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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奮之餘更多的是期望
              林鼎【1960正社】
─2012年『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之籌備經過和當日簡記     
                                             
『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日』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諸多活動中的一項。
誕生於去年八月。性質是以乒乓球形式紀念梁錦琪同學對乒球的熱愛和藉
此活動來聯絡校友。活動經費全部由梁錦琪夫人捐贈給同學會的基金支
付。今年8月4日下午一時至五時在去年同一地點─Burlingame市半島乒兵
球會舉行第二届。該日設有乒球指導班和專業用的乒球設備供校友練習、
場外有寬敞的前廳可用作茶聚、同學會提供適量茶點、停車免費。

第二年的籌備工作，一般來說，本應是二仔底死跟便是了。但事實並
不如此。其過程比想像中複雜很多。原因去年創辦此活動時，據必興和國
謀兩位學長說，時間十分倉促。能及時完成播下種子的工作已甚感欣慰。
至於固本培元，理順氣血和壯根茂葉的工作，不是沒有考慮，只是時間急
迫，只好留給下届了。可惜起初我們沒有想到這些，一心以為只是協助同
學會舉辦一場比賽就萬事大吉了。所以把整個活動按友誼賽形式設計。到
了7/28日同學會的『夏季野餐』前一星期，離比賽日期只兩星期左右。報
名人數只有田鈞祥夫婦時，大家才醒悟過來。問題不是在比賽這個框框內
再舉辦什麼形式的比賽，而是怎樣打破這個框框，讓整個紀念活動的內容
更多樣化、更有賣點、更能結合校友會目前的實際情况。還好不是到了什
麼都不能做的地步。以下就是國謀兄提出的救亡計劃。他說：主要把握『
夏季野餐』這個最後宣傳和拉人的機會。步驟如下：
【1】 立即改寫七十八期通訊上按比賽形式設計之通告，把通告內容從强
調比賽改為聚會第一，比賽第二。
【2】   把改寫內容後之通告以電郵寄給校友。
【3】 把傳單印一百份，在『夏季野餐』時發出。並採取人釘人戰術，當
場遊說，當場登記報名。
【4】   最後一招，他說：〝成功最好，不成功便收檔〞。

原則、也可以容納其他不同形式的活動同時舉行。這一改，不但內容多樣
化了。對組織和宣傳工作來說，也起到了很大的積極作用，起碼無須背負
着比賽之名像西齊弗推石上山（Sisyphus boulder）一樣徒勞無功。
在一個中小型規模的活動上，火頭點得太多便分散力量，瓣瓣都做不
好。而且比賽是有它自己運行的規律。比賽時間表、各人参賽項目多少、
球枱的佔用率、比賽項目（Events）、比賽格式（Formats）和報名人數的
多少都有着密切相互影响的關係的。基於上述理由，我們可看到在一場比
賽裏面，可變困素是非常多的，若不是賽前已有足够資料掌控在手，做好
賽程進行時的各種安排，等到比賽開始才動工，這與倒瀉籮蟹毫無分別。
還有，近十多年來乒球規則朝令夕改，同學如果不是經常参加乒球活動，
很可能連發球、計分和球拍規格‥‥等規則都不清楚。在這樣的情况下，
舉行比賽是有困難的。
在這次籌備的過程中，為了比賽，就常常有順得哥情失嫂意，顧此失彼
的感覺。7/28日前，時間大多是化在準備比賽的工作上。7/28日後，報名
人數多了一位William Yuen，總共三人，明知已判了比賽的死刑了，但比
賽與否的决定，仍在猶豫不决中。如果連負責該日活動的工作者，胸中都
沒有一個清楚的方向、一張清楚的藍圖，工作應如何編排與推展？叫参與
者如何去理觧舉辦者的意圖？這是非常非常值得檢討的。會長辛辛苦苦準
備了獎杯，也請了梁夫人來頒獎，後來因不想中斷同學的興頭（事實上要
打比賽的同學也不多），故此取消了比賽而沒有頒獎，誤導了要打比賽的
同學，麻煩了會長，也勞動了梁夫人。就是例證之一。國謀兄準備好的乒
乓底板禮品（梁錦琪學長生前愛用的球拍)和頗有懷素風格書法家寫的『老
少咸宜』橫額（由Tom Li提供），也只是驚鴻一瞥似出現了一陣子。這是
例證之二。

