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樓。黃昏就到，我們被帶到美麗的Lake Travis看日落。到
Oasis度假樓坐下，面對風景如畫的湖光山色，吃些甜品雪
糕，手拿相機，望著如鹹蛋黃般的日落，徐徐西沉，晚霞
如火，確有詩意，也是拍照的好景象，勿錯良機。晚上下
榻附近的Best Western Motel。

十四日晨早，我們往東行駛，約兩個鐘抵達College 
Station（校站城）的德州A&M大學，在這裡我們參觀另一位
總統老布殊的圖書館President George H.W. Bush Library。
展覽著他的生平偉蹟和建樹，老布殊曾出使中國，和中國
有特別關係及感情，對我們來說，看到那些文物，也有興
趣和親切感呢！中午食布斐餐。隨後便上車直奔侯士頓，
約一個半鐘抵埗。要去的地方還有好幾處，只能用走馬看
花式的方法，坐在巴士內，駕車司機在地區兜圈子，領
隊同學不停地講解，我們只有左顧右盼，或拿著相機，希
望爭取得一兩張好景，留為紀念，但多半未能如願。於
是先到River Oaks的高尚富豪住宅區，觀看一下那裡的千
萬元大豪宅，開眼界，見識見識。然後去Rice University 
Campus，兜了一圈，它是這裡有名的Liberal Arts School，
學生人數只五千多，校園環境不俗。跟著去世界最大的
Medical Centers，集中在一個地區內竟有十間八間的Clinics, 
Research Centers等不同的醫學院，研究治療中心，馳名世
界。同學馮奇彬醫生服務於此，故能講述清楚，使我們這
些外行的，也增廣見識。晚上到金山海鮮酒家食布斐和火
鍋，又平又好食，什麼雲吞麵、叉燒、燒鴨粉都有。但眼
闊肚窄，不一會已肚滿腸肥，不能再下嚥了。

十五日天氣轉涼，並有風，上午去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參觀。在控制中心見識太空旅行的運作，給我們印象
最深的就是那諾大的土星火箭Saturn V, 幾百呎長，橫放在
一間大廠房內，把美國太空人帶上太空的就是它，真是歎
為觀止！晚上忠社大公宴在金山酒家舉行，又有十多二十
位忠社同學及家人由遠道趕來參加大公宴和明天的遊船
河，再加上當地培正同學會會長及華埠名流，八十多人，
濟濟一堂非常高興熱鬧。席間觥籌交錯，話舊談新，紅藍
友情可貴。宴會完畢後，討論兩年下一屆的聚會，結果
大眾推舉三藩市灣區忠社同學負責，所謂輪都輪到我們，
雖然大耍太極，但也無法推得掉，只有大家合作，盡力為
之，跟著是拍攝全體照，一場歡樂團聚，就讓它凝結在美
麗的相片中，永遠留念吧。

十六日是我們登船作海上遊的開始。我們七十多人乘
坐兩部大旅遊巴士，先到海島Galveston嘉和士頓。那處
在兩個月前被颶風IKE侵襲，滿目瘡痍，很多損壞的地方
還未修建，有些被風吹上陸地的小船仍擱置在路邊。海灣
旁有所雅致的旅館名旗艦者（Flagship Hotel），受損頗重，
不能營業。我們本來已經訂了在那裡住宿一晚，那裡面對
海景，環境優美，附近又有海鮮食肆。我們在那裡停留
觀看，大家只能說一句可惜之至。中午時份，我們來到碼
頭，辦理登船手續，船是Carnival Conquest。各人安置好自
己的船艙房間，開始期待著第六天多同學們共處一輪，吃
喝玩樂的到臨。

