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文田夫婦與朱素蘭會長（中）合照留念

十年前一場金融風暴令我夫妻損失半生積蓄，十年後
金融海嘯又讓我們身家大幅縮水，兩場浩劫，兩種心情：首
次災難險些崩潰，再次劫難，平常心對待：生不帶來，死不
帶去，夠用足矣。

首次災難，幸虧及時投入義工行列，募捐扶貧，救人
更救己。幸運的是得到方鏗夫婦的大力相助，慷慨解囊助
殘扶貧，更幸運的是王煜擁有這麼成功知名且又這麼優秀
善良樂於助人的同窗同學。在得到方氏傾力相助救助貴州
貧困山區貧窮，殘障孩子的同時，也同時救助我夫婦頻臨
崩潰的精神家園，使我們得以安然度過那段最難熬的日子。

時至今日，累計方氏十年多次捐助給貴州遵義山區建
校助學善款共計港幣850萬圓，本金+匯率+利息共計人民
幣約896萬元。

首次捐款60萬港幣落戶遵義縣，政府匹配相等資金，
數千平米建築物完工後，再次捐款40萬港幣，完善校內全
部所需食、住、學、玩設施，建成全省最好的封閉式特殊
希望學校，讓聾啞兒童在早期得到搶救式教育，再順利升
入正常學校學習。此項功德的受益人至今已達數百人，實
在是善莫大焉。

所有捐款除援建25間中小學的校舍、綜合樓、獨棟教
學樓、學生飯堂外，更包括配備所有設施諸如：桌椅、電
腦、乃至飯堂炊具等。捐款除卻用在25間學校的建成外，
撥出42萬元捐建六間學校的多功能電腦教學室及設施，遵
義市慈善總會成立時捐出10萬元作慈善基金，在當地形成
良好的捐獻催化劑。考慮到貧困生比比皆是，再撥出50萬

去年2007年回校參加輝社50週年金禧紀念和代表紐西
蘭培正同學會參加廣州和香港培正同學日紀念。我有機會
參加黃智波同學和另外幾位同學組織的雲南7天旅行；這幾
位同學自57年後，已有50年沒有見面，他們都是從國外回
穗參加輝社50週年金禧紀念。有黃智波同學從新澤西，黃
碧珍同學夫婦從多倫多，周銳鋒同學從紐約，吳朝藻同學
夫婦從洛杉磯， 黃祖榮、林鏡清同學夫婦從三藩市，李文田
同學夫婦從紐西蘭。這甚是難得機會相聚在一起。行程如
下:

2007年11月29日到達麗江，暢游麗江大研古鎮，著名
四方街等。四方街，路面鋪滿麗江特有之五花石。可以旱
季不飛灰，雨季不泥濘。四方街可能是中國面積最小的廣
場之一，大約只有四分之一個足球場那麽大，周圍全是古
老的店鋪。紀念品商店也是不計其數。四方街是以前「趕
集」的地方，而到現在它仍然是最熱鬧的地方。遊人如鯽，
四方街周圍小餐館，很多菜式是當地才有得吃和很出名。
那天晚上我和吳朝藻同學夫婦一桌吃晚飯，因餐館地方
小，其他同學在另一桌，我們嚐試了幾樣道地菜，味道不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 金融海嘯至此靜息
王  煜   黎怡岑

元每校平均2萬元作貧困生助學金，受益者達3000多人。
方氏最近兩年捐款450萬元，給新建遵義市滙川區屬下

的郊區北關中學100萬元建校款、前期所建8間學校設施配
置款50萬元、遵義沙灘中學綜合樓建築款30萬元、湄潭中
學與湄江中學20萬元，各10萬建電腦教學室，捐贈10萬元
給慈善總會，再捐遵義紅花崗區郊區的桃溪學校240萬元，
全校2000多學生（大多是民工子女），除部份校舍是政府撥
款興建外，數理化實驗室各種儀器，音體美訓練驗室各種
設施，多功能教學室電腦等教學器材全部由方氏善款購置
匹配，否則又是一間只有政績，沒有設施的空殼學校。（以
上方氐所有捐款，當地政府應鄙者夫婦要求，均有1:1以上
的匹配資金）

