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四期通訊
 

 

14 
 

2017正社德州重聚雜談    林鼎 (1960正社) 
 

早了兩小時的德州時間和西岸飛休士頓的航班有點像冤家。不想遲到出席第一天

的歡迎接待會便要漏夜趕機場。為了減少旅途勞頓與趕機場之壓力。我們提早一天

即 10 月 2 日到休士頓。抵達時，天未黑，雨剛停。晚霞佈滿天。原來休士頓還有

美得不拿出相機拍照會後悔的風景。不像牛仔片中常看到那麼荒煙灰朦。 

 

從 Hobby Airport 到 Hampton Inn I-10W 差不多一小時車程的路上，若不是記憶中

八月下旬這裏曾發生過 500 年一遇的洪災。在我經過的市區內已看不到因颶風哈維

造成的損壞所留下的蹤影。本來說好接機的是鄉里胡先生。但出現在機場的卻是胡

太。無法施展我的正宗台山話。不過廣東話已足夠親切。唯一不能同意的是她口中

之休士頓，不是十全就是十美。我不得不懷疑是不是德州團隊吩呼過只准講德州好

話才跟胡先生簽接機合約？ 

 

我們都到了耄耋之年。Sphinx riddle 中三條腿走路之動物。走動再不是強項。德

州重聚居然還有 51 人不畏路途遥遠從香港、澳洲、加拿大、美東、美西和 Flyover 

country---Oklahoma 飛來德州参加。同學對正社的向心力真是十分之不一般。此外

蕭蔭堂這位神瑛侍者，逐日以甘露灌溉出來的正社網站所起之作用，也是功不可沒

的。 

 

這次 Land Tour 部份(10 月 3 日至 8日)之重聚， 60%-70%之日間時間是坐在旅遊

車內。窗外沒有誘人的綠水青山。老骨頭居然也不埋怨椅墊太硬。相反笑聲不斷。

這份功勞應歸功於馮立仁和黃文輝。兩位對車內氣氛之調控工作，做得十分到位。

有時搞些「棟篤笑」、「是但噏」，有時爆些「兒童不宜」的有色段子。Land 

Tour 最後一天，兩位擔心娛樂大眾不夠。還假戲真做，額外加演了一幕［莫忘護

照］的二人轉。無喱頭之程度叫全體同學拍爛手掌。對於自己，兩人也許有點真糊

塗。但對同學的招顧卻無微不至。他們腹內好像裝了鬧鐘。知道什麼時候供應”咖

啡”為大家提神，什麼時候派”巧克力”為各人加油打氣。使同學的精神保持在最

佳狀態。 

 

品嚐地方美食是這次重聚的重頭戲。也是全體最享受和快樂的時刻。談到地方美

食，德州很有特色。除了牛仔 BBQ Beef 外，Gulf of Mexico 之海鮮也屬極品。它最

令人叫絕的除了魚、蝦、蟹、蠔外，連快餐店這麼普通也不讓麥當勞佔半點上風。

麥當勞客人是用手指點餐的。 德州 Buc ee's 快餐則叫客人用脚步氹氹轉來選購食

物。客人好像在超市購物。時間完全是自己的。不會因有人排隊在後帶給你無形壓

力，叫你身處 Truck Stop 還以為在家裏附近的超市漫遊。 

 

在汽車文化高度發展、到處是高速公路的美國。特別是，無須風吹草低一樣見牛

羊的德州。這種營銷方式非常適合長途夾坦途駕駛人士之口味。他們需要休息、需

要用洗手間、需要祭五臟廟、需要伸展一下屈在小空間數小時的腰腿。Buc ee's 的

Pulled Pork、Burritos、BBQ Beef。 。 。 。 。水平雖比麥當勞好。不過快餐無論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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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還是快餐。但 Buc ee's 提供了駕車人士所需的一切。Buc ee's 的面積之大，油

站與廁所之多都是前所未見的。試想一下，20 多人同一時間上洗手間，同一時間

付款，如果只設有一兩間洗手間，一兩個收銀機怎能應付得來？Buc ee's 之”偉”

大就在於處處為消費者化錢着想。據維基統計，最大的一家 Buc ee's 有 120 fueling 

positions, 83 toilets, 31 cash registers, 4 Ice machines, and 80 fountain dispensers。這種

規模，人間能得幾回見呀！ 

 

