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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 社畢業五十五。五年大聚又 來臨

社長委員共籌劃。同聚慶賀翡翠禧

十三號晚抵香港。專車接送到維景

旅館位在校園旁。出入活動甚方便

翌日旅館附 近行。避免可能 暴亂處

晚上約晤黃維欣。大山飛龍亦同來

感謝飛龍很好客。請眾同學享佳餚

十五日到校友 廳。翠明舉辦說明會

星馬之遊好安排。協社晚宴在唐宮

同學家人共七圍。一團高興齊聊天

晚飯安排好表演。著名指揮石信之

鋼琴大師宋允鵬。多才多藝李振威

連串表 演 甚 精 彩。 卡拉�OK� 做 餘 興

你唱我 和至午夜。依依不捨道晚安

十六日是翡翠禧。協社午餐敘 唐宮

飯後參觀校舍園。個人團體好拍照

加冕大會在禮堂。結束便到博覽館

參加正式大公宴。大堂坐滿三百圍

場面熱鬧夠氣派。各社代表舉社旗

排隊上台做簡介。用餐時間有表演

美妙歌唱甚悅耳。魔術表演夠精彩

散會專車返 旅館。圓滿結束同學日

十 七日稍作 休息。準備明日星 馬遊

閑逛附近女人街。品嚐路邊小食店

各家店員會推銷。每樣貨品都減價

只好買些小禮品。送 給友人做手信

十八日歡喜出遊。� 乘坐專車往機場

團員導遊全齊聚。傍晚即飛抵檳城

到時適逢下大雨。旅途勞頓一整天

飯後回旅館休息。旅館位於海灘邊

翌日晨早自助餐。邊吃邊賞好景色

餐 後赤足行沙灘。熱帶風情棕櫚樹

一望無際海連 天。忘不了魚做午餐

坐三輪車遊市區。小印度飲凍品茶

再往市區看名勝。錫礦 大亨建豪宅

古董家具夠輝煌。貴重首飾及衣物

顯現富豪有氣派。稍後品嚐巧克力

糖果飲品好特別。海鮮晚飯甚美味

卄日早上離檳城。遊覽專車赴怡 保

沿途 遊覽柚子園。品嚐柚子及水果

午餐特色芽菜雞。國仰爕堯慶生日

同學齊唱生日歌。生日蛋 糕同奉上

續遊城中雙峰塔。獨立廣場及皇宮

晚飯品嚐肉骨茶。餐餐佳餚具特色

兼程抵達吉隆坡。住宿旅館喜來登

次日便往馬六甲。參觀古城博物館

荷蘭古城坐遊船。觀望聖保羅教堂

下船後到登天塔。天塔層高四十三

居高鳥瞰市全景。遊罷景點續趕程

晚上抵達新山市。結束馬來西亞遊

卄二號往星加坡。導遊囑行李全攞

社嫂高叫我全裸。你看我望感震驚

出境入境現人龍。可憐社長扣黑房

查詢幾達一小時。團員等到心慌慌

換車前往星加坡。觀看野生水族館

再坐遊船看海灣。參觀紳士大賭場

船型建築在頂樓。尚有露天游泳池

沐浴愛河好浪漫。星城海港夠特色

晚飯吃頓辣椒蟹。道地菜色得品嚐

卄三號續 遊市區。灣邊花園甚漂亮

高空吊橋慢步行。巨型溫室很特色

雲間森林好景緻。花草樹木很怡人

英強夫婦要離隊。改坐郵輪往香港

團隊同敍再趕程。午飯品嚐海南雞

隨後專車往機場。乘坐飛機回香港

結束此次星馬遊。再返維景住兩晚

每日附近閑遊 逛。欣喜碰見張壽玲

她說一直未離港。好意請吃香蛋糕

甜在口中樂在心。香港雖然有暴亂

培正活動無影響。慶幸安度翡翠禧

五年才有一大聚。珍惜此刻相見歡

現今雖來另一災。新冠肺炎散全球

小心謹慎各同學。平安度過此一關

身體心理均平衡。健康快樂為至要

祈願同學多保重。六十週年再同慶。

馬民健

協社翡翠禧隨筆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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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
亞彭用心好鬼早� 年半以前籌備好

