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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神劍 
 

2004 年來如風雨，年宵夜在三藩市海傍等看煙花，幾乎準時在子夜開始下雨．元旦日，風雨交

加，困在家中無事，本欲寫報導，後因俗事纏身而作罷．年初，收到好幾個有關通訊的電郵，

很多謝各人對通訊的支持，這亦給與我動力，借著月中的三日長週末，亦趁記憶尤新，開始寫

這報導． 
 
胡炎章六十大壽 
歲月催人，即使人老心不老，年齡亦必隨

著時間而增長．炎章可能是班中較年輕的

一群，但亦達到六十之齡．我查過字典，

古語云：五十為艾，六十為耆．所以我們

即使不是耆英，亦步入耆年．炎章在聖誕

後的週末，廿八日，慶祝他的生辰． 
生日會在四時在炎章家開始．我與寶珠，

啟生同到．一入門，大堂內鼓樂齊鳴，有

四人中樂隊，洋琴，二葫等在奏歡樂的樂

章．威漢正預備與女歌手唱「帝女花」，

我注意力集中在雞翼，豆腐，炸魚上，沒

有心情欣賞威漢唱的「落街冇錢買麵包，

攞錢又怕老婆鬧」．賓客和同學們陸續到

達，未幾，是唱生日歌的時候，由女歌手領唱，先是人所熟識的「Happy Birthday」，繼而是中

文的生日歌，祝炎章年年好過今日，歲歲多過今朝． 
晚宴在我們常到的珍寶酒家，有十分豐富的筵席．在各人敲檯敲凳力摧下，炎章以半推半就的

姿態，與太座輕微地親熱一下．唱生日歌，切蛋糕，食壽飽，宴會完滿結束．我們在高興上頭，

要炎章十或五年後再慶祝大壽，我在微醉下，沒有留意他有無答應． 
 
年宵會 
自 99 年千禧年宵會開始，今回是第五次年宵

會，第三輯「Two Perfect Days in San 
Francisco」, 威漢自有鴻文報導，我在此只

加上一點個人的回想．活動在下午以遊今年

（03）新開的亞洲博物館開始，當然，大部

份同學都要上班，只有少數人等能參加．晚

會在嶺南小館，則有廿人．羅子華三位千金，

全在灣區，所以他將會是灣區常客，我已把

他歸入灣區同學的電網，他夫婦，加上余定

一，和灣區同學，剛好兩圍之數． 
飯後，步行到酒店．威漢，耀祥，寶珠，三

對中堅份子，在 Nob Hill 酒店區訂了兩房，

路程雖然不遠，可惜是要上斜路．房中酒水零食，一應俱全，威漢可能惋歎沒有地方玩 Domino． 



十一時許，步行到海傍，回到過去幾年找到的好地點看煙花．天公幾乎準時在子夜下雨，可是

微微細雨，並不能沖淡各人的興緻，各人都願，這是水頭充足的意頭． 
元旦日，橫風橫雨，晚飯仍有十多人參加．去年元旦這一晚餐，是在「煲仔城」舉行，今年改

到「参滿意粥」．這飯店的女東主，是炎章生日會時的女歌手，威漢在唱歌而與她「搭」上，所

以「引」了我們到這新地方．飯店並不豪華，菜色亦普通，但價錢甚佳，只及嶺南小館四分一．

店內有地方供客人雀局，但威漢已經想著明年在此晚飯和 Domino． 
 
方忠到訪 
方忠往 Florida 參加婚禮，途經灣區，在此雖然只停留一晚，在百忙中，仍與同學一聚．一月

十三日，星期二，我們在 Millbrae 海霸酒家與他敘餐．馮啟生昔日與他同船來美，到埗後，再

與他同乘火車往 Montreal，這又是一愉快的重逢．多謝方忠，慷慨解囊捐助通訊，並替我們把

通訊帶回香港，分派給香港各人，替我們省下郵費約四十元． 
 
威漢遷居 
威漢居住在 Cupertino 廿多年，去年突然遷往較北的 Los Altos Hills．一月卅一日，趁農曆春節

不久，招呼各同學到新居聚會．灣區同學，差不多到齊，楊謙珍和遠在 Salina 的甄旭輝亦在午

間出席．威漢這新地址，根本不是新居而是舊居，但威漢醉翁之意，是看中了這一畝的大地皮，

他預算拆了這舊屋，一開為二，從新另建二座豪宅．所以，在不很久的將來，應會有真正的新

屋入伙． 
有威漢在場，少不免玩 Domino．六時許，齊去附近的香港酒家晚餐．飯後回到家中，余光源

展示他新買的 iPod，pocket size 而可以儲存多百首歌曲．自然乘機大展歌喉，唱 karaoke．光

源與威漢唱歌，同學們已司空見慣，今次多了一新秀，甄旭輝首次參加“演出”．歌唱後，威

漢以甜器與各人“潤喉”，有糖水和威漢拿手的薑撞奶．擾攘至子夜才散． 
 
香滿樓豪宴 
培正同學會有一位陳雲柱老大哥，在

灣區著名的香滿樓酒家任高職，由他

走內線，可以安排一特佳的晚宴．光

源在年宵會時提出，引得各人食指大

動．多謝光源大力安排，三月五日，

星期五，各人如願以嘗，每人五十元，

七時在香滿樓大食． 
一張大圖檯可坐十六人，不多不少，

我們剛好十六人參加，王耀祥本在 
Las Vagas 開會，因這晚宴而提早回

來．酒菜當然特出，先來三大隻凍皇

帝蟹，繼以拼盆，馮啟生識貨，只“食

人豆腐”，拼盆上多味，我亦認為豆

腐最好．接著上來湯一碗，有人以為是 baby food，威漢以為是粟米湯，入口才知是蟹黃魚翅．

最後的甜品，有七八種不同的餅食，啟生言，只一味海參鵝掌，已值回票價． 
酒甜耳熱，不覺十時許，酒店員工拿出吸塵器吸塵，我們在這電動掘頭掃把的聲浪下，急急散

場． 
 



 
 
同學會春節聯歡 
四月四日，是培正同學會一年一度的春節聯歡．過去多在星期六舉行，今年因訂酒家困難，迫

於在星期日開會．余光源連任會長，他聲言今次春節，無演講，以歌舞為主題．威漢包了一圍，

請了他的歌友，舞友參加，我們善社參加者甚眾，楊謙珍，梁潔貞亦有出席，共約廿人，迫使

光源為我們開多了一檯．威漢與友人們一早到場，其他同學，準時出席．節目開始，理事們同

唱一曲「財神到」，財神（財政）德哥身穿紅衣，每檯派「利事（抽獎券）」，真正先聲奪人．接

著光源宣佈，每檯送紅酒一枝．接著有多項表演，有兒重天才，大人歌舞，甚至有粵曲．光源

與前會長蔡永松，分別表演了兩種不同風格的 Tango．德哥講笑話，最後一句 「delay no more」，

引得半場大笑．之所以不是全場大笑者，因有同學，不明其中鹹味．寶珠要樂基解釋，害得樂

基連說「番屋企先」．可見今次春節，酒色財氣，只欠色字，一反以往作風．所以很多同學，一

直留步到完場． 

 

軟足遠足 Hiking 

近年來，健康是主要話題，保健亦是

各人所關注者，運動是保健的一好方

法，而遠足可是最容易的運動．胡炎

章是 hiking 高手，足跡遍到 Hawaii 

及其他名川大勝．他對灣區的 hiking 

trail 很熟識．年初，他首次提議集體

遠足，各同學反應熱烈．本來應在四

月舉行，因同學會的春節而改在五月

二日，星期日，地點是 Woodside 的 

Wunderlich County Park，並聲明是 

easy beginners’trail． 

當日天氣和諧，雖是初夏而不炎熱．

灣區常到的活動份子全參加，共十六

人．許行是大忙人，不能分身是意料中事．樂基夫婦在船遊亦不能參加，只不知他們有無望洋

興歎．十三人準九時在園中停車場集合，只王耀祥和蔡德成人影不見，手提電話聯絡下，才知

他們正出門，要十一時才到．於是我

們十三人，由胡炎章帶路，開始步行． 

山路相當平坦，只輕微上斜，在高大

喬木樹蔭下，並無烈日當頭之苦，所

以很為容易．開步不久，高子敏，馮

啟生與我，已經搶在前頭，並非心急，

只是少行公司商場，不慣慢步而已．

步行約半小時，到了第一個路口，炎

章對同學的腳力尚未有信心，詢問各

人，要繼續前行，還是回頭是岸．當

然，這少少的路程，尚不足以熱身，

各人異口同聲要繼續前進．不足半里

後，到了第二個路口，又是抉擇的時



候．大部份同學，都取右邊的路徑，子敏，啟生與我，則取左邊，較長的一段．我們三人，以

行軍趕路的步伐而行，雖然多走了里多的路，但趕路成功，與其他同學們同時在十一時到達停

車場，王耀祥夫婦與蔡德成，剛好抵埗．耀祥見到我們，十分高興，以為可以立即同往餐室進

午餐，我們當然不會放過他們，以遠足為名，來到公園而不走上幾步，等於入廟不拜神．於是

啟生與我，護送他們三人走上十多分鐘，使他們不枉此行． 

剛好是中午時分，駕車到 Woodside 著名的 Buck’s Restaurant．這餐館很有名氣，午餐時，其

門如市，炎章聰明，在步行時已報名訂位．食物十分新鮮美味，果然名不虛傳．今次第一次步

行，時間約多於個半小時，路程二至四里．炎章對各人的表現很為滿意，群中並無軟足之人，

他有信心，可是為我們安排更多的遠足旅行．他認為，灣區有很多風景優美的公園，我們都可

以勝任，只是，很多同學，都要在步行後，要在美好的餐館進午餐，要選擇符合這條件的公園，

則要大費思量．食與行熟重，有待下回分解． 
各人興高采烈，相約在七月再次遠足，甚至談及 Hiking Hawaii，以 hiking 為主題到夏威夷旅

遊，這當然有待明年． 
  
喜事重重 
五至七月間，接連四次婚宴．馮啟生獨

子 Derek，與 Mia Iuchi 在五月廿九日

成親．她們旅行結婚，婚禮在 Princess 
Cruise，Caribbean 上舉行，所以大部份

同學，都不能到場祝賀，只黃祖同，李

永寧參加船遊和婚禮，其他同學，只能

在她們的網頁上觀看盛況． 
 
王耀祥公子，嘉豪 Jeffrey，在五月中與 
Carolyn Choi 結婚．婚禮在 Carmel 舉
行．卅日，星期日，在三藩市羊城酒樓

設宴．梁成，羅子華，唐冬明，不遠百

里前來祝賀．威漢在廿九日，星期六，召集同學，與他們接風．梁成是加州常客．羅子華三位

千金，全在灣居，他夫婦幾乎每月到灣區一次．唐冬明在年初退休，太太在 San Diego，所以

冬明至少是四份一加州人．星期六下午開始，各人在威漢家集合．梁成長女去年結婚，現有一

女兒，梁成太太適全，很高興地展示

外孫女的照片，子華興致更高，特別

駕車去接他次女一歲大的女兒來趁高

興．約五時，同學們紛紛到達．梁成

近開始學跳舞，一見余光源，立即要

他講解舞技，光源當然手足並用，傳

授心得．六時許，同去附近的香港酒

家晚餐，出席者廿多人．威漢與寶珠，

都是餐館常客，在他安排下，當然十

分美好．萬事俱備，只忘記帶酒到餐

室，有餚無酒不成歡，威漢不辭往返，

回家帶來四支酒，以慰我們這些酒徒．

飲少量餐酒有益，所以近年來，很多



同學都開始「追隨劉玲」．四支酒，兩紅兩白，剛好足夠． 
飯後回到威漢家，士飽馬騰，各人更加聲大而遠．胡正帶來大陸歌唱團「十二金釵」的 DVD，

一部份同學在「看」歌．在另一邊，冬明以武會友，冬明自幼練太極，功力甚深，我們一批練

功者，如子華太太陳晶，德成等，圍著冬明，聽他解釋「又陰又陽」的道理．聚會至子夜，相

約明天耀祥喜酌再見． 

羊城酒家位於三藩市金融區一所大廈內，當夜除耀祥外，有另一家的宴會，但酒家並無名示指

出宴會的團體．德成與子華，入到酒家，見到「佳賓題名」，不加思索，就地揮毫，簽完名後才

知誤中副車，當然，有笑無險．婚宴十分熱鬧，灣區同學，除許行和炎章外，全部到齊，幾乎

三圍之數．耀祥周旋賓客間，雖然高興，斯文淡定如常．我們礙於氣氛環境，不宜施行培正傳

統，但可想像到，這批馬騮頭，不會就此罷休，放威漢，樂基與梁成在一起，保證沒有「好結

果」．互相「敬酒」後，掉轉矛頭，將 「傳統」互相施行，笑聲震耳，旁若無人，自己打自己，

反而放過了耀祥．酒酣耳熱，高興十分． 

 

周哲赐嫁女：周哲赐幼女，婉君，在六月五日，星期六，與 Matthew Losinski 成親．哲赐有四

女一子，今次是他第四次嫁女，他只通知我與威漢．婚禮在下午二時，在三藩市 Presidio 內的 

Main Post Chapel 舉行，儀式簡短愉快．婚宴是在六時，在三藩市的翠亨村酒家舉行．有約三小

時的時間，迫我與威漢遊覽 Presidio 的風光．Presidio 在年多前，才由軍部交回三藩市政府，

現乃是一大公園．在教堂門前，可以看到三藩市灣及金門橋，風景優美，而當日風和日麗，所

以幾小時很容易過．在唐人街 Washington Café 略進茶點，淮時到翠亨村酒家．我們與一台灣來

的夫婦同桌，哲赐最小的兒子，不停地向她們獻欣勤．據哲赐言，她們極可能是未來的親家．

在不久的將來，哲赐又可能了卻令一頭心願． 

 

