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八年回顧     神劍  
       
 
各位善社同學，很容易又是一年，又在此向各位

報導灣區同學過去一年的動態．雖不是 soap 

opera ，但亦要追述去年年尾的一些活動． 

 
已經忘記了確實日期，十一月中，灣區常客梁成

到矽谷開會，當然又與同學們歡聚．梁成為謝同

學多年來招待之恩，今回他觀音請羅漢，週末在 

Millbrae 市之海霸漁港設宴，到會者十多人，胡炎

章剛從東岸探女而回，亦趕來趁熱鬧．接著在星

期三與五，在南灣二度小聚．在威漢家中， 

與寶珠夫婦共四家人，談及團體旅遊的樂趣，中

國黃山之行，就此萌芽．   

 
十二月初，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辦的同學日，

在唐人街皇后酒樓舉行．善社十五人，真真正正

的停留至曲終人散而不願離去，全場只餘下同學

會會長及一，二個理事，善社約十人仍在高談闊

論而無去意，發覺伙計們`眼光光'才急急散會． 

 

善社自從銀禧加冕以來，一直對三藩市培正同學

會都有很好的支持．慶祥，光源，威漢，任會長

及理事多年．威漢今年辭去理事之職，退位讓賢，

賢者賢內助也，太太惠翠首次選為理事，威漢本

人則改為培正通訊效勞，化了三千元買了一電腦，

專為中文打字之用．光源則兼任通訊編輯，以 

電腦排版，事半功倍．善社在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中，享有良好聲譽，並非無因也． 

 

九八年初，王祖同又回到北美．他自從移民美國

後，在倫敦與三藩市間作太空人，每年來回至少

兩次．他十分熱心，每次到步必與各同學聯絡，

帶協我們多了不少活動．年來，他抱恨失去馮啟

生下落，努力查探而未果．今次來美，消息得來

全不費工夫．事緣黃鎮棠太太，本是馮啟生表妹， 

與許行太太是好友，黃棠在印尼任職，黃太途經

三藩市，照會 Lucia (許行太太），消息轉傳到祖同，

立即相約會面，從此，灣區同學又多一位成員． 

 

溤啟生在畢業後，在加拿大滿地可市讀完大學，

移居南灣已有十多年，可惜咫尺天涯，緣慳一面．

今回歡迎他重回善社，又值農曆春節，善社同學

在二月十五日，在屋崙牡丹閣舉行春茗敘餐，到

會者廿多人．溤啟生首次與各同學見面，余光源

指著他大叫：“你是溤．溤．溤．．”．可惜是 

“溤”不出個名字來．餐後，一同駕車到許行家，

繼續牙較運動．余光源聽到梁潔貞裝修家居並建

做舞池，並會學跳舞，光源立即起身跳舞示範，

恨不得立即收一個徒弟． 

 

三月十四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行春節聯歡，

在香滿樓舉行．可惜是日又是嶺南春節敘會的日

子，威漢與姑爺不能參加培正的敘會，但善社亦

有八人出席，並解囊資助台山培正中學籌款建校． 

 

我們的 Pot Luck 聚餐，近來有改變形式的趨向．

灣區市面有很多熟食外賣，有湯有 ，日日不同，

且可以送貨，簡單方便．同學如光源威漢，日常

晚餐，都不食自己煙火．在免攪免炒的原則下，

自去年始，我們幾次的敘會，都是先在餐館大食，

然後移師到附近同學家．四月廿五日，多謝 

寶珠，安排了這樣一個敘會，飯後到她家中，更

有美好甜品待客，其中一味“百寶飯”，是寶珠

巧手自製，早已馳名善社，有口皆碑，同學都後

悔聚餐食得太飽，不能盡情欣賞這美食，所以有

餘的百寶飯，全被同學帶走，慢慢再享受也． 

 
五月中，梁成又到灣區，十五日宴會於珍寶酒樓．

在這次敘會，梁成與馮啟生，離校卅十多年來，

是第一次見面．馮啟生事先得到貼士，但梁成則

指著馮啟生，“亞，亞，亞．．”而亞不出個所

以來．宴會菜色豐富，威漢與光源都笑謂：與同

學敘餐，勝於 $4.99 的外賣也．餐後同到舍下 

繼續．光源更帶來手提電腦，用之來駁上互聯網

絡（internet），並展示他最近替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做成的 Web Page，網址為 

http://www.puichingsf.org．其中有校歌校史，同

學會和一些班社的消息．光源會將善社消息登載

在其中，希望各同學多多參閱． 

 

今年是威漢結婚卅年紀念，他夫婦兩旅行歐洲，

漫遊倫敦及巴黎．在六月末，在馥苑酒樓設宴，

眾多同學到會祝賀．小弟因外出遠遊，錯過盛會． 

 

六月中，小弟旅遊，途次倫敦，很多謝王祖同熱



烈招待．祖同在倫敦多年，是英國通，且慷慨好

客，雖現時是灣區的太空人，如同學在倫敦，適

逢其會者，請勿忘拜見這位地主，保證滿意．黃

明中與方忠，在我到英國的前後，亦造訪祖同，

在英國亦有很愉快的時光．方忠環遊世界，歐遊

後 

繼續到三藩市，祖同已在倫敦與他相約在灣區見

面．七月十五日，共宴於海霸酒樓，可惜當日是

星期三，很多同學都未能到會． 

 
九月十九日，又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秋季郊遊聯

歡，今年不在 Fremont 市的中央公園，而改在半

島 Woodside 市之 Huddart Park ．此公園在茂盛

樹木中，能遠眺半島風景，景色怡人．高子敏要

上班，早退，其餘七人，在林中漫步．在上斜的

山路行走時，我與威漢都認為這是去黃山前之 

練習．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安排已久的九人中國行開

始，另有專文報導． 

 

旅遊回來不久，又有餘興，十一月十四日，餐室

敘餐後，十多人到威漢家中，欣賞樂基的錄影，

交換照片，並商討明年的旅遊大計，商談直至淩

晨三時． 

 

十二月十二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舉辦同學日，

今年首次在屋崙牡丹閣舉行，我們將會有廿人參

加，剛好兩圍之數，將會留待明年再報導． 

 

今年似乎每月都與同學相聚，多在酒家見面，所

以通常都是湊合一圍之數，難免不能通知全部同

學，請原諒．希望明年能多安排 Pot Luck 敘餐． 

 

最後報導一些不幸的消息．林藻勇老師，於今年

初在聖地牙哥逝世．胡安琪女同學在九月四日，

在羅省因癌症逝世．人生無常，願他們永遠安息． 

 