財政當然搵溫雞� 最佳秘書人性冇

亞水攪掂餐飲食� 明光濕碎全做到

國焜英強做聯絡� 大頭亞祥收銀佬

溫雞亞彭更兼職� 做埋旅遊俱樂部

飛仔提議開party� 振威同我要做好

開會常在‘新新新’� 嗰度環境鬼咁嘈

眾人大聲提意見� 開完會後聲都冇

應承飛仔口輕輕� Party安排唔易做

一面要個場地好� 又需價錢不太高

卒之搵到The�Fifties� 按金要到好離譜

動亂
所有節目剛排好� 忽然‘送中’事件到

政府人民相對恃� 香港環境離晒譜

亞彭急召籌委會� 翡翠紀念會否冇

外地同學都顧慮� 到底返港好不好

遵光文珠常來電� 結果兩人都冇到

曲嘢猛話唔返去� 後尾比我到得早

決定取消個party� 又怕訂金攞唔到

同佢相量好幾次� 幾乎想�X佢老母

Old�man到底老香港� 教我兩招草裙舞

威逼恐嚇用盡晒� 卒之按金全收到

社讌
振威主持開幕禮� 大家先後齊到步

寶寧壽玲嬌滴滴� 菜心民健無乜老

承聖太座甚斯文� 楊蘇好耐冇見到

曼蕾少玲仍美艷� 美美笑得好giggle

亞水budget冇幾多� 但係社讌都幾豪

我正準備起筷時� 師母北蓮要禱告

亞彭起身講幾句� 提起社費就嚟冇

振威鍾立齊起來� 同話社長不用惱

忠桐飛仔又參與� 好快廿萬就到步

大山送出USB� 紀念Helen離得早

每次想念他倆時� 猶似情侶雙擁抱

信之結他好熟練� 彈來全不用樂譜

允鵬鋼琴音響勁� 但見十指齊飛舞

振威一曲又繞樑� 成熟歌聲更加好

相約六十週年見� 謹祝病痛全都冇

校讌
亞水安排在唐宮� 午飯一頓填飽肚

校讌設在博覧會� 肯定嗰餐冇咁好

飯後回到大禮堂� 加冕典禮仍然早

走返校園縲旋梯� 聽到學弟都幾嘈

再次見到玻璃監� 才感自己已好老

學會照顧眾校友� 安排巴士去上路

協社六席減至四� 因有社友不能到

亞彭談判眾校長� 結果兩圍無計數

社長叫我扯大旗� 我話呢樣唔太好

咁大場面顯不文� 加上我怕做唔到

幾經說明我釋懷� 結果社旗任我舞

上台影張加冕相� 大家完全不老土

食完正想返家時� 亞彭叫我要留步

交帶我同馬民健� 要我兩人寫啲稿

將來回憶翡翠念� 最少有D嘢係度

梁興

協社翡翠禧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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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這篇前言其實是後記。

