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倫多同學會麻雀大賽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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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敏社 戴少琪

今年６月23日起程到多倫多參加朋友兒子婚宴，受到敏社和傑社
同學熱誠招待，與多年不見的同學聚會懷舊，非常開心， 超興奮!
怎料人未到多倫多，就有熱心捐友幫我報名參加一年一度的培正聯
誼麻雀大賽。
６月27日十一時帶着陪打的心情到達君臨天下酒樓。入到會場
感到嘩然，原來有44人參加，還有多位同學負責場務工作，非常專
業。十一圍枱，大螢幕顯示所有参賽者名字，坐那張枱，東南西北
位，全電腦操作，自己對號入座。超高科技!
比賽開始，共分四個回合。頭兩個回合是分組賽，結果分成上線
和下線，經過頭兩個回合大戰，我勉强入到上線。中場休息，有點
心茶水招待。最後兩回合，將决定本年度的麻雀皇（后）。非常幸
運，跟着的兩場我都有贏。但未到宣佈，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戰果
如何。打完最後兩場，大家先享受豐富的晚宴，而工作的同學開始
計算賽果。當宣佈第二名的結果時，我才知我掂啦! 我贏的番數比
第二名多，非常幸運取得全場總冠軍和培正獎盃，另有獎金加幣一
百元!
敏社同學關伯雄的母親，獲獎狀「九五之尊」（95歲），每年
暑期都從香港來多倫多探親，八年來從未缺席，心境年輕，腦筋靈
活，我已成為關媽媽的忠實Fans。
各位灣區的校友若會在暑假到多倫多，不妨參加這聯歡聚會，有
興趣者可以與我聯絡925-548-1832。

左:莫詠嫻(傑社）戴少琪 林翠微(敏社） 左:關媽媽 林翠微 關伯雄太太
徐偉達(林翠微夫婿) 社長劉永安(英社）
戴少琪 關伯雄(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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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2015年度聯歡晚宴 楊東權 1954年 匡社
							
2015年七月十二日下午五時在加省省會沙加緬度市麗寶樓酒家，舉行了
今年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聯歡晚宴。這次晚宴雖較往年的春宴遲了近一個
半月，但沙加緬度地區的培正同學及親友們仍然興高彩烈的參加。
由於羅根合會長出外旅遊，由副會長胡婉霞同學(培正1978年英社)主持
並致歡迎辭。她提到羅根合會長多年來為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作出了很大
的貢獻，並為其因旅遊在外而缺席而感遺憾，接著她宣佈今晚要派發選
票，進行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2015年度新職員選舉以及更新各位同學的地
址、電話及電郵，以便加強同學們之間的來往。她特別感謝歡迎三藩市培
正同學會戚嘉慧會長專程由灣區來到沙加緬度參加晚宴祝賀，並介紹了各
宴席的來賓後，由黃開旺同學(培正1957年輝社)領唱培正校歌，大家以高
昂的歌聲表達了對培正母校熱愛的心聲。楊東權同學(培正1954年匡社) 為
聯歡晚宴領禱，他在禱告前提到了在125年前基督教浸信會三位信徒發起
在廣州創立了培正書院，在神的保佑下，發展擴大到在省、港、澳三地都
有培正學校，為世界、國家、社會培育了大量人材及精英。當年創立培正
的三位中一位姓李的弟兄的最小的兒子，年近90歲在加省大學Davis醫療
中心退休後，仍然住在沙加緬度附近的Davis，百年後的今天，培正同學
會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結果，這見證了神的偉大和奇妙作為。接著他提出
要懷念在去年逝世的前會長曾翠巧及黃源釗同學，簡要地介紹了2014年五
月六日享年96歲的曾翠巧學長的生平，她是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的元老之
一，1926年入讀培正中小學，成為基督徒後，在學校戲劇會及田徑隊非常
活躍，曾榮穫標槍及鐵餅全港冠軍。她多年來為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出錢
出力，貢獻不少，神一直賜福給她及她的親屬家人，得到了各位同學的尊
敬。
晚六時半宴食開始，各宴席同學及親友高高興興地享用實惠健康的酒菜
美食，席間暢談各人近況，並收集選票及地址更新表，大家都表達要互相
增強聯系的心意。副會長胡婉霞同學宣佈選舉結果及新職員名單如下：
會長		
楊東權(培正1954年匡社)
副會長		
周達堯(培正1968年昇社)
財政/文書
譚淑儀(培正1978年英社)
康樂		
胡婉霞(培正1978年英社)
			
張杏超
顧問		
黃開旺(培正1957年輝社)
			