十七和十八日，船有兩天在海上行駛，並不著陸地。
我們在船上訂下聚會大廳，可以讓我們有自己聚集和活動
的地方。每天上午九時都有Line Dance運動，由薛又梅同
學、戴蘭祥學嫂及劉粵琛學嫂分別擔任領導。十點鐘開始
座談會或講座。第一天是輕鬆的座談，有講笑話和各種不
同的題目，引得哄堂大笑。大家歡敘一起，真的忘卻自己
已是古稀之人。晚餐後，同學多數去船上看表演節目，或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廿三日，忠社同學
們在美南德州舉行了一個十二天的大聚會。猶記一九九五
年，在拉斯維加斯，我們慶祝畢業四十週年聚會，曾立
下一個決定，就是忠社同學們：「一年一小聚，兩年一大
聚」。這個諾言，直至今天，還未失約過！屈指一算，德州
的聚會，應該是第七次了。忠社的大聚會多是包括「海陸
空」的。海者就是海上遊輪，Ocean Cruise；陸者是陸地旅
遊，Land Tour；所謂空者，那就是同學們都四散在北美洲
各處居住，那麼來回參加聚會，就非得要在高空飛機內，
騰雲駕霧好幾個鐘頭不可。這次德州聚會，陸遊五天，
海遊七天，全由三位忠社同學及其夫人負責策劃和安排。
足足一年多時間，他們出錢出力，任勞任怨，東奔西跑，
旅行路線之選擇，旅館、餐館及大型巴士接送的安排⋯⋯
等等，真是數之不盡！他們就是戴蘭祥夫婦、陳文彬夫婦
和馮奇彬夫婦，這次聚會得到如此成功效果，真是功不可
沒。若問紅藍精神何處見，請來忠社聚會睇一睇！作者僅
代表忠社同學們向他們三對夫婦致以萬二分的感謝！

十一月十一日，忠社同學，家人和朋友由北美各地陸
續抵達德州的侯士頓Houston，大家雲集在機場附近的旅館
Ramada Inn。傍晚時份，開始第一個節目：「洗塵讌」，由
當地負責同學，陳文彬和馮奇彬兩位專車送來全隻剛出爐
的金豬。這一炮真是非同小可，運送金豬入旅館，引動了
其他客人側目相看，不知我們這班唐人弄什麼玄虛。在旅
館頂樓一間打通的大套房內，聚集了四、五十人，安排了
數張大檯，當中擺上大燒豬和其他佳餚與熟食，大夥兒排
隊取食。正是相逢聚舊，樂也融融。飯後還有生果香蕉，
大家傾談歡笑直到九點多十點，明天一早就要開始我們的
陸地遊，要返房休息了。翌日一早，兩架大旅遊巴士，
一黑一白，分載我們近六十人由侯士頓沿十號高速公路向
聖安東尼進發。中午時份抵達目的地，聖安東尼是全國十
大城市之一，人口百多萬。我們在城中心的市集，嘗試
過地道的墨西哥午餐後，跟著就去參觀頗負盛名的Alamo 
Memorial Shrine（阿拉蕪紀念館）。在十九世紀，德州獨立
的一場抵抗墨西哥的戰役中，孤城被困，糧盡彈絕，百多
名壯士婦孺，寧死不降，全軍殉國成仁，是一個可歌可泣
的悲壯故事。這裡有句成語「Remember the Alamo」因此而
得。遊罷這裡，我們步行到附近有名的「River Walk」，是
遊客必到之地。我們乘坐遊艇，兩岸酒店食肆林立，花卉
處處，眼睛欣賞美麗風光，耳聽船長導遊講述沿途歷史典
故，樂在其中，別有一番感受。當晚入宿溪旁道利（Drury 
Hotel）酒店，並且夜遊溪畔食店，進食其中，又是一種新
滋味。

十三日陽光普照，天朗氣清，正是旅遊的好天氣。我
們從聖安東尼到德州省會柯士甸（Austin），先參觀省議會
大樓，相當壯觀宏偉。跟著到德州大學旁的莊辰總統圖書
館（President L.B. Johnson Library & Museum）參觀。內裡
展覽著他的一生事蹟，各種文物檔案，生平建樹及所有豐
功偉績，都有圖文展示。我們逗留了兩小時，已過中午開
始腹鼓雷鳴。領隊戴蘭祥同學帶我們去有名的Bar-B-Q食肆
County Line Restaurant，坐落在郊野河邊，地方別緻，食
品大碟，具德州風味，我們飽餐一頓，讚不絕口！午後到
一處高尚山頂住宅區遊覽，給我們見識一下德州的豪宅大

忠社德州聚會
周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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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 趣

跳舞等各適其式。更有同學帶有麻將者，於是覓地作方城
之戰，一樂也。船上還有個好去處，晚上十點後，其他節
目都已完畢，同學們都會跑到九樓的布斐餐廳，有清淨
環境，闊落的地方。我們人數少者十個八個，多者廿多
卅人，於是高談闊論，講古話今。如果想食，可以來個
Snack，真是嘗試到「古今多少事，盡在笑談中。」的情意。
不到午夜，我們不會回房歇息的。第二天上午的座談會是
醫學講座和問答時間。這次遊河同學中有幾位醫生：曾廣
營、馮奇彬、陳敏娜、張奮雄，更有醫學院教授傅中。他
們大家分享自己的學識和臨床經驗，包括時下老人的疾病：
心臟、癌、中風、糖尿、肝病、老人癡呆等等，並解答關
於醫生診症、用藥和各種保健的問題。我們都得益不少，
大開眼界。兩個小時，轉眼即逝。下午忠社基督徒同學和
家人有一個唱詩歌和見証交通聚會，由陳文彬主持，何營領
詩。感謝神，我們有一個很好的見証會，歌頌和數說神恩。