退休宴 

小第懸壺多年，功同良將，今日決定造福人群，所以金盤洗手，退出杏林，從此胡塗度日，不

問醫事．以後清風明月，閒雲野鶴．但願無憂無慮，遊戲人間． 

一對兒女，有感老父多年勤勞，難得終於擺脫黃綠帽子，安排了一個 surprise party 以作慶祝．

「鈎結」了王耀祥，編造一套美麗謊言，詭稱唐冬明遠來，只能與少數同學相會，約好在 Half 

Moon Bay 法國餐館聚會．全部同學都合作說謊，我與內子，完全被蒙在鼓裡，雖有蛛絲馬跡，

亦深信不疑．起先，余光源寄來賀卡，聲稱不能參加我的退休宴，我雖覺得奇怪而不以為意．

聚餐前兩日，在商場偶遇高子敏，我沒有留意他是否面色大變，只奇怪他匆匆打個招呼便急急

離去，見我如見鬼，逃避債主亦沒有他這般急．原來他是害怕走漏風聲． 
七月三日，星期六，耀祥在五時許到我家，又言唐冬明因為開會過時，趕不及遠路去 Half Moon 
Bay，臨時改去附近的珍寶酒家，我當然沒有異議，安心上車．在停車場，見到梁潔貞正在泊

車，我以為這是少有的巧合，耀祥已急步上前「迎接」，我又再奇怪何以耀祥如此熱情，現在才

知，內裏大有文章． 
入到餐館，只見一大班人，頭帶紙帽，敲杯敲碟，呱呱大叫．遠看全都似曾相識，行前兩步看

清楚，才況然大悟．十分多謝各同學的熱情，這是一很高興的聚會，只此一會，已抵上廿六年

的辛勞．又多謝各同學的禮物，數碼相機，我夢寐以求多年，今日一嘗素願．這相機，物重人

情重，十分多謝． 
 
 
 
 



二次遠足 
五月第一次遠足，飽受歡迎．六月炎章事忙，沒有舉行．七月十一日，星期日，是第二次，地

點是 Redwood City 的 Edgewood County Park．天公依然做美，泠熱適中．除上次參加的人外，

並加上樂基夫婦，今次王耀祥亦依時到達．在停車場，威漢急不及待，利用時間傳授各人，用

腰力提手的威家太極內功心法． 
九時許，開始起步．山路迴旋而上，並不太斜．不久，便到第一個分乂路口，光源因有事，選

了較短的一路程早早回程，其他十多人，一同繼續，行了約兩里多，費時約二小時． 
炎章安排的路程，與午餐配合得很好．在附近的醉香居訂下了一大檯，步行完畢駕車到餐館剛

好是中午．醉香居聲名很大，飲茶點心很精美，其門如市，能訂位全靠樂基是熟客． 

午餐後到鄰近的 Kragen Supermarket 遊蕩．此是一高級貴格的超級市場，馮啟生識貨，向同學

指出市場內出售 $400 元一兩的 Truffle，各同學都抱眼看手勿動的心態，敬而遠之． 

其後，一些同學，應炎章太太的邀請，到她的 studio 參觀及欣賞她園藝設計的作品. 

 

 

玉安，陳瑞蘭到訪 

玉安在 Houston 工作，太太姚八在紐約，陳

瑞蘭在香港．她們同在七月中到灣區．威漢

在七月十七日，招開大食會歡迎．我在三時

許到威漢家，入門已見四人在麻雀檯上殺得

難解難分，威漢在玉安這等高手前，毫無懼

色．我近來在家，清理多年來積存的雜物，

找出十多年前，在 Santo Cruse, Aptos 重聚的

舊照片，拿出來與各人重溫舊夢，各人似乎

對當日情景，並無忘懷． 

未己，寶珠與女兒及外孫到，馮啟生見到寶

珠外孫，抱著愛不釋手，是否乘機實習，只

他自己心中有數． 
六時許，齊去香港酒家晚餐．威漢與樂基都是餐館大主顧，由他們訂權，保證價廉物美．同學

自有十多人，威漢占來他的女兒以成兩圍．啟生看到威漢孫女，又是抱個不停，抱孫之情，似

乎十分明顯．飯後回到威家，生果，糖水，食與講至深夜． 
 
殷毓輝娶媳 
殷毓輝有三子一女，女兒年前出嫁，七月廿四日，星期六，毓輝長子 Edward 與 Joanne Shi 成

親，婚禮在三時，在 Los Altos 的 Foothill Covent Church 舉行．婚禮在歌聲中，以輕快的步伐進

行，氣氛很為愉快．婚宴設在 Milpitas 的香島酒家．吾等在商場內的生計茶餐廳以波霸奶茶消

磨時間，很容易便過了個多小時． 

香島酒家是潮州菜館，菜色味道很好，其中一道石榴雞，各人都認為特別．婚宴有很多節目，

在玩新郎時，新郎蒙面，幾位賓客和新娘分別「錫」他一下，新郎居然誤認威漢為新娘，是威

漢皮光肉滑之故乎？ 

殷輝夫婦，喜上眉頭，殷勤招呼．他的次子，亦紅鸞聲動，不久的將來，會有喜訊．吾等笑談

甚歡，又是最後離場的一群． 



 
 

 
啟生宴 

啟生公子，鼎歷，在五月底旅行結婚，大部份同學都沒有參加婚禮，啟生感謝各人盛意，七月

卅日，星期五，在香滿樓酒家補請婚宴．黃鎮棠剛好從科威特 Kuwait 回來，剛好兩圍之數． 

啟生公子，鼎歷 Derek 與太太 Mia 准時到達，大部分同學都是首次與她們相見．鼎歷夫婦，

神彩飛揚，更送各人一份禮物．我們特為她們的婚姻寫詩一首為賀，詩云： 

 

家園鼎盛迎佳婦 

溫良歷練是丈夫 

海外成親傳喜訊 

美滿婚姻結良緣 

 

啟生對這宴會十分認真，親自打點一切，菜色全是他自己特選，並非一般酒席可比．另外，他

又訂購了蛋糕，香檳，紅酒等，使得我們得益不少．我們有一愉快的晚宴，又喜與黃棠再會．

黃棠約一年前遷往科威特，今次首次回到灣區．他專誠帶回伊朗的玻璃特產，每同學送一份．

這是千里以外的禮物，物重情重，多謝． 

 

第三次 hiking 

過去兩次行山，都十分成功．第三次訂在八月七日去 Half Moon Bay 的 Purisima Creek Redwood 

Park．威漢等起初有大計劃，預備早一晚在當地酒店過夜，當做遊客，慢慢享受這海旁小鎮的

風光．可惜因酒店太貴而作罷． 

半月灣離我家只十多里，與馮啟生 car pool，不須半小時車程便到．車行在海旁，薄霧迷天，且

有點寒意．轉入小路行向公園，天色轉晴而和暖．公園地處偏僻，炎章雖有明確指示，車行 3.4 

里可到，但大部份同學都幾乎迷失．最後，全部都差不多準時到達．在九時廿分起步． 

參加人數與上次差不多，只炎章太太不能分身，光源在巴西船遊，所以共十三人．公園路徑有

微斜，但不吃力．炎章，子敏，鈾德，啟生與我，搶在前頭，與其他人等分為兩組，各自為政．

行了個多小時，在最後的一小段路，斜道很高，行起來很為吃力．啟生認為痛快，要出汗才算

是運動．我與他幾乎行完整條路線去到公園在 Skyline 的另一入口，但因時間，午餐要緊，離

終點不反半里而折回，功虧一簣，十分可惜．但今次路程，單程至少走了三里，來回兩個多鐘

頭，可能有七里，成績甚佳． 
午餐在半月灣的一意大利餐館，一入門已聞到新出爐的麵包，香氣撲鼻，使我們食指大動．餐

館十分合作，安排了我們單獨在一房內，十分舒適．侍役介紹餐館著名的 thin crust pizza，很



為美昧．各自點菜，加上兩支白酒，是一很好的午餐．可是每人 $30 元，是原來預算的雙倍，

但物有所值． 
餐後，各人做遊客，乘機一遊半月灣．啟生，我，與耀祥，更到碼頭魚市場，希望能買到遊水

海鮮．可惜價錢不平而空手回． 
 
同學會秋遊 
八月廿八日，同學會舉行一年一度的秋遊．地點仍然是 Fremont 的 Central Park，但在公園內

的位置，則如孟母三遷，第三次轉改，害得我花了十多分鐘，幾乎走偏整個公園，才能找到他

們．新地方有很多樹蔭，無日曬之苦, ，有好處． 
同學會今年改變作風，不開爐灶 BBQ，食物全外賣現成，最特出是買了一整隻燒猪，皮脆肉滑，

很受歡迎．另有炸腐皮捲，米粉，河粉等，有多冇少，散場時，很多同學都拿一大包剩餘食物

回家． 
會後，威漢，啟生，子敏與我，照例到光源家．光源從巴西船遊回來不久，使我們有口福欣賞

巴西的烈酒，咖啡，再加上啟生帶來的新鮮生果，Almond Pie，我只記得食個不停．尚未消化

完，又到附近餐館食抵食和菜，肚滿腸肥而回． 
 
第四次遠足 
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約定為遠足日子．九月四日，是第四次步行，地點仍是 Purisima Park，
與上次一樣．只是上次是由 Half Moon Bay 海邊起步然後上山，今次是由 Skyline Blvd. 山頂

另外一入口開始，向下行．路徑是四次來最長的．由山頂至山腳平地，單程約三里半．今回是

落山容易上山難．回程是上斜，越向上越斜，苦在斜的地方沒有樹蔭，行得慢，則日曬難當，

行快一點以逃避炎日，則氣喘力不從心．不是路遙知馬力，而是路斜考功力．馮啟生最利害，

一條氣直上，上山時間與下山時間幾乎一樣，他回到停車場時只是十一時半左右．耀祥等行了

一半折回，亦要十二時多才到．惠翠最辛苦，要炎章在前拉，威漢在後推，卒之過了十二時半

才到，比啟生多了一小時． 
樂基在醉香居訂了檯，所以他一停步便急急趕去酒樓．我們分批到達，辛苦一輪，應當大食補

身． 
 
九月十一日，Lillian 畫展 
胡炎章太座，Lillian 馬妙玲，是畫家兼園藝設計家，寶珠的花園，便是她的傑作．年來，她多

次開畫展，今次是她與姪兒兩人展出，地點是在唐人街的 Sam Wong Hotel．威漢為送花籃，十

一時許便到．光源受 Lillian 之請，午後便到，花了整個下午，為每張照片拍照，事後再加上

音樂，製成 DVD，功勞不少．其他同學，多在五時左右到場．畫展是在酒店的大座．Lillian 的
畫，有花卉，風景等．在風景畫中，我們認出有張家界的明勝．有一張畫是寶珠家的前院，寶

珠愛屋及畫，以二百多元買下．我本人胸無點墨，但炎章有美食和美酒奉客，幾杯落肚，便如

霧裡看花，一切都美好．約七時，炎章請各人到對街的金山酒樓晚餐．各同學似乎都是第一次

嘗試這酒家，很是良好．威漢已經心中有數，認為年宵宴的地點有著落． 
 
十月三日，第四次遠足 
自炎章在五月開始遠足活動，這是第四次，亦是今年最後一次．地點是遠在北灣的 Muir Wood，
估計離三藩市一小時車程．很多同學，因公園地點太遠，本預備在附近的 Mountain Home Inn 先
過一夜，以免一早趕路．但酒店客滿，同學計劃並不因此取消．威漢在北灣 San Anselmo 有一

廳三房的住屋，可以招待各人．於是威漢，樂基，耀祥和德成，四家七人，早在星期六，便到



北灣，她們有一愉快的前奏，玩 Domino 至一時． 
我與炎章 car pool，預了一時半的車程，在七時半起程．是日己是初秋，晨早很有寒意和霧．

車子過了金門橋北行，轉入公園的公路，路勢之字形，十分灣曲，在霧中行駛，有點驚險，但

交通出奇的暢順，在八時多便到．何鈿德已經在等候．環顧停車場，發覺高子敏的車，亦停在

一旁，子敏在車內，聽著 walkman，閉目而睡．原來他十分「穩陣」，七時便起程，已比我們

早到了一個鐘頭．在忙亂中，炎章把車匙反鎖在車內，電招 AAA 求助，有驚無險．取回車匙，

威漢等七人剛好又到，於是在九時許開始步行． 

Muir Wood 是世界著名的紅木公園，我們在等候時，已見到一隊說法語的遊客．公園修葺很好，

連公廁亦十分清潔．近入口的路有欄杆，路面亦舖上木板，行走很為容易．當日已是初秋，天

氣冷暖適中．在高大的紅木下，仰天而望，在樹梢中，可看到藍天，直如圖畫一樣．山路並不

太斜，行走亦不吃力．我們目的地便是 Mountain Home Inn，處於山頂公園的出口．炎章有了

上一回的教訓，恐怕我們吃不消，本議半途折回，駕車去午餐，但細心一計路程，只有一里多，

於是各人一同鼓勇直上，在十一時左右，全都不大費力地到達． 
酒店有客擺婚宴，餐館要半小時才能接客，我們在附近遊蕩，甚而看了 open house．初秋山預，

很有寒意，在陽光下，尚不至冷．午餐菜牌，主要是 burger 之類，寶珠要了一份 Rocky Chicken，
Rocky 要了一份「寶寶」burger，他夫婦有無深意，耐人尋味． 

慢條斯理享受過午餐，下山很是容易．於此，結束了我們今年的 hiking 活動，相約明年再會． 

 

香滿樓再宴   
半年前在香滿樓大食，有口皆碑，高子敏更對此懷念不已．余光源再次安排，十月八日，星期

五，再到香滿樓．全部老饕十多人，當然不會放過這大食的機會．香滿樓的價錢,雖然比一般高，

但菜色是特別挑選，非一般門市菜牌所有，幾次到此，都有不同且特別的菜色，所以全部同學

都十分滿意． 
十一月三日，謝錫恆參加威漢組的中國旅行回來，途次三藩市，我們乘機又在香滿樓大食及歡

宴外客．香滿樓雖然名滿灣區，但在這個星期三，門堪羅雀，整個大座，幾乎只有我們這一班

人，所以我們真正的傍若無人，可以大聲大笑．謝錫恆遠在 Michigan，我們很多同學，廿多年

來是第一次與他會面．相信以後當能繼續聯絡 
 
十一月十三日，殷毓輝娶媳 
毓輝長子在七月成親時，毓輝己表示，第三子 Alexander 將會有喜訊，同學們都在等候他這一

張紅帖．婚禮在十一月十三日，在 Berkeley 一教堂舉行．教堂環境十分優美，一些建築物，

很有北歐古堡形式．毓輝今回第三次娶媳，駕輕就熟，神情輕鬆而愉快． 
接著的婚宴，在 Berkeley 著名的 Spenger Fish Groto 舉行．我們到餐廳時，餐館仍未就緒，耀