           中國旅遊    

黃山之旅有感  亞翠, 亞威  

古與今----黃山之旅包括北京，黃山和上海．這旅

程讓我們看到中國自古至今的不同建築物．黃山

是千萬年遺留下的天然建築物．長城是數千年前

人纍積建築下來的建築物．故宮是數百年歷史的

建築物．上海浦東的摩天大廈是現代的建築物．

上海新完成的金貿大廈高八十八層樓．外形遠看

像一八角古塔．已成為全世界四個最高建築物之

一．要不是今年的亞洲經濟危機，在很快的將來，

亞洲將擁有全球四間最高的建築物．金貿是一城

市中的城市．Hyatt 旅館將使用其中三十多層．其

餘有銀行，辦公處，商店，商場，餐館，及住宅

等等． 

    一粥一飯 ---- 黃山山上的賓館的物資，除了水

和電外，都是用人力挑擔上山．一桿擔挑，背著

兩重擔，一步一步將食物及用品帶上山．每天山

上剩下的飯菜，用過的濕毛巾及床單又要抗下山

去．想到這些辛苦擔上來的食物，每天我們都盡

量吃光所有桌上的食物． 

    棧道坐纜車上前山，見到沿山壁建有棧道，以

便工人挑建築材料上山去築架承纜車鐵塔．據說

承纜車的鐵塔，是用二百人以數天時間抬上去．

不但如此，在中途時每晚要下山住宿，日出再上

山繼續抬．前山因多是峭壁，沿山壁遊覽的行人

石階是用水泥建築．二十年前鄧小平去遊黃山，

該時並無纜車．他那時已屆七十多歲．仍可以用

四天時間走上及走下黃山的前山．鄧小平稱黃山

為一聚寶盤．黃山因而成發展為一國家公園，替

安徽省人帶來不少就業機會．黃山地方的潔淨，

可以和迪尼斯樂園比美，有過之無不及也． 

   中國是一聚寶盤 ---- 鄧小平也曾說海南島是一聚

寶盤，其實中國地大，而歷史久．可以旅遊參觀

及渡假的地方不勝其數．這次旅行見到中國的旅

遊業水準極高．路上旁聽到導遊用德語，法語，

西班牙語，日本語，英語，粵語和遊客講解．據

我們的全倍，他的旅遊公司內的導遊可以處理七

國語言．中國的工藝品也多．在一安定的政治環

境下，旅遊業可以帶來不少外國的觀光客． 

    廁所望出的美境 ---- 走上了光明頂，地倍在講

解黃山三高峰：光明頂，蓮花峰及天都峰．亞威

早上吃了粥，走了這段山路，便想在走下光明頂

前先去洗手．那知道從廁所望往光明頂另一邊，

景色更美．一片薄薄的雲海飄浮在光明頂下．黃

色的遠山，被綠色條紋刻著，仿如一幅畫．現在

看回在黃山所拍下的照片．從廁所窗口拍下的，

是最美的黃山景色． 

    鏡頭捉不到 ---- 黃山之景有四，奇松，怪石，

雲海及溫泉．因時節和氣候，雲海及溫泉不易見．

在晴朗的一天，遠山被霧氣蓋著，加上墨綠的近

山．隨四周觀看，風景有如一張又一張的國畫．



太陽下山了，忽然一片浮雲，如白色的火焰從山

頂飄上．還未調鏡頭，景象已消逝．記得潘銘燊

（善社畢業前去世潘銘城同學的弟弟）有一散文

提到他的一友人在遊覽時不拍照片，只全神在欣

賞．也便是這原因． 

黃山歸來不看也吧 ---- 黃山地遊引用了前人一句

話:"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意思是

黃山景色比五嶽還秀麗，乃中國群山之最．下了

黃山，回到上海．旅程還有上海一天及蘇州一天

的遊覽．一來感到有點疲倦，心理上有點黃山歸

來不看也吧．黃山在呼喚 . 

    高中畢業前去大嶼山旅行．依稀記得上山那段

斜坡的山路．在黃山的石階拾級而上，雖然氣在

喘，心裡想著只要行上光明頂，我還是當年那小

伙子，沒事可以難倒我．最後一天下了後山，一

團人再坐纜車上前山遊覽．胡塗望著蓮花峰及天

都峰，不捨得離去．口裡想著，如一早起來，定

可在三時內從後山經光明頂，爬過蓮花峰走到前

山纜車站．口裡又想著說在三時內可以從前山纜

車站來回天都峰．口裡又想著說在三時內可以從

前山纜車站走下山．黃山在呼喚，逝去的時光在

呼喚．在黃山的石級，我們尋回過往．黃山下次

再見吧．  

  

 

旅遊購物記   威漢   

 

 亞威去年組成的黃山旅行團終於啟程了．在三藩

市機場時，Rocky 一再強調要導遊盡量被免停留

在沿途的購物地點，以免減少遊覽的時間．亞威

卻認為腳由我們控制，只要在遊覽時行慢點，停

留於購物地點的時間便隨之減少．但中國的旅遊

事業已達爐火純青的地步．導遊永遠不用提到去

購物地點，因購物地點便是午餐或途中休息的地

方．等到第一天開始去十三陵及長城，才了解到"

亞爺"(中國政府之花名也)之勵害．在十三陵遊覽

時，團裡因有梁燊成夫婦，及 Rocky 到處找前景

及後景，加上惠翠傷了腳跤，遊覽完畢已近中午．

導遊便帶隊去吃午飯．抵達時才知吃飯地方是一

友誼商店．飯後還是逗留了一小時．每次逗留在

這種精品店，總有一團友義務買些東西，讓導遊

有交代，而可以啟行去下一觀光點．這一站蘇素

買了些景泰藍.  