十九日晨早八時，船抵Jamaica牙買加，這是乘船後第
一次見到陸地。我們都非常開心，希望上岸一行。九時左
右，船入Montego Bay門的高灣，風浪頗大，船顛簸不已，
不能平穩靠岸。船長為了客人安全起見，怕有危險，決定
不停泊這裡，轉往第二站。這個改變計劃，令我們想到
Jamaica一遊的人，大失所望！不能登陸，我們在船上有空
餘的時間，於是特別邀請曾廣營醫生主講他近年來主理的
中醫診療所，分享一些他的經驗和心得。他和廣州中醫大
學合作，特別在風濕病上系統地從醫師、診斷、用藥，這
三方面分析研究，把中醫和西醫作科學上的比較。希望兩
三年後有結論和成果。在問答的時候，同學們都非常熱烈
參加，因為中西醫對我們都有切身的關係呀！

廿日早晨船下錨在大開曼灣（Grand Cayman），天氣良
好，陽光普照，但風浪也不小，我們要乘坐小渡輪上岸。
在碼頭我們租賃小巴士觀光，經過George Town佐治鎮，然
後到一處名地獄城者。原來是一堆火山岩怪石，沒有什麼
奇特，拍攝了幾張相，停留十五分鐘就離去。路過酒餅廠

（Rum Cake Factory），入內參觀和嘗試當地有名的甜酒餅
糕，還算不錯。再過佐治鎮，時間還早，於是下車逛街，
或購買紀念品。下午回船，風浪仿舊未減，於是經歷一番
小船泊大輪的驚險鏡頭，又是一番滋味。船已是回航，一
夜行駛，廿一日上午九時四十五分抵墨西哥第一大島，名
哥斯姆Cozumel，島長廿五哩，闊八哩。有部份同學參加陸
地遊，要坐渡海輪到對岸的海港，名Playa de Carmen，約
十二哩船行四十分鐘才到。上岸後，轉乘大旅遊巴士，因
船上遊客多，共六輛巴士，送我們先到都林Tulum看瑪雅
古蹟（Maya Ruin）。車行約一個半小時到達目的地。Mayan
土著在九零零AD於此建有他們的王國，文化相當高，直至
十六世紀西班牙入侵新大陸，王國被滅，但他們的文化建
築物仍保存至今。導遊帶我們參觀古城遺跡，內有神廟祭
壇等，都是用石頭築成。雖經風雨侵蝕，已成廢墟，但當
年風采，還依稀可見，供人憑弔而已。這古城建在懸崖之
上，東臨加勒比海。我們可以沿木梯步行至沙灘，雪白的
細沙，加上清藍的海水，弄潮人不少，風景優美，我們拍
照後才離去。這裡是旅遊地方，店舖非常商業化。我們千
哩而來，到此一遊，無非見識地道文化，破費一點，也是
值得的。

廿二日是最後一天，船繼續在海上航行。上午聚會開
始時有五分鐘的默禱，是紀念比我們先離世的同學，計有
十幾廿人。想我們畢業離校五十三載，悠悠歲月，生老病
死無人能免，令人遐思！跟著是大家同學拍照，有全體

的，分班的，也有澳門的、廣州的，有男同學或女同學
的，總之拍了很多相，留為紀念。數碼影相機，方便之
致，全無問題！下午聚會是有關明天上岸的情形，負責人
戴蘭祥同學安排妥當，用旅遊巴士接送我們由碼頭到飛機
場，除了報告各項細節外，又有充份時間給同學們發表意
見，關於下一屆的忠社聚會，時間、地點及方式。各同學
熱烈反應，我們不作表決，只是給灣區同學提供資料參
考。船上最後晚餐完畢，大家回房開始收拾行李。真是快
樂不知時日過，在船一週轉眼即逝，晚上九樓的座談會，
差不多全部到齊，大家傾談話別，互道珍重，依依不捨，
後會有期！

