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北京到中山	 	 	 	 								孫必興	(1957輝社)

今年	(2016)	是曾叔父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11月上旬，孫家親屬
及後人一行三十多人應大陸全國政協邀請參加這次記念孫中山誕辰系列
活動。在國內參加活動總人數約150人，包括海外嘉賓、陪同領導及工
作隨員。記念活動先從北京開始，後到南京、上海、廣州，最後結束在
中山。孫家親屬繼續留在中山參加中山市政府特別安排的兩天重聚活
動。在這兩個星期內，嘉賓團飽受各地的VIP服務和款待，給我留下一
個深刻的回憶，至今仍呈現在眼前。借此機會簡述我個人在旅程中一些
所見所聞的亮點。
                         

11月11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50周年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
舉行。場面氣氛嚴肅，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主題講話，高度評價孫中山
為民族獨立、社會進步、人民幸福建立的不朽功勳，大力弘揚他的革命
精神和崇高品德，深刻闡明全體中華兒女實現民族復興的歷史使命，鄭
重宣示維護祖國統一的嚴正立場和堅定決心。

																																 			
																												孫家親屬出席人民大會堂紀念會

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我們紀念孫中山先生，就是要學習他熱愛祖
國、獻身理想的崇高風範，學習他天下為公、心系民眾的博大情懷，學
習他追求真理、與時俱進的優秀品質，學習他堅韌不拔、百折不撓的奮
鬥精神。

習近平最後指出，孫中山在從事緊張的革命活動的過程中，一直思
考著建設中國的問題。1917年到1919年，他著作《建國方略》一書，
構想了中國建設的宏偉藍圖。今天，當年的藍圖早已實現，我們比歷史
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
有信心、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讓我們繼續團結起來，把孫中山等一切
革命先輩為之奮鬥的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
事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習近平講話全文可通過下列互聯網鏈接參閱：

  http://www.xinhuanet.com/szs20161111/  
									       
大會結束後，嘉賓團乘車赴香山碧雲寺孫中山紀念堂參加晉謁孫中

山衣冠塚儀式。1925年3月孫中山逝世後曾停靈於該堂，直到1929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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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山陵落成後，其遺體被移往南京紫金山。堂內正廳中央是孫中山半
身塑像，右側放置著1925年3月30日蘇聯政府送來的玻璃蓋鋼棺，因孫
中山已入殮，未使用。

次日嘉賓團從北京乘中國高速鐵路(CRH)列車前往南京。自2004
年，中國高鐵的技術、操作和服務已經達到了一個成熟的階段。在這旅
程中，我對高鐵的評價是：準時出發、經常保持恆定的180	 MPH速度	 (
據悉最高速度可達210	 MPH)	 、穩定、舒適和準時抵達。目前，國內高
速鐵路網總里程達12,500英里，佔世界60%以上。根據中國鐵道部計
劃，到2020年，高速鐵路總里程將達到18,600英里，到2030年，該網絡
將包括八縱	 (南北向)	 和八橫	 (東西向)	 高速鐵路主通道。我聯想到孫中
山1912年4月1日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後，立刻把注意力轉移到“盡瘁
社會上的事務”來。隨後他出發周游全國考察，以宣傳民生主義并着手
擬定興建20萬里鐵路的計劃。今天我目睹中國的成就，以遠超越過孫中
山百年前的鐵路夢。

翌日到訪中山陵，從陵前博愛坊至陵門，至碑亭，至祭堂一共有台
階392級，做完了這個早晨運動後，嘉賓團集合在祭堂內進行晉謁并獻
花籃儀式。原來孫中山希望去世後被葬於紫金山原因有二：1)	 1912年3
月，孫中山與胡漢民等人到紫金山打獵，他看到這裡背負青山，前臨平
川，氣勢十分雄偉，笑對左右說：“待我他日辭世後，願向國民乞此一
抷土，以安置軀殼爾。”2)	 1925年3月孫中山臨終前對宋慶齡、汪精衛
等人說：“吾死之後，可葬於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為臨時政府成立之
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

								 																						 															
														乘高鐵從北京到南京																								中山陵祭堂內獻花致敬

從南京乘高鐵到上海需1小時39分。抵達後嘉賓團先到訪孫中山故
居和宋慶齡故居，繼後參觀浦東上海中心大廈。這座大廈高達2,073英
尺，僅次於世界第一高樓迪拜哈利法塔	 (2,722英尺)，與浦東區環球金
融中心	 (1,614英尺)、金茂大廈	 (1,380英尺)	一起成為上海新地標。嘉賓
團先到大廈119層觀光平台上俯瞰上海市全貌，隨後參觀位於37層的觀
復博物館，館內設有四個固定展廳：瓷器館、東西館、金器館、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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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展館內陳列的中國古代珍貴文物，給我們大享眼福。