有參加德州重聚的同學大概都知道，今次午餐、晚餐大多數是自己顧自己的。鍾

意什麼就叫什麼。鍾意食多少就叫多少。然後按餐廳付款規矩，在餐前或餐後自己

結自己的帳。雖同在一餐廳，但豐儉由人。德州籌委只負責訂餐廳及留位。但不包

辦筵席。優點是一定合口味。不會食得過飽。特別是晚餐，飯後就馬上打道回府。

獨自外出散步又恐怕不安全。食物還未完全消化又無地方可去，回到連椅子也只有

一張的旅館房間，不是睇電視用電腦，能不睡覺？明知不健康，也只好如此。德州

籌委這個午晚兩餐自己顧自己的决定。減少飽餐後立即回旅館去睡悶頭覺。大家都

讚不絕口。當然，如果旅館能有一間較私隱、可供不願太早去見周公的同學有點飯

後活動，就更完滿無瑕了。 

 

這次重聚的行程裏，最令人費解的一項活動，大概就是去 New Braunfels 這個德

國城食晚餐飲啤酒。來德州不食德州牛仔 BBQ 而食德國香腸飲啤酒。 德州團隊用

意何在？他們厲害就在於此。喜歡讓参加者時不時”于無聲處聽驚雷。”如參觀城

中之城的休士頓醫學院；美國最高的紀念碑 San Jacinto monument；世界最大的

Truck stop；世界最闊的高速公路 I10…。之後突然來個出人意料的德國城 New 

Braunfels。它不是什麼世界最大最高最闊。相反，如果不是德州團隊識途老馬，安

排 New Braunfels 這行程。我們一定錯失了對德州更進一步好好認識之良機。這座

德國城不但與華埠或唐人街不同，華埠或唐人街是大城市內一個小地區。而這座德

國城是一座獨立城市。是德國移民在德州建立的。它比 Berkeley CA大 2。5倍多。

其實德州比整個德國還大(Texas 面積 696,241 km2，Germany 面積 357,168 km2)。

籌委用意不錯。不去德州怎知德州大？另外，籌委和正社劉伶黃文輝本來想給大家

一個 surprise 的。可惜他們得到錯誤消息，餐廳告訴他們慕尼黑啤酒節時間是十月

下旬。因時間不對故沒有把啤酒節寫進行程。事實上今年慕尼黑十月啤酒節是 9月

16日至 10月 3日。提前原因是德國天氣 9月中旬比 10月下旬好。每年都如是。由

於沒寫進行程。不知有多少同學會猜想到籌委之意圖？如果不是要寫此文。請教老

馮安排 New Braunfels 用意何在？連想也不會想到啤酒節。啤酒節雖剛剛過去，但

Krause's Beer garden and Cafe 還一樣供應 Oktoberfest Sausage 和「十月節啤酒」

（Oktoberfestbier）。「十月節啤酒」比平常的啤酒度數更高、酒性更烈，平均酒

精含量都在 6%以上。可惜咁近城隍廟都求唔到支好簽。失之交臂！否則無須去德

國，大家也能大吃一頓德國香腸，享受一次山寨版啤酒節。這時跳檯上舞的就不單

只黎明世了、大概劉伶要抬上旅遊巴才能返旅館。德州重聚就有更多古要講了。 
 

River walk 和 The Alamo 是 San Antonio 最著名的景點，幾乎所有德州旅遊書，都

把這兩景點列為 San Antonio 必遊之地。但真相如何？我對兩景點的遊後感是：不

去後悔，去了也後悔。名氣大，可觀性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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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The Alamo 歷史資料無論是褒是貶，網上多得很。有興趣可上網查看。現在

遺址只留下後人再造的、用作博物館的教堂。謙卑地侷促在遊客區內。 外看有點

似澳門大三巴牌坊的壓縮版，但絕對沒有大三巴牌坊那種軒昂氣宇和歲月留下的滄

桑。我們在關閉前半小時到達。館內遺跡與展品看得很少。至於 The Battle of 

Alamo 和被後世稱為英雄人物的 Davy Crockett、Jim Bowie、William Travis。它/他

們的歷史定位將會如何，尚未可知。三人是冒險家。Alamo 是一座由 Mission 改為

駐軍的臨時軍營，易攻難守。從 Battle of Goliad 已清楚知道敵軍統帥是一位號稱西

方拿破崙的墨西哥總統 General 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是一位絕不手軟之屠

夫。  人常道：不打無把握之仗。保全自己實力是用兵的第一大法。面對 1500與

200 的兵力之比，防守 Alamo 的勝算幾乎是零的情况下。三人為何不遵照 Sam 

Houston 之指示撤退至進可攻退可守的東部？為何死守孤城？近 200 人之性命就因

缺少軍事頭腦的指揮官 Travis ，白白犧牲了，究竟為了什麼？為自身利益？是賭

徒心理作祟抑或真為德州獨立而戰？這一戰役，已過去了近 200 年，歷史學家仍為

找尋正確答案在不斷努力中。比起 1937 年 10月上海四行倉庫保衛戰，無論在意義

和精神方面都無法相提並論的。遊罷，站在Alamo廣場，有點不知如何是好。憑吊

古戰場？向英雄膜拜？好像都不是。究竟”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我的答案

好像也在尋找中。 

 

