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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戚嘉慧

今年十一月是慶祝培正一百三十年校慶的一個月。慶祝就由三藩
市開始，我們今年的同學日是十一月九日在 Millbrae 香滿樓舉行。
接著是香港的十一月十六日、澳門的十一月二十三日，而壓軸是
廣州的十一月三十日。請各位早點安排行程，深信一定會盡興而
歸。如要報名，可在香港培正同學會的網址 www.puiching.org 內
找到聯絡方法。
去年一位熱心學長，同學日贊助了離校五十一年或以上的培正學
長每人十元餐費。尚有餘數，今年我們再接再勵，在報名時離校
五十一年或以上的學長，可以只付三十元（抱歉，姑爺及社嫂不
包括這份優惠）。鑑於去年同學日有些混亂，今年我們只留坐給
報了名並付了餐費的學長，所以請各位盡早連同支票報名。
同學會的宗旨，是聯誼各級別的校友共聚一堂，有慶祝的禧社固
然請盡早報名，就算今年不是您們的禧社，也請您們踴躍參加。
同學們不局限於自己一級，只有上下一心，凝聚出培正紅藍兒女
精神。期待十一月九日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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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春茗專題講座

孫必興 (1957 輝社)

二月二十五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在 Millbrae
香滿樓酒家舉行春茗午宴賀豬年。到會人數共
計 108，包括遠道而來波士頓培正同學會會長
陳振煥(1953 誠) 夫婦。午餐筵開 11 席，我們
品嚐了一頓由許永懋理事點菜單的豐盛美食。
午宴後專題講座開始，主講員是羅裕康醫生，
羅醫生在灣區行醫四十多年，同時在電視臺及
廣播電臺負責解答醫藥與健康問題，廣受歡
迎。羅醫生對我們並不陌生，他在去年同學會
春茗主講健忘症，今年的講題是失眠，內容簡
述如下:

羅裕康醫生

失眠表現出四種不同的類型。第一是難以入睡型，經常需要三十多分鐘才能入睡。
第二是未能持續睡型，時睡時醒，無法進入沉睡階段。第三是未能恢復疲勞型，為
因腦部未能獲得充份的休息，就像沒有睡過似的。第四是過早覺醒型，在床上輾轉
反側，難以再入睡，半夜或凌晨醒來。
失眠是基於四種不同的因素。第一是環境因素，例如在工作、家庭或人際改變帶來
的壓力。第二是生理因素，歸因於 1) 心血管病(心律不正，心臟衰竭); 2) 呼吸系
統(哮喘， 睡眠窒息); 3) 内分泌系統(糖尿病); 4) 神經系統(抽筋， 癲癎症)。第
三是心理因素，過度焦慮或抑鬱是導致失眠的主要原因。第四是藥物因素，特别在
睡前服用興奮劑或激素，如咖啡，去水丸.. 。
遵循良好的睡眠衛生能改善失眠狀況，其中重點包括:1) 保持有規律的睡眠習慣，
定時上床，無論當晚的睡眠質量如何，每天都要定時起床; 2) 每天需要進行一些
適當的運動，上床睡前可做些放鬆的活動，閱讀，聽柔和的音樂，或洗個溫水浴;
3) 睡前喝一杯溫牛奶(湯)或進一點小食，使一部分血液轉流到胃部運作，減少大
腦的血液供應量，使腦波平靜下來;4) 睡房内需保持光線暗淡，寧靜，室温適中，
上床後要立即關燈; 5) 若躺在床上二十分鍾仍未入睡，必須起床離開睡房，做一
些放鬆精神的活動，待有真正睡意才再返回睡房入睡。這個過程可以重複，直到入
睡為止。
如果我們能夠忠實地遵循上述的睡眠衛生指南，那麼我們就不需要服用藥物治療，
因為藥物治療法會變得上癮，造成不可不有。如果堅持要食藥，我們可以選擇非處
方藥物(不需要醫生開方)或處方藥物。非處方如抗敏感藥 Benadryl，Zyrtec..是不
會上癮，但它們會產生副作用引起睡意，幫助入睡。處方藥物有三種: a) 抗抑鬱
藥 (Antidepressants) 如 Trazodone ， Amitriptyline; b) 鎮 靜 劑 (Tranquilizers) 如
Lorazepam ， Diazepam ， Alprazolam; c) 安 眠 藥 (Hypnotics) 如 Zolpidem ，
Eszopic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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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野餐後記