祥等往附近商場逛街，大部份在門外聊天．不久，在六時入席．晚宴是自助形式，新娘父親在

致詞時，聲言是 low cholesterol．飯後有跳舞，只是我們都歸心似箭，亦不欲與年青人爭場地，

所以約在十時離去． 
 
十一月廿日，同學日 
同學會辦的同學日，今年提早在十一月廿日舉行，地點仍是和去年相同的康年酒家．林英豪校

長屬於三九年鵬社，今年是他們鑽禧加五的慶典，林校長從多倫多來，余光源以同學會名義在

星期四在香滿樓與他接風，一圍十八人，善社占了九人，不單只大食，還盡了支持同學會的義

務，一箭雙鵰，星期六，在五時前，我們已到康年，威漢已經帶頭大唱 karaoke．五時許，大

部份同學都已到場，今年我們參加人數甚眾，除常到的十多人外，還有楊謙珍，梁潔貞和汪桂



麗，共十九人． 
繼續去年作風，同學日以歡樂為主題，並無演講．會場一角，有胡炎章太太 Lillian 的畫展，

及光源展出他在巴西船遊的風景照片．六時許，節目正式開始，慶典班列隊入場，在中間環形

而立，形勢十分雄偉．接著，慶典班加冕，光源乘機大展歌喉，以歌曲向每加冕班祝賀． 
今年只有簡單的表演節目，但氣氛反而輕鬆除便，karaoke 和跳舞，除意而來而大不乏人，越

夜越熱鬧，所以很多同學都留至十一時才散． 
 
後記 
零四年是一個十分高興的年頭，我們有破記錄的聚會，七月間，簡直每星期聚會一次，我們已

經有節目，預備在明年，只希望其他地區的同學，能有機會分享． 
 



榮升公公婆婆的心態 

單寶珠 

女兒結婚多年，遲遲未有做父母的打算。一方面因為他們事業心重，要集中精神於工作，

以便略有成就。另一方面是為將來家庭經濟建立一個良好的基礎。現在各方面都可說十分理想，

他們也就按步就班組織小家庭，升級做了父母，而我們也就榮升為公公婆婆了。 

我現在是全職照顧孫兒，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得不亦樂乎！我已經退休七、八年了。退休生

活，十分消遙自在，隨了家務之外，行動自由，生活也沒有一定規律。現在做了公公婆婆之後

生活真有天淵之別。 

女兒產後假期共有四個月，照顧嬰兒的重擔，當然落在她的身上，我們只是從旁協助。他

們的計劃是送嬰兒到女婿工作的公司附設的托兒所。女婿上班時，也可抽空探望一下。托兒所

的聲望很好，他們在嬰孩尚未出生時已填了申請表，但轉眼三個多月過去，女兒上班在即，托

兒所尚未有空缺。他們急得如熱上的螞蟻。女兒在公司附近參觀了很多托兒所，想物識一間

好的暫時安置嬰兒。每次女兒到我家，總把尋找托兒所的情形詳細告訴我。當時我心中矛盾得

很，孫兒出生早了三個星期，只有五磅五安士，雖然四個月，也長大很多，但還是很脆弱。小

小的生命，有專人隨時照顧比較理想，在托兒所每小時一個嬰兒只分配到約十五分鐘。女兒全

日上班，嬰兒每天的生活，豈不是枯燥無味。除了睡覺，醒的時候，也是睡在床上，自己又無

法走動。我有些於心不忍，但是如果我開口自動請纓，願意負起照顧嬰兒的責任，我自由自在

的生活，立刻煙消雲散，比我從前上班一定更忙，時間更長。我心底實在不大願意，自己年青

時照顧兩個女兒，現在年紀大了，還要照顧第三代。心中不想作這樣的犧牲，總覺得太難為自

己，當然女兒和女婿也沒有要求我負這責任。 

我家離女兒公司只有十五分鐘車程，如果孩子要送到附近托兒所，我在家雖然生活舒適，

行動自由，似乎於理不通，不近人情，對不往女兒、女婿和孫兒。當時我的心情很差，思前想

後，進退兩難，亦與樂基討論。經過一段時間的詳細考慮，衡量輕重，終於自動開口，負起照

顧孩子的責任，樂基亦願意多做家務。女兒和女婿聽到半信半疑，恐怕我負擔太重、太辛苦。

但是我很有自信心，知道這工作我還可以勝任愉快。他們也就放下心頭大石，我自己亦如釋重

負，心情開朗得多。大約半年後，托兒所

通知他們有空缺可以接收嬰兒，而我們卻

決定打消這計劃，還是等孫兒大些才再作

決定。 

人生如夢，轉眼幾十年已經過去。現

在我們已開始踏入人生另一階段，我們已

把女兒撫養成人，在社會立足。現在生活

無憂無慮，雖然樂基尚在工作，但他的事

業已是日落黃昏，踏入尾聲。這時候，女

兒需要幫忙，而我們亦可略盡綿力，又何

樂而不為呢？雖然自己要作些犧牲，但女

兒和女婿心亦明白我們這樣做是出自一

番愛心。他們心中亦十分感激，對我們比

以前更加親切，而孫子因我們自小照顧他，與我們十分熟絡親近。現在轉眼已一歲半了，眼見

他日漸長大，活潑伶俐。這種生活情趣豈不是比退休，自由自在的生活更有價值，更有意義嗎！ 

樂基後記： 

賢妻帶孫喜洋洋   孫兒精靈無冷場 

笑口常開添美貌   南獅變作小綿羊 

遊街購物成幻象   屎布橫飛作蟹黃 

十分樂趣金不換   安枕無憂是爹娘 



車大炮 

            馮天鍚 
 
在培正通訊中，見李威漢撰文，知他想不通廣東話「車大砲」源出何典．弟記得李辛老師（地

理）在培正時曾提及此語．今錄下以正視聽． 

 

十九世紀，中國積弱，列強相競在中國沿海耀武揚威．有某國軍艦裝有巨形大砲，在澳門附

近停泊．一日打風，大砲掉進海裡，竟浮而不沈．自此嚇中國人的大砲，便成了廣東話俗語． 
 



毛紀寬由紐約來信 

 
各位善社同學： 
 

時間過得真快，一眨眼又是一年。聖誕新年將到，祝各位身體健康。 
 
紐約善社同學陳玉安在 Houston 工作多年，聽講明年將出差北京，朱崇禧搬去 Florida，

陳潤國搬回 Seattle，同學少左，相聚次數也少。 
 
五月份李國綱夫婦曾來紐約探親，和我相聚。此君退休多年，各地遊樂。不久我將和他

看齊。九月下旬，陳志成(肥陳) A 女在長島結婚，善社同學馮天錫，朱崇禧，謝景亨，陳維

松，陳玉安太太和我參加，很熱鬧。另謝玉貞在紐約參加遊船上北美加拿大。約了金允中，

陳筠雲，陳維松，陳維超和我一聚。 
 
今年善社同學曾約我雲南一遊，幸好未去，外母突然逝世，趕不趕不回。這幾年都為老

一代忙。好了不多寫，祝各位新年快樂。 
 
                                               紀寬，上 

                                               11/8/2004 
 



Two Perfect Days in San Francisco(III) 