方氏善舉感動遵義感動平民，2007年九月經遵義700萬
市民一人一票評選方鏗先生成為拆地（區）建市十年來“感
動遵義十大人物”之一，除頒發證書外，尚有5000元獎金，
按方氏一貫行善作風，鄙人夫婦自作主張將此款購書數百
冊捐給桃溪學校圖書館充實學生課外閱讀。

方氏善舉，方氏的興旺，更令鄙人夫婦相信：冥冥之中
自有天意，上蒼一定看著我們在作人，因而：行善之家必有
餘慶，金融海嘯至此靜息！

謹此代表遵義貧困山區數萬受惠者向方鏗夫婦表達由
衷的深深的謝意！並真誠祝福方鏗學長全家：好人一生平安
幸福順利、世代昌隆！方氏企業永遠興旺！更祝旺夫的方
夫人邊女士永遠都是那麼年青美麗、高雅脫俗、夫妻恩愛
到生生世世地老天荒！

我參加2007年輝社50周年金禧紀念點滴
李文田（輝）於紐西蘭

錯，如雲南米線
等。每週有三個
晚上，都會有人
在 四 方 街 組 織

「打跳」，打跳是
在 雲 南 很 多 地
方，被人們喜歡
的一種民間集體
歌舞活動，很吸
引遊客。

11 月 30 日
遊覽玉龍雪山，
玉龍雪山位於麗
江地區，是一座
高聳入雲，氣勢
磅 礴、 終 年 積
雪、冰雪如塑、
潔白如玉、壯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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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超校長李文田會長高錦輝校長合照留念

部份輝社同學出席晚宴

會長李文田與西關培正小學副校長楊嘉麗和副校長黃碧
然合照留念

輝社同學與邵明耀老師師母合照

無比的雪山。我們上山前，都買定氧氣筒，預防萬一。白水河，
但見水清見底，水自山上溶雪流下， 冰涼清澈。香格里拉，途觀
巨大「V」字型的長江第一灣。

12月1日遊覽普達景措景區 ，游覽高原湖泊碧塔海，滇西
著名的淡水湖屬都湖。參觀藏族生態文化旅遊村。遊覽世界最深
的大峽谷虎跳峽。後乘車返麗江，晚上觀賞富有納西族民族特色
的大型表演 – 麗水金沙。

12月2日乘車往瀘沽湖。約7小時車程，沿途山路險峻，道
路灣灣曲曲，風景美麗。到達目的地，天己晚，天氣很冷，住的
地方沒有空調，幸有電氈。

12月3日 瀘沽湖不僅水清，而且島美.。瀘沽湖四周青山環
抱，湖岸曲折多灣，共有17個沙灘、14個海灣；乘摩梭人特有
的豬槽船，遊登上裏務比島，參觀當地富有民族特色的寺院。瀘
沽湖的景色優美，湖畔居住著的摩梭人風情更為迷人。摩梭人世
代生活在瀘沽湖畔，他們至今仍保留著「男不婚、女不嫁、結合
自願、離散自由」的母系氏族婚姻制度。世界各國民間傳說中的
女兒國，存在至今的，恐怕只有摩梭人這一族了，屬納西族的支
系。那裏至今還保留著母系社會的遺風。後乘車返麗江，參觀寶
樹堂和足底按摩。

12月4日乘車赴大理，途中參觀新華民族村，後逛大理古
城、南城牆、洋人街，遠眺大理三塔，後乘車返昆明。

12月5日遊覽險峰奇崛的岩溶地貌典型 – 路南石林。石林
為中國四大奇觀之一，且有天下第一奇觀之號。風景區內四週奇
岩怪石，雄偉壯觀，大大小小峰群拔地而起，型態各異，如獅子
林、石屏風、劍峰池...等等，真是鬼斧神功，嘆為觀止。後到茶
藝店品茶，參觀玉石店，逛花卉市場，後乘機返回廣州，結束7