     第二天的節目是上午遊故宮紫禁城，下午去遊

天壇及天安門廣場．在短時間裡各團友的購物嗜

好已顯出來了．蘇素喜歡購買有關名勝的書籍．

梁燊成夫婦喜愛紀念品及精品．惠翠買衫，亞威

買書畫，Rocky 寶珠愛看玉石．在故宮時，一小

故事表現出地陪 (地方導遊之簡稱，隨旅行團飛的

導遊叫全陪）賺外快的方法．一入故宮，梁燊成

見紫禁城城門處有小販出售紀念性的 T 恤，便想

回頭去購買．地遊極之反對，說在出紫禁城時仍

可購買，暫時不要浪費時間．梁燊成不理會他，

自行回去購買 T 恤．地陪面有不悅．在離開禁城

前，蘇素去精品店買有關故宮的書．地陪跟著她

去．出來時，見到他手拿著一件 T 恤(他的佣金也)．

這是他不想梁燊成跟小販購買的原因，而不是因

趕時也．出紫禁城外，很多小販來推銷哺士咭或

其他紀念品．一小販走過來，手裡拿著一佛公仔，

喊話" 紫禁城裡偷來的，二十萬元"，隨口又說"八

十元要不要"．此人真有幽默感．  

     亞威在飛往北京機上的雜誌，閱到北京新開放

了恭王府給人遊覽．因而單寶珠抵達北京後，一

上旅遊車便問地陪能否安排．所以在天安門遊覽

後，時約三時，地陪說已安排了去恭王府，但時

間尚早可以先去一藥廠參觀及喝些茶．其實最重

要是借用洗手間．抵達藥廠後，一團人被引進一

仿似教室的房間，先由一身穿白衣的人講述藥廠

歷史，甚至以前皇帝用的藥也在那裡配．隨後有

兩位所謂中醫進來，詢問誰人要驗查．中醫看症

是靠 "看"，"聽"，"聞" 及把脈搏．各人正在不知所

措，謝玉貞出了去說她要檢查．因她右手臂酸痛，

並問醫生能否為她針灸．那年青的中醫為她把脈

後，便去拿了工具來針灸．兩支長針插在肩膀上，

兩支插在右臂．玉貞一點也不覺，數分鐘後，針

便拿了出來．胡塗醫生，也上了一課針灸．本有



玉貞出了去已可，張適存 (梁燊成夫人) 又要出去

詢問鼻敏感．兩人購了藥後，地陪才讓團上程去

恭王府．時已四時，要去恭王府，要經過天安門

廣場，誰知那天"亞爺"在人民大會堂招待要人．天

安門附近的街道擠車．抵達恭王府已是五時．等

到參觀最後的主要文物，天已漆黑．幸而 Rocky

有手電筒，一團人才能在黑暗中摸索去觀看這所

謂寶石．故事源出康熙皇帝，因康熙乳母生病，

康熙為她寫了一"福"字，掛在她房內，以祈求她平

安．康熙寫這"福"字寫得很特別．左邊像"子"字，

右上邊像"多"字，右下邊的"田"字是開口的．這象

徵"多子多田地"之意．為了更要表示他的誠意，康

熙在字畫上蓋了他的圖章．後乳母康服，康熙將

這幅字畫刻於一石上作紀念．恭王府乃清朝一大

貪官和坤所建，他最喜愛與"福"有關的文物．家中

一水池建築成像一展翅蝙蝠(福)．所以他偷了康熙

這石刻，私存在家園一假石山內．這石傳說遺留

至今．參觀後，一隊人被帶到購物中心．"亞爺"用

墨將石上的"福"字複印出來，經榮寶齍表好，出賣

作紀念品．一般人家在新春時將"福"字倒掛，以徵

象"福到"之意，但康熙這"福" 字千萬不能倒掛．因

有皇帝的玉印，倒掛即等如將皇帝倒掛也．亞威

以前曾經見過這樣寫的"福"字．在恭王府裡才知這

來龍去脈．所以買了一幅．以後同學來亞威家，

記住摸一下這"福"字去沾沾康熙皇帝之福．  

     第三天節目是頤和園，因加了遊覽北京的舊街

(胡同)．連午飯的時間也沒有，趕去機場前往上海．

更不用說去購物中心了．  

     第四天清早飛屯溪前往黃山．飛機誤點，在候

機室有一書攤，亞威手癢又買了和坤故事書及其

他幾本書．飛機遲了約一小時啟程，抵達屯溪時

已十時許了．黃山位於安徽省，是文房四寶中墨

的產地，在屯溪的參觀點是胡開平（一製墨條的

老字號，有數百年歷史 )．較少人知道的是有些中

藥可製成像墨條一樣，加水磨汁來服用．而且墨

可以有不同顏色以供畫國畫及水彩畫用．墨也有

不同的黏性，使到墨汁在紙上可以散化或不散化．

跟著是進入他們的展覽館．據說展覽館內的書畫，

是近代名家在參觀胡開平時即席揮毫而作的．有

些則是名家和他們交換的作品．胡塗見到一四張

國畫組合成的黃山圖，便想到要掛在家裡．可惜

是巨形一點．梁燊成買了一套國畫及一石硯．亞

威買了一幅唐雲畫的荷花．飯後車繼續向黃山前

行．約需一小時．半途中地陪帶去一地方品賞名

茶，又是一精品店．漸漸地覺得所有的店賣的都

是同一的東西．都是"亞爺"的舖頭．一進入內，便

有小姐一釘一，不停的介紹產品．在茗茶後，梁

燊成買了一斤馬騮"MEAT"茶，和一紫沙茶壺．據

說紫沙茶壺不可洗涮，要讓茶漬從壺內滲透出壺

外．歷久茶壺被一層茶漬蓋著，可以將茶漬打磨

至光亮．有更甚者，可以放滾水在壺內，不需加

茶葉而已有茶香味．梁燊成要每天使用看能否如

此生效．Rocky 又參觀店內的玉石．店員一直跟

他出到店外．幸 Rocky 夠定力，不受其所誘惑．

抵達黃山山下的桃源賓館，稍休息後便去賓館旁

一展覽館看黃山風景錄影帶．胡塗及謝玉貞都賣

了一套．館內仍有精品展出．亞威已買了一天該

買的，便信步外出去欣賞大自然風景．一回兒聽

到惠翠大聲喊說 "展覽館內有一幅唐雲的作品，標

價二萬元．" 跟著說亞威用不到二千元買來的唐雲

定是"水貨". 亞威本是三水佬，跌落地定會拾回一

些沙．本人覺得可以有眼光揀到一位名畫家已屬

不錯．作品真與假有什麼相關呢?  

     在黃山上住的兩天，沒有購物．第三天下山後，

四時許回到屯溪去參觀 "老街".各人的購買慾念又

生."老街" 是一保存了幾百年前的房屋形式及街道

的地區．雖然商店林立，綜合起來不過是買石硯，

書畫，古董和土產等等的商店．我們在這古老的

街道上，往返的走了兩小時，到會合去吃晚飯時，

戰績如下，Rocky 和寶珠各買了一石硯，合起來

重十多磅，只因各有所好之故．惠翠買了一竹刻

的 "陋室銘" 和一些鐵木製的筷子．梁燊成買了一

用石雕出來的茶壺．梁燊成在一古董店看到一對

獅子，愛不適手，卻沒有買成．梁燊成有嘆曰： "

鑑賞力和財力不符也"．  

     回到上海．次天早上去外灘 (所謂上海灘) 遊覽．

離開外灘，梁燊成要去 Citizen Bank 的提款機取

些人民幣．旁邊是和平飯店．惠翠被一服裝店吸

引了，想買一件絲背心．亞威卻說 :"眾人在等待，

不要買了"．梁燊成提醒亞威男人"四得"其中之一

的"老婆買野要捨得"．亞威無話可說，只得倍老婆

回和平飯店去買絲背心．那知回到下腳的華亭飯

店，同樣的背心，價格比和平飯店的低二成．此

是後話．  

     翌日去坐火車蘇州遊覽．本來在蘇州只參觀兩

花園，因在上海已參觀了豫園，覺得多看庭園也

沒有意思．Rocky 提議改去寒山寺．上海那地陪

小姐"華女"剛從旅遊專科學校畢業，說了一妙語 "

寒山寺離蘇州太遠，故不能去",因張楓名詩有句云 

"蘇州城外寒山寺",不是說寒山寺離開蘇州城很遠

嗎？抵達蘇州後 Rocky 繼續他的堅持，結果地遊

改了行程去寒山寺．可能古時的蘇州城和現在地

點不一樣，寒山寺離開火車站不到十分鐘的車．



蘇州的購物中心是一蘇繡的技術學院．內裡的刺

繡藝術家 (不能稱技工),依著一幅名畫的輪廓，配

上她們意識中的顏色和陰影，用染有顏色的線，

組成一幅精美絕頂的藝術品．有些作品需要一年

多的工夫．刺繡家全是女性，從十八歲開始訓練．

有些已有二十年的功力．等到去展覽館觀賞他們

的心血作品時，梁燊成再嘆"鑑賞力和財力不符也"．

蘇素至此再也忍不住，選擇了一心愛的蘇州刺繡

買下來．下午在運河上遊船河後，去了一紡絲的

工廠．了解到一絲一縷來處不易．更見到絲棉被

的製作．惠翠動心想買一張絲棉被，可惜攜帶不

方便而作罷．  

     旅行開始時，本覺得停站在購物中心是浪費時

間．可是旅程完畢後便覺得也無所謂．因可有機

會欣賞到不同的藝術品．更難得是可以分享到團

友對藝術品的品味．並相約回來後將收購的珍品

(都不是昂貴的東西)，再來共同欣賞． 

  

西遊記       單實珠  

         
 

善社同學結伴前往中國旅遊，追究因由，應該回

溯至去年十一月期間，梁燊成夫婦到灣區探望女

兒，在灣區的同學相約晚飯．閒談中，大家都有

同感，兒女多已長大成人，離家自立，雖未自立，

也已在大學攻讀，家庭已成為二人世界，出外旅

遊，時間上，金錢上，地點上，都比較容易安排 

．再加上現在年齡已過半百，若不趁尚有健康，

精力之時，盡量出外，增廣見聞，更待何時？梁

同學提同黃山風景很值一遊，在座各人都表示有

興趣，但旅行社舉辦的旅行團多數時間太長，遊

覽的地方太多，比較辛苦，在黃山停留的時間短，

所以贊成自己組團．我則毛遂自薦，願意到相熟 

的旅行社收集資料．經過一段時期的討論，多次

的更改，終於準備就緒．但後來因為大陸水災，

亞洲經濟不景，旅遊人數減少，到黃山的飛機班

次也減少，所以我們的行程也被迫更改．這是始

料不及之事．但是我們卻可以順路到蘇州一遊，

也是夢想不到．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中午時分，灣區同學李威漢，

許惠翠，胡劍豪與太太王蘇素，單寶珠與夫婿李

樂基，先後到達機場．在候機室，從西雅圖來的

謝玉貞雖然十多年不見（廿五年加冕時見過面）

卻毫無困難與我們會合，全靠胡劍豪的註冊商標

（光頭）幾十年不變．我們抵達北京機場已是星 

期六晚上七時多，因為我負責與旅行社聯絡，精

神上一直有壓力，恐怕到時有差錯，有負同學所

托．幸而一出閘口，已見到由美中來的梁燊成及

太太張適全，他們已找到由廣州專程飛來做領隊

的區康寧先生（因為我們要求講粵語的領隊）及

北京導遊，這才如釋重負，放下心頭大石． 

 

 
 

  長城三大漢 

 