威漢報導 

一年又快過去，怎樣去渡年宵呢？去年在嶺南小館的年夜飯不錯，所以耀祥再去訂了一房間．

並在 Standford Court Hotel 訂了兩套房．位置正在炎章的三藩市行寓附近． 除夕天下午的節目

是參觀三藩市亞洲博物館．惠翠和我約了耀祥夫婦在炎章行寓集合，一齊去博物館．炎章夫婦

是博物館的會員，我們算是他的嘉賓，免費入場參觀．巧的是羅子華夫婦來了灣區和女兒渡假，

也參加了我們年宵活動． 

三藩市亞洲博物館位在市政廳附近．改建完成沒有多年．特別的是三層樓建築物中央有玻璃的

屋頂．展覽室環繞著這天窗．而相對的展覽室，被三度天橋連著．一樓的展覽是韓國的古代及

近代的藝術品．近代的作品，多要另人思考，例如，水滴在一塊熱的鐵片上，一幅用無數的 Lego

砌成的立體畫．更有一多媒體的作品，當你坐在預定的位置，投影在牆上的少女向你獻一鮮花．

因博物館的一大支持者是韓國人，所以韓國的藝術品佔地頗多．二樓是日本及中國藝術品．陳

列品甚多，展出的國畫中，名作有張老師千的近代畫．其他認識的國畫家只有趙子昂．日本類

似中國畫的也不少．近年來我投入製造包裝的圖案．所以對展覽館裡有不少用碎布組成的圖畫

最感興趣．見附圖．女士們最感興趣的是，一姓宋的捐贈的玉石飾物．三樓是印度文化的藝術

品．多是石像，及文物如刀劍等． 

離開時已近黃昏，在旅館放下行李便前往嶺南小館．今年參加年宵餐的有：何鈿德夫婦，高子

敏夫婦，胡劍豪夫婦，胡炎章夫婦，黃耀祥夫婦，余光源夫婦，李威漢夫婦，羅子華夫婦，蔡

德成，楊謙珍，馮啟生，李樂基夫婦等廿一人．今年的菜色有點使人失望，最拿手的鹽蟹好像

件數少了．沒有像去年自然點菜那樣咱吃得痛快． 晚飯後，余光源夫婦趕去跳舞．一些人回

家．只有部份維持傳統的回到旅館相聚，等觀看煙花．Standford Court Hotel 不像大型旅館在年

終有舞會．所以有些冷清清．像往年一樣，耀祥夫婦帶來小吃及香檳．樂基和寶珠今年升了公

公婆婆級，閒談裡總有涉及乖孫．惠翠側耳傾聽，因為還有兩個月她也會升任婆婆．亞威酒醒

後又吹噓了他近日學太極的心得．炎章太太則我行我素去描繪在場的各人．年宵前數天都下雨，

今天日間天晴．晚上會下雨．十一時許啟行去漁人碼頭．眼見前面是往年觀煙花的地區．亞威

便大步越過草坪向目標前往．那知草下是泥濘，往後退已太晚．只好登萍渡水．洩起泥濘滿褲

腳．慘不忍言．今年可能各人財運亨通，煙花未放，雨下起來了．雨中賞煙花卻是另一番滋味．

幸而德成有先見之明，停了車在 Hyatt 旁．女士們不用被雨淋濕著回旅館．因煙花後擠車，男士

們和女士們差不多一齊抵達旅館．剩下只是在旅館留宿的黃耀祥夫婦，李威漢夫婦，李樂基夫

婦和在三藩市有行寓的胡炎章夫婦．飲香檳賀歲後，閒聊至雨停，胡炎章夫婦才回家，已是清

晨二時多了． 

新年日， 早上起來，仍是大風大雨．幸有免費咖啡及帶來的餅作早餐．十 一時許雨才停，徒

步去華盛頓咖啡廳吃午餐．因天色像還要下雨，取消了去金銀島遊覽的計劃，改了去炎章的行

寓玩 Domino．惠翠買了薑及奶去有意示範薑撞奶，惜工具不全，結果是變了薑汁奶．過去我們

晚上去煲仔城吃晚飯．因炎章生日時，在家裡的茶點食物是由『心滿意粥』來供應．高子敏又

贊賞他們的菜又平又抵食，所以改了去『心滿意粥』．劍豪，鈿德，子敏夫婦亦來趁高興，完

滿了慶祝新年的來臨．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零四年度春節聯歡          

四月四日是兒童節，亦是今年培正馬騮頭慶祝猴年的聯歡的好日子．今年的主題，擺脫過去的

嚴肅講座，回復童真，來一個歌舞，及表演的輕鬆的聚會．四時半，抵達康年酒樓時，會長余

光源，副會長，許永達，蘇學勤已將音嚮設備安排妥當．同學一對對，在音樂節拍裡載歌載舞．

音樂選擇全是被會長的電腦控制．第一時間我給永達副會長一 VCD 碟，去高歌一曲『中國人』，

從開始起，音樂不停的播放，要不是有歌聲伴舞，便是節奏明亮的跳舞音樂．絕無冷場．除歌

舞外，鄭國輝學長更有一猜謎遊戲，去猜同學會辦事人的名字．不歌舞時，每桌的同學都埋頭

苦幹，去研究謎面．有趣的謎例如：『我是是電燈胆』（余光源），『你為何發達』（何汝顯）．

比較難猜的『綠葉成蔭子滿枝』（李健）．雖然難度高．匡社同學有梁錦琪在，還是以全猜中

得獎．今次的盛會更幸有陳啟潛及張春熙兩位老師光臨．張老師在飯前為同學們領禱．六時半

正式節目開始，會長致詞後，理事們用歌聲向同學拜年．財神譚振德學長每桌去派利是．表演

節目包括有小朋友的小提琴及長笛表演，陳幹同學夫婦的探戈舞表演，蔡永松前會長夫婦的舞

蹈表演，更有余會長夫婦的舞蹈表演．余會長是兩『棲』高手，又能歌，又善舞．除舞蹈表演

外，更為同學高歌一曲．財神譚振德學長出來講笑話．味道淡了一點，可能因有小朋友在場．

我個人以為聽過的流行音樂不少，卻被剛社同學的『Name that Tune』難倒．但還是有四桌的同

學們中得甜橙一箱．沒分得橙的同學一定希望那些是酸橙了．康年的菜色算是可口，加上今年

同學會打破過往的例，每桌都有一支『two buck chuck』，希望同學們酒後大解荷包去支持同學

會．今次的聯歡，有同學懷疑，這種歌舞性質的聚會是否會被接受．來臨的同學有二百人，參

加的同學同一致公認這是最成功的一春節聯歡．成功是因余會長的領導，理事們的合作．加上，

自蔡永松四年前升任同學會會長後，剛社同學在同學會的貢獻有目共睹．希望同學會繼續努力，

為同學們安排更多的歡聚． 

王耀祥兒子婚禮記事    李威漢 

年初耀祥來電話，說他預備在五月卅日為他兒子婚事辦喜宴．要我留下這日子不要出差．終於

這日來臨，而且亦有同學從遠處來參加，善社同學亦趁這機會來多聚一餐 

五月廿八日，梁燊成夫婦從印弟安那州抵達．亞威夫婦去接機．回家放下行李後，便去中信廣

場飲下午茶．加州五月底的天氣仍有點涼，坐在下午陽光裡，身被暖烘烘的陽光包圍．一杯玻

霸奶茶在手，一碟炸鮮魷．人生一樂也．原定在晚上的善社聚餐延後了．亞威，亞成夫婦自行

去福臨門去享受一澳洲龍蝦餐．五磅以下的龍蝦，每磅廿六元，但五磅以上的龍蝦，卻每磅只

是十五元．結果四人點了一八磅重的龍蝦．身用上湯調製，頭及腳配伊麵．加上兩小菜（富臨

門規定特價海鮮，要多點廿元小菜）．亞威帶了一瓶白葡萄酒．邊吃，邊飲，邊談，一頓飯吃

了三小時．還剩了龍蝦伊麵作明日的午餐． 

五月廿九日．下午三時許，在亞威家聚會．羅子華夫婦因女兒們及外孫女在灣區，已是灣區同

學常客，更帶了孫女來和同學見面．近兩年喜事重重．這個週末，除了王耀祥的宴會，馮啟生

的兒子也在遊船上成婚．李永寧及黃祖同夫婦飛去參加．跟著六月五日周哲賜女兒于歸之喜．

七月廿四日甄旭輝兒子成婚．除婚禮外，近年升級為祖父母級也不乏人．要在這裡一一述說，

難免會有遺漏．有同學建議在年底通訊登載第三代的照片．亞威夫婦在二月升級做外公，外婆．

女兒詩倫與玉安長子英豪友好．英豪去年得一子．聞說詩倫女兒出生．送來一箱玩具，並留言

要詩倫善待他未來媳婦．同學相聚，不外吃，飲，談旅行．有人建議在畢業四十五週年回香港

慶祝，以便與香港同學見面．今年唐冬明退了休，太座轉了去聖地牙哥工作．他們也有移居聖



地牙哥的念頭．冬明夫婦從聖地牙哥開車上來參加週未的活動及喜宴．晚上在香港小館聚餐．

參加有廿三人，包括：梁燊成夫婦，唐冬明夫婦，羅子華夫婦，許行夫婦，何鈿德夫婦，高子

敏夫婦，李樂基夫婦，胡劍豪夫婦，胡正夫婦，余光源夫婦，亞威夫婦和蔡德成．從亞威家去

香港小館只是十分鐘的路．忙著安排車隊去餐館，抵達香港小館時亞威才發覺忘記了最重要的

四瓶美酒．上次在香港小館聚餐，同樣四瓶，剩餘了一瓶半．這次可能是心情愉快，四瓶一滴

不剩．飯後回亞威家繼續閒話．胡正有第六感知道燊成愛好國樂，帶來十二美女樂團的ＤＶＤ

給他欣賞．一邊有余光源的數碼相機的討論，一邊有唐冬明的太極談話．一個晚上在愉快的閒

話家常裡結束． 

五月卅日，王府宴客．除了昨晚的同學，又加上甄旭輝夫婦，伍子英夫婦和余定一夫婦．耀祥

交遊廣闊，參加的培正人，有較他高年級的區東，梁錦琪．亦有低年級年的梁立智．梁錦琪剛

嬴了乒乓球賽冠軍，令燊成羨慕不已．這宴會是王耀祥兒子的婚禮續集，第一集早在兩星期前

舉行．今晚的宴會多是耀祥的親友．耀祥在宴會的致詞甚有感性．祝咐新人要善待家婆或外母

親(mother in laws)．亦幽默的說，有時間中也要善待 father in laws． 耀祥也知善社同學無酒不

歡，每桌多放一瓶酒．讓善社諸君大癲一輪．宴會後回家，燊成因大聲說及笑，聲也啞了． 

周哲賜嫁女   李威漢 

繼王耀祥的兒子喜宴，一星期後，又是周哲賜四女兒婉君的婚禮．哲賜有四女一子．這婚禮後，

他所有女兒都出嫁了．我和亞劍被邀請去了其中三個婚禮．哲賜抱歉的說因為其中一婚禮在羅

省舉行，所以沒有麻煩我們．婚禮在 Presideo 前軍營裡一教堂舉行．新人同在一律師事務所工

作．主持婚禮儀式是一法官．婚禮簡單而重．Presideo 位在金門橋旁，可遠望金門橋．是日天

色晴朗，禮成後，我們在附近逛逛才去唐人街飲下午茶等待喜宴開始．喜宴設在近唐人街的翠

亨村酒樓．席上更認識了一對姓陳夫婦，他們的女兒是哲賜的兒子恩順的女友．相方父親都盼

這段友情有步入教堂的一天．哲賜的子女都成材，大女婉儀任職於 UCSF 會計部為 FINANCIAL 

ANALYST，有子女一名．二女婉琳，任職於羅省 KAISER 為藥劑師，有一女兒．三女婉玲為兒

科醫生，居羅省．四女兒婉君是律師，執業於SAN LEANDRO，幼子恩順任職於ENNEST & YOUNG 

LLP 為 AUDITOR．  

亞劍退休了        亞威 

數月前，耀祥來電說亞劍的子女要為他辦榮休慶祝宴會．並要讓他及素素一個驚喜．要得到驚

喜的效果，耀祥和我編織了如下的一套謊話．五月底耀祥兒子婚禮，燊成冬明遠來．耀祥卻因

忙碌而不能和他們多一次相聚，諾言以後有機會時再請他們吃一餐．謊言的開始，耀祥說冬明

會在國慶週末來灣區，他計劃安排同學和他相聚．六月初，亞劍來我家練拳，問及他要不要發

信通知同學有關冬明來臨．我說耀祥會發信．他又問在那裡聚餐，我失口說可能會在珍寶．亞

劍又說要他去訂座嗎？並說飯後可去他家閒聊．六月中我從台灣回來，耀祥來電說，他告知亞

劍說，只計劃請亞劍夫婦，樂基夫婦，亞威夫婦，啟生，冬明及他夫婦十人去珍寶．同時他接

了冬明後再去接亞劍．我即提醒耀祥，亞劍離珍寶只有十分鐘車程，去接他去珍寶有點免強．

於是謊話又改了去半月灣吃飯．宴會前數日，亞劍問星期六能否練拳．我回他說照常練．自從

開編織謊話，亞翠將家中的日曆拿下，以免亞劍來練拳時見到日曆上圈下寫了劍 party 的記號．

慶祝日早上，亞劍來練拳．他也沒有特別有關冬明的問題．六時不到，許多參與慶祝的客人已

來到珍寶．亞劍女兒 JOYCE 及夫婿早上從羅省飛來安排一切．每人有頂派對帽，和弄噪音的玩

意．時間來臨了，眾人等著看耀祥怎樣從半月灣騙亞劍去珍寶．六時半，亞劍和素素步進珍寶，



一時躁音大嚮．素素見到眾人，大為驚訝，亞劍則一臉迷茫．對亞劍來說，最大的驚異是慶祝

宴會是他的子女為他辦的．他進來時一心還是想著是我們同學為他辦．那知我們只是幫兇而已．

同學們送給亞劍的退休禮物是一數碼相機．余光源提議買 CANON S500．亞威在網上找到一最

低價的 CANON S500．收到相機後，亞威打開盒來看是否有電池在內．盒內第一層是說明書，

第二層有電池及其他零件．當亞威把第二層拿去，只見盒底空空如也．不知相機何在．再去細

看第二層，見到細小相機混在零件內，不易分便出來．亞劍接到禮物，說這是一最理想的禮物．

但怨同學們害他以後要為素素將相機的照片轉移去電腦．亞威在賀卡寫：『恭喜你從社會職業

大學畢業，聞說你會繼續深造．我們離校多年，仍不時有考試惡夢，你再次步入校園，當你考

試時，請記著，這不是一場夢』． 

紅木公園之遊      李威漢 

四十多年前，抵達三藩市．父親的友人帶我去參觀金門大橋及紅木公園．居住灣區多年，再也

沒有回去紅木公園．自開始了每月的行山節目，已在灣區的州立公園留下不少我們的足跡．行

山節目團長胡炎章建議今年度最後一次行山去 Mt. Ｔamalpais．這公園位於金門大橋另一邊．住

在南灣的同學，為了外避免早上開近乎兩小時車，決定早一晚在 San Anselmo 威漢及惠翠親戚的

San Anselmo 渡假屋過夜．星期六早上，樂基寶珠和我們去三藩市取門鑰，飲茶，並買餸才去渡

假屋．早一星期，蟹大平賣．一心想買幾隻蟹去助酒．因早上忙得不可開交，沒有時間去永和

購買．以為唐人街的蟹會更新鮮．那知海上有風浪．整個唐人街一隻蟹都沒有．只好買了燒鴨，

油雞去取代．兩隻小型油雞只賣五元，可知生意艱難．三時許抵達渡假屋．五時耀祥夫婦和德

成也抵達．收拾好行囊後，便一邊準備晚餐，一邊玩 Domino．久沒有玩，有些規則也忘了．晚

餐除了燒鴨，油雞，惠翠又焗了肉排及炒油菜．耀祥帶了三瓶酒來．飯後閒聊至九時許，再繼

續玩 Domino．威漢因剛從台灣回來，十一時許便退息，其餘的玩至一時許．嘗過惠翠煲下雞粥

才休息．早上六時起來已一屋充滿雞粥的香味．亞威練完太極後，更教了德成太極的提手．早

餐除了雞粥，更有寶珠準備了的 Zuchini Bread 和亞威的咖啡．八時許開始收拾行囊，胡炎章已

從公園來電說他們已到達了公園．高子敏行事小心．七時半已抵達．從渡假屋去公園大約半小

時．九時許，眾人在公園入口處聚合．除過夜的七人外，還有，胡炎章，胡劍豪，何鈿德，余

光源四對夫婦及高子敏．一共十六人．這次路程較長，但上山的路並不太斜．邊談邊走，一個

半小時後已到達山上吃午餐的 Mountain Home Inn．午餐後，剛旁邊有一屋標示出售．一行人進

入屋內看這山上的屋值不值七十多萬．王耀祥是這團人中的理財專家．回想到昨晚在渡假屋的

歡樂時光，提及八至十家人合買七十多萬的屋來作渡假用並不難．回程是行小徑，雖然徘徊曲

轉，因是下山，一點也不辛苦．三時許便回到公園大門．這紅木公園旅行，使我想及一在中學

時去世的善社同學潘志誠．多年前林天蔚老師在港大任教時，邀請我回港在他舉辦的嶺南文化

討論會去談我個人對嶺南科技遠景的觀點．其中一位參加討論紅樓夢的演講者是潘銘誠，善社

同學潘志誠的弟弟．潘銘誠除了和我談他哥哥對他的影響外，並送了他寫的一本散文給我，其

中包括有他對哥哥的回憶．潘銘誠那時期在星島日報的副刊有專欄．其中一篇提到他去紅木公

園．他只是細心去觀賞，並不拍照留念．他覺得旅行拍下的照片，一本一本放在書架上．很少

會拿來翻看．倒不如當時慢慢欣賞．因為我這次去紅木公園行出，忘了帶相機．這故事算是亞

Ｑ的解釋吧． 

 

 



湊孫記 

 

得知大女將於八月初生ＢＢ，乃於七月中與老夫來了美國．一來是見見孫兒，二來也希望能

給產後的女兒幫幫忙．她丈夫是西班牙人．她的家婆也為此從西班牙來了．為免相撞，我們

乃住在 Cupertino 家中．而大女兒住在 Pleasanton,相距約一小時車． 

 

那天上午九時多，大女兒來電說已入了醫院待產．其夫陪著．其時二女，三女均已上班．我

們沒有汽車代步，唯有囑其小心，有甚麼再用電話聯絡．好不容易等到下午四時多，大女兒

再來電話，說已產下女兒，重 6.2 磅，總算鬆一口氣．問她想吃甚麼，我們等會帶給她，她

說很疲倦，不想吃．而且醫院有吃的．不用帶東西給她．但要求我們載她家婆到醫院去．收

線後，即致電二女及三女告知此一好消息．誰知她們都埋怨我沒早通知她們，以致未能陪大

女入產房給予支持．我想有她丈夫支持還不夠嗎？誰知這裡產房是不限人進入的呢！ 

 

匆匆忙忙的，二女帶著一紮鮮花回來了．再會合三女便往接親家．可惜遇上放工塞車時間，

終於趕到醫院時已是晚上八時多了．進入房間後，ＢＢ便成為眾人的焦點．只見她全身用被

包著，頭上還載了帽子，只露出一張小臉來．雖然眼睛還是閉著，只是靜靜的躺在那裡，各

人都圍在床側端相著和讚歎著．兩親家則拿著相機不停在拍照．我則忙走到大女床邊慰問她．

只見她面露微笑，但面色蒼白，很虛弱的樣子．此時護士送來止痛藥及冰水一杯．水面上還

浮著冰塊．我當堂大吃一驚．剛生完ＢＢ怎能飲冰水啊？環顧四周，才驚覺那是產房，床側

都放著接生用的醫科儀器，大女兒躺著的原就是產床．全房都找過都不見有熱水瓶，連蒸餾

水也沒有．幸好我們帶了湯來，用微波爐盒載著的．忙拿出來著其丈夫加熱．但！大女說不

用加熱了，就這樣喝吧．雖然那湯只微溫．總算勝過那杯冰水哩．於是我取過飲管，讓大女

吸著飲了一點湯．又將杯中浮冰除去，叫她留著那杯水下次送藥用．叮囑她不可再喝冰水．

待要囑咐女婿幾句，卻是雞同鴨講，只好作罷．擾攘一輪肚子已咕咕叫，原來已將近十時．

除了女婿留下陪外，我們便辭別出來，胡亂找間餐館醫了肚，送親家回去．回到家裡，已將

近十二時了． 

 

翌日，想著大女躺在產床上喝那已涼了的湯，不禁心中戚然．幸得二女車我們到永和超市買

了餸回來才返工．我們便整治了雞湯，薑炒飯，魚菜等，候二女回家吃過晚飯後便往醫院去．

後來大女出院回了家，我們也是隔天便送食物去．由二女及三女輪流駕車．每天晚飯後出發，

披星帶月的回家．眼看大女精神體力漸漸回復，心下大慰．只是苦了二女和三女陪著我們奔

波來回，一星期下來也已疲累不堪了． 

 