廿三日，一早船泊嘉和斯頓碼頭。早餐後我們陸續登
岸，按原定計劃和安排，中午時分我們都分別到達侯士頓
國際機場。在候機室和咖啡店中，不約而同，大家又拉攏
在一起，高談闊論，永遠都講不完。培正馬騮頭的本色，
一看便知，我們的標誌也！

想到就寫，不講次序，不理章法
侯斯頓三雄：計劃周詳，任勞任怨
侯斯頓三雌：幕後英雌，出手出腳
幫主戴蘭祥：盡心盡力，過於民主
魯志揚：盡解古今數學難題，無法縛緊自己鞋帶，披露當年

與何頤師徒一席密語，爆培正秘辛——實仍有保留
陳敏娜：見野就買，逢舞必跳——既稱兒科專家，宜乎童心

不改
曾廣營：信口開河，不辨真假
卓以和：屢獲殊榮，深藏不露，洗耳恭聽，幾大唔講（羅夫

子名言：講你都唔明）
四歌王：高歌四曲，繞船四日，耳油超載，郵輪慢駛
傅 中：旅遊不忘醫訊，濟世為懷，仁心仁術
某夫人：健身有成，坦肩露臂，盡量性感，取悅老公
Sir Lam：人細癮大，酣舞終宵，氣雖略喘，興猶未盡
林  嫂：雅俗笑料一大堆，車上娛賓受喝采
李根田、鄧國謀：乒乓雙傑，旋轉發球，呼呼海風，奇技難酬
方翹楚、梁錦濤：大會禮聘影師，長鏡短鏡，枕戈待旦，

未奪公司生意（船公司團體相15元一張，
八十人討論表決三小時，重難過選總統）

張奮雄：滿肚文章，笑話滔滔，可惜時地不當，經常一發不可
收拾，尚幸雄嫂適時time out救駕，真乃夫唱婦「除」

上岸觀光要省錢，一曾「三寸」未了緣
排舞訓練靠豉油，劉太戴太助籌謀
露骨腿，李偉方越級挑戰；皺眉頭，曾大夫俯首接招
學富五車頭光禿，重看大學驚夢覺，太空中心興致濃，大
風起兮眾瑟索
跳舞運動天天有，凝脂亞太勤勤練，鮮有男士來捧場，卻
見松光頻露相，箇中因由請參詳
機場有遠近兩處，旅巴有前後二班，百密一疏，乃見紛擾。
男生齊影相，女生靠邊站，惹淑女嬌嗔，雖非有心歧視，
實乃不良習慣，宜改宜改商討無數，座談不絕，教授專
家，大發童真謬論，享受過程，不問結果同窗之情六十
載，不離不變，善哉善哉，社嫂姑爺，全身投入，精神可
嘉大製作，小瑕疵，所難免，今番重聚實開心，下次何時
與何地，有待灣區去商議，總之，快好過遲，各位請請。

任理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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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同窗情意深，德州歡樂談古今。
離校多年友誼在，片聚又離情何堪。
傲遊NASA太空天，休斯頓設華筵。
談笑培正當年事，油詩散文十數篇。
貳彬一戴同做東，日夜苦撐冇陰功。
忠社重聚兩年一，深情聯繫好作風。
地下小河風景多，遊船歡樂笑呵呵。
高樓兩岸瞧天立，花草秀麗綠扶疏。

德州重聚感言
張奮雄

鄉下仔教講台山話
鄧國謀

在船上主要的活動乃是數次「座談會」主題多與醫學及
健康常識有關，由本社數位名醫主持，相金免惠，備受社
友歡迎。同學們亦因此得益匪淺。不過天天講病論痛，聽
眾有些「頂唔順」之勢。於是會長定了某日之座談為娛樂性
質者，其中一個節目是由幾個「鄉下仔」主持，別開生面。
節目內容包括「台山話在金山發展史」。原來當年台山話在
美國簡直就係中國國語。記得初期來美留學的香港學生在
唐人埠撈的艱苦史嗎？他們因為唔識台山話，而被老華僑
笑駡「唐人唔曉講唐話」而排斥。想找份企檯工做都幾難，
甚至連買東西，上餐館叫菜吃都成問題。幸虧有位好心的
地道鄉下仔創造了一套「廣東話變台山話捷徑」，給飄洋過
海的苦學生練習數天，即可與「金山阿伯」打交道。從此以
後，廣東仔到唐人埠找工作做便不成問題了！