去年我們曾參加旅行團到中國旅遊，這次來北京

是第二次，對北京的名勝古蹟，記憶猶新．抱著

姑且再看一次，心情並不是很興奮．但是事實上

卻出乎意料之外，雖然同是長城，明朝十三陵，

天壇，頤和園，故宮，上一次是走馬看花，很多

地方沒時間參觀，這次遊覽的地方，剛好是上次

沒有去的．又因為導遊對歷史甚有研究，經過他

的講解，重溫很多歷史．面對古蹟，更加了解，

古代人沒有現今先進的科技，卻能建築如此宏偉

的建築物，心中不由得盟生敬仰之情． 

 

 
 

                    樂基夫婦攝於頤和園 

 
我們的行程，除了旅行社代為安排之外，我們興

之所到，在時間容許之下，更加上了胡同遊，和

恭王府．胡同是古代北京城的橫街小巷，有些闊



度只容一人通過，房屋是傳統式的四合頭，一個

大家庭同住一處，四面有房子，中間一塊空地．

後來有些把房子加建，天井變得愈來愈小．恭王

府是清朝貪官和坤的府第，園內亭台樓閣，極盡

豪華之能事，比黃帝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惜時近

傍晚，光線昏暗，花園的景色，未能盡情欣賞． 

 

到達北京的第一晚，各同學有如猛虎出閘，精力

充沛，乘興夜遊北京王府井，街道兩旁，全是販

賣食物的小販，很多食物，是地區性的，我們沒

有見過．最後大家決定要試餃子．領隊提醒男仕

們，食水餃問價錢要小心，不要讓別人誤會．我

們都莫名其妙，原來「食水餃多少錢一碗？」這

一句語用不純正的國語來說就是「去睡覺多少錢

一晚？」大家不約而同捧腹大笑．以後無論何時

何地，一提「食水餃」大家都知言外之意．一天

早上，我六時多醒來，樂基已不在房間，後來他

說，他跑到天安門廣場看士兵升旗．他又說「吃

了一碗水餃」．升旗一事，我半信半疑，要有相為

証，疑團才可澄清．至於「食水餃」則無法查得

水落石出． 

 

 
    

                        攝於天安門廣場 

 
 

離開北京到上海住宿一晚，第二天乘最早班機到

黃山．誰知因黃山大霧，在機場枯候延至中午時

分才到黃山．那裡因為地方偏僻，李威漢提議將

行李一半留上海．我們自以為很聰明，誰知黃山

的導遊告訴我們，在山下住一晚，山上二天，只

可攜帶簡單衣物，因為由纜車站到酒店要步行一

段山路．當晚各人又要從頭收拾，化整為零．相

信全程最興奮的時候，就是踏上登山纜車，置身

黃山之中，夢寐以求的願望終於實現．聳山峻嶺，

峭壁懸崖，蒼綠勁松，展現眼前．由於路線關係，

我們下車後，立即開始遊覽各風景區． 

 

黃山是以四絕：松，石，雲，泉而出名．要盡情

欣賞，不單要用眼睛，還要加上豐富的想像力．

例如猴子望太平，二老奕棋，丞相觀棋，十八羅

漢等．這裡雖是山區，但管理得比城市更好．各

處不見垃圾，每一區域都有專人負責打掃，不准

吸煙．在中國旅遊數天，上到黃山才可以呼吸一

些清新的空氣．石級，欄杆，垃圾筒雖是人為，

但盡量將顏色與形狀配合自然景物，融合一片．

行程中，有些地方山勢陡峻，斜度有 60 度或 70

度上山實在不易，大家都氣喘如牛，唯獨胡劍豪

一馬當先，健步如飛．李威漢與許惠翠則常押後，

並非他們體力遜於別人，而是當我們在北京遊 

覽，參觀明陵時，因為石路高低不平，許惠翠扭

傷足踝，行動不便．但是她毅力可嘉，黃山數天

的活動，除了觀日出外，她全部都有參加．阿威

為了扶助嬌妻，常押後助其一臂之力．我則常藉

陪伴惠翠為名，留後慢行，其實是藉此休息，恢

復體力． 

 

觀看日出那天早上，五時外面還是添黑一片，幸

而樂基帶有電筒照明，否則是寸步難移．記得我

們在家收拾行李時，他要帶電筒，我則認為多餘，

認為看日出的路上，應有路燈．現在各人都讚他

準備周到，他不禁有些飄飄然．日出的景色並不

如傳聞中那麼好看，天際只是慢慢轉白，色彩變 

化不多．反而日落則瞬息萬變，分秒不同，顏色

鮮豔奪目，把群山，勁松，怪石映射得層次分明，

深淺有度，好像有無數山水畫展現眼前．各人忙

於捕捉這曇花一現的美景，梁燊成太太則常開家

庭會議，討論如何拍攝，以求得到最佳效果．相

信他們的照片，一定能達到至善至美之境地． 

 

黃山原來有前山後山之分．共有三條纜車線．我

們現在遊覽的地方全屬後山．第二天下午，我們

有空餘的時間，導遊提議我們可乘另一條纜車到

山的另一區遊覽，那裡遊人較少．登山纜車是百

多人一架，比較更容易欣賞山景．山谷中，竹樹

成林，茶樹遍地．有一條瀑布，但是現在因為天

旱水少，不是很壯觀．沿路有很多古人刻在峭壁

上的字和畫． 

 

我們在黃山逗留的時間，一共四天．最後一天，

原本準備一早下山，在山下老街（古老的店鋪）

遊逛．但逛老街根本不必半天的時間，所以我們

決定再乘另一條纜車到前山遊玩半天，下午三時

左右下山．前山是以山勢險峻出名，有一處取名

「一線天」，兩山之空隙僅容一人穿過，身軀肥大 

的免問．「天都梯」斜度至少 80 度，單是目睹，

已感到頭暈．在玉屏樓附近，我們可以更近地欣

賞鰿魚背，蓮花峰，採蓮船，迎客松和送客松．

可惜無雲海襯托，否則會更美．能夠目睹這些美

景，對於我們是額外的收穫．根據導遊的解釋，

我們這樣的行程，相當特別．我們亦算把整個黃 

山籠統遊一遍． 

 



從黃山回到上海，第二天遊覽上海．其實上海只

是一個發展迅速的大都市，與香港沒有什麼不同，

尤其是各同學從黃山歸來之後，精力耗盡，各人

都懶洋洋的提不起勁，但總算把外灘，豫園，玉

佛寺和南京路看過一遍． 

 

旅程最後一站是蘇州．我們乘早班火車到蘇州．

原來蘇州是中國的威尼斯，到處有運河圍繞，隨

處可以見到小橋流水人家．我們坐遊船，把大小

運河暢遊一遍，有如目睹一幅清明上河圖，不過

實景不如圖畫中熱鬧．大家還記得「姑蘇城外寒

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現在寒山寺已是在城中 

，坐車一會就到．各人相繼登鐘樓許願．我們亦

參觀了蘇州著名的雙面繡，和製造絲棉被的工廠，

增廣見聞，收益不少． 

 

總括來說，這次旅遊，算是十分理想．我們參觀

了有歷史價值的北京，發展迅速的上海，欣賞了

自然美景黃山，領略到蘇州的江南風光．四個地

點，各有千秋．至於食物，除了北京較差之外，

其他的都不錯，尤其是在安徽，每餐都有野味，

層出不窮．我們在考究之餘，更是笑話百出．本

來以為黃山的伙食會最差，雖知大出意料之外．

每天餐桌上的食物都一掃而空，不知是大家因為

運動多，肚子餓的關係，還是知道一粥一飯，來

處不易，因為山上不能行車，多是梯級斜路，每

樣東西，包括床單，毛巾，到蔬菜肉食，都是由

當地人用擔挑，用人力搬運上山．所以當地人多

是短小精悍，健步如飛，連胡塗也自嘆不如．至

於酒店，除了黃山較差之外，其他的都是五星級，

如不是太苛求的話，算是不錯． 

 