兩星期後，親家回西班牙了，我們乃搬去大女處住，少了舟車勞頓之苦．而且大女不用車，

我夫可以駕車往超市買餸及其他日用品等．情況才可以改善下來．也從此開始了湊孫生涯． 

 

首先見到那煲早已搬來的薑醋還放在地上．沒有再煲滾過．便問她為何不煲滾一次．她說沒

有空，我們連忙放爐上煲滾了．便整一碗來給她吃．她推說剛吃飽了不想吃．以後叫她吃，

也是推三阻四的．追問之下原來她等其夫試食過沒腹瀉才食．而女婿則一直沒有興趣去試．

而以前煲來的花膠雞湯也是一盒盒的放在冰箱裡．問她為何不吃，說是沒有空加熱．真給她

氣壞．後來我耐著性子解釋那些湯和薑醋的諸般好處，除了長奶外，連ＢＢ也得到強身健體

之效等．她才肯食．而一番心機才不致白費． 

 
 
 
 



由於ＢＢ面黃，要送醫院照太陽燈．兩天後才出院．我建議多給她飲葡萄糖水．但醫生說不

能給嬰兒喝水而拒絕了．又見她逐漸轉好的臉色又蒼白了下去，心中不忍．乃建議讓ＢＢ晚

上跟我們睡．雖說餵人奶，可預早泵出，到晚上用奶樽喂．但她們小兩口不經思索便拒絕了．

可能之前我曾說過『希望能幫到ＢＢ戒了夜奶才返香港』．的話．害怕我夜間不給ＢＢ食奶

吧！其後女婿要返工了，夜晚仍常常聽到ＢＢ的哭聲．早上見他們睡眼惺忪的模樣，便再次

提出ＢＢ跟我們睡，但是還是被拒絕了． 

 

一次大女乳腺發炎，要食消炎藥．可能那藥味過了去奶水處，ＢＢ不大肯食奶，又哭鬧不休．

我又建議改餵奶粉開水．但她以奶脹為由，又說醫生說可以繼續餵人奶，那便只好繼續餵人

奶了．記得阿丹曾殷殷告誡我：『住在別人家裡，切勿意見多多，應順著主人家的意見去做』．

難道我真是意見太多了嗎？可能這就是代溝吧！時代不同，主客有別．我們那些見解可能已

是不合時宜的了．何必囉嗦呢！ 

 

轉眼ＢＢ已半個月大了．長得結實可愛．最喜歡人抱著．由於父母都不願ＢＢ哭，我便多抱

抱吧．有時抱著她轉悠了個多小時，低頭看她睡著了沒有，她卻正張著眼睛向上望來．意思

是『我正醒著哩！』．有時以為她睡著了，要將她放回床上時，她便緊一緊捉著你的手，或

磴兩下腳，再或是張開眼望著你．儘管你那時雙臂已經酸軟了，也只好繼續抱抱了．有一次，

我實在累了，便斜卧在沙發上，張她伏在胸前．她張開兩手兩腳伏在我胸口上，好像一隻青

蛙一樣，倒是很享受的樣子．以後我便常用此法．就算抱起，也讓她伏在肩上，我的雙手才

得解放． 

 

由於覆診糖尿病的日期到了，我於九月中便回香港．而我湊孫生涯就暫告一段落了． 

『註：亞蘭乃香港產科畢業.亦在育嬰室工作多年，而為護理工作，直至數年前退休．』 

 



善社同學重聚 

 
李威漢 

 

最近在正社網站看到他們去年在 Asilomar 重聚，人數甚多．想起在善社畢業廿週（1981）年

時也在 Asilomar 重聚．連同第二代，參加人數超過九十人．跟著的銀禧及卅年在紐約的重聚

也相當熱鬧．以後的重聚，孩子們都長大了，同學理應更易出來重聚．但參加人數反而少了．

畢業四十週年的地中海遊船之旅更碰上了 911 恐怖份子襲擊紐約世貿中心，原定參加同學也

因而有些不能成行．餘下只有廿八人．自 98 年寶珠，樂基組九人團去黃山後，我先後組織了

團去絲綢之路，九寨溝，及今年雲南之旅．人數連同親戚及朋友都是近乎卅人．每年都有新

同學參加．今年參加的周常達，謝錫恆和陳承正都是多年沒有見面的同學．前後加起來，過

去五年，通過我們的旅行或同學來灣區渡假，我個別和不少同學重聚．來著 2006 年便是我們

畢業四十五週年，再多五年便是畢業的金禧．今年匡社的金禧及正社的四十五週年重聚籌劃，

都以香港為起點，配合母校的同學日，重聚後的餘慶節目正社去絲綢之路及海南島．匡社好

像去廣州及泰國．他們人數都是 150 人之多．如果善社同學要招攬世界各地的同學參加，尤

其是香港同學．四十五週年或金禧重聚一定要在香港舉辦．假如不在乎參加的人數，善社同

學在灣區一年裡不乏重聚機會．每年的除夕及新年是兩天的重聚．2005 年六月底胡炎章主辦

去 Maui，十月底我辦的中國旅行重點將會是黃山，九華山，華山，太平湖，千島湖，普陀山，

杭州等重點及 2006 年善社計劃去北歐遊船，都是好的重聚機會．希望同學看到通訊後，用電

子郵件或信通知胡劍豪您們對四十五週年或金禧重聚的意見． 
 



俄州訪汪記       
唐冬明 

 

雲淡風輕，氣候宜人，在汪大忠兄嫂多次邀請下，美中同學乃於八月十三日拉隊到俄亥俄州，

拜訪汪兄。 

 

美中同學是省錢、省力、環保中堅份子及好成班熱鬧之人，乃先由阿唐會合塵梁夫婦，塵梁寓

居於印州南便城。新屋座落于近郊叢林之中，華屋廣宅，庭院花叢錦簇，百花繽紛，乃適存嫂車泥

裁種之功。屋後有溪流清潭，水光如鏡，倒映對岸紅楓黃葉。屋旁枝椏時有各式彩雀蜂鳥到訪。茗

清茶，嘗湖光，觀紅葉，聽鳥語，聞花香，爽清風，實不知人間幾何。若於雨時，更見煙雨迷濛，

簷滴沙沙浙浙，人於雲霧之中，此人間仙境，怪不得，塵梁塵氣日消，道風日長，仙廬靈氣之鍾也。 

要食靚滑家製牛肉粥，亦必得到訪塵梁不可。清晨早起，塵梁以當年一日百哩往返 Okemos與

大急流城之無畏精神及時常十小時長征 DC 看孫女之魄力，載小弟往俄州蕭凡尼雅城會合阿弟夫婦。

阿弟兄嫂已早預備好由多倫多買來之爽滑雲吞麵及自種菜心作午餐招待。阿弟後園，蔬菜成行，肥

料一包包落，種菜肥大清新鮮甜為有名。惜今夏天氣清涼，旱時長，雨時亦長，致菜蔬早開花亦早

老，連苦瓜亦不結。使我輩無法遍嚐阿弟精美之成果為歎息。 

 

午餐後，由塵梁主駛驅車南下。一車五人，車內重溫培正野史，阿弟上堂撐遮，化學張省人括

巴掌，善宿聯賭牌，及與暹邏仔開片等。不一而定，有話則短，不經不覺已至可倫巴斯城汪兄寓所

門前矣。 

 

汪兄夫婦均已退休，乃利用空餘時間擴建寓所。二樓主人臥室設辦公室大如香港一般企業之辦

公室；因習高能電機，故自己拉電源。樓下加添室內奧林匹克標準之游泳池，更有淋浴、蒸氣房，

大忠兄極力推薦嚐試。惜我們來去忽忽，不克享用，塵梁評語為：你間屋當為 King of the block 

喇。 

 

在未到俄州前幾日，大忠兄嫂早已招呼餐館由紐約訂來龍蝦、生蠔、游水石斑、牛筋、牛腩等。

以致餐耛佳餚擺得滿滿。小弟雖不識食蠔，但此肥白大之清蒸生蠔也得試他一隻，的確鮮美。那諸

同學喜好此味者只得流口水，不然到俄州找汪兄。菜餚實在太多，每樣食一兩塊早已飽了，到後來

已不知吃了一些甚麼 (老人症已屬不稀奇，阿唐之尤甚)。 吃飯限一小時，我們得趕去南面五十哩

外支利高夫鎮看戲。 

 

戲是印第安人戲，名「鐵恭姆逝」或譯「太公唔識」。戲臺是露天劇場，依天然地勢而築，前

有河溪小池、空地。左右有土丘，依丘而建兩三間簡屋及城臺，後有野樹叢林。演員數十，有時駕

獨木舟，有時馳馬奔騰，槍聲四起，矢鏃橫飛，場面一時幽情靜，一時熱鬧為其特色。故事以印第

安人之奮抵抗白人之欺壓、侵略，穿插愛情生離死別，種族歧視及兄友弟反等情節，塵梁打分

數話俾 B，小弟亦贊成。 

 

良宵易過，回到汪寓。自然又隨劇情觸發而大談種族歧視。(故事中印第安人男主角愛上白女，

彼此相愛。但白女要他離印從白，否則不嫁。印人決定從印為自由抗暴而身殉。) 自然大家談到我

們下一代的婚嫁。我與塵梁力主世界大同，應放棄那種偏狹的傳種觀念。也引經據典，由歷史以致

遺傳生物因基學，當順其自然，不論種族。由愛心出發，待媳如女，待婿如子，則家庭和睦，父母

不但不會失去子女，反多了婿媳如子女。反之，連子女也失去，上一代痛苦，下一代亦痛苦，何苦

來哉！考何由而致此？只因自家固執一點點小地域小種族的觀念，強力壓制下一代。順我之意，

而下一代生於美國根本是難能之事，何況感情，並非完全自主，化學反應一來，如黃河缺堤，若父

母真是愛子女的，關心他們，應懂得他們的心情，信從他們的選擇。黑也好，白也好，黃也好，膚

色焉能決定人格前程？古有孔子、耶穌、釋迦、默罕默德，今有甘地、孟德拉等，皆不同膚色之人。

那膚色因基不知在小數位多少位之後的差異。所以莫學井蛙，阿彌陀佛，善哉善哉，阿門阿門！由

膚色談到「基」阿弟謂 Don't ask don't tell。梁唐二人猛攻阿弟。汪兄與各嫂只是一直微笑，

大忠猛話 Interesting 不置一詞。我們這些呱呱叫，辯而不傷，正是培正本色，深得民主體驗及



紅藍精神之要義。如此又渡過良好的一晚。 

 

次日早起，原來發覺塵梁夫婦睡地舖，謙讓了另一間房 King size大床給我一人睡，罪過罪過。

亦可見塵梁兄嫂之厚道，因我早沒有跟去選房，於此非得表揚一番不可，並表謝意。 

 

嗽洗完畢，大忠兄又引我們去獨家無二的豆漿燒餅油條店。汪兄叫了一桌，當然是吃不完，又

要我們各人擇品帶走。這次大忠兄與 Linda嫂大大地破費慷慨好客，使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週末：

實是有愧，只是有時感覺到幸運地唸培正，能結識許多無拘無促的同學，及體驗到優良紅藍的傳統。 

 

回程另一大收獲是得塵梁慨贈馬友友絲綢之路的 CD。那絲路的蒼涼，紅霞滿天，酷熱沙漢，

時而戰爭蹂躝，親友離散，時而豐收，節日歡愉，漢胡混雜，昇歌起舞，短暫相聚，靜夜清涼，繁

星點點，片刻的休息，艱辛的旅程，思念的家人，蒼涼，粗獷，孤靜與廣大無垠的大漢，盡在樂曲

音符中表現無遺。 

 

(阿汪叫寫，笨唐充數。) 

 

 

 

 



Tai C. Wong 汪大忠自傳 

After leaving Pui Ching in 1961, he entered the Sir Robert Black [Teacher] Training College in Hong 

Kong and taught for two years.  In 1964, armed with $500 and four suitcases, he landed in San 

Francisco.   Tai Chung picked strawberries and tomatoes for a few weeks before attending Hartnell 

College in Salinas, CA.  Subsequently, he received the B.S.E.E., M.S.E.E. and M.B.A. degree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respectively. He also 

graduated from the General Electric Power Systems Engineering Course an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ublic Utility Management Training Program. 

Tai Chung was with the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Company, CA for five summers before joining 

American Electric Power [AEP] in Ohio in 1970.  Recently, he retired from AEP after 31 years of 

service.  Tai Chung has published numerous technical papers, was an instructor of Power System Short 

Course at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and lectured at the Ohio University, Youngstown State University, 

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the Electric Power Research Institute [Beijing].  He 

is a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engineer in Ohio and New York. 

Tai Chung, a member of th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 is very active in its 

affairs.  He served in the Governing Board of its Power Engineering Society [PES] and as the General 

Chairman of PES’s 1993 Winter Meeting, 1995 ESMO Meeting, 1997 PICA Meeting and the 2001 

Winter Meeting.  Each meeting was attended by about 2,000 to 2,500 attendees from some 40 countries. 

Tai Chung was awarded the IEEE Third Millennium Medal for his services to the Institute and named an 

Honorary Citizen of the City of Seattle. 

Tai Chung’s wife, Linda, having graduated 

from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worked for 

the Supreme Court of Ohio.  Recently, she 

retired after 17 years of service as its IT 

manager. 

The couple raised two wonderful children: 

David and Rosanna.  David and his wife, 

both medical doctors, work in the fields of 

emergency medicine and 

obstetrics/gynecology respectively,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ey are expecting their first baby in March 2005.  Rosanna and her husband, both 

dentists, practice in Grand Rapids, Michigan.   

Tai Chung and wife reside in Columbus, Ohio.  They welcome the classmate’s visits.  There is plenty 

of room for over night stay. They may be contacted at 614-457-5435, Fax at 614-457-6130 or Email at 

taicwong@hotmail.com. 