天 愉
快的旅程。

這次雲南旅行很值得和很有意義，有機會見到和欣賞到祖國
山河壯麗，風景幽美。雲南省擁有「麗江古城」世界文化遺產。

「雲南石林」又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有很多旅遊區，過了65 年
歲的老人，可以免費參觀，可以節省一筆可觀入場費用。

12月 8日中午，參加輝社同學聚餐，有200多位同學參加，
筵開20多席，甚為高興熱鬧。下午2時30分回到母校參加校慶及
金禧加冕儀式，晚上參加輝社金禧紀念聚餐，在三樓紅棉廳舉
行，筵開10多席。今次回來很高興能和同班舊同學有幾次見面
相聚機會。

12月10日探訪廣州培正同學會，得到朱素蘭會長和兩位幹
事黃穗玉劉少歡同學熱情接待，送了幾本培正特刊作為紀念，又
送了一些紀念品作為留念。

12月15日參加香港培正中學同學日和晚上聚餐，每次踏
入校門，便想起家父母曾在培正教書。家父李景新在1963年至
1969年期間，任培正中學宗教主任。當時著作有「舊約聖經課
程」上下冊，「新約聖經課程」上下冊，「聖經問題解答」。對學
生認識聖經幫助很大，當時中五學生考會考聖經科都有很高成
績。在1965主編「林子豐博士言論」集，在這期間，家母徐幗英
任小學教員，在培正教書是父母親一生最快樂的時間。

12月21日晚上，我們要乘機返回紐西蘭，早上有空便回母
校臨別一行，剛巧遇上廣州培正中學呂超校長，澳門培正中學高
錦輝校長和一班澳門老師，有機會和兩位校長打招呼，傾談幾句
和拍照留念。

今次回校參加輝社50週年金禧紀念和參加培正同學日是一
個難忘的日子，有依依不捨，我帶著愉快心情回到紐西蘭，祝各
位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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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銳社數學博士黃鐵衛、金牌歌舞手為大陸兒童獎學金與
慈善籌款在美國紐約表演

銳社黃鐵衛博士題

前人之風，凡高中進士、探花、榜眼或狀元，便會「衣
錦榮歸」，我們身在番邦異域，若穿起「錦衣」亦覺有點「洋
相」，至於「榮歸」嗎，那正在期待中，算是美中不足，睇
下點⋯⋯

「我之雲鶴游海天，歲月侵人不見痕」：墨寶，唉！多
悲！

五十年不見，就算見了，我定會「老淚縱橫」，「珍惜再
會時」，「再見亦是朋友」，我必會「洒淚而別」，不如⋯⋯

「瀟洒走一回」：「人生幾何，對酒當歌」讓往日那「甜蜜蜜」
的時光之回憶；如「多石溪之旅游」，「荔枝角的扒艇」，我
們均在海浪中高聲大唱「QUI SERA SERA ！ WHATEVER 
WILL BE， WILL BE ！」那歌聲須不是「繞樑三日」，「昇
到星辰中」而卻像「月亮代表我的心」因為ONLY「SONGS」
CAN BRING OUR HEARTS TOGETHER ！更有詩意的
是，在「美」的大自然中，倒像「海影歌船齊飛，長天秋水
一色」，在「麗」的小天地裡，溫藏「秀霞歌艇齊飛，彩雲浪
花一色」，這「心中之歌」好像風
流地，溫柔的把我們送到「THE 
TOP OF THE WORLD」那更
羨煞了「月中嫦娥」，使她幾乎
忘掉了早已與我們「在秋天有個
約會」！五十年後的今天，「多
情勿笑我」！回味歌的旋律，亦
會再生共鳴！這永恆的回憶，