根據這次旅遊的經驗，亦可以見到中國政府正在

大力推廣旅遊事業，所有導遊，都是大學畢業，

精通外文，考取執照的及格律只是四分之一．雖

有執照，更需每年考試，續期．所有導遊都對當

地風土人情，歷史陳蹟，充份了解，有問必答．

希望中國旅遊業逢蓬勃，讓更多人領略中國山河

的雄壯宏偉． 

 
 
 

九人中國遊        神劍  

 

  九人中國遊完滿結束，多謝威漢及寶珠都

寫遊記，已經有了兩篇，我似乎不 應多事．古人

在有賞心樂事時，往往題詩，我們現是以遊記代

詩，以表達此  次旅遊之樂趣．我將以同學為中

心，副以經歷及感想，再加鹽醋，風景為末，儘

量避免重複． 

  多謝寶珠，她費了不少時間，心血和脣舌，

多次與旅遊社交涉，結果替我們安排了一個完滿

的旅程．參加者除灣區的四家人外，尚有西雅圖

的謝玉貞．澳洲陳秉麟本來參加，後因工作關係

在最後關頭退出．成行者共九人．寶珠言：人少

亦有好處，下車如廁不用排隊．此言誠不虛也． 

 

  十月十六日，星期五，乘中華航空公司客

機三時許直飛北京．謝玉貞已於午間從西雅圖抵

達．雖然十多年不見，當威漢，寶珠與我三家六

人剛步入候機室，玉貞已一眼把我們認出來．據

云，她是以我的光頭作為標誌，想不到濯濯牛山，

亦有如好用處．玉貞已經退休，今次她的姊妹娶

媳，她中國旅遊後，將到香港參加婚禮． 

 

  飛機照例誤點．威漢因業務關係，飛行有

素，飛機雖然嘈吵震盪，他亦能抱頭大睡，毫無

時差，佩服．順利到達北京，導遊以為我們舟車

勞動，需要休息，同學正在高興上頭，那肯罷休，

一下機已經講個不停．夜遊時，百多元人民幣消

夜食個飽．真是邊食邊講，邊講邊笑．在整個旅

程上，絕無冷場． 

  導遊一停口，必有同學接上講笑．最多口

的要算是姑爺李樂基，通常他都是以他自已齊人

之心，或寶珠東獅之態為笑話．在遊後官時，知

道皇帝妃嬪只  得七十二，並非三千，十分失望．

在頤和園，見到慈禧太后幽禁光緒皇之庭院，他

亦感如身受．其實，他夫妻倆是恩愛夫妻，相敬

如賓，你挑我剔不外打情罵俏，使我們旅途中增

加不少歡樂． 

 

  遊恭王府，我們放棄了我們認為是騙鬼佬

的雜技表演．遊胡同，亦放棄了午餐．威漢在遊

胡同之日另有他約，自行他往而在機場與我們相

會．當他知道我們空著肚子時，他說：我的午餐

有白灼蝦，燉水魚．在眾人齊聲喊打時，他才沒

講出全部菜單． 

 

  在機場胡亂的食了公仔麵，在飛機上亦有

晚餐，一到上海，旅遊社又帶我們晚餐，同學們

亦照食．其中有一味菜是當地的“黃泥蚌”．我

食之但覺其味平平，而且“有骨”．細看才知自

己連殼食，蚌有半透明的殼而看不到．梁成飽暖

思 dessert，見到美國 Hagan Dias 的雪糕，非食

不可． 

 
  在上海機場等候去黃山的飛機，在同學們

嘻哈大笑下，個多小時很容易便過去．到山腳的

屯溪市，導遊說第一個節目是參觀“襪廠”，威

漢大喜，因為他要買襪．可是．到步才知是“墨



廠”．在工場停留不長，在展覽室中，威漢與梁

成為國畫而研磨了個多小時．威漢言：買物最重

要是你自己歡喜．於是財散人安樂，皆大歡喜．  

 

  黃山的確是“比傳聞更加美麗”．山分前

後，我們先到的是後山．後山地勢較平坦，不若

前山的險峻，比較容易遊覽．謝玉貞最為壯健，

時常都走在前頭，而且面臨絕谷峭壁，毫不動容．

姑爺樂基，負載著十五磅重的攝影器材，“讓磅”

而不稍遜．在西海賓館出入的要徑，有一松樹名

“團結松”，蓋此樹有枝五十二，剛好符合中國

共有五十二民族之數．我以為，此樹之名團結，

因為它位在一長的斜級之頂，眾人行到此，雖不

氣喘如牛亦會“吹著風爐”，勢必在此停下團結

休息在一起． 

 

  在黃山，“菲林”去如流水，導遊替我們

拍照時，常要連用四部相機．姑爺樂基是攝影能

手，器材亦最為完善，帶了四部相機和一部錄影

機．梁成夫婦都喜愛攝影，他們十分認真，對構

圖，角度，光圈，快門等，都慢慢斟酌，有比文

人的推敲，往往要開“家庭會議”才拍出一張．

相反，寶珠對攝影毫無興趣，任由姑爺擺佈，她

是最佳的“前景”．在某一風景點，梁成夫婦正

考慮如何構圖，樂基提議他們以老公作前景，威

漢接口曰：這豈不是大煞風景． 

 

 
 

     梁燊成於黃山 
 

  中國的公廁，香聞十里，臭名遠播．所以

如有比較清潔的公廁，我們會趨之若急．公廁通

常收費三至五角，我們常要組團和籌款去如廁．

在光明頂上一廁所，窗口對著前山的美妙景色，

威漢於是拉上褲子，拿下相機，拍一張兒童適宜

觀看的廁所風光． 

  到前山的一天，剛好是周末，山頂上人山

人海，在風景點都要排隊拍照．可惜對著最險峻

的天都峰，因時間關係，只能望山興嘆，緣慳幾

步． 

 
  導遊都懂英語，但詢眾要求，以國語講解．

同學們國語都很好，只我摸不著頭腦，時常鬧笑

話．如「稍等一下」變成「山頂等下」，「西海」

是「屍骸」，「導遊」是「道友」，「睇路不睇景」

變成「睇佬不睇景」．多謝威漢和梁成，分分鐘替

我傳譯． 

 

  下黃山，到老街．老街本是古舊街道，現

已變成店鋪．在老街幾鐘頭，真是行到你老．在

商場數小時，不購物是奇蹟．未起程時，各人都

謂不要購物，一旦搔著癢處，攻正練門，無有不

低頭．估計全程，梁成購物最多．梁成在 South 

Bend，正開始在湖邊興建一梁府，可能為此，他

要物色工藝品，以為府第裝飾．梁成真正是講價

能手，在長城，一椅墊套開價百五元人民幣一個，

竟然以百二元兩個成交，佩服．樂基在老街買了

最重的工藝品，兩個石硯重卅磅．他聰明在下山

才買，如一到屯溪時便買，他將要帶著石頭上山

看石頭． 

 

  在屯溪晚餐，各人同在商討以後兩天的節

目．威漢已經有“黃山歸來不旅行”之感．寶珠

接口講及黃山四奇，竟然講成黃山四怪．在座剛

有四位男仕，猜猜有何後果． 

 

  在旅途的伙食是過得去．早餐都是在酒店，

十分豐富的自助餐，中西合壁， 有白粥而可惜無

油條．在北京的晚餐十分平平，到北京著名老字

號「全聚德 」食北京鴨，十分失望，比灣區的片

皮鴨還不如．在黃山食的是「徽菜」，以「多油，

多火，多功夫」著名，食來不油膩，很好．而且

在山上時，以蔬菜為主，很合我們胃口．每餐時

常都有一二味菜，連我們的食家都不知是何物，

要侍役們解釋．一次得的答案是「茄子」，是「椰

菜」，莫明其妙下，原來是「麂」和「野菜」，都

是當地的野味．在黃山食的其他野味有：野豬，

石雞，蕨菜等，都十分有趣． 

 