女兒國------母系摩梭族 

          陳晶 
 

2004 年 10 月間，我們作了雲南省的昆明、大理、麗江、中甸的十四日遊。其中以訪問

摩梭族居住地，最令人倍感神祕。旅途中，導遊介紹這個種族是以女性為主的家庭制度，實

行「走婚」，聽後更使我們想實地去探個究竟為快。 
 
10 月 21 日，我們一行 32 人，分乘兩部小巴士，向摩梭人集居的瀘沽湖駛去。車子環繞

山區，婉蜒而上，路窄又不平坦，上車後，導遊即宣告大家將有六、七小時的免費按摩。起

初不以為然，但在車行走在顛坡的路上數小時後，就覺得不是滋味了。公路很窄，只容兩部

車子通過，我自窗口側看下去，見斜度直落的樹叢，全憑司機的小心，耐心，加上優良的駕

駛技術，雖然我們的坐車曾一度拋錨，終於安抵摩梭族集居的村莊----瀘沽湖。這裡是與外界

十分隔絕的一片土地，亦正是因為其地理環境，其特獨的文化習俗得以絲毫不受外界的干擾，

得以保持摩梭社會文化習俗的完整。 
 
每當提到摩梭族實行「走婚」制度時，更引起一般人的遐想，以為族人男女間的關係的

不固定和隨便。當我們實地去拜訪了一戶人家，聽女當家詳細的敘述後，才完全明白「走婚」

的習俗。這種先同居而後結婚的模型，不正是目前在歐美流行的方式，摩梭族人較西方文明

更先進，早已實行這種習俗了。摩梭族沒有文字，只有語言，沒有歷史記載，但有很多口傳

的民間故事。老一輩大多數不能說漢語，年青的一代接受中國漢語教育，才開始慢慢學習漢

語和漢文。這位女當家曾經一度離鄉別井，到北京各處求學、工作。數年後，由於不喜歡外

地的生活方式及工作的壓力，毅然返鄉，恢復過着摩梭族無憂無累的自由日子。她操着流利

的普通話，在短短的一個小時之內介紹她們母系社會的風俗人情，以及族員間的關係。以下

便是她的口述。 
 
她的老祖母是一家最高的權威者，受全家大小的尊敬。她自己則是個當家人，主管家中

大小的日常事宜。當家人由全家成員投票選出，推舉最有才幹之能者來出任，她是個執行者

作各方面的決策。我們坐在她們的大客廳，祖母房在一側。祖母床底下是個貯藏室，房子正

中有一火爐，有佛教像供奉着，是最神聖的地方，廚房客廳均處一室。室內豎有兩大根圓柱，

一根柱是樹的上段，代表舅舅，另一柱是同棵樹之下段及根部，代表祖母，象徵着母系家庭

的基礎。女孩子未滿十三歲都睡在客廳地上，十三歲成年後，則在屋外蓋一房間住入，叫「花

房」，歷九年的時間和男孩子談戀愛，前三年互相用眉目傳情，互唱情歌，一起舞蹈的方式來

交往。第二個三年，當感情有進展時互贈禮物，如金、銀，飾物，女孩編織多彩的腰帶贈男

友以示好感。最後三年雙方繼續深入交往，了解，在最後一年開始正式「走婚」，即如現代人

的同居，不同之處是男孩當天黑時偷偷潛入「花房」找女友，到次晨天破曉前返回自己的居

所。如此來往，直到孩子出世滿月後，才公開這婚姻關係，對諸親朋好友，宣告父、子親的

關係，以免發生日後近親「走婚」的不良後果。在「走婚」的過程中，若兩人意見不合，可

輕鬆的分手，再重覆「走婚」的程序。俗規非常嚴格，規範着男女的行為，不能同時與兩個

男友「走婚」。若經發覺，將遭受嚴重的處分，被村人驅出村寨或用火燒死。 
 
 



女當家是全家的總管，母系家庭的孩子歸女方撫養。各成員有明確的分工，女主內，男

主外，老祖母把握經濟大權，做家事，清屋，燒飯，年青女人出外耕田，養牲畜，以供食用。

年青男人出外賺錢回來養一家，老男人(舅舅) 地位高，受尊重，但無權力，負責帶家中幼兒，

教育他們，是個啟蒙老師，小孩子都入學讀書。孩子在滿月後，生父可以白天出入女家，看

孩子和妻子。但孩子與舅舅相處的時間最多，感情也最深厚，勝過與生父的感情。她的家族

共十七口人，兄弟姐妹不分家，生活中無婆媳，妯娌的關係，無錢財之糾紛，無養老的問題，

男女雙方財富和感情明顯的分開，不會糾纏不清，一家的錢財大家一起用。母親對自己孩子

的愛和對姐妹的孩子的愛是一致公平的，沒有私心。無私的愛使得大家能和諧相處；以教規、

習俗、道德來規範和維繫着一家的生活，互助互愛，是個男女平等的家庭結構。若果男女成

婚後意見不合而分手，無財務和幼兒撫養之糾紛，較一般人的離婚省事多了。夫妻之結合完

全以單純的愛為基礎，「走婚」制度是個男女平等，感情開放而性不開放的一種結合。 
 
我們經上此一堂課，才恍然大悟「走婚」的實質與內涵。一般人聽了這「走婚」字眼，

便跌入羅蔓蒂克的幻想。摩梭族的「走婚」的確有它可取之處。但令這位女當家擔憂的一件

事，便是由於現代資詢太發達，大眾傳媒如電視、電影、綱路不斷的沖擊着摩梭族原來保有

的習俗及觀念，是她目前最憂心的。每一種制度都會有其利弊，女當家那天因時間有限，講

說了很多的優點而未提及其中的弊端。如有興趣想作更進一步對摩梭族的了解，可參閱香港

大學社會學教授所著的「無父無夫的國度」一書。 
 



Report on Gary Danko 

                                                                                  

胡炎章 

Thank you for the Gary Danko gift certificate. We ate at the restaurant  yesterday January 5th, on Lillian's 

birthday. Joanna made the dinner  reservation several months ago and therefore your gift certificate was 

well  appreciated.   

 I am sure everyone want a report from me. Here it is.    

 This is our first visit to Gary 

Danko. Now I can understand 

why Gary Danko  is always 

rated at the top of SF's fine 

dining restaurants. Gary 

Danko is an  elegent 

top-of-the-line restaurant -- 

service was excellent, food  

presentation was excellent, 

food was very tasty, very rich 

(too rich for my  taste) and 

price was very expensive.    

 We all ordered the 4 course 

dinner for $64 each. I had lobster salad, ahi  tuna salad, roast lobster and creme brulee.  Lillian had 

seafood risotto,  frog legs, roast duck and chocolate Napoleon. Joanna had ahi tuna salad,  scallops, roast 

quail and roasted pears. All dishes were well presented and  very tasty. Size of each dish was adequate but 

not overly generous.    

 I think Gary Danko is worth a visit, but not too often, because the price is  expensive and the food is rich. 

Be prepared to spend $90 to $100 per person,  including wine, coffee and tips.    

 Attached are two photos taken in and outside of Gary Danko. 

    



同學多倫多聚會記 
蔡宗磐 

 
美中善社同學，多已退休或半退休，子女亦離家自立。雖然互相距離數百哩，近年來都作循環式的摘

地相聚，友情日增。最近一次在汪大忠家中，決定大隊遠征加拿大多倫多，探尋當地社友。從胡劍豪

地址錄中，與殷建明，王旦華和張毓毅約好了。其他三、四位社友可能已搬遷，E-mail 也改了，聯絡

不成功。 
 
十一月起行前，周兆禧因剛移新居，忙碌安置家庭，不遐參加。唐冬明又因要符合夫人及兒子的渡假

時間表，亦迫得退出。謝錫恆十月去了中國及香港，身體疲勞，加上有咳嗽未完全康復，留在家多休

息。但憑他的消息靈通,與蘇振興同學及「化學」張啟滇老師接了頭，十一月十三日聯歡宴。 
 
十二日星期五，汪大忠，梁燊成和我三家人各自先後抵達多倫多。蘇振興告知他有公事，翌日要過埠

去滿地可，當晚就四家人在一家小巧的法國

餐館進?。又傾又笑，直至十一時餐館要收

檔才捨得離去。振興道歉不能參加聯歡宴，

又安排了次日中午飲茶，再與同學聚首，拍

了照片留念才道別。 
 
三家人下午到多倫多東北郊外的士嘉堡城，

太古中國購物中心漫行及添一些唐貨。飲冰

後就提早到約好的紅寶石餐室。大忠趁有空

閒，猛咪 38342 和 14122，準備好「化學張」

突擊考試。參閱餐牌不久，殷建明和王旦華

就到場，張毓毅臨時家庭有事，不刻參加。

稍後張啟滇老師與女兒蒞臨。 
 
美中同學在過去兩年內，有數次相會。建明和我在三十年重聚時見過面，此外各人都是畢業後山水冇

相逢。由於多年未見，殷建明和王旦華做東道主，破「分工合作」之例，包辦筵席。燊成和建明拿著

一幀初三愛班晚會照片，就互相挑戰。認出片中各人姓名。大絞腦汁，費好些時間才全部破案。大家

翻開同學錄，細心閱讀，紛紛詢問「阿乜乜去咗邊？」旦華突然出一句「佢上咗天」。被眾人指責他

搞錯地址，趕快收改通訊錄。燊成向張老師指出，在場同學，旦華兩仔冇女，燊成和宗磐都是兩女冇 
仔，建明三女冇仔，只有大忠一仔一女。作出「空杯生煙」 理論，說是被「煙」到 X-Y 染色體不平

均的現象。 
 
(筆者註：經進一步研究，歡迎下列同學參加意見：毛紀寬，朱珮瑺，阮卓林，周兆禧，周美好， 
林雅淑，胡炎章，麥志雄，馮天錫，李威漢，許惠翠，陳玉安，陳時中，陳琛銘，陳瑞蘭，陳潤國，

陳秉麟，單寶珠，黃今是，黃明中，彭一山，張毓毅，葉漢偉，錢北慶，羅子華，蘇宗恭，譚耀基，

董依華，謝錫恆，謝細胞。看出有遺漏或錯誤者，證明你重得閒過我。) 
 
張老師現年八十一歲，身體和心情都很好。1984 年退休，翌年就移民到多倫多與女兒同住。每年都回

香港，應邀為當屆金禧和銀禧同學加冕。生活很有規則，參加太極班。每晨聞雞起武，飲早茶後散散

步，回家午睡。後到圖書館閱讀和上網羅。晚上準十時入睡。 
 
老師一如以往，尊嚴中帶風趣。說他月頭是「滇公」，月尾水乾了，變成「真公」。更學了「抗衰老

功」 (Pun Intended) 。最為 1956 年塋社超卓的會考成積驕傲。善社同學中，記得董依華(化學分科獎)，
周美好(曾任培正生物教師)，其他印象不深。交談間還透露早年曾被香港海關聘任，但經考慮，不貪

「自來水」，投入培正，教育生涯慘淡營。海關之失，成為數十年紅藍兒女之得。 
老師與同學懷舊，又重建友誼，大家都愉快和興奮。近午夜才不忍地解會。 
 
 



上海兩天遊 

李威漢 
 

雲南旅程完後，回到上海．有十五位團友多留在上海兩天，自行計劃了一些遊覽節目．上海

附近的朱家角，是一水鄉．久聞其名．眾人決定去朱家角一遊．通過旅行社租了一部卅人大

巴士，一天費用是人民幣$1500．每人入場費只是人民幣$10．加上午餐費人民幣$25．整天每

人消費不到$20 美元．朱家角是一普通的市鎮，內裡有一小河穿過．成為一水鄉．市內的店

如醬油店，菜市場都是為居民而營業．當然也有為觀光客而設的精品店．鎮內值得遊覽車的

是一大宅門馬家園．應是清未民初的建築物，佔地甚廣．屋是兩層樓．樓上是睡房．花園有

假山，及湖．可以在湖裡扒舟．鎮

內的食店水準只是普通．中午找了

一家食店去用午餐．比較好的是一

煲雞湯和蹄膀．因為鎮上到處都賣

粽，連蹄膀都有粽葉的香味．一團

友自昆明回來，身體有點不適，飲

了雞湯後，體力立即大增．遊完朱

家角已是四時．回程不回酒店，而

直接去張生記食晚飯．訂了一私家

房及可以坐 15 人的大枱．張生記是

專業杭州菜．在上海食飯，主菜前

有許多不同的小菜，多是冷的．如

醉雞，拌涼瓜等等．價格都是偏低．

因為私家房最低需要有人民幣$1200 的消費，梁燊成點的主菜，包括有筍干老鴨湯外，還點

龍井蝦仁，水晶蟹和一條魚．最後埋單人民幣$1500．每人付人民幣$100（約$12.5 美元）．

因為午餐普通，晚餐時各人都狼吞虎嚥，初上的小菜不到十分鐘一掃而光．亞威急忙提醒眾

人，主菜多著，不妨慢慢吃．飯後一行四部的士去上海的新天地看夜上海．新天地是上海

YUPPIES 去花錢的地方，有 STARBUCK，MCDONALD 及西餐館，私人 CLUB．在新天地

街頭走到街尾後，我們選擇了 LA MAISON 去飲咖啡及食甜品．一杯咖啡或鮮橙汁為人民幣

$45，等於在張生記一頓大餐的費用一半．想來也有點肉痛．價格雖高，但滿新天地都有人在

消費．回到酒店已是十時了．這次旅行每天都是玩足十二小時．真是有點吃不消． 
 
翌日，許多團友要購買皮喼才能將旅遊中購買下的東西帶回家．早上梁燊成帶一團人去襄陽

路女人街購物，高子敏帶陳秉麟及亞威去書局找太極拳的書．約定一時半在豫園的綠波廊食

水餃．一頓豐富的午餐，只是人民幣$35（約$4 美元）．陳承正和太太第一次來上海，他們

留下去參觀豫園，並在其中休息，部份團友在城隍廟購物中心逛．五時許眾人坐的士去鷺鷺

食晚飯．這頓飯是胡炎章親戚代為安排．是上海菜．比較特別的是一條炸魚，上海鹼肉．食

完主菜後來水餃及點心去取代白飯．這大餐最後埋單人民幣$1380．在上海的兩餐晚飯，可算

是全旅程最佳及值得回味的．回到酒店各人準備明天的回家旅程，相約明年再會了． 
 
註：張生記有一小報，其中有下面的謎語：（都是打一食物，謎底在通訊找） 

１．出身水中，偏偏怕水沖，若是水到來，頃刻無影蹤． 



２．幼時山中發育，大時鐹裡翻身，干在罐中發悶，溼在水中浮沉． 
３．將軍帶鐵帽，脾氣像大炮，誰要揭他帽，氣得吐白泡． 
４．樣子像糖又像鹽，嘗嘗也不甜也不鹹，燒菜做湯放上它，味道顯得更外鮮． 