上海中心大廈給我留下了兩個印象:	1)		電梯快捷和上下移動時十分平
穩，電梯從地下二樓啟動，在短短55秒就到達119樓觀景台，速度為每
秒59英尺！!	 2)	大廈外形設計也應用流體力學，隨著高度升高、每樓層
扭曲近1度，使外形成螺旋形圓柱形狀，能延緩強風速度，保持大廈結
構的穩定。

黃浦江的夜景的確是不同凡響，外灘和浦東兩岸的大廈爭相鬥艷、
人潮、船潮、車潮不斷，給我聯想起著名歌星周璇的一曲“夜上海夜上
海你是個不夜城…”	。

								 																								
						上海中心觀光層俯瞰金融中心	 															黃浦江上盈月普照浦東

次日嘉賓團坐包機到達廣州，隨即到中山紀念堂參加晉謁并獻花籃
儀式，其後參觀孫中山大元帥府紀念館。30多年前，叔父孫科	 (孫中山
長子)	 給我題字「助人為快樂之本」的一卷字幅，年前我委托本館暫代
保存，這次在陳列室內也看到了。
													

在最後活動那天，嘉賓團首先到訪翠亨村孫中山故居參加晉謁并獻
花籃儀式，繼後乘車赴文化藝術中心出席《我們的孫中山》大型交響音
樂會。這部作品是由「序曲」、「故鄉與海」、「辛亥風雲」、「共和
曙光」、「頌歌」樂章構成，講述孫中山一生生命、革命、使命的故
事。音樂會通過交響樂形式，記念孫中山傑出的歷史功勛，激發人們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鬥。

													 																
													叔父孫科手題字幅										《我們的孫中山》大型交響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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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帶回來一份2013年第二届海峽兩岸中山論壇專題晚會大型交响組
歌《孫中山》的DVD，播放時間為44分鐘，如有興趣，請通過下列互
聯網鏈接觀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TAdY8uE4zE&feature=youtu.be

															 	 	 				
到此，全國政協主辦的系列活動正式結束，繼續中山市政接管孫家

親屬兩天重聚活動。第一天前往孫家先祖墳地掃墓，包括十七世高祖父
孫達成、曾祖父孫眉、祖父孫昌。家人有時提及十六世孫敬賢在1854年
葬在翠亨村北面的犁頭尖山南峰地方叫“黃帝田”。據先祖的風水山師
聲稱：“葬後十年，必生貴人。”1866年孫中山出生，他最終成了一位
偉大的革命家，我想，是否應驗了風水山師的預言?	 “黃帝田”最近成
為中山市旅遊景點之一，乘汽車到景點需時15分鐘，之後仍要沿著山路
步行15分鐘才抵達墓地。這是我第一次拜訪這個墳墓，身歷居高臨下，
只見四面山巒起伏，綠樹成萌，遠眺前方是珠江出口，天水相連，伶仃
洋上的金星口兩邊山巒伸延，中間是金星島，就好像雙龍戲珠，風景幽
麗。

黃昏已近，孫家親朋和領導嘉賓近百人聚集故居前廣場享受一席孫
府晚宴，菜單是中山地道大盆菜，場內氣氛活躍，席上談笑風生、暢懷
舊事、互相敬酒、拍照留念，直至杯盤狼藉，盡興而歸。
																					

聞說百年內孫家在故居門前設宴還有兩次。一次是1948年農曆正月
期間慶祝五弟必立的「掛燈」宴，當年八歲的我，僅記得照中山習俗
把紙燈懸掛在祠堂後，繼續將男嬰的姓名和生辰八字登記在祠堂的家譜
內，生丁的人家便在家中大排筵席，廣邀族中的氏姓及親朋好友飲宴。
另一次是1912年5月27日，孫中山從澳門到翠亨村省親，這是他在外奔
走革命17年後第一次回鄉！在孫宅《今孫中山故居》歡迎他親屬包括孫
夫人盧慕貞、孫眉夫婦、長女孫娫、次女孫婉。當晚，孫家在孫宅門前
筵開十多席，宴請翠亨村和石門附近60歲以上的父老，孫中山在席間殷
殷致詞，并感謝鄉親對革命的支持。