究竟這套廣東話變台山話的竅妙在那裡呢？請看下文
分解。原來廣東話變台山話是有公式可代者也。其法是先
將某字拚成英文，然後利用下列的「定律」來轉換。
轉換定律

擬張某人德州重聚感言
南山

一縷同窗情誼牽，德州歡聚真有緣，
離校多年腸猶結，相處融融樂無邊；
傲遊NASA太空天，休士敦市設華筵，
笑談當年培正事，盡情打油賦詩篇。
戴兄蘭祥立勳功，幹練負責受人崇，
一手領導忠社聚，留名社史聲譽隆。
河水不盡環繞流，船翦鄰波暢客遊，
高樓參天迎客至，二岸花木湊翠留；
華燈水曜蜃樓幻，人影隨舟景色幽，
借問天堂何處是，聖安湯尼水邊有。
辛苦耕耘七十過，光陰流逝盡蹉跎，
白頭有幸同學聚，高談闊論並賦歌。
人生七十才開始，再活三十不稀奇，
但願同學常聚會，活到一百勿遲疑！

對聯奇談
鄧國謀

在船上八天七夜，社友們晚飯及看SHOW後，多數
三五成群，聚集一起，談天說地。某晚講起中國文學中對
聯之妙處，實非西洋文學所能摹仿者也。某君說他在某處
看到兩對絕聯，與同學分享。
其一：「五月黃梅天，三星白蘭地」
其二：「公門桃李爭妍日，法國荷蘭比利時」

以兩種風牛馬不相及的事物作上下聯，然而對仗天衣
無縫，可謂妙絕！

接著下來談及數年前發生的一件趣事，相信各同學記
憶猶新。記得當時溫哥華某電台「名咀」張無忌向各界文人
挑戰，出上聯「馬師曾騎劉皇馬」徵下聯。其難處當然是
因為「曾」字可兩用：既可用於「馬師曾」的名字中，亦可
解作「曾經」之「曾」字。另外還有一道難處，就是上聯中
頭尾兩字都是「馬」字。當時忠社「名筆」林錫衡同學覺得
此舉甚有意思，於是以電郵鼓勵同學們投稿，當堂引起非
常熱烈的反應，搜集了不下四十多份下聯應徵。其中不乏
佳句，例如：「雞三少捉黃腳雞」，「豬八戒食燒乳豬」，「林
伯欣闖美女林」，「牛僧孺慕小放牛」，「周公諒解夏商周」，

「關雲長駐嘉谷關」等等。本以為頭獎非我們莫屬。不料揭
曉後僅以「林伯欣」一句入圍，嬴得花生數袋而已。他們選
中的頭獎好像是「豬八戒食大陸豬」，我們的「燒乳豬」其實
比它好，甚為不值。

忠社師友情誼好，原來係上天所賜！且看同學及老師
的名字中，許多都是一對一對出來的。如不信，請看下列：

忠社人名對聯大全
孫必勝 卓以和 李承政 周興文 沈呂九 朱達三 
呂羅西 李啟東 鍾靈秀 吳英偉 何家鏗 劉國勳 
林錫衡 鄒鐵城 李榮漢 崔慶桂 張奮雄 譚華英 
黃寬猛 羅慷烈 戴可強 錢乃俊 劉粵琛 陳漢基 
鄺修麟 黃鐘麒 李可喬 雷也同 張正麟 老瑞麒 
蔡子良 李君德 劉良驥 馮瑞麟 吳日康 彭星泉 
方翹楚 鍾美麗 梅松沛 戴蘭祥 陳若琪 薛又梅 
李明慶 劉光昇 劉之傑 何其妹 黃 勝 曾 舒 
錢天佐 曾海籌 蘇輝祖 黎民宗 趙不倚 梁定中 
梁錦濤 馮潤蘭 葉大海 盧偉江 黃福海 謝瑞津

1） 逢T變H
 例如台字英拚為TOY，那麼T變H後台山音就是HOY
 睇（TAI）就是HAI； 停（TING）就是HING
2） 逢D除去
 例如低字（DAI）台山音就是AI
 打（DAH）就是AH； 鄧（DANG）就是ANG
3） 逢S變TH
 例如三字（SAM）台山音就是THAM
 四（SAY）就是THAY

廣東仔初學英語，對H音頗有困難。常把something讀
成somesing， three讀作sree諸如此類。但台山仔則無此問
題，因為他們有第三定律之TH音也！

這三條定律雖非絕對，但可cover多數常用的會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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