從這次報名人數來看，起碼說明了『友誼賽』這塊招牌的招徠力是不够
的。在打比賽的客觀條件仍未成熟之前，給它改一個『專門店』之類的名
稱，就等於對想買百貨的客人耍手夾擰頭了。為了對同學表示倒履相迎，
所以我們把原來的名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紀念梁錦琪學長乒乓球友誼
賽』。的『友誼賽』三字删掉，給它一個類似百貨公司之名稱──『乒乓
球日』。 這個名稱， 既不抵觸以乒球活動紀念梁錦琪學長對乒乓球熱愛的

國謀兄的三板斧，招式不多但非常管用。連最後一招都未使出，整個『
乒乓球日』的任督穴都被打通了。是日也，大家懷着比賽也好、不比賽也
無關係的心情参加了此次盛會。愛打球的打球，喜歡聚舊的聚舊。沒有固
定枱號和座位，自由自在，不受時間限制。手摸茶杯底、餓了有义燒包疍
撻，享受着戚嘉慧會長為大家準備好的茶水點心。在一個空爽又cozy的空
間，大家隨着興趣而組合。可以圍枱談美食；可以坐在梯階上聊養生、交
換園藝、旅行心得。可以下棋、打橋牌、可以濶論攝影音响噐材的發燒經
驗‥‥‥。方翹楚、梁立智、梁錦濤等幾位攝影器材愛好者，就是這樣站
着，發燒了不知多少時間。可惜最終的結論仍無法出爐。究竟那個鏡頭清
晰度高又不harsh？那個儍瓜機較輕便而又具有單反的性能？軟件那個易用
而功能又多？真希望他們的 Ferrari 和 Lamborghini 既能在跑道上賽又可以
充作運輸工具呀！據悉續集快將上演，準備再約時間繼續發燒。總之隨興
而為。倘若喜歡到室外舒筋活胳的，還可以結隊到附近波光粼粼的SF Bay
堤岸散步，飽餐日麗風和之秀色，變換一下肺中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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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寫後，他解釋該日活動內容時說：We wish to emphasize that this 〝
tournament 〞is really a gathering of friends and families for a〝fun day
with a ping pong theme〞。我認為這是最清楚又非常結合目前校友會實際
情况的詮釋。不但提出了補救之靈藥也為活動指出了以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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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日之情形，相信沒有人去準確地統計。粗略地算，大概参加人數是四
十人，從場內場外之容量看，40-48應是最理想之數。去年50年代畢業的
校友佔多數。今年60─70年代末期畢業的也來了不少。如果10年算是校友
會的一代，今年已是三代同堂了。参與者的年齡如果繼續逐年向下推移，
五、六代同堂之夢也許會變成真的。去年租用四張球枱，不時出現僧多粥
少之現象。有見及此，今年多租了兩張。全部包下半島乒乓球會六張球
枱，結果也是人滿枱滿。連場外也到處彌漫着〝馬騮頭〞的氣氛。
事後從同學寄來的email和電話的訪談中可以知道反應是很不錯的。在
此先要感謝方翹楚和梁立智兩位〝疾如風、掠如火〞的處事風格。若不
是兩位翌日就把拍攝的照片和YouTube上載，寄發給参加或沒有参加者分
享，大概是很難知道同學還未冷靜下來的真情反應。當然還要感謝Paul
Chin這位大內總管，裏裏外外事無大小，都幫忙管理得有條有理。最難得
的是他能感受到場內外氣氛的去向，審時度勢地作出對校友與球友有理、
有利、有節之决定。今次唯一沒有完成任務的是大家忙於打球和暢聚，忘
記了殲滅全部準備好的茶點。辜負了會長一番心意。最後借此提醒各位，
如果發現自己患了報名恐懼症〝Sign up phobia〞，請上網查找一下有沒有
專醫此病的大夫，診治診治。
兩年了，『乒乓球日』這個校友會的小成員已經兩歲，已是離開了四條
腿爬行的〝嬰兒〞階段，進入了能站起來以兩條腿走路的中午階段。看着
它成長，興奮之餘更多的是對它的期望。希望它在成長中不斷充實和完善
自己。乒乓球既能改變中美蘇三國間力量之平衡。『乒乓球日』是否也可
以像校友會其他活動一樣成為支撑着同學會這座殿堂的不可少之支柱？這
就要看大家以後對它所給予的支持和它在校友會這片土地上能否吸取到養
分了。

孫必勝巨著面世         

劉粵琛(忠)