River Walk 離 Alamo 很近，約兩個街口左右。從橋邊沿樓梯下行十來步便是。從

地圖看，San Antonio River 是從東北流向城南的一條貫穿整座城市之長河。 對一

般遊客而言， River Walk 大概只是流經 Downtown 和由支流形成的像英文字母 P 字

之部份。 我們到達時，天未全黑但已華燈初上。較遠的部份只能看到輪廓而無細

節。River Walk 的全貌如何？實在無可奉告。只能就走過的一段和乘河船(Barge)

遊覽過的部份說一下記憶中的印象。簡單來說它是一條中間行船的窩打老道。兩邊

是參差不齊的房屋和起起落落的行人道。河寬約 25-30英呎左右。比窩打老道窄很

多。 唯一的風景是燈火下餐廳擺放在露天之太陽傘和傘下的檯檯凳凳。因為天已

黑，感覺不到物與物間之距離。河道、行人道和兩邊房屋都肩挨着肩靠在一起。三

者間無空出來的空間，說它是坑渠好像不夠厚道。但事實確實有點像六十年代九龍

東樂戲院前的大坑渠。River Walk 是一個很有詩意的名字。未到之前還以為它是兩

岸垂楊，長亭芳草富有大自然景觀的景點。真沒想到名與實落差如此之大。又是一

個到得還來別無事的”廬山烟雨淅江潮。” 

 

我知道，在無數人心中，River Walk是為 San Antonio市得分很多的景點。也是許

多城市想學習之榜樣。我不是要惡意批評 River Walk。我只寫在某個特定時間我所

見到和我們行走過的一段。任何事情都會有羅生門效應。這是正常的。 

 

Boat Rides (河船遊覽)船票老人 USD $9 元。船是可載 20 多人的無蓬平底的鐵船

(Barge)。與牛仔片中常見用作河運的載貨船差不了多少。一如上面所說，印象中

的 Boat Rides 也是有點失望。它沒有 Chicago boat tours 乘風破浪那種快感。也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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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酒田最上川、京都保津川的自然。更無槳聲燈影中的秦淮到處都是助人遊興的

歷史和八艷的故事。 

 

對德州來說， Battle of San Jacinto 是一場關鍵性戰爭。Sam Houston 是這場戰爭

總指揮。他只有 800士兵，只用了 18分鐘就戰勝了擁有 1400 兵力的 General Santa 

Anna。並活捉 Santa Anna。Sam Houston 與以上三位所謂英雄不同的最大之處是任

何事都從大處着眼，小處着手之人物。例如要不要殺 Santa Anna？他考慮到當時局

勢，取 Santa Anna 性命容易，但無益於大局。不如放他一條生路。廹他簽降書。承

認德州脫離墨西哥獨立。孤星德克薩斯共和國從此誕生。休士頓市也因他而得名。

Santa Anna 失敗原因很多，專家指出主要是輕敵、譬如 San Jacinto 一役為何要兵分

三路而不是集中兵力？其次是不仁，常聽說，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每勝一

仗必屠城，對手被迫拼死頑抗。不但對自己對敵人造成不必要傷亡，而且違反兵貴

神速之作戰規律。Sam Houston 很可能連聽也未聽過孫子兵法，但他卻是風、林、

火、山兵法之斲輪老手。明知己方處於弱勢。只能打以小勝大之仗。選擇對己方有

利之戰場，掌握何時而戰、何地而戰之主動權。善用攻其不備，出奇制勝之戰術。 

 

Terry Black's BBQ美味好口之好評，錦池、解仁、MCC三位都已着墨不少，就不

多寫了。唯一要補充的就是老馮。這次重聚的總指揮。他能在滿眼皆是 BBQ 的德

州中選出 Terry Black's  BBQ。給大家品嚐到大家讚不絕口的德州美味。老馮是正社

少有的謙謙君子，外看玉樹臨風卻是油淋也不肥的老饕餮。為研究燒烤，居然儍到

騙弟弟倍他去中國燒烤勝地台山古井朝聖。他曾向我提及此行。說很失望，但學了

不少宋御厨燒燒鵝之祕傳。對燒烤肉料選擇、燒烤爐、火侯控制、柴炭挑選和存放

時間等等都深有研究。如果連炳勝黑叉燒、Black's BBQ 也學到手，天下無敵就非

他莫屬了。如何燒，如何烤，就等他直接傳授好了。從組織今次德州重聚可見，馮

君能單打獨斗，又能打群架。單打、雙打、混合雙打、團體賽樣樣皆能。敢擔當又

能與人合作。不自美方為美之典範，毋需打鑼去揾了。那人不在燈火闌珊處，而在

我們的中間。難怪他的名字叫立仁。以大事小之仁、以小事大之智兼備一身。 

 

