放

過，樂基深好羊肉，見到烤羊肉，竟然買了六串，

只是今回沒有連乂買下．在旅遊途中，在路邊買零

食，是一很有趣的插曲． 

 

下午先參觀玉器場，後到新彊大學中醫學院，由教

授介紹天山雪蓮．雪蓮確可治關節炎，經痛，敏感，

信不信由你，甚至可增長功力，可是只限於男士的

某種功力． 

 

在絲路最後一餐晚飯，我們花千二元人民幣，特別

加上一“烤全羊”．連導遊卅一人，食極都不完．

一世人從未食過這麼多羊肉，有這麼多文章報導絲

綢之路，可能是我們都變了“騷人墨客”之故． 

 

第十一日 烏魯木齊到北京 

 

樂基對上一日的早餐，十分不滿，導遊同意，給我

們升級．酒店有二款早餐，中式和略貴一點的西

式，我們可任擇其一．起初，十多人都願留在中餐

館，但後來到西餐館一看，所謂西式原來包括中式

在內，於是多人變節，只八人留在中館，繼續品嚐

白弼饅頭． 

 

飛機又再準時起飛到北京，我們的坐機是俄國製，

機內設計，次於美機，但一樣平穩，且機司技術甚

高，降機時，絲毫不感震盪，乘客很多拍掌，以示

贊許． 

 

中國每逢國慶，放假七天．北京人山人海，水洩不

通．我們約定共同晚餐，胡正帶路，到酒店附近的

一海鮮酒家，內有名貴上魚如老鼠班，穌眉等，但

價值不菲，千多元人民幣 500 gm．我們當然無此

奢侈，每人廿五美元，吃了一頓十分豐富的晚宴． 

 

第十二日 回程 

 

高子敏晨早乘機赴上海，梁成與羅子華繼續留下，

其他都在下午乘聯合航機回美．趁著早上的時間，

各人都作最後搏殺，清洗所有現金，很多都到秀水

街，大多滿手空袋而回． 

飛機準時起飛，絲綢之旅亦完滿結束． 

 

這次旅行，十分成功，我相信各人都有一很愉快的

旅程．這是繼加勒比海船遊及黃山，善社第三次的

集體旅遊．經過這三次的成功，我希望能夠建立了

我們集體旅遊的團結快樂氣氛，更希望各同學能對

我們的活動大力支持，以後多多參加． 

謝． 

編後話 

 

千禧年第一本通訊，得各同學合作，順利出版．希

望藉著這通訊，能把我們間的距離縮短，使大家有

天涯若比鄰之感． 

通訊每年都多謝余光源，替我們排版．光源與威

漢，每年出版時，都幫助“埋尾”．除此以外，今

年到此，收到捐款共 $220．捐款同學有：胡炎章，

馮啟生，單寶珠，黃耀祥，林鎮藩，陳秉麟．多謝． 

在通訊中，各人可看到，稿件是來自四方八面．借

用絲綢之路旅途上的笑話：“中英並重，長短不

俱，歡迎來稿”，希望各同學能繼續多多投稿． 

明年再會．恭祝聖誕，並賀新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