十一月初回到香港，社長就立刻請飲茶。首先就講了香

港的情況。他說：「若果見到有不對勁的情形，立刻離開！」

我心想：「你估我儍嘅咩！」在美國我不時聽到香港「反送中」

的消息。我在香港讀書之時有見過幾次暴動事件。�記得在十

歲左右有暴動發生，可以在騎樓看到，媽媽不准我看，第二

天街上已經佈滿警察。又記得在香港讀大學時有一次暴動，

我和一個女同學因事開會，會後已經晚上九時左右，我叫的

士送了她回家，然後原的士回家。我住彌敦道，司機說只可

送你到橫街，你可以行幾步路就到了，回到家𥚃已是十點多。

媽媽問長問短，只得照實回答。我十一月尾回到美國，媽媽

仍是一樣問長問短！不過沒有告訢她我看到了理工校舍的戰

役，不然她又多擔心一些時了。

社長要我寫一篇關於這次五十五週年旅遊的文章登上培

正同學通訊。我心想：「慘了！差不多十年沒有寫文章。每次

旅行都是一樣，拿上次寫的，換過時間地點就算啦！」社長

又話：「我們要支持同學會，同學會時時都幫助我們協社！」

以前我參加這些節目，只是跟著前面的人上台下台，不知道

同學會為我們做了甚麼事。今次就小心看看，不單是安排節

目，大巴士接送，有些事應該是協社自己做的，同學會都幫忙

了。所以這篇文不能不寫。我今天也要再說一句：「多謝香港

培正同學會辦事處幫助我們！」

另一方面我也要向各位同學道歉。我覺得現在作文實在

困難很多。十年前寫的時候，很多時都是一氣呵成。現在反

復思考，都想不出有趣的故事或好的句子！可能新冠病毒對

腦袋有影響，實際上是我懶慣了，請多見諒！

游張家界
這次我們旅行的主要目的地是張家界。我們一行近四十

人乘坐高鐵從九龍到長沙。坐高鐵似乎跟坐地鐵差不多，雖

然比地鐵快得多，但感覺上似乎沒有分別！然後轉坐兩輛大

巴士往湖南的常德再向西到張家界。

這一天乘車到山上。沿山路漫行三步一彎，五步一景。

仰視蒼松挺拔，是日已是深秋仍是青葱繁茂，想夏日時可能

濃蔭蔽日。遙望層巒疊嶂，奇峰錯列，蒼莾壯闊。俯瞰萬丈

深谷，群峰若柱，峭崖雄峙。更有古藤倒掛，猿猴攀躍。我

就在這裡短短的介紹一兩個景點。

最有名氣的景點本來叫做南天一柱又名為乾坤柱。

最近因傳媒報道最賣座的電影「Avatar」中有「Hallelujah�

Mountains」源出於張家界景色，故改名為「哈利路亞山」。有

詩曰：

乾坤一柱拔地起，刀削四壁冠南天；

為何改上洋名字，莫非中文不值錢？

離乾坤柱不遠有「天下第一橋」。是一天然石橋，橫跨兩

山峰之上。此石橋寛十餘呎，長愈百呎，落差愈千呎，為世界

之冠。有詩曰：

插雲雙峰步卻卻，十丈石橋天磨啄；

上見蒼松迎鷲鵰，下有千呎谷如削。

張家界景點不單是山峰石柱，亦有美麗的湖泊和溪流。

我們到寶峰湖乘搭游船。兩岸都是綠油油的山野，湖水清

平如鏡，更有少許雲霧，景色極為幽雅。湖邊建造了幾座土

家房子，有土家女子為我們唱山歌。正是燕語鶯啼，娓娓動

聽。我們同學中有從威州來的歌皇李振威歌癮即起！走出船

頭回敬一曲「'O�Sole�Mio」聲振林木，響遏行雲。土家女子又

出來再唱一首山歌。有詩曰：

威州大叔多能耐，一心一意來求愛；

雖有停雲響亮聲，難得美人青眼待。

這是一個小故事，雖然真有其事，但是加了油鹽醬醋。

所以不便指名道姓！

美景當前武陵源，繞峰鳥道路蜿蜿（音冤，彎曲也）；

眼看峰巒嘗糕點，少婦數人訴寒暄（音圈，暖也）。

悟空有後小猢猻，藤蔓樹椏好掛懸；

不愛水簾與花果，只求美女及果糰。

猢猻閒坐樹叢中，忽聞美語音玲瓏；

㩳身四望聲何在，眼發青光心鼕鼕。

弓腰一跳三起落，攀衣拉袋見米通；

搶得美點忘淑女，谷中深處無影蹤。

來到張家界，發現這裡無論什麼菜色都以辣椒來調味，

而且用最辣的指天椒。不知是因為接近四川還是地方潮濕，

這𥚃的人都愛很辣的菜色。我想這裡的㕑房可能沒有普通的

劉國焜

協社離校五十五週年旅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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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味品！偶然有一碟少辣的，都給我們立即食清光。幸而每