在機場與大隊分手後，我和老伴再繞回 San Jacinto Battleground Monument。可能

是周日，偌大的廣場，空無一人。少了遊客，少了我們的大隊，世界最高的水泥紀

念碑，更顯得冷清清，空蕩蕩，加上風悲日曛，又是古戰場遺址，風聲就更像鬼哭

神號。回到車上，向新奧爾良進發。經過 Baytown Buc ee's。買了數瓶 Texas Tea 、 

Pulled Pork、BBQ Beef 和 Burritos。真是無巧不成書。又是 10月/4 日買的三件。

買同樣食物，本來沒有什麼不好。敗就敗在 10 月/4 日 MCC 君坐在我後面。不文

明的食相被他見到，後來還告訴我：”你好厲害，快八十了，還能食得落三件”。

真令我無地自容，有口難辯。 這次明知他去了遊河，與我道不相同，還是特別小

心，幾次回頭看清楚，MCC 不在後面才敢斯斯文文细嚼慢咽到肚去。各位，這只

是開自己玩笑，希望能幫助各位在啃這篇長過祖母扎脚布的”骨頭”時，有杯水潤

潤喉，容易點咽下肚去而矣。我從來就是敢露本色的人。冇要怕的。 
 

到了 Lake Charles 才醒起已離開了德州。什麼時候會再回來？不好說。但數日同

遊共處所營造出的記憶，將會是此次重聚最美的一道風景。永遠難忘。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第九十四期通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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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2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八年同學日 

日期: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 

時間: 上午十時半       

地點: 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 (Hong Kong Flower Lounge)    

51 Millbrae Ave., Millbrae, CA    

餐費(預付): 每人四十元 (優惠: 凡培正畢業五十年後的學長每人三十元) 

報名:  九月十二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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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同學日報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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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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助張春煦老師紀念獎學金芳名 

 
58 銳社 - 劉晶釧-$100 

61 善社 - 余光源-$100 

64 協社 - $200-梁宇坤,協社同學 $100-吳慧玲,何偉華,黃維欣,黃雄熙, 

          梁立智/潘恩惠,劉璞/鍾寶寧,何宇登/梁卿 

          $60-蔡芷薇  $50-伍國仰,林樂屏  $20-周寧宇            

65 耀社 - 劉德光-$100  黃耀堂-$50   

66 皓社 - 張均策-$100  林定邦-$200  王瑋瑋暨皓社同學-$500   

67 恆社 - 恆社同學-$201 周榮超/朱樂怡-$101 

68 仁社 - 伍素玲-$100   雷國沛-$100  黃希明/聶聘-$50   

69 昇社 - 寇懷信/勞美妮(勤)-$100 

70 謙社 - 甄伯權/茹名苑-$100  徐立言-$100  陳樹萱-$100 

          馮英偉暨南加州謙社-$200   

73 勤社 - 羅應權-$50  許永懋/李健(捷)-$51  黃德仁/胡婉霞(英)-$100 

76 敏社 - 何名聖/劉穎-$51 戴少琪/蘇學勤(傑)-$51 

77 傑社 - 戚嘉慧-$51  馮小玲/莊錦祥-$200  

78 英社 - 譚淑儀-$100  

洛杉磯培正同學會 - $200 

何仁信老師暨唐蘊儀(協)/唐蘊志(皓) - $100 

潘寶霞老師暨何淑榆(穎) - $150 

桑葉/廖式堯 - $80 

高鋒教會 - $721.40 

 
 

贊助獎學金芳名 
 

1952偉  雷錦滋 $ 100  1954 匡  何榮新 $ 50   1954 匡  常廣原   $ 100   

1962旭  吳靄悌 $ 60  1967 恆  陶  澳 $ 30   1982駿 Alva Chan  $ 20 

 

           贊助通訊芳名 
  

1939 鵬  李兆康 $ 1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 30  1947 虹  鍾淑言  $ 10         

1950 弘  李朝勇 $ 100  1959 光  張環洲     $ 50  1961 善  李威漢  $ 25 

1961 善  許惠翠 $ 25   1961 善  胡劍豪夫婦 $ 20  1962 旭  吳靄悌  $ 20 

1963 真  阮偉榮 $ 30   1964 協  范更生     $ 20  1965 耀  袁慶和  $ 10     

1969 昇  黃錫海 $ 20   1970 謙  陳正康     $ 50  1982 駿 Alva Chan $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