 
 



雲南旅行 

李威漢 
 
去年因 SARS，去雲南的旅行取消．但卻因此，今年多了同學來參加．團友連親戚朋友共是

卅二人．是歷年來最多人的旅行團．同學參加的有胡炎章，陳秉麟，陳承正，周常達，陳玉

安，李威漢，梁燊成，羅子華，高子敏和謝錫恆．周常達居於西雅圖，這次還是四十多年後

第一次和他見面．去雲南旅行，也是因我五叔的推舉．人言昆明四季如春，幻想中的昆明，

應是到處都是綠葉鮮花．雲南的香格里拉應是人間仙境．存著這心去雲南旅行，你會有點失

望．另我驚訝的卻是雲南海拔之高．飛機從上海抵達昆明，下了飛機，向著行李室走．突然

覺得心跳急速了，便緩慢下來．原來昆明海拔已是六千多英呎．以後北上大理，麗江而至香

格里拉．越上越高．香格里拉的海拔一萬四百英呎．除了要緩步外，眾人都沒有高山反應． 
 
從昆明飛達大理後，以後的旅程至香格理拉都是坐大巴士．旅遊最多景點是麗江，麗江的古

城也最商業化，小數民族是納西族．族人留下一東巴神園．園內有很多類似美國印第安人的

龍騰柱．神園位在一平原，附近也無大樹．另人奇異這龍騰柱的來源．納西族遺留下古舊的

象形文字．據說仍有學者在研究．一個晚上參加了一納西古樂的音樂會．另一個晚上去了一

大型的舞蹈表演金沙麗江．用舞蹈說出雲南小數民族的一些故事．雲南旅程中比較特別是去

蘆沽湖．可是去的路多是石頭路．一程要七小時．越過五個山嶺．路途巔坡不堪，但沿路的

風景很美．蘆沽湖是摩梭族居住之地．摩梭族是一母氏社會，無夫無父．詳情會有另文介紹．

蘆沽湖風景很美．一早我團去乘猪槽船去游湖，看著太陽從遠遠的山上升上來．從蘆沽湖回

到麗江，翌日繼續去香格理拉．雲南北部接四川，所以蘆沽湖的對岸便是四川．而西北接西

藏，所以香格理拉的民族以藏送為主．香格里拉海拔一萬四百英呎．十月底天氣已冷，早上

去松攢林寺，見到一些僧人，赤肩拿水泥去屋頂修理．多天疲勞，我開始感冒，也有點發燒．

去旅館附近一醫院看病．一年青醫生建議我去吊鹽水，惠翠怕針不清潔，只請她開些藥，抗

生素在中國是板南根藥丸．要了一瓶川貝枇杷膏，加上一探熱針，費用是廿九元人民幣．晚

上失去吃烤全耗牛．休息一個晚上，發燒便退了．雲南山地多藥材，由其是是蟲草．價錢不

便宜．在灣區也常見有專賣店．這次旅行才知道蟲草是男人補品．導遊說笑，用蟲草湯泡麵，

麵條都會變直．除藥才外，普洱茶也是有名．普洱茶越老越純，又沒有咖啡因．當然緬甸玉

石也是雲南的特產． 
 
今年胡炎章領導的行山，使到來自灣區的團友走來一點不吃力．雖然如此，不能不承認體力

不如過去．一連多天每天十二小時不停的活動．到後來有數團友都不適了．值得一提的是周

常達的親家，年已七十四，健步如飛．值得為我們的模範． 
 
謎底：１．鹽 ２．茶葉  ３．啤酒  ４．味精 
 



旅遊預告 

2005 年，我們將有很好的旅遊節目． 

1)      Hawaii 

這是由胡炎章提出及主辦．  

日期： 6/27 星期一 至 7/2 星期六 

地點：Maui. 

      Wailea Ekolu Village 

現在灣區有十五人參加，已經訂了機票，並在 Ekolu Village 訂了 apartment.．六月開始，夏

威夷是旺季，機票必要早訂．歡迎其他同學參加．不過遲來者，可能要自己安排住宿和機票．

請與我或胡炎章聯絡 

2)      Yosemite  

目前只有構想而未有實質的安排．預備是在春或夏季，星期五到 Yosemite，星期五和六，在

公園過夜兩晚，星期日回程．節目主要是 hiking． 

3)      中國及其他 

威漢會繼續安排中國旅遊．請看威漢「善社同學重聚」一文． 

4)      離校四十五年重聚預告 

還有兩年，06 年是我們離校四十五週年，如以前相似，計劃船遊．地點可能是 Western 

Mediterranean．日期亦可能是在九月末或十月初． 請預留時間．將來再有通告． 

   

    



健康雜談－血壓 

李威漢 
 
數年前醫生吩咐我要留意血壓有無偏高的傾向，我因而買了一電子血壓計回來．這血壓計和

舊式的沒有大的分別．只是不雖要用耳去聽脈搏跳動，和觀察水銀的壓力．買回來後，第一

個疑問便是手臂那一位置最適於測量血壓．在多次嘗試後，我覺得血壓計的氣管未端在手臂

可彎曲平常抽血的部位最好．此外，我發覺測量時坐的姿勢，和肌肉的鬆緊也影響到血壓的

高低．我最近測量時，兩手肘放在桌面，手背平放，兩腳踏地，肩膀及全身放鬆．用腹慢慢

呼吸，但不要閉氣（閉氣時全身便緊）．在這情況下，我每天早上測量的血壓都很穩定．其

實了解到放鬆身體可以使測量血壓時降低血壓．我們在日常生活裡也要維持同樣方式去保持

正常的血壓． 
 
年初檢驗體格，醫生再說我血壓高了，醫生並說最新的意見是不管年齡，血壓都要在 120/80
以下．他言下之意好像要我用藥去降低血壓．我自信自己一向血壓都是在 125/85 附近．因為

醫生檢查結果，我從新每天測量血壓．同時我也去留意是否工作上有壓力引至血壓上升．我

學習太極拳已有四，五年．如果以血壓去衡量學習的進度，可說沒甚進步．數月前師傅從佛

羅里達州來講學．他指出我雙手提高時，肩膀沒有下沉．自留意沉肩後，不但練太極拳，甚

至於日常生活，雙肩肌肉鬆弛．從此每早測量血壓都在 120/80 以下．這使我相信，血壓的高

低，是與身體鬆弛有關．運動可以強心，但如身心緊如一弓箭，血壓必高．練太極拳如不得

其法，身心也不鬆弛．所以凡事都要小心．但絕對有效的便是每天測量血壓．用來作一

bio-feedback. 
 



練習太極拳心得 
李威漢 

  
在大學讀書時，見到一些教授每每選一科目他們感到需要，而並不專長的來教學．藉教學而

自學．所以我藉寫這心得去追求對太極拳的了解． 
  
太極大師有說：『練拳不練功，都頭一場空』．這就是說，單練拳的招式，雖然比坐在鬆化

上看電視好，都後來都是一無所成．但甚麼是功，又怎樣去練功．一般太極拳的導師，很少

入深入去解釋．也許他們覺得學生不可能一開始可以領悟這高深的觀念，也許他們自己也不

明白．記得學太極第一式提手時，師兄要我們模仿他徐徐把手臂從身旁提到與肩平，然後徐

徐放下．他並說假以時日，手自然會自己升起來．這便是太極的奧秘．這使我想起另外一事，

多年前腰背痛，惠翠姑長介紹去見一中醫．一坐下來，他問我信不信他能治好我的毛病．我

心裡想，你沒有問我的病情，也沒有解釋你治療的方法，單是要我相信有何用．結果他開的

藥方，可能是用來處理我這沒有信心的小子的，把我泄到面青．腰酸背痛還是靠做腰部運動

去治療痊癒．一般人看過金庸的武俠小說，都知道洪七公降龍十八掌，一掌打去，如身一般

的樹，攔腰倒下．所以我們對功力算是有概念，只是不知道怎樣去練而已．幸而我們跟隨的

李嘉琪師傅是有功力的．不信他有功力的徒弟只是自找苦吃．以我一個科學研究者，一個很

自然的問題便是，師傅怎樣從沒有功力而至今日之功力．李師傅說，這四年裡，每星期他都

已將祕訣傳了給我們．我們怎麼這麼快便還了給他．師兄弟裡，有位師兄，筆記下師傅的指

導，甚至於用圖像來幫助理解．我也將要點記錄在電腦裡．但仍不能掌握到練功的方法．我

們的太極智商太低了． 
  
在學習的過程，『整體勁，及節節貫穿』的原理我們都領悟，只是做不到．李師傅作一簡單

的示範．他用手力量壓在我肩膀上，我身感到壓力，身體便從肩去反抗這壓力．但師傅把手

放在肩膀上，突然全身內力一發，我在未能感覺到及抵抗時已跌倒了．輪到我來試做同樣動

作時，總是僵於手臂力．意念不能放開手臂，使全身勁力通過手臂而發出來．所以目前我對

練功的觀念，便是練習每一動作是通過『整體勁，及節節貫穿』來完成．太極第一式提手最

適當來解釋這概念．太極站立的樁法是盆骨稍向前，有如半坐，身體重量，墜在雙腳，鬆腰，

沉肩，臂與物連為一．手之上提是通過腳力下推，挺腰．因而身稍向後而帶手上．將手提升

的位置固定，鬆腰身稍向前傾，然後再挺腰．因而身稍向後傾而繼續帶手上．重覆這動作至

手臂與肩平．當熟稔後，在意念帶動下，手被全身的勁力提起了．假如對手用手壓住雙臂．

用這方法來提手抗拒，發出的勁力遠超過用手臂肌肉發出的力量．領悟到這概念後，可應用

全套的太極拳裡．那一家，那一派都不重要了． 
  
最近，我嘗試用，『整體勁，及節節貫穿』的原理去揮高爾夫球捧．其實方法都是一樣．打

高球站立的方法是盆骨稍向前，有如半坐，身體重量，墜在雙腳，鬆腰，沉肩，臂與物連為

一．手之上提是通過腳力將胯右推，腰也右轉．因而帶手及捧帶上右肩後．將手提升的位置

固定．通過腰及胯向左旋，使球捧將球揮出去．因不用臂力的死勁，手也不用握球捧太緊．

手掌也不生繭．以前揮捧時，對捧頭的重量沒有感覺．現在手與捧合一，揮出的勁力全用在

捧頭上． 
  
為了減緩老化，醫學的常識告訴我們要做運動，使身體柔軟，肌肉緊硬，體力不衰退，增加

吸氧．我覺得練習太極，如能加上整體勁的訓練，可以達到以上的要求．對太極有興趣的，

不妨試試． 
 



續真假難分------到好壞難分，中國的德性文化       

 
 唐冬明 

 
上篇約略的論述西方分折精神，超越精神所包涵的絕對真假問題，太座拿起社刊一翻，

即於河東發言：同學請你寫是客氣，又非作書，點到為止，又臭又長，即扔下不再看。想說

的也是，故今續篇力求簡短，印度與佛教思想一概不提，單就中國傳統文化而論，只是湧入

我腦海裡的思潮觀念實在要講三天三夜也講不完，故擇幾個要點交差，其實這些觀念也是同

學熟知的，只是透過小弟的思想隨便說，說不清嘛則請各位同學包涵。 
相對於西方古代注重外在，客觀、隔離分析、量化，絕對，真理。中國傳統文化偏重於

內在，直觀，整體綜合、德性化、相對、情理和諧。 
中東的沙漠，希臘的石礫，印度的熱帶叢林孕育了他們的文化。同樣中國的地理環境也

影響了我們的文化。中國本是多元之文化，如仰韶、紅山、良沮.... 等。但我們的中心文化還

是以黃河、長江、淮河等幾條河流為主。我們看那翻滾的黃河、長江，就能想到數千年前這

些河流無數次的泛濫成災，淹沒房舍家園，人們扶老攜幼，流離失所，家散人亡，苦不堪言。

治水是我國歷史上歷朝的大事，一直延至今日。當河流改道或是泄去，洪水退盡，沖積的淤

泥，又成了肥沃的土地，最好的良田。人們利用豐富的智慧，辛勤的雙手，又重整家園，耕

耘種植，迎接新一年的豐收，笑容又重現在日晒風吹，充滿縐紋的臉上。週而復始，我們的

祖先深深地體驗到這天地離我們很近，他的力量實在不可抗拒，但人只要順着他的不息循環，

利用人的智慧，又可創造新的生命與生活，這個環境就建立了中國「順天應人，循環不息」

的文化基礎。 
在這個環境裡，中國人講的是「人」，想到的是「生活」。這「人、生活」三個字就是中

國文化的中心。如果我們真能體驗到這三個字，就瞭解了中國文化的大部份，下面談的也是

多餘的了。 
歐洲石礫沙漠文化，視物為物。物無情，在石礫的地上，石頭是不會打我的。石頭不動

也不變，在一定範圍內，要觀察就用不變的：用石或金屬稱重，用水或水銀量溫度等。因此

「以物觀物」稱之為客觀。客觀的好處是有絕對，有絕.對就可以量化。如一大氣壓成水結冰

是攝氏零度，一毛爾(Mole) 有 6.00252X1023 阿佛加多羅常數分子。更可用演譯法 (deductive 
logic) 推出一些真理如 PV=NRT，F=ma 之類。歐洲再進而「以物觀人」，仍是客觀。但人是

變的，因此只能用歸納法 (inductive logic) 得出如人正常平均溫度約 98.6F，血壓在 110/70 水

銀壓左右等。 
在中國，我們祖先對物所感受到不是石頭不變，水淹的泥是軟的，乾旱或冬天的泥卻像

石頭。而且這山川河流泥土一直在變，它們的變易一直影響我們的生活。這就產生了中國的

易經觀念，為生活，我們就以人為中心，事物在變，我們就不能「以物觀物」，卻以人為本，

就「以人觀物」、「以人觀人」。由人觀就不以「真假」為主，而以「感受」為主。真假導致歐

洲的邏輯絕對真理文化，感受導致中國相對的情理德性文化。(中國人說合情合理，而理也不

是真假邏輯之理，而是天理。朱熹說：天理者，仁義禮智信之總稱也。) 
以人觀就用「直觀」。這碟辣椒豉油辣不辣？高佬話：「正，好嘢！」。鐸嬸話：「嘩！辣

到飛起！高佬，你食埋我個份喇。」若用西方的真假觀，這裡找不出絕對的真假，只是程度

上的差異。用西方科學量得此碟油含辣椒鹼零點二公克是絕對的。但答不了這碟油辣不辣？

假如用統計結果更離譜，百分之九十以上蘇浙人、白人說辣；百分之九十以上川湘人、墨西



哥人說不辣。拿去香港、紐約測試，視乎所取的樣本，百份率滿天飛。(同學們自己下結論吧。) 
以人觀，是沒有絕對的，只有相對的結論，而重點更不在真、假、錯、對，而在舒不舒適，