羅根合(培正1954年匡社)
同學們都報以熱烈掌聲，贊成祝賀各位新職員，然後全體培正同學及新
職員歡笑地合影留念(見下附圖)。
接著是豐富的獎品抽獎活動，同學們都帶來了各式各樣的禮品，差不多
人人都穫得一份禮品帶回家中，最後由黃開旺同學及新任會長楊東權同學
共同領唱培正校旗歌後，愉快地散會結束了聯歡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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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省省會培正同學會2015年度新職員和參加宴會的培正同學合影照
後排左起第七人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戚嘉慧會長，第四人是康樂張杏超，第九人
是財務兼文書譚淑儀。前排坐者右起第三人是副會長周達堯，第四人是會長楊東
權，第六人是顧問黃開旺，第九人是康樂胡婉霞。

哈佛講座教授丘成桐：我為何不做港大校長
2012年05月06日蘋果日報記者冼麗婷訪問丘成桐(1966 年皓社)
丘成桐這個人精采。
影響世界純數學研究流向四十多年的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剛滿63歲，祖籍梅
州蕉嶺縣。五十多年前，家住沙田下禾輋山腰龍鳳台六號兩層高石屋。
為紀念父親丘鎮英100歲冥壽，上周末，他回港在教育城主講〈那些年，父
親教導我的日子〉。山居歲月，也是數學家做學問的根源。
翌日，記者跟丘成桐上山訪舊居。走上沙田下禾輋天橋，拐過龍華酒店，
轉右行過一間古老村屋，穿插一兩個彎角，說話直率到位的數學權威，回
家老路，上小斜，健步如飛。
樣子似父親的丘成桐，臉上淺淺汗珠。昔日山野小孩只有60磅，現在呢？
「太重，講出來沒意思。」他很投入講解舊日左鄰右里，左手邊姓溫的那
戶人家，啡黃圖案磚屋基本樣貌還在，當年依山面海，晨早有漁民引魚鼓
聲。
一家十口住地下一單位，後門養雞。門前白蘭樹與鐵圍網上的炮仗花，奔
跑上岩頂看漫山花海，都不復來。錢穆、唐君毅及學生輩陳耀南等人，不
時來跟父親論學聽學。丘成桐在旁斟茶，也聽幾句書話。對下近北山坡，
是黃賡武父親住的江夏台，「江夏」即黃姓意思，大宅仍然存在。
轉眼半世紀，丘家老屋已拆掉，改建三層，業權由鄰居溫氏擁有。舊時生
活埋在心裏，作為中文大學數學研究所所長，丘成桐構想實際，「本想把
舊居那幢屋子買回來，好讓來訪學者交流時住這裏，不用入住昂貴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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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外國人對行走這種小山坡路段，不看是問題。舉頭可望穗禾苑的三
層石屋，依山面公屋、私樓，卻賣得出奇昂貴，「約七年前，我想向他買
回來，他開價六、七百萬，太貴，沒買下。現在，聽說要一千二百萬。」
道理各有各說，現實放在眼前。香港平民區域三層高簡單石屋開價一千二
百萬，美國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在哈佛附近有物業，在香港買屋，他說：
「買不起。」中大崇基書院1954年由丘鎮英與凌道揚向馬料水農夫買地建
成的。丘成桐後來入讀數學系，跳班一年，1969年畢業。他22歲在美國柏
克萊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首先於普林斯頓大學任教，不時見到精神出問
題的約翰．納殊（John Nash）在校內盤行思考。後來在史丹福大學任教之
時，與現時恒隆地產主席陳啟宗的太太是鄰居，兩對夫婦成為知交，中大
恒隆數學獎培育具數學天份的中學生，與此有淵源。不過，丘成桐早就認
定搞科學與搞地產的概念是相反的，被地產商包圍的特首不會有前途。「
香港已走到畸形境地，我好失望，大家只想做金融、地產，用最快方法賺
錢。」