李健 (1976 捷社)

好幾年沒有辦的同學會野餐聚會。今年捲土重來，多謝范更生副會
長為我們在 Baylands Park, Sunnyvale 找到一個好地方。當天六月八日，
天氣晴朗炎熱，但有幾張長桌有上蓋遮陰，地方很大，坐得很舒服。今
次參加的人數共有 43 人，有學長們帶同兒孫，濟濟一堂。
午餐的供應有炸雞每人兩件，越南蝦卷、炒面、青瓜三色沙拉，有
些學長帶來粽子，最後還有西瓜。午餐後，范更生副會長更安排了抽獎
遊戲，一部份的禮物是范太太親自烤焗的美味曲奇。另外的三個大獎是
分別為$10 和 $20 的現金利是。大家玩到很開心，雖然下午二時左右結
束，但最多人參予的協社校友們還捨不得離開、一於雞啄唔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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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梁錦琪伉儷乒乓球日活動簡報

1959 光社 黄維廉

轉眼 2019 年又巳過半，七月六日又是我們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紀念梁錦琪伉儷
乒乓球日”活動。不覺今年巳是第九屆。是日活動再次移至 Milpitas 的 India
Community Center (ICC) 內舉行 (2016 年曾在此地) 。能在南灣區規模最大的 ICC
Table Tennis Center 進行聚會，有賴朱啟鵬學長的勞心勞力和妥善安排，使整個活
動得以順利完成。還有，多謝我們的戚嘉慧會長，每年的活動都如常準備後勤之美
食點心及飲料， 勞苦功高。
今年參與者共有 30 人，其中年紀最大學長應是輝社朱啟鵬及何汝顯兩位，其餘
以仁社校友居多。今年雖然沒有像以前組織對抗比賽，但各位球員依然興致勃勃，
各自組合，各找對手打得不亦樂乎! 充份體現了我們紅藍兒女對乒乓球活動的濃厚
興趣。 歷時近五小時的活動完滿結朿，在此祈望來年能有更多校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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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琦之痛

https://mp.weixin.qq.com/s/pBptac5bBS0MI2YruSdq6w 轉載

崔琦---美籍華裔科學家，1998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崔琦於 1939 年出生在河南平頂山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
崔琦乖巧聰慧，家裡儘管貧寒，父母都是目不識丁老實
巴交的農民，但也設法送他上學。1949 年小學畢業後，
由於方圓幾十里沒有中學，崔琦不得不輟學在家務農 。
1951 年，有個機會可以讓他出外讀書，臨行的前幾天，崔母一針一線地為崔琦趕做了一件
黑棉襖、一條藍棉褲、兩身內衣和幾雙鞋襪。他母親就把家裡僅有的麵粉做了幾個饅頭，給
他帶上，然後叮囑他說：“你要出去好好讀書，這樣才能有前途。”當年崔琦才 12 歲，從
此一別，誰也沒料到，那卻成了與父母的永別。
這年秋天，崔琦進入香港培正中學讀書，因為語言交流不便及生活艱難等諸多原因，崔琦強
烈思念在家鄉的母親，兩次寫信給母親要求回老家。
母親收到信後，通過別人告訴崔琦不要想家，好好讀書才是對父母親最大的安慰。崔琦
刻苦攻讀，靠全額獎學金完成中學學業，並於 1958 年到美國留學。
崔琦去香港後不久，國內趕上大饑荒，父親餓死，幾年後母親背負“里通外國”的罪名抑鬱
而死。母親去世時，崔琦姐姐欲借一把鐵鍬埋葬母親，磕頭下跪求遍全村卻無一人肯借。姐
姐崔穎合葬完父母，因過分悲傷，積勞成疾，不久也去世了。據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曹
樹基統計調查，在“大躍進時期”，河南爆出餓死人最慘的「信陽事件」，餓死的人數至少
高達 6.1%。
1998 年崔琦獲諾貝爾物理學獎後，當地政府重建崔琦故居，並命名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當深入去關注，就像是要對歷史的審視。 崔琦的經歷是個悲劇，他如今面對自己的成
就，看得淡泊，他更願意看到這個世界和平美滿。也許是他看透了生命，他的成就父母
無法見證，“子欲養而親不待”的劇痛伴隨他一生。 激進者魯莽的“大躍進”，硬生生
剝奪了百姓的生命。時過境遷，我們回首歷史，那是一代人悲劇！
諾獎得主，成為河南寶豐的榮耀。2008 年，崔琦榮歸祖國，與中科院開展學術交流，寶
豐縣領導曾先後兩次赴京，與來訪的崔琦面談，希望他回家鄉看看。崔琦一直推脫。
“他雖然沒有詳細說，但我感覺他之所以不回去，主要因為那裡是傷心地。他父親大躍進期
間是在那裡餓死的。他對外的說法是：父母永遠在我的心中，回不回去不重要，不在於形
式。”崔琦的外甥說。
我們理解，面對故鄉，他有太多的痛苦的記憶：旱災、水災、蝗災、戰亂；父親在三年“困
難時期”被餓死；母親在“文革”初期抑鬱而亡。他不是不想回家，他是沒做好準備，不敢
撕開心裡的傷疤呀！
其實，不用多說，我們也明白。崔琦沒有恨這個國家，他不想去追究太多苦難的記憶，他反
而樂意為祖國奉獻，他成了中科院的院士，他資助家鄉建設希望小學，他一直盡心盡力做出
自己的奉獻！
闊別 63 年後，2014 年 4 月 22 日，75 歲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崔琦教授攜夫人琳達女士，二女
兒朱迪思·崔，女婿彼得·達爾，外孫女斯黛拉、阿格尼絲終於回到寶豐老家，踏上了魂牽
夢縈的故土寶豐縣肖旗鄉範莊村。思念入骨髓，近鄉情更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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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莊村里花似錦
半是當年識崔翁
痛惜親人終作土
人生如夢太匆匆