5月26日，灣區忠社同學在南灣午餐後前往薛又梅府上一聚，同時有機會
聽到從中山市到訪的孫必勝同學談及他最近完成的巨著《孫眉 – 我的曾祖父》。
孫兄簡述他曾祖父(廣東人稱太公) 孫眉一生的重要故事，並提及他寫這本書各樣
動機的因素，包括希望繼續保留家史傳給後人。現將必勝同學的錄音節錄如下：
最近幾年大陸變化很大，經濟發展現代化的結果引起了很多社會及家庭問
題，成為當局的隱憂。 政府一向著重宣傳社會主義及共產黨歷史， 統戰部致力搞
思想問題， 常感缺乏代表性象徵性人物。 孫中山在革命的貢獻和地位對中國近代
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 而年青的一輩對這段歷史沒有認識。 孫中山的曾孫居住羅
省，甚至連中文都不懂，真是非常可惜。
我父親和伯父去世之後，留下許多衣服，書籍，史料，照片。本人在五、
六年前開始加以整理，發覺這些東西甚有價值，應該留下給後代提供資料作為研
究之用，中山市政府知道之後，極力支持鼓勵，建議本人寫書，並通力協助。
孫中山的哥哥，即是我的太公孫眉，十五歲時因為家窮，衣食無著，開始
替人打工。主人姓程，是美國夏威夷華僑，在美國賺了大錢成為富翁衣錦還鄉。
我太公知道之後，乃決定離開故鄉，並於十七歲踏上去夏威夷之旅程，數年後生
活安定了乃接孫中山過去讀書學習西方文化。
孫中山自少聰明，讀書勤力，每試皆名列前茅。後來因為信了基督教，與
我太公意見不合，兄弟爭執起來。孫中山因此離開了夏威夷去了香港。如果他仍
然留在美國，說不定他會入讀哈佛或耶魯大學，成為一名律師。孫中山在香港完
成中學，醫學院學業，成為了醫生。其間與陳少白等人交遊萌生了革命思想。
我太公孫眉初來夏威夷，替人打工，每月工資為十五元，後來向茂宜政府
租地做農場，其後倡辦移民事務所，招募華人來美做工，又買賣地產，賺到了第
一桶金。
當時清廷腐敗，鴉片戰爭失敗，遭受列強欺負。許多華僑有了革命思想。
我太公於1884年資助革命自己出資2,000美元，總共籌到6,000美元寄返中國。他又
協助籌劃興中會聯絡華僑成立第一個革命組織。他曾經被香港政府捉拿差點被遞
解回國斬首。結果被驅逐出境。根據國民黨史料，我太公一生為革命捐款700,000
元美金，今值大約七億之多。美國於1890年排華成為法律，華僑受白人排擠，我
太公卒之在1906年宣佈破產。
破產後我太公返回中國，亦曾參加革命行動，活躍於馬來西亞和越南，負
責中國西部包括廣東和廣西的革命活動。
本人四年以來整理家族歷史，東奔西跑，又參加孫中山研討會，被邀出
席講座無數，尤以紀念孫中山革命一百週年研討會最為盛大，出席人數有數百之
多，每會皆以孫中山為例，講論修身，孝道，博愛。
現今中國大陸，表面發展良好，但一切金錢至上，一切以錢為主，對中國
傳統文化摧毀殆盡， 個人主義盛行， 缺乏社會和諧。 本人撰寫此書，以個人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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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完成，並翻譯為英文，希望於文化復興，影響社會人生，有所貢獻。寫書目
的不在出售而以贈送為本，只印三千份，已送出一千份。一般評論甚佳，感到所
花時間，努力，沒有白費。中央電視有意拍攝電視及電影，以後再談。

2012年8月11日早餐會﹐三藩市同學會職員和我

今日的中山已經成為一座高科技重鎮，致力發展風力發電，製藥，醫務研
究等等。因此沒有受到重工業帶來的環境破壞，污染等災害。是為一個旅遊的好
地方。歡迎大家到來參觀探視，請與本人聯絡，手提機號碼為：86-135-4992-0494

近日﹐ 美國大部份地區都火熱﹐ 三藩市得天獨厚華氏60-80度﹐ 清晨
和晚間也要加薄外衣﹐ 硅谷在附近﹐ 名牌大學多﹐ 中產也最多﹐ Mark
Zuckerberg Facebook 總部在1601 California Ave﹐Union Square﹐附近商店
Macy﹐ Bloomingdale and Nordstrom﹐ 美式飲食連鎖店Cheesecake Factorygood tips good service﹐坐cable car 排蛇餅﹐ Pier 39 Fisherman’s Wharf﹐1937
年建造金門大橋﹐The Olympic Golf Club﹐串到買紀念品都要找會員付
費﹐隔鄰Harding Park Golf Club﹐public course﹐ more friendly﹐算能代表
美國富裕的縮影。