  從黃山飛回上海，飛機照例誤點，今回不

同往日，各同學都在烏眉瞌睡的狀態下等機，樂

基在拍錄影機時說：這是一批老弱殘兵． 

 

  遊上海，到著名的玉佛寺，謝玉貞是全團

惟一懂得「入屋叫人，入廟拜神」．在整個旅程中，

我們多口不擇言，百無禁忌，害得玉貞分分鐘要



說「醜既唔靈好既靈」，她是我們最好的「保鑣」，

保佑我們旅途平安．順便在此替她傳一訊息與各

同學，她今年手痛，所以不寫聖誕咭，在此她恭

祝各同學聖誕快樂，新年進步． 

 
  蘇州之遊，很高興能看到中國第二奇景：

大運河．在這最後的一日，我居然有一意外的收

穫，是得到一張十元的偽鈔．旅遊之初，導遊已

經警告我們，中國偽鈔甚多，購物最好避免找續．

除笨有精，這偽鈔反成了一平價，可遇而不可求

的記念品，同學們都認為我幸運． 

 

  蘇州過後「有機搭」，遊完蘇州，是散隊

之期，這次中國遊亦完滿結束．再 多謝寶珠的完

滿安排．這旅遊有二絕：一者黃山風景絕佳，二

者同學的笑話絕妙．可惜文筆有限，不能將同學

的歡笑活現紙上，我相信，同會者都有愉快的十

天，值回票價有餘．鼓勵各同學，以後多多參加

我們的活動．我們這幾個人，都中了黃山的毒，

著了黃山之迷，今回看不到雲海，是美中不足，

所以已經有了再遊黃山之想．黃山現在大興土木，

在前山建造新酒店，約兩年完工．再遊黃山，將

會是在下世紀之初，請各位留意． 

 

 

歐洲之旅        李威漢  

 
  十四年前七月，二叔在英國去世，剛巧

該年我任職的 ATARI 公司也在那時倒閉，趁無工

作之便，急著申請了護照?趕去倫敦參加二叔的喪

禮．這是我第一次去歐洲，以後因和菲立浦工作，

也有機會去了荷蘭及比利事．年來惠翠尚沒有機

會去歐洲遊覽，現在大女出嫁了，二女有了工作．

歐洲一行便常蘊漾在心裏．去年在許行家聚會時，

我談到夢想和一班同學在巴黎路邊喝咖啡的情趣．

今年初，決定了和惠翠去倫敦和巴黎作七日遊，

以補賞惠翠去歐洲的心願． 

 

  第一天從三藩市啟程，抵達倫敦己算是

第二天的旅程．早上抵達機場後便直接去遊覽薀

莎古堡(Windsor Castle)．時已四月底，倫敦天氣

尚有點寒意， 早上太陽被浮雲蓋著．古堡佔地甚

廣，開放可以參觀的只是其中一小部份，更是火

災後重修的．古堡內陳列的重要文物有油畫，古

代武器，瓷器和皇冠等等．觀賞到古代武器，不

禁感想到現在很多球賽設備，有點類似古代武器．

現代人揮高爾夫球捍，正如古代俠士揮劍一樣．

我們遊覽那天，堡上旗桿飄揚著一旗幟，表示英

女皇在堡內．又適逢仗儀隊交替奏樂，所以收穫

甚大．堡壘外有很多商店吸引遊客．惠翠是一個

標準遊客，旅遊非購買紀念品不可．幾經我數度

說服，才沒有下機後立即在古堡旁給我購買蘇格

蘭毛衣或裙子．古堡旁有 Pizza Hut，McDonald 

等，我們選了一三文治店吃午餐．只要將英磅當

美金算，英國東西的價錢，可算和美國一樣．吃

了午餐，旅行車送我們去 Hammersmith 市的

Novotel 旅店．Hammersmith 是在倫敦市旁，而 

Novotel 也是一相當有水準的連鎖旅店．我們參加

的旅行社，剛開始和 Novotel 合作．工作人員一時

不能處理，四十多人的註冊，結果上到房間已 近

黃昏了.  

 

這旅行團的對象是亞裔遊客，我們這團有台灣人，

廣東人，大陸人，越南人．所以導遊非用英，國，

粵及越語四種語言不可．另一特點，也是缺點，

便 是晚飯一定要吃中國菜．去歐美旅遊，而不能

享受當地的美食，有點不通．該晚，稍息後，一

團人去倫敦唐人街用晚膳．遊覽車從 

Hammersmith 經市區去唐人街，領隊也值此機會

介紹倫敦市區．據領隊小姐，該晚在唐人街用膳 ，

費用不便宜．但我們覺得它的質和量都不合水準．

回到旅店，亞威開始計劃明日的半天自由活動．

首先從旅店櫃面拿到一 subway 地圖．

Hammersmith 有一車站，而且 Novotel 離車站很

近．跟著請旅店代訂明晚舞台劇的票．不管是那

一劇，志在必得． 

 

  翌日，早餐後去參觀倫敦塔 London 

Tower．這次歐洲之行，旅店一流，免費早餐一流．

在去倫敦塔前，因時間尚早，領隊帶了團去白金

漢宮門前遊覽． 也在泰唔士河旁遠望英國國會大

廈和大笨鐘．抵達倫敦塔時，只見人頭擠擁等著

排隊進入．倫敦塔其實也是一堡壘，在英國歷史

裏，倫敦塔因在泰唔士河畔，是早年一軍事據點，

後變了作皇室被處死之所在而留名後世．在我腦

海裏，倫敦塔應有狹窄的樓梯，梯旁有黑暗陰沈

沈的牢房．但見到的只是一古堡，和一些展覽，

倫敦之遊在參觀倫敦塔後結束．旅遊車將一行人

在唐人街附近的 Piccadelly Square 放下，讓我們

去自由活動．領隊和團友約定六時半在唐人街某

餐館前集合去吃晚飯．第一天在 Novotel 等著拿房

間鎖匙時，認識了一姓杜的夫婦．我們一起在唐

人街一間廣東菜的餐館吃粥和餛飩麵．午膳後，

坐地鐵去 Harrod 百貨公司參觀．Harrod 不單是出

名賣昂貴的東西，而且是前皇妃男友父親開的．

果然名不虛傳．Harrod 百貨公司最忙碌的部門是

食物部．它是唯一一般人可以買得起的東西的部

門．本想在 Harrod 百貨公司裏飲下午茶，但因太

肉痛，而回旅館．早一晚在唐人街等車回旅館時，



我買了蛋糕，茶點．所以回到房間，和朋友們沖

咖啡，吃茶點．稍事休息和 在旅館櫃面拿了當晚

去看 CATS 的票後，六時許再坐地鐵回唐人街和

團友集合． 

 
  抵達唐人街，很多團友已在等待．其中

三個越南團友，因不識怎樣去自由活動，在唐人

街挨了半天凍．更不幸，天陰且有微雨．有些團

友則從唐人街漫 步去 Harrod 百貨公司．回到唐人

街已筋疲力盡．六時半，領隊還未到．七時領隊

仍未到．我們記得晚飯是訂了在一間餐館．所以

一隊人自行去餐館等領隊．抵達後不久領隊來了，

原來她也是從旅館坐地鐵來唐人街．半途上，發

覺沒有帶錢．所以再回旅館，而致遲到．吃飯前

為了這種種原因，氣氛極不良好．因時間不足，

飯沒有吃完，我們便趕去和"CATS"的約會． 

 

  英國的舞台劇院，多在 Grover Garden

站附近．而唐人街是在 Grover Garden 前一站，

所以十五分鐘，我們已抵達劇院．坐位是台前第

一行．CATS 的舞台高度和前排坐下觀眾平行．演

員入場是觀眾後面進入．上台的路，剛在我的位

旁．整個表演，那些貓兒，有時在前，有時在後，

有時在左，有時在右．有些貓兒，在別些貓兒在

唱歌時，伏在我們前，作貓兒的動態．多年沒有

看舞台劇了. 在三藩市上演多年的"PHANTOM OF 

OPERA"還沒有去看， 卻老遠來到倫敦看 CATS．

CATS 劇裏有些歌曲以前也曾聽過，只不知它們源 

於此． 

 