						 												
													“黃帝田”前瞻																					孫中山故居前廣場孫府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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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們乘車往小欖參觀小欖菊花會，據悉小欖人愛菊、種菊，
賞菊因而有“菊城”的美譽。歷史上每逢菊花盛開時，各家族將各種
菊藝擺設在一起評比高下，後來發展為菊花會，並定下“60年一次大
展，10年一次小展，每年一展。”菊花會以“自然、人文、花海、菊
城”作為特色，以菊花造景為主。今年乘孫中山誕辰150周年喜慶，
小欖菊花會以26個菊花造景展示了孫中山主要革命歷史足跡及歷史建
築。聞說過十天後全部菊花盛開時，所有造景的菊花顏色會顯得更鮮
艷。	

				

								 									
												菊花造型孫中山故居																			菊花造型南京總統府
									 	 			
這次在整個活動過程中，我個人感受到主辦單位對先祖孫中山先生

真誠的敬仰，用最高的水準服務來接待嘉賓，在此我僅代表孫家親屬獻
上衷心的感謝!	

	 	 	 							同學會獎學金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成立已有多年，歡迎各校友子弟申請，資格
限於今年(2017)秋季由中學升讀大學一年級的學生，如欲申請，請與陳淑
賢理事	415-681-7309	 (H),	 415-939-4363	 (C)	聯絡。填好的申請表格及所有
文件，請在8月15日前寄達同學會郵箱: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謝謝

	 	 	 						同學會活動日曆

									活動	 												日期	 																												地點

						乒乓球日				七月八日(星期六)											ICC Table Tennis Center, Milpitas
							同學日								十一月十一日(星期六)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Millbrae	

	 	 	 									詳情代日後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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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2017)	$2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七年春茗午宴

日期: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一時	 	 	 	 	 	

地點: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餐費(預付):	每人三十三元

特別節目:	黃煥慶	(1957	輝社)	主講

講題:	 				香港醫管局的電子醫療記錄系統

報名:		 二月二十日前，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並將填好下面個人/團體名單(或複

製副本)	及支票/匯票(抬頭請寫:SFPCAA)郵寄回:

                 Connie Hui, 20  Santa Ana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7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																																																		

2017春茗午宴報名單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支票總數	$________	

個人/社代表:		姓名(總人數):___________				Email或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其他同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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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下列基金捐助者

1946		雁		區次嫻						$	50					1946		雁		雁社社友				$	700			1947		虹		郭昆河						$	120					
				
1971		剛		剛社社友		$	500			1976		敏		敏社社友				$	100			1976		捷		捷社社友		$	100									
		

				 	 	 				謝謝下列獎學金捐助者

1958		銳		談雲衢			$	20								1971		剛		蔡永松									$	20						1971		剛	余劍平					$	20		

1971		剛		嚴培人			$	10	 			1976		捷			陳樹森								$	700				1976		捷		彭瑋涼				$	20

	 	 	 							謝謝下列通訊捐助者	

	 	

1939		鵬		李兆康			$	1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	30					1946		雁		區次嫻					$	50

1949		堅		鄧慶鍾			$	100						1951	明		李伯豪										$	50					1951		明		譚振德					$	20						
				
1954		匡		陳慧珍			$	30								1956	瑩		龐敬鋆										$	40					1958		銳		吳宣倫					$	20

1958		銳		談雲衢			$	20								1959	光		黃維廉										$	20					1959		光		湯娥容					$	20
									
1961		善		李威漢			$	70								1961	善			許惠翠									$	70					1964		協		陳文珠					$	100

1965		耀		關仕清			$	100						1966		皓		陳慎輝									$	20					1966		皓		陳行方					$	20

1966		皓	李潤錚				$	20								1967		恆		伍維信									$	50					1970		謙		陳正康					$	50

1971		剛	余劍平				$	10								1971		剛		嚴培人									$	10					1971		剛	李群芳						$	50

1976		捷	彭瑋涼				$	20								1991		勇		江勁翔									$	20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七年度理事

副會長：范更生		64		協社				江苑絳		90	騰社

理				事：何汝顯		57		輝社				孫必興		57	輝社				鄭國輝		57	輝社				朱啟鵬		57	輝社

											 		談雲衢		58		銳社				吳宣倫		58	銳社			黃維廉			59	光社				李威漢		61	善社

	 		李曉篷		64		協社				吳麗齡		65	耀社			周榮超			67	恆社				朱樂怡		67	恆社

																		陳淑賢		73		勤社				許永懋		73	勤社			李				健			76	捷社				勞錦儀		76	敏社

													戚嘉慧			77	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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