        悉尼培正同學會會長徐兆敏

Apple Inc. 市值US$623.5 billions﹐今天位居世界榜首企業﹐十年前想
應該是Microsoft﹐今日 街上有人向你問路﹐ Where is the Apple Store?  你要
想清楚﹐是賣真萍果﹐還是iPhone。  

夏日炎炎正好「面」           

  田鈞祥(勤)

七月卄一日我和太太與會長戚嘉慧參加Sacramento培正同學會在公園舉辦的夏
季聯歡會，雖然烈日當空，參與者熱情卻不減。大家安坐在可容納五，六十人的
涼亭下，互相問候，繼而閒話家常，不時等傳出歡笑聲，好不熱鬧!
羅根合會長興高彩烈下，向我展示他在東山培正勇奪舉重第二名的照片，祇見
他身裁豐碩，肌肉結實，英俊瀟洒! 他除了致歡迎詞，報告會務亦呼籲大家慷慨解
囊， 贊助現任培正中學校長葉賜天(我社) 創辦的培正大專各項事宜。
副會長胡婉霞(我社黃德仁的夫
人)記憶非凡，逐一題名歡迎到會
者。她的子女又多才多藝，長袖善
舞。今趟他們兩個表演中國趬趬(yoyo)(見圖)，祇見他們倆手左右拉動
繩索，趬趬就沿線上下滾動，他們
又技巧地拋高趬趬又穩定地用繩接
下，高難度的是互拋趬趬於高空，
然后相對轉身接對方的趬趬，在大
熱天下有如此功夫， 實在了得! 難怪
大家都拍掌叫好 !
我們又要謝謝譚淑儀同學身兼書記，財政，還與她夫婿Wayne為大家訂購，運
送豐富可口的食物及冰涼飲料，以致我們口福非淺，享受匪益! 在綠草如茵，翠樹
影蔭下，思念譚同學的年老母親鄺翠巧女士及朱遜元，鄧世修及雷錦濃先賢們的
卓見及貢獻。我們每年夏季都能免費享此佳宴，培養感情，促進友誼，不能不欽
佩他們的紅藍精神及提拔後俊而向他們致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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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戚會長相約早上10時﹐在酒店大堂見﹐早十分鐘走 Sir Francis Drake
大堂﹐ 戚會長已安坐大堂中﹐ 並帶來之前我在美國郵購的鋰電池﹐ 在此
再多謝一次會長﹐真的仔細和關心﹐知道我們一行五人﹐需要手機保持聯
絡﹐ 借出她雙親手機和電話卡予我﹐令我未來三星期美國之行方便很多﹐
連回寄的UPS大信封也預備好﹐太捧了。
今天的聚會﹐ 希望兩地同學會多交流和溝通﹐ 也為2015年10月世
界培正同學日﹐ 在悉尼舉行﹐ 打下根基﹐ 南半球四會聯辦(Auckland﹐
Canberra﹐Melbourne and Sydney)﹐得來不易﹐我們不是要掌聲﹐祇望母
校校刊內容更壯觀﹐除學術﹐體育出眾話題外﹐校友們對母校愛戴之情永
在﹐亦顯示培正傳統紅藍精神獨特之處。
周榮超﹐周朱樂怡學長﹐已先在Chancellor Hotel餐廳長枱坐下﹐大家
輕鬆寒喧﹐ 候其他職員們﹐ 他們送上自家帶來的咖啡﹐ 原來是咖啡和坐
遊輪發燒友﹐送上牙買加藍山咖啡一杯﹐談咖啡酸度﹐aroma﹐如何飲咖
啡才健康﹐ 他們愛坐Princess﹐ 一坐十多年﹐ 想應該半價便可參加世界各
Princess航線﹐ 他們提問紐澳遊船會經過的埠﹐ 雖然2014年中﹐ 船公司才
登出﹐但也大同小異。我們大會又多了兩位貴賓﹐孫必興前會長和鄭國輝
學長也上座了﹐輝社人才輩出﹐有崔琦等﹐孫家的兒孫輩回憶錄出版﹐也
談到另一位培正老大哥簡耀南﹐大家也不知他身在何方﹐兩位給張啟慎老
師﹐ 提名多年﹐ 好似天龍八部“ 北喬峯﹐ 南慕容” 齊名。 鄭學長則多往
中國內地旅遊﹐寫了不少遊記文章﹐最新的一篇見174期﹐84頁﹐小弟前
年才遊“ 絲綢之路-北疆線” ﹐ 鄭學長21年前已到過蘭州﹐ 但是從英國倫
敦出發﹐那是探險家的行程﹐佩服佩服﹐好看過老殘遊記。
跟隨其後的是趙善強學長﹐打著紅藍呔﹐人和藹﹐又親切﹐悉尼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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