餐都有水果，絕對不辣！有詩曰：

湘西美食多辛辣，入口難分香與餲

（音壓，粵拼�aat3,�肉腐臭味）；

土家乾鍋痺齒脣，未到肚腸舌已歺

（粵拼�ngaat6,�殘骨也）！

我們這一次旅程有一個領隊及兩個導遊。每到一個地

方一個先行、一個殿後、領隊中軍。每處解釋景點特色，

招呼周到。一個導遊名婷婷，另一個單名念，領隊英文名字

Toto。故有詩曰：

婷婷玉立散花女，念念不忘迷魂臺；

湘西勝地張家界，滔滔不絕導遊才。

（註：張家界有景點叫「仙女散花」和「迷魂臺」。）

回程香港那天因為「反送中」很多公共交通都停頓了。很

多謝領隊不停打電話找尋交通情況及安排行程！

幾個謎語
離校已有五十五年。我們都是古來稀啦！我們這年紀多

少都有一些疾病。小病有藥物控制，吃幾粒藥丸就幾乎是常

人一樣。最可怕的是老人癡呆症，聽說常使用腦袋會減輕這

疾病，所以有空之時就要想辨法使用腦筋。�旅遊之時常有

空，例如坐車坐飛機都有空檔。我的一個方法是作謎語。和

同學旅行時，我可以看着一個同學，作一個謎語要答案是這

個同學的名字。例如第一條（不是我作的），是我們一個同學

的花名「海陸空」。雖知海有魚，陸有獸和空中有禽。於是這

題目的答案就是「魚獸禽」的同音字。

很多個都在旅途中作的，有些回家後補上。除了三幾個

之外都用同音字的。我寫這些謎語是為了動動腦筋，絕無嘲

諷之意。

射同學姓名的
1.	 海陸空
2.	 檳城詩人
3.	 如是，則無春秋戰國
4.	 主治小兒口瘡
5.	 並不因你

射同學配偶姓名的
6.	 不設防國家
7.	 很好的博物館

射同學名字（不包括姓）
8.	 積蓄第一
9.	 執笠
10.	前路無幾
11.	酒都飲哂啦
12.	元朝散曲
13.	平常人服飾
14.	慈母之光
15.	何彼穠矣

謎底

1. 余秀琴（魚獸禽）
2. 馬民健（馬文健）
3. 周英強（周應強）
4. 楊蘇（羊鬚）
5. 吳慧君（唔為君）
6. 任恆君 （任行軍）陳少玲夫婿
7. 陳德全（陳得全）譚北蓮夫婿
8. (彭)守柱 （首貯）
9. (廖)芷瑩 （止營）
10. (徐)敬熙 （徑稀）
11. (許)遵光 （樽光）
12. (梅)小令
13. (鄭)文莊 （民裝）
14. (黃)耀萱（萱、母親也）
15. (胡)棣華 （詩經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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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翡翠禧長沙張家界鳳凰城珠三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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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翡翠禧於培正同學日及培正130周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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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學日

協社翡翠禧星加坡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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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社翡翠禧馬來西亞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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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同學日

協社翡翠禧晚宴及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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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九日是三藩市灣區同學日的好日子，是協社離校�55週年的翡翠禧，地

點是眾所歡迎的Millbrae�香港香滿樓海鮮酒家。我社是素來出席人數最高

的級社之一，剛巧今年這周未有很多同學回香港母校參加130�週年校慶盛會，但仍

有這群忠堅份子（鐵桿粉絲）：黄雄熙及社嫂Amy、范更生及社嫂Dora、梁卿、何

宇登、周亞美、吳慧君、廖芷瑩、李曉篷，還有住在South�Carolina�州的周英强

及社嫂Pauline�特意在回港前趕來參加我們的慶會，可惜梁汝坤因病缺席。

光社鑽禧慶典之後，由孫必興學長為我們翡翠禧的九位同學掛牌。在午餐期

間我們這班粉絲一邊欣賞豐富可口的美食，一邊滔滔不絕地交流玩孫之樂、旅游

經歷、退休後計劃�downsizing�等。席中還有抽獎節目，當我們得悉幸運兒吳慧

君贏得的獎品是社嫂Dora�精心特製的核桃撻，我們立即要求她全部交出來“共

產”，共享超級甜品。席後我們還是依依不捨，“�雞啄唔斷”，大家都很珍惜相聚

的時光。

廖芷瑩

協社翡翠禧

後排左起: 黄雄熙、周英強、李曉篷、何宇登、范更生
前排左起: 吳慧君、周亞美、梁卿、廖芷瑩



37

2019同學日

年初時與戚會長飲茶，她告訴我要預留11月9日，因為是培正同學日，更加是

榮社離校40�年的慶典。我當時問她，有多少人出席，她告訴我應該是我去

找同學參加的，可惜我來美以後，沒有太熱衷找尋舊同學，所以心想今年一定只有

我一夫當關了。�但到了同學日那天，沒想到另外有五位榮社同學出現，心中既是興

奮，亦很激動。我們榮社是今年最後一屆慶祝的，我們六人雖然在校時不算太熟

悉，�但這麼多年以來可以在海外碰到自己社的校友，卻一點不陌生。慶典儀式簡單

而隆重，�我們幾個走到舞台，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副會長為我們掛牌，�然後合照留

念。身上掛著這個離校四十年換來的紀念品，慨嘆時光飛逝，真想時光倒流回到

培正讀書的年代，�多謝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給我們幾個平常很少聯絡的同學有機會

走在一起，深感友誼珍貴，期望五年後離校45�年的聚會。

戚宗棠

榮社離校四十年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