合不合人？由這裡同學就可以看出為何我們不同於歐洲的物，絕對量及邏輯觀的文化起點而

徧於人、相對、質、情、性, 德的文化。 
人觀相對而沒有絕對的觀念。在莊子裡舉例最多，如秋水篇、齊物論、逍遙遊.... 等。如

蟪蛄不識春秋；朝菌不知晦朔；子非魚，焉知魚之樂耶？子非我，焉我不知魚之樂耶？又如

井蛙不可以語天；莊周夢蝶，燕雀安知鴻鵠志。鳳凰、大鵬、小鳥、烏龜、小丘、高山、平

地、滄海一栗.... 等寓言都在說明人觀物，隨着人的自身(燕雀鴻鵠) 、背景(魚、龜) 、角度(井
蛙、夢蝶) 、甚至壽命(菌蛄) .... 等而改變。 〔我是很喜歡莊子的，他讓我們擴大心胸，不

要老以為自己執著的觀念就是絕對的對。因為我們是人，所有的觀念都是透過我們的，這種

執著不知害死了多少人 (哥白尼，清教徒、希特勒等)，也不知限制了多少人的發展。(我今看

見許多親友因下一代婚姻執著自己片面的觀點而導致的悲劇，常令我痛心，何不多讀莊子？ 
我也喜歡看佛書，講的也是莫執著。〕 

再進一步說，同一事物，對張三是好，對李四是壞；天下雨對種田要水的好，對晒鹽的不

好，相反，天旱對晒鹽好，對種田不好；有的事也可先是好，後是壞。 
如大家熟知的塞翁失馬；但易經更指出同一事物人等本身的好可能就是壞。刀利是好，切到

自己手指就因為太利，補藥是不是好呢？不見得，看你如何用。好的本身也是壞，壞的本身

也是好。窮人上進，富人放蕩，更有些事不能說是好是壞，春夏秋冬是好是壞？因此先賢就

用陰陽這個相對觀念來統一概括研究。 
我們祖先是不重絕對的，一開始就重相對的。雖然道德經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

三生萬物。這個一和二是同時生的，在其他經如素問、易、禮記都是無極生太極，太極生兩

儀。由零生一個太極就是二，陰陽相對的。輕清者上浮為天，重湯者下沉為地，先有相對的

「天地」。到了出現人則人又與天地相對成「天、地、人」三才。天地設位：「天地之大德曰

生」，只有人獨具靈慧，能體天地之心，顯發天地之德。能生生，生生是仁的本義也，這是「三

才」的意義。從另一方面，人要生活在天地之間，人要生活得好，活得舒適，就要看人與天

地的『關係』。人與人的關係，我們祖先的重點就落在『關係』這兩個字，關係就是一個整體，

不是單方面的。這關係從人而生，就在一個『情』字。我們與天地之間是有情義的，不看天

地為死物，而是有情的，故人呼天啊！講天命, 天心, 天德地德，誠孝可以感動天地。（如竇

娥怨，六月雪）山川有靈氣，我看青山多嫵媚，青山看我應如是等。天地人情，夫婦有夫妻

之情，父母子女有父母子女之情，夫婦有夫妻之情，父母子女有父母子女之情，人有人情。

所以我們祭天地祖宗聖賢父母都是以情義為基礎．關係是講生尅平衡的，其最終的目標是「合

情合理」、「和諧」。要和諧自然需要「均衡平和」，無過而不及之「中道」，因此這就成了中國

文化發展的中心思想。所謂成事要，「順天理合人情」，「天時、地利、人和」重點在「和」。

個人則由求生，學生，養生，長生，養性怡情，進德修業，以達成一個完善的人格與人生。 
我們讀大學、中庸，讀到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用我

上面講的「人觀」，「生」，「關係」可以分四個階段來看。 
(一) 格物，古人格物以人觀。萬事萬物皆在變中，故格物之「性」，性是內在的精神，

非外表形態，取性中之精華就是「德」。我們古人不看物是死物，而視物如人 (故上段說有情) 。
天高明，地博厚是其性；天之德為「健」，地之德為「載物順生」。故曰四時行焉萬物生焉。

說到四時，我們又以春、夏、秋、冬之性為生長、繁茂、收成、歛藏。其德又為仁 (生生，

即生長所有生命，春天萬物化生) ，禮 (敬讓，夏天茂盛，必須知讓) ，義 (宜也，秋義為宜

留敗去)， 智或貞固 (明智或正也，冬藏貞固，以待明年再生) 。總合四時之德為信 (誠信，



四時依序而行萬物化生。) 故曰仁、義、禮、智、信。 
(二) 致知，知性知德，在外就為利用「厚生」。順天之性，故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知辣椒之性為溫熱 (人之反應即人觀) 則利用以袪寒解表，知水火本

相尅，但是利用其炎上瀉下之性，中間加個鼎缶，就可以用火煮水，而煮熟食物。同時水在

上火之下，可以使蒸發成雲霧，再下降而為雨露滋生萬物。由相尅而利用為「相生」成水火

既濟卦，正是易經指導煉丹道氣功的理論基礎，故我們的格物致知都和西方不一樣，西方格

物側重外觀、形態、質量、化學、物理結構。我們老祖宗格物側重內在的精神、性、德，而

致知則是看如何促進相互的關係，由生尅、感應、流通、調和方面來致知，以致王陽明的致

良知，以前老師沒說清楚。 
(三) 誠意、正心、修身，這是致知向內之用。我們知道外界一直在變，要維持與改善個

人與外界的「關係」除了上節的外用厚生(用) ，同時必須要由內在改變體 (所謂潛移默化)，
我們老祖宗認為要變外，必先自內，要變大的，必需自小的，要先修身才可齊家治國，要變

形質，則必始於修德，利用攝取的德性改變自己。所以第一要做學「生」，孔子說學不厭誨不

倦。學那天地萬物之德，故曰：「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今天說健康，同學懂了沒有？

行健則康泰。) 又要學地的博厚，而仁、義、禮、智、信四時之德都要學，此所謂法天。自

己學，自己修，天地就如父母，一直看著我們。故君子慎其獨也。留意我所說要改變的 (體) ，
中國人常講心、意、神全是看不見的無形無質。這和西方要改變的有形有質的大不相同。比

方西方練身體就要改變肌肉，練三角肌、胸肌等，我們卻要正心、寧神，靜慮，慢慢用意養

氣導氣，全看不見，摩不着量化困難，所以我們學西方易，西方要學瞭解我們難。 
(四) 齊家，治國，平天下。前面一，二，三可說是方法。這個可說是目的，當然亦兼方

法。由小而大，其實還不止此，儒家更要求「天人合一」。道家則與「天地齊一，與萬物相往

來」。不只要求自己內心的平和，還要與外界天地萬物和諧融和為一。 
關係之最小的是家，再而國，天下社會萬物而宇宙。中國文化最早奠定基礎的可說是周

公製禮作樂。禮主敬，樂主和。當我們讀詩經：『關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葕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瑟瑟友之。參差葕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那男女愛悅是發乎情，唸到後面琴瑟鼓之，鐘鼓樂之，就明白夫婦之道不在強制而在禮。有

敬有樂，則家庭和睦而能溫暖長久，才能成人倫文化之始。若是老公整天罵老婆或老婆整天

罵老公的，就無敬無和，難以持久，老祖宗的智慧真高。致於國，最早漢胡相侵，先是以長

城隔離，但我們的祖宗亦知道求世界大同，天下太平，不是靠殺戮、隔離可以完成的。而必

須改善關係溝通雙方。老祖宗讀通了經書，明白天地之道。天地本是博大，無分漢胡，故第

一鼓勵通婚 (文成公主、昭君為其著，歷朝歷代皆多的是)。第二通學，朝鮮、日本來求學。

我國高僧去西域取經。(不下千百人，見大唐西域高僧傳，三藏法顯為佼佼者) 第三為通商，

這個通的觀念出自易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我們經脈血氣要暢通，上下代要溝通，

各同學財路要亨通。中西文化要流通，種族歧視要打通。今日的這個通，就要看我們是否真

瞭解中國先賢文化。我們常認為子女沒有中國文化，據我觀察發覺他們做中國文化比我們這

一代更多更通，只是他們不會說。而我們這一代反而常是偏狹觀念的執著者，入鮑魚之市久

矣，悲乎！ 
最後談到中國的「信」字觀念。歐洲、中東、印度的宗教都連系到解決一個「死」字，

西方的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循著摩西創的猶太教對生死的看法為藍本。以信「人本

罪」為大前提，若不信人有原罪則其救法無法展開。而印度傳出的佛教，則以信「人本苦」，

業力為大前提，若不信人本苦業力，則四聖諦的「苦、集、滅、道」亦無法講及完成。但這

兩個大前提不是與生俱來，或人人皆作如是觀的。故傳教的必一定要他們接受這主要大前提，



那就是「信」者得救，信行得渡。這個「信」字變得極端重要，但這個「信」字對我阿唐而

言則非它的本義而為第二義：謂人言為信，但在這裡的「信」是「別人說的我接受」。(不管

你說是神說佛說，但都要透過別人說，我接受，這是別人的話我信。) 
當我在大學選唸世界宗教時，雖然佛、道被列入宗教 (除民俗教不計) ，美國人不明瞭

何以中國傳統文化不產生如西方式的信仰如神或得救之類觀念，而中國祭的卻是「天地、祖

宗、聖賢、父母」(有人用天地祖宗國親師) 沒有得救得渡這回事。實則他們不明白中國傳統

的文化，無論九流十家他們的大前提都是「人本生」。至於死，中國都依易經看法；生為陽，

死為陰。故死只是由陽入陰，仍是生的。只是一個循環中狀態的改變，不然祭祀就沒有意義，

所以祭神如神在，祭人如人在。在這個「人本生」大前提下無須你用「信」字的第二義，因

為你和我在「人生」之中，也不必要人提或要人說，自然不須救渡。既然是在生之中，那我

們第一步必是「求生」，廣東人稱為「搵食」。求生中又包括延續上下兩代，故孔子曰：『食色

性也。』。但求之有道，故接著是「學生」，既是學「生」，孔子就說：『未知生，焉知死！』

子不語怪力亂神，先學好生，別說多餘的想也沒用。(死後是怎樣，一切說法對我而言都像小

說，我只有聽的份，小說是真是假任君選擇，我不能置一喙。)中國傳統各家派又更注重「利

用厚生」，致孟子，道家則又重於「養生」、「長生」。那整個傳統中國文化就圍繞在「人生」

的生之中。 
回到這個「信」又怎麼說呢？既然我們不用信的第二義，信別人說的。我們中國傳統仁、

義、禮、智、信，這個信就用信字的第一義，就是「誠信」的信，就是心中有誠，待人以誠

敬，言行則有信是誠于中而形於外的信。所以這個信字，不是相信什麼教義，而是從心底裡

言語、行為中表見出一種信實之德。這個信字貫串於易經爻辭，稱為「有孚」，即有孚信。 
如有孚光亨貞吉，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君子之光有孚吉。凡有孚信則吉，不然最少也是

無咎的。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等，有孚信則到處行得通。這個孚信就是建立人與天地間，

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礎，也是社會的基礎。如母親即使是餓到皮包骨都要按時按候喂奶給嬰

兒喫，這嬰兒也深信母親非不得已，絕不遺棄他的。這就是母親的孚信，(在英文可勉強譯為

Sincerity，Earnesty，Honesty，Credit。) 也是西方人，今包括全世界人最看重的一種德性。

上車自動付票費，公共地方不吐痰，扔紙屑，紅燈就停車，上法庭按了聖經就要講真話 (做
不到是另一件事)。這個也就是中國歷來所講誠信的「信」字，它不是聽了別人所講相信的信，

而是我做到別人都能信我。 
做到敬人者人恆敬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的信，天下歸心，絕可信賴。由個人、家庭、朋

友、社會以至國家，皆可用之，無往而不利，無用而不吉。故古人說無「信」而不立，這就

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在「信」字上根本差別的一點。同學於討論拮取東西文化的精華的時

候，不可不稍弄清楚。 
中國人這個「信」，就是盡己所能以顯發天地之德。這是傳統精神與信仰，所行者為誠信，

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前不羞對祖宗聖賢父母，後無慚于子女。䇄立於天地之間作一

位堂堂正正的人。在于為大丈夫為君子，在道為真人 (得天地之道者謂之真人)。這個「誠信」

的信是生時可以用，死後也可以用；生時行之，死後行之。這樣信是通天地的了，所以為什

麼我們許多中國古人可以視死如歸。如老子，孔子、莊子、諸葛亮、文天祥，甚至於農民百

姓。死時心安，生於天地之間，回於天地之間，只我誠信，無愧於心，故能安於此生，安然

而去。 
小弟拉雜寫了一大堆，思想也很雜亂，且日日隨著學習而改變，又拖長了，請包涵原諒。

希望同學多多指教，有時覺得正如莊子所說的：像隻老烏龜在泥塗裡慢慢地爬，自得其樂，

那廟堂之高於我也就不相干了。 



財政報告 

 
去年得余光源幫助，印刷費大減，只＄160. 郵費＄108，其他雜物如信封等共＄16．總支出

＄284．去年餘款 =247+410-284 = $373 
今年捐款的同學有：方忠，許行，楊謙珍，何鈿德，唐冬明，汪大忠，謝玉貞，和「有名示」，

共七百二十元．估計支出與去年差不多，所以亦應有盈餘．很多謝各同學的合作和支持． 
  
 



編後話 

很多謝同學的合作，通訊又再出版．很多謝各人的稿件，照片，和捐款．今年高子敏出力很多，他將

會整理我們的網址，這通訊，一部分，亦是他負責排版，余光源繼續排理照片和付印，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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