嘆政治干預學術
陳啟宗是挺梁振英的，丘成桐並不因此與新特首陣營有關係，「我不熟識
梁振英，但我希望他會扭轉局勢」。對政府與有錢人，他一概不客氣，認
為香港沒有好好培育學術科研，最終只會變成一個附庸城市，「政府不開
放，私人捐獻者沒胸襟」。就是李嘉誠，他一樣有意見：「 Stanford（史
丹福）當年被人說刻薄成家，結果他把所有身家捐出來建大學，成就百年
老校，是件偉大的事情。畢菲特及蓋茨願意捐出大部份身家，值得佩服。
香港有錢人願不願意這樣做，值得懷疑。李嘉誠的財力身家全捐出，足
以建立世界或中國偉大學府之一，但我估計他不會這樣做。若他捐全部財
產，將會千載留名。有錢人不願做這種事情，我惋惜。中國真有能力去思
考偉大學術事業，仍然相差甚遠。」他父親畢業於陳嘉庚捐獻建成的廈門
大學，曾任教早期崇基書院。
丘成桐說話時帶嘲諷，要有高度幽默感才能體會他的心腸。他批評，不專
挑有權有勢有錢人。對學生，他既愛教導，也一樣會教訓。他認為香港的
大學生，議論政治太多，忘卻學術本份，就要反思，「北大出名五四運
動，但北大不是因為五四而存在，是因為做學問而存在。離開了做學問的
精神，它再不是最高學府。哈佛值得我們驕傲，也是因為在文學、科學、
政治及經濟有成就有看法，不是因為反越戰成功而驕傲。」
再說高等學府體制，讓過往的總督或現在的特首做校監，對這個美籍中
國人來說絕不習慣，所以去年港大百年慶典，是李克強還是曾蔭權坐主席
位，對他都沒意思、沒分別，「就是美國總統參加典禮，最多也是個重要
客人」。
過去十多年，香港每次要找大學校長，丘成桐都是人選之列，無論獵頭公
司或是大學中人，都找過他，「五、六次總有，但我從無答應」。最近一
次，是香港大學。傳出徐立之被勸退之時，一位對港大有影響力人士，
透過朋友，問權威數學家是否有興趣當港大校長，「我立刻回絕了」。
回絕的原因，過去、現在及可見的將來，都是一樣。因為香港的大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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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操財政生殺權，就是不干預，也不代表制度上能獨立自主。「哈佛有
三千億 endowment（捐款基金），算每年回報一成多，即有三十多億作為
營運開支，大學校政與政府政策是垂直的，我不用向政府叩頭，可以代表
一個真真正正讀書人的風骨。香港做不到這情況，所以我不會做校長。」
丘成桐同情徐立之，認為假如港大校長沒有做好校內學術發展，退下來是
應該的，若因校慶風波做得不對，大可叫他檢討，嚴重至勸退，就是政治
干預學術。在學術圈浸淫已久，他知道徐立之是當今生物科學最尖端的人
物，十年來，發展港大生物科學很不錯，「成績一定與校長有關，因為他
是當行的」。丘成桐在麻省理工學院遇到一些出色的生物教授，都說想來
港大做研究。當年美國國家科學院向加拿大籍的徐立之頒授院士榮譽，丘
成桐也是委員之一。「得到美國科學院尊敬，認為他實至名歸，反而得不
到港大尊敬，這是不幸的。兔死狐悲，以後，好難找好學者當校長。」哈
佛學人甚至說，徐不被留任，是港大一百年來聲譽最不好的事情，「港大
舊生對醫學院改名氣憤，但對徐校長不獲留任不氣憤，是好奇怪的事情，
是不是看不起徐校長？」百年樹仁，學術成就非一日之事，「起大樓容
易，要有一個大師好難。中國建很多大樓，但真正學術不是這樣的，香港
由做生意的人管事，看不到學問成就在那裏，才有徐立之被壓迫的現象」
。
言論直率，容易得罪人，他可不管。「我無利害關係，做學問，只問真
與假，對年輕人好，對香港好，我就說，不會轉彎抹角跟你磨。」對新特
首，他僅此進言：「假如我是新特首，假如我有影響力，我要挽留徐立
之，這是對學術界的基本尊重，大可直接說：『以前我們做錯事，我向你
道歉，你應留任。』」
「為何學術界、校長界，沒有人說一句話？」記者問。
「做校長要拍政府馬屁，要跟潮流走。我沒有任何好處，沒有任何壞處，
頂多香港不再請我來，所以我願意講句公道話。」
「你有承擔嗎？你站在外邊不時說兩句話，當然容易。」記者也跟他直
率。
「所以我寧願站在外面不站在裏面。」丘成桐半笑，真心為真理的人，最
不會在辯論或受質疑時動火。事實上，他三十年前應中國科學院著名數學
家華羅庚邀請，開始在中國搞數學科研。約二十年前，高錕還在中大當校
長時，他回來建立數學研究所，「我好尊敬高校長的學問及為人，當年因
為他，才能順利建立研究所」。
年輕的丘成桐，29歲就帶着學生著名數學教授 Richard Schoen受邀到英國
劍橋大學與霍金討論廣義相對論，隨後與霍金相交數十載。幾何理論中，
創立重要幾何分析，把25年來無人能證明的 Calabi 猜想的問題解決，成
為 統 合 代 數 、 微 積 分 、 物 理 及 微 分 方 程 的 橋 樑 ， 得 出 著 名 的 C a l a b i - Ya u
Theorem，影響純數學研究流向四十多年。在應用數學上，過去十多年，
他是帶領研究醫學圖像及三維圖像的先軀，用微分幾何理論成功處理電影
裏的面容辨識，「人人想做三維電影，無人做得好，我們現在處理人的表
情，出色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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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歲取得「數學界諾貝爾獎」之稱的菲爾茲獎（ Fields Medal），2010
年獲沃爾夫數學獎（ Wolf Prize）。不少理論，都是丘成桐帶領學生研究
得來的，很少聽他說誰人是他的重要師傅，「我從很多人身上學習很多東
西，但以父親哲學思想影響最深，讓我懂得凡事從大處着想。」父親著有
《西洋哲學史》，丘成桐也曾想修讀歷史，但最終選了數學。從1966年入
讀中大崇基書院開始，他一直以發現大自然奧秘，發現解決問題新方法為
樂。記者問他一天花多少時間做研究，他答：「我剛才跟你說話，也想了
一個數學問題。」沒有人知他有沒有說謊，反正大家都笑了，記者追問幾
次他想了甚麼數學問題，「哈哈，講出來你不會明白」。
丘成桐讀沙田公立學校（小學），當年有個香港大學畢業的英文老師，認
為自己教鄉村小學屈屈不得志，於是天天以全英語澆灌村童，自以為惠澤
無私，「頭十天，他最後總問我們： Do you understand？結果，我們第二
十天才搞清楚 Do you understand 的意思。」