  不覺已是第四天早上，早飯後準備去坐

快車經英倫海峽隧道去法國．在車上，我們聽到

昨晚在我們離開後，團友們圍攻領隊，指責她沒

有盡導遊的負責 任．為了補賞昨日不愉快的事，

領隊延遲去法國行程．帶團去倫敦博物館 (免費入

場)．倫敦博物館很值得去參觀．短短數小時，有

點不足． 

 

  中午到倫敦火車站，近年來，在飛機上

已全部禁止抽煙．歐洲大部份公眾場所，仍準許

抽煙．因延後了啟程去法國，有部份車票是買在

抽煙區．本以為 只要大部份人不抽煙，雖坐在抽

煙區，也可以忍受．那知當地人習慣，票是買在

不抽煙區，而要抽煙時去抽煙區，有時站在你身

旁抽．真是討厭．美法只隔一海峽，時差一小時．

抵達巴黎車站已近五時． 

 

  巴黎四月底仍然有微雨．在雨中我們抵

達巴黎鐵塔．在鐵塔旁剛是領隊安排了吃晚飯的

中國餐館．老板像是大陸的國語人．又是一頓難

吃的晚飯．雖如 此，手慢一點則菜都被別人吃光

了．餐館對面有一免稅商店，又是大陸人開辦．

因餐館介紹．他們用一較好的匯率去替我們換些

法郎．八九年六四事件後，很多民運人流亡於法

國．想象中法國的中國人都是知識份子，是日後

的周恩來．可是見到的卻是像我們一樣為了五斗

米折腰之徒．從餐館我們慢步去巴黎鐵塔．黃昏

後，巴黎鐵塔周圍的燈都亮了．燈光中的鐵塔是

巴黎著名的夜景．面對著巴黎鐵塔，我記得年少

時父親從歐洲回家，帶回來一巴黎鐵塔像．現巴

黎鐵塔仍在，而父親已離開我多年了．登上塔頂，

在細雨裏遠望巴黎夜色．巴黎，我們終於來了! 觀

賞鐵塔後，車繼續去凱旋門．如果說條條大路通

羅馬，在巴黎，條條大路通到凱旋門．無數的車

輛環繞著凱旋門轉．對著凱旋門的每條街都有行

人隧道通到凱旋門，以便遊客走去凱旋門觀賞．

Champs Elysees 是通到凱旋門一有名的街道．也

是路邊 cafe 聚集地方．回到 Sofitel  旅館己是晚

上十時了．Sofitel 在巴黎市外，但也在 Metro (巴

黎地鐵)旁．亞威又去安排自由活動節目． 

 

  第五天是參觀羅浮宮和凡爾賽宮．

Sofitel 的自助早餐比 Novotel 更好，除一般的蛋類

早餐外，還有 smoked salmon．加上法國麵包和

咖啡．正! 每一城市都有本地導遊，巴黎也不例外．

只是在凱旋門一街旁空等一小時，也無芳蹤．只

好去羅浮宮和她會合，因她已代團買了入場券．

羅浮宮和中國人也有點關係，因現代增建的入場

處是華裔有名的建築定家貝律銘設計，一個三角

形用玻璃蓋著的建築物，和古舊的皇宮有點格格

不入，但很實用．陽光從玻璃透進來，給遊覽者

一寬闊明朗的感覺．入口地區有很多商店，像是

一 shopping mall． 等進入羅浮宮遊客的長龍，環

繞著 shopping mall 等待．一進入羅浮宮，世界著

名的藝術品，油畫，人像等等，琳瑯滿目．見著

這些藝術品，在大學時，聽到有關歐洲文化的東

西，又再在腦裏浮現．一邊忙著看，又要帶眼不

要跟團失散，連最有名的 Mono Lisa 像也錯過了．

因凡爾賽宮是在巴黎市外，停留在 4 僖 B 宮兩小

時，便要趕路去凡爾賽宮了．凡爾賽宮原是一狩

獵行宮．後來路易十四及以後的皇帝，慢慢將它

擴大．有些地方還沒有完成．法國大革命時毀壞

了很多宮內的文物，所以陳列品的價值比不上羅

浮宮．參觀凡爾賽宮的遊客很多，排隊入宮後，

前擠後擁，一下便和團友失散了．宮內陳列著仿

造以前每房間的飾物．走出凡爾賽宮，團友已在 

等著了．回到巴黎，繼續參觀聖母教堂(Church of 

Notre Dame). 巴黎很多名聖都在重修，聖母教堂

是其中之一．下午五時，時藉聖母教堂有聚會．



更顯得擠壓．聖母教堂外，地上有一銅標記．如

果在標記上踏一踏，重回來拜訪聖母教堂的願望，

將來定可實現．我們願望再重來巴黎，所以趕快

在標記上踏了一踏． 

 

  參觀聖母教堂後，跟著是晚飯．部份團

友想去吃法國大餐．領隊小姐說她找到一間又抵

吃又平的餐館．四十美元一人，包括有蝸牛，蠔，

蝦，蟹，牛排 ，紅酒，咖啡，甜品等．旅遊車帶

我們回到凱旋門附近一小街停下．我見到一餐館，

門口上有一顆星，我對惠翠說，情況不妙．這法

國餐館是一星級的，好極有限．果然不出所料，

這餐館是巴黎鐵塔旁中國餐館老板的朋友開的．

內裏坐滿是大陸人．雖然，這頓晚餐都有以上提

到的東西，但很難說這是法國餐． 

 

  旅行團裏只有八個人是七日遊，其餘的

是十二日遊．所以第六天早上，領隊帶十二日的

團友啟程去瑞士．而留下的在巴黎自由活動．因

沒有時間限制，我們醒來時已近十時，錯過了免

費早餐．Sofitel 是以前一 convention center．現

改作旅館，所以旅館樓下很多吃的地方．亦在 

Metro 旁．我們先找一地方吃法國麵包三文治．繼

續買了張一日通用的 Metro 票 (mobiles)，便上路

去萊茵河泮漫步．聖母教堂位在萊茵河旁，所以

我們坐車重回到聖母教堂，想不到昨天踏一腳，

回來的願望這麼快便實現．這天早上，遊客很少．

我們再步進教堂去仔細欣賞彩色的窗，和內裏的

木雕．古時，教堂除了宗教信仰外，更是智識保

傳及傳播之所．因識字的庶民不多，宗教思想是

通過木雕的圖去給人思考．所以木雕圖都有耶穌

基督的故事．出了教堂，走到河泮，以前在電影

看到的河邊的賣畫攤，賣書攤，畫家畫畫等，盡

在眼面．河在馬路之下，跨河的橋旁有小石級引

導去河泮．在這陽光遍地的清晨，河旁漫步只有

一對老情侶．離開萊茵河，我們在巴黎街道穿梭，

街上的餐館已開始準備午餐的營業．冰塊凍著的

新鮮的海鮮和肉類，陳列在窗前．要品嚐真正的

法國餐，非到巴黎小街這種地方．下次再來吧！

轉入一較大的街道，惠翠看到一名牌時裝店．結

果留連了一段時間，為女兒購買些巴黎時裝．跟

著是回到 Champs Elysees 喝下午茶．下午三時

許， Champ Elysee 街上的餐館外的坐位己坐得

滿滿．幾個士應生忙著出出入入，替客人拿酒水

及食物．我們找了在一角落的僅有的位置坐下來， 

 

等待點東西吃．等了十來分鐘，士應生還忙個不

了去上別人的菜．我們去了隔壁的漢堡飽店，買

了些食物和飲品，回到露天的座位去欣賞這巴黎

的下午． 

 