「常在我心間」，在我們的臉上，
掛上那「永遠的微笑」！說聲

「祝福」，是多麼的溫馨，又請
「聽我細訴」上聯似略含悲，不
如稍改一下，或會反悲為喜！

「人不見覓歲月歸，吾笑雲
鶴戀天涯」：墨水，妙！約半
世紀前，我們敬愛的「豪哥」曾

「預言」，似乎說了：「我們培正
之精英，可能是中國之精英，而中國之精英，便是世界之
精英」嘩！夠「豪氣」！就說他的高足黃鐵衛好了（亦是劉
彩恩愛徒），更是「紅」出於「藍」更勝於「藍」，可謂「標
青」矣！黃君雄姿英發，揮筆如虹，代表寫下我們的心聲，
使你與我，極感自豪！「培正屆出英豪輩，紅藍鮮無第一
人」，此對聯豪氣萬千，有若「文起八代⋯⋯武伏山河」之
感，順便在此說個笑話：「舞林佳話」給大家RELAX一下！

黃君有位好友「韓世姐」，認識多少中國文化，講番幾
句「廣州上海話」，在她結婚佳期時，特請黃君表演歌舞
助慶，「世姐」對「數目字」特別「敏感」，事關在「倒數」
關頭，她坐了「第四」把交椅，而她的期望，當然是「十
分」滿分，她一生最自豪的是，自己為「舞蹈專家」！在談
笑風生中，黃君「不用除鞋，只靠十指」，他屈指一算，
口中念念有詞，心裡有數，卻道出「真言」，更RAP得精
彩：我一個人代表大家為您祝福慶賀，以舞作詩，唱翻兩
首情歌，三步慢WALTZ 與RUMBA，四步QUICK STEP
兼狐步，五步CHA CHA 及TANGO，六步牛仔ROCK 
AND ROLL，不用七步才成詩，西班牙鬥牛PASO DOBLE

不興時SAMBA WALKS與JIVE八步，九九跳隻SALSA 
HUSTLE TO MY DEAREST「VIVIAN」，VIENNESE 
WALTZ是快三步，國際標準五五波LATIN與MODERN十
種舞，今生只是一次過，「HAPPY WEDDING」 AND「NO 
MORE」！黃君看似夠膽挑戰「七步成詩的曹植」，他以最
快「速度」極短「時間」去RAP，在三步，四步，五步，六
步內，「以舞代詩」欲BEAT「曹子健之四句五言詩」；如他在
七步後才開始，那一定輸硬！就算在七步內完成，而黃君

「RAP」得多「FUN」，完成六句矣⋯⋯
這正是「無需大捷擺全席，只求險勝半球波」。
這「舞林高手」，真是名副其實，黃君能出口成章，語

驚四座，談到「武林」，亦不甘示弱，常謂在中國香港時，
少吃「SPAGHETTI」，而多食「夜粥」，無怪朋友多笑弄
他⋯⋯「拳打廣東雞蛋，腳踢菠蘿面包」！

此子真的是有趣事多多，開心事成籮籮，或許是他喜
歡「NEVER ON SUNDAY」的歌與哲學，平時或在娛樂場
所，「一見你就笑」！而SUNDAY在教堂內，更是「要常常
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他更領略到「敬畏耶和
華，是智慧的開端」之奧秘，而從上得來之祝福，神之應
許：「凡他所作的，盡都順利」與子神往，不負此生！

銳社知已 中大蜜友同寫

培正同學總會編輯部
禮和、廣德、學廉、漢榆、寅定 學長：

你們好？
請諒我們是那麼的「唐突」，花了不少的「時間」，

收集這幾篇資料，寄回母校，希望能將這些報導說
出我們的心聲，鼓勵紅藍所有同學，發揚「培正何光
榮」，在母校歷史上補上新的一頁，讓培正之前賢後
學，永遠都是那麼的「威風」，更覺「此子可教也」或

「培正手下無弱兵」！我們對母校來說：
WE NEVER LET YOU DOWN！
順便附上支票，美金$108元，「以表寸心」，敬希

笑納。
美國銳社同學「金禧」海外飛鴻   拜上

2008年8月
P.S.我們就以「銳社之星」黃鐵衛君為代表好了

「THANKS FOR A 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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