當崔琦看到母親生前最後一張照片時，他久久站立，捧著母親的照片用手一遍遍摩挲。他仔
細端詳著照片，似乎要把母親的笑容銘刻進腦海中。當記者告訴崔琦，照片背後是他大姐崔
穎留下的字跡。崔琦輕輕地說了聲“姐姐”，半天無話。
記者連續問了幾個問題，崔琦含著淚一直沒有回答，只是輕輕地搖了搖手，然後細心地把照
片收藏到了上衣口袋裡。
我在電視上看過一段楊瀾在普林斯頓大學採訪崔琦的對話：
楊瀾問崔琦，如果再給你一次機會，你會選擇外出讀書還是留在農村？
楊瀾以為崔琦會這樣回答：如果人不接受教育，一生就會很貧困。
本來笑呵呵的崔琦一下子眼淚洶湧，竟像小孩一樣嚎啕大哭了起來，哽咽著說，“如果再給
我一次機會，我會選擇留在農村，寧願終身當個農民，家裡多個幹活的照顧，也許父親不會
餓死，母親也不會病死。”
震撼！震撼！這樣的回答意外地震撼我們的心靈！在崔琦先生心裡，他就希望永遠是父母親
身邊的好孩子，他寧願放棄更好的生活，去盡孝，去務農照顧家庭！崔琦先生雖然在美國功
成名就，但他心里永遠抹不去，未曾盡孝於雙親的遺憾。
楊瀾說，採訪崔琦教授是她採訪生涯中最感人的一次，當時她根本沒想到崔琦教授會如此回
答，她也跟著哭了。
諾貝爾獎算不算成功？當然算，對許多人都是終生難以企及。但在親情和人倫面前，特別是
相對於人的生命，就不那麼重要了。我們的時代是一個鼓勵和刺激每個人都去追求成功的時
代。但在成功之上還有些其他更重要的東西，比如人格、尊嚴和親情。
俯視當下，追憶過去，我們的國家經歷了太多的苦難，我們的人民是從苦難中成長起來的，
家破人亡，餓殍遍地的場景，經常充斥在歷史的長河中。
如今，國家富裕了，人民有錢了，可是，能忘記歷史嗎？能夜郎自大嗎？有錢沒錢，不能決
定我們是否幸福。而要反思自己，勉勵自己，“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個社會
還不夠完美，我們怎能吝嗇自己的善意？

愛與親情永遠是我們發展的基石
編後話: 從中學時期至今，崔琦一直給同學們留下一個深刻的印像，他是一位謙卑、富有愛
心和關懷的基督徒，上文真實地例證了他的人生觀，除了他的傑出專業成就，他的高尚品格
值得每個紅藍兒女引以為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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