念慈親不禁哽咽
沙田山居，遊盪山水之間，是丘成桐踏入做學問人生前最輕鬆也最重要的
日子。母親梁若琳去世前，數學家向母親招出一件童年秘密：小六下半學
期，也即是升中會考前，他足足曠課半年，天天按時跟同學四處玩耍，捉
魚摸蜆，登山看風景，快樂逍遙。結果父親要四出奔走，因為有點人脈，
才能讓他入讀培正中學，跟「大飛」鄧文正是同窗。「母親知道這個秘密
時反應怎樣？」「還需要怎樣，我已經是哈佛教授了。」
當年丘成桐父親與很多南來學人一樣，靠教學時薪養活一家十口，生活刻
苦，吃肉的時候也不多。丘成桐曾因為衣着不光鮮，到信義會小學接妹子
放學時，被校長視為頑童，無端摑了一巴。受訪當天，他與記者在龍華酒
店吃豆腐花，「以前酒家門外寫着雞肥鴨嫩」，他從沒有嚐過。今天，第
一次有緣光顧，卻又怕肥膩，沒興趣吃馳名乳鴿。
聽丘成桐兩天講話，不時笑，意想不到是，也有冒出眼淚一刻。在教育城
講座上，他說起父親病逝一節，再聽不到台下笑聲。也是五月天，丘成桐
14歲，父親有喪女之痛，又失意教席。多年勞累，就因吃一隻醉蟹，身
體不適，為怕支付醫生費，苦捱幾天，最終由學生合資送他到養和醫院看
病，證實中尿毒。家人曾求助受過父親恩惠的舅父，誰想對方裝作不知。
起初，丘成桐看着父親還能說幾句話，十多天後，6月3日，母子到達醫院
時，父親已悄然離世。
教授就連說家事，也是一樣直率的。當時錢穆及凌道揚等學術友好慷慨捐
出合共一萬元作殮葬費，卻被親人侵吞，要父親的學生為一家孤寡出頭，
才能拿回部一半款項。說到這裏，再簡單的情節，冷暖湧心頭，丘成桐一
直側着臉，鼻音濃濃，嗆咽着近五十年前的淚水，那段一下子明白眼淚是
甚麼回事的光景。
父親去世，風花無知日子戛停，再沒聲響。他沉默了好半年，在家裏不
斷翻父親留下來的書，有時以為他會在旁教一段，猛然驚醒，慈親不在身
邊，酸苦自知。往後，少年只看到母親期望眼神，想着如何獨立。再往
後，就是一個數學天才大半生的治學故事。「父母教導，讀書是為了學
問，從來不看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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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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五年同學日
日期:
時間:
地點:

九月二十六日(星期六)
上午十一時
王朝海鮮酒家 Dynasty Seafood Restaurant
10123 North Wolfe Rd. #1688, Cupertino, CA
地圖: http://www.dynastyseafoodcupertino.com/
餐費(預付): 每人三十五元 (每圍十一人)
如交通方面有需要，請向以下人員聯絡：
三藩市 雷百成 415-699-8081 東灣北 黃維廉 510-333-8386
中半島 孫必興 650-343-3683 東灣南 戚嘉慧 510-701-6368
報名: 九月十九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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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頭請寫:SFPCAA)郵寄給: (報名先到先得，額滿即止)

Lum Ding, 6501 Harwood Ave, Oakland, CA 94618
----------------------------------------------------------------------------------------------2015同學日午宴報名單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支票總數 $________
個人/社代表: 姓名(總人數):___________
其他同學:

Email或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總人數)
__________

姓名(總人數) 姓名(總人數)
__________
__________

姓名(總人數)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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