  來巴黎前另一願望是能去癲馬 CRAZY 

HORSE 看表演．抵達巴黎旅館第一晚已託訂了今

晚的票．二十年前在 XEROX 工作時，同事因公

幹去巴黎，回來後提 到癲馬的精彩表演．癲馬這

類無上裝的舞蹈，現已在拉斯維加可以看到．癲

馬地方容不到二百人．和拉斯維加的俗例一樣，

入場時給帶位人一些小費，便可坐在較好的位置．

看表演的費用包括飲品．惠翠點了橙汁，我點了

紅酒．那知那帶位人送上來一大瓶紅酒．可能小

費給得太大方了．足兩小時的表演，雖沒有拉斯

維加的場面大，也是相當誘人． 

 

  最後一天是歸程．在短短的五天，要想

遊覽的都看到了．歐洲是古代文化中心之一，見

到這些文化遺物，想到人生的渺小．不管生存在

那一時代，人類一生勞碌，都是為了生存．現代

人為了兩餐，在電子，電腦，機械，醫學等等不

同的行業去謀生．古代人去當石匠，木匠去建築

房屋，教堂和宮殿．畫家和雕塑家為這些建築物

去裝飾．音樂家去娛樂大眾．社會的演變，人類

生活方式隨著變．生存的目的始終不變．唯一是

以往，人的命運被階級的限制．平民永不能變成

皇族．現在，人的命運，在努力下，可能有被改

變的機會．以前法國祖先遺下這些文物．想不到

今天為法國人帶來不少收入．可能社會另一定律

是，每一代的成功與失敗，只能在將來才能體會． 

 

 

 

謝玉貞的口訊     

 

 
各位同學, 本人因雙手受傷, 今年不寫聖誕咭,於此

祝各同學聖誕新年快樂, 身體健康. 今年善社旅遊

中國很好玩, 希望將來旅遊時, 同學踴躍參加, 再次

多謝各同學幫我拿行李.  

 
 

謝玉貞電話 

胡劍豪舉錄         

 

 

 

 



諾貝爾得獎人崔琦特輯 

 
 

  時至今日，培正 57 年輝社同學崔琦榮獲

諾貝爾獎之事，已經街知巷聞．因這是特殊榮譽，

所以不厭其詳，節錄一些報章的報導．三藩市培

正同學會在互聯網絡上亦有很多的報導，各位可

以參閱．高大昕亦曾以電訊向同學解釋崔琦所做

的研究工作，各位可以向他查問． 

 
 

 錄自三藩市星島日報： 

 
 

  與他同屆畢業的蔡子平，現任浸會大學教

務長，蔡憶述崔琦以數學和物理成績最好，中英

文也不錯，各方面發展很平均．根據同學錄，同

學們對他有以下評價： 

 

  「六呎身材堪謂高，天資英聰功課好，兼

長國，英，數，日常小事卻糊塗， 五毫當一毫．

寫字時筆墨飛舞，筆跡字體有如亂草，指揮音樂，

南拳北腿如比武，歌聲動人，姿勢美妙夠風度．

愛班之寶，基督虔徒．」 

 
  

 

 

報章訪問單倫理老師             寶珠報導 
 

  參加這次旅遊，乘機離美那天，許惠翠帶

了中文版，報導有關培正輝社同學崔琦榮獲諾貝

爾獎的消息．我不認識崔琦，但是因同是培正同

學，也引以為榮．為崔琦，為培正高興．想不到

旅遊後，我與樂基停留香港數天探訪住在大埔老

人院的父母，卻發配原來崔琦的獲獎，令家父母

也叨光不少．根據家父說，報館記者訪問培正，

發現崔琦的老師尚有一位在港，他們得到地址後，

相繼前往老人院訪問．有時父母不在院中，他們

會遍尋大埔各餐室，直至找到他們為上．那一段

時期，家父母成為報紙上的頭條新聞，搖身一變

成為名人．家父說：現在很多人認識他，他不可

以在外做壞事或隨便罵人了．  

 

  這是崔琦同學獲殊榮之餘，一段小插曲，

在此作一報導，以便與同學分享． 

        
 

錄自東方日報： 
 

  九十高齡的單倫理是崔琦在培正中學讀中

二時的國文科老師，他對這個成就超卓的學生印

象不很深，只記得他的成績中上，上課時崔很少

發問，不過老師問他任何問題，他總能給一個完

美的答案． 

 

  單老回憶說崔琦是一個不喜違規,無反斗

的好學生,喜歡研究電子方面的功課,亦喜好沉思．

「佢成功在物理，而非國學，我只有小部份叨光

的份兒．」只教了崔琦一年的單倫理謙虛地說．

「全球都有培正人，這次是培正精神的最高境界，

了不起！」和老妻同住在大埔一間老人中心的單

倫理豎起大拇指說．有報道說崔琦的字體好潦草，

不過單老卻為學生平反，他說假如崔琦的字體潦

草，他一定會罵過他的，但記憶中他從來沒罵過

崔琦． 

 

  神學院出身，原籍山東的單倫理說自已一

生都是吃培正飯，廿四歲開始在廣州培正任教，

一九四五年跟培正遷到澳門，五二年又遷到香港，

到七十歲退休，作育英才三十多年，可說是桃李

滿天下，以崔琦的成就最令他老懷安慰  ． 

  另外，現時移民加拿大多倫多，七十四歲

的張啟滇老師，為崔琦當年就讀培正中學高二及

高三的化學老師，他笑言，事隔多年，對崔琦的

印象已頗模糊，只記得他一向成績優異，至於崔

琦性格方面，他說：「好勤力，沉著」． 

             

 

編者的話       神劍  

    
 

  嚴格來說，我不能寫這一段文，因為我不

是「編者」，余光源才是主編，我只是代他執筆而

矣．多謝光源，為我們負起編輯排版之責，便我

們這本通訊有更美好的新面貌．又多謝很多的同

學，在財政，稿件，及工作各方面都有支持，便

這期通訊更形豐富．更希望灣區以外的同學能賜

稿，精益求精． 

 
  同學的地址，今年是改用小冊子形式印出，

以後只登出新地址，請各同學將此地址冊保留．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及我們善社，在互聯網

絡 (internet) 中都有網址 (web page) ，這全是余

光源的功勞．各同學如有消息要在網絡中登出，

請與余光源聯絡． 



毛紀寬來信     
 

各位善社同學： 

 

  眼晴一眨，又是一年，聖誕及新年將來臨，

在此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上月中旬，美東培正同學會為恭賀崔琦同

學榮獲諾貝爾獎，在紐約舉行盛會，到會同學及

家人有三百多人，全個飯店爆棚．在此十幾年同

學會聚餐，我未見過那麼多人參加．善社同學也

趁此機會見下面，到會同學有陳筠雲夫婦，陳維

松夫婦，朱崇禧夫婦，蘇宗恭夫婦，謝景亨夫婦，

馮天錫夫婦，陳玉安太太（玉安過埠），陳潤國，

陳維超及本人，齊齊吁也有二桌之多．參加最多

人數是輝社，据說有五十人左右參加，社友來自

美國加拿大各地，他（她）們除了參加晚會之外，

成個週末排好聯歡節目，很為熱鬧． 

 

  培正同學會由各地派代表參加，尤其香港

同學會主席尊程由香港趕到．晚會進行中，不斷

有由各地打來的賀電及禮物． 

  崔琦同學在致辭中，曾提及許多新聞記者

問他，最記得在中學時之事，他講中文默書，他

死記幾段，老師叫默到他準備那段，他全身鬆晒．

我也有同感，時有惡夢，就是夢到默書之事．可

見印象多深刻．第二，崔琦就提到他四十多冇見

過面的同窗同學，例如到席的某某位．可見中學

交的友情是很珍貴．我相信善社同學，許多自離

校後就未見過面，但久不久會想起以前的舊同學，

希望有一天會重聚． 

 
  另外有一位光社同學提到一九五八年暑期，

在紐約找工做，和崔琦一齊在介紹所等工．在座

許多同學都有過之經驗，很多感歎．可見崔同學

和大家一樣，都是苦練出來． 

 

       好了，不多寫，祝各位 

 

     身體健康 

 

      紀寬上, 十二月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