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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Sawley Dr. North York, ON

M2K 2J2

www. onpuiying.ca

東方明珠大酒樓
The Pearl of Asia Chinese Cuisine

欢 迎 预 订 全 年 酒 席

天天特价茶市

晚晚免费鱼翅捞饭
星期一至五全日特价
星期六, 日上午茶
大中小点一律$2.20(假期除外)

请电416-609-8338
4 4 3 8 S H E P PA R D AV E . E A S T
W W W. t h e p e a r l o f a s i a . c o m

∙ 6 Color 40” with AQ Coated
Mitsubishi
8 Color 40” Mitsubishi
∙8
with Perfector
∙ Color Posters, Brochures,
Flyers, Books, Catalogues,ect.
∙ CTP or Film for Mac & PC

bestdeal@bdprint.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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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8年間，本人曾因工作需要而辭退了是屆校友會委員之
職，回港履職,實不得已。幸蒙各校友體諒和信任，在今年改選
委員中，被推舉擔任本屆(第十九屆)主席一職,給我機會再為校
友會服務，實在是非常榮幸；本人自當竭盡綿力,為校友會作出
貢献，不負各校友對我的誠托。
本校友會成立的目的,是為聯繫海外各地的校友,團結起來,
互相關懷,互相幫助,發揮『白綠一家親』的精神；近年從國內
各分校移民到加國定居安省的校友大增，我們當前的一項重要工
作,是把這些新移民校友招募回來,務使本會更加壯大。
本會另外一項有意義的工作，就是我們應對長者校友多作關
懷，因為有不少年長的學長們，由於年事已高而體力或有不隸,
不便社交，導至減少了與校友會聯繫,實是可惜！為了要表示校
友會對他們並未忘懷,故本會決定成立「關愛小組」,作定期性的
節日探訪；如有需要,我們亦會組織義工隊,協助他們重返参加校
友會的各項活動,與眾同樂。
本會今後二年內的運作方向,除上述新增兩項目標外,其他現
有的基本項目不變：聖誕晚餐,農曆團拜，校慶聯歡,與友校聯辦
户外活動,定期茶叙,舉辦旅遊等等。另外，「獎學金」將會繼續
頒發,《白綠楓訊》將恢復為雜誌形式的半年刋,本會網頁繼續運
作，敬請各校友繼續支持和賜教。
敬祝各校友，老師們身體健康,生活愉快！

歡迎蔡建中教授及美西會長
黎炳潮夫婦晚宴............................................p19
主懷安息.........................................................p19
編者話.............................................................p20
鳴謝

廣告商户索引.....................................p20

培英兒女世系表..................................封底內頁

第20期 [白綠楓訊] 編輯小組
李雪纖、黃

創、黃安法

劉繼強、馮漢強户

白綠楓訊

再創輝煌

欣聞白綠楓訊將於近期復刊，不勝雀躍。它不但是多倫多校友
發表言論，展覽所長的平台，更重要的是與世界各地校友交流和聯
誼的一塊寶地，向母校報導校友們的海外生活及成功經驗。 這一
切，都是我們培英人喜見樂聞的事。
九年前，我們在香港創立校友聯會，今年，我們在香港培英中
學校董會的領導下，組織培英體系持續發展委員會，其目的亦與貴
刊以及各地校友會所出版的“友聲”一樣，主旨在維繫我們培英“
四海之內、白綠一家”的和諧合作。
藉此復刊之際，恭祝
白綠楓訊 再創輝煌

蘇棉 煥
3/11/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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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chest Senior Citizens
Jack Lee Fong-- Class 1946/1947

Even though I am 84 years old, in my mind, I still feel very young.
Last year in October, I had the pleasure to join in on a wonderful celebration party, Someone wrote
an article about the event, but referred to me as an old man. hat reference surprised me. I feel that I
must inform everyone that it is not right to discriminate against us old Senior Citizens. Why? Because we are so rich!
We have lots of silver – on our hair,
We have lots of gold – our teeth,
We have lots of diamonds – in the form of kidney stones,
We have lots of gas – in our stomachs!
You can see how rich Senior Citizens like me are. herefore, I ask that you don’t discriminate against
us old folks. I’m happy to share my riches with you! Ha! Ha!

富 貴 的 老 年 人

1946/1947 正/弼社 方創傑

雖然我已達八十之高齡, 但我還是覺得很年青
去年(2009年)十月我有機會參加一個非常高興的敘會, 有人寫了一編文章, 說我是老年人, 閱讀後覺得很驚
奇, 當時我對大家說, 不要歧視老年人, 因老年人是最富貴的一族.
老年人有很多銀 － 都儲蓄在他的頭髮上,
老年人有很多金 － 都儲蓄在他口中的金牙上,
老年人有很多鑽石 － 都儲蓄在他的腎內,
老年人有很多汽油 － 都儲蓄在他的肚內！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老年人的我們是多麼富貴榮華, 所以你們不要歧視老的一族, 笑一笑!

照片攝于2004年北街三中舊址，
現為「江門培英初中」 校友歸寧母校合照。
前排左起：蕭曼雲，唐惠芳，簡月玲
後排左起：雪麗英，陳女定，黃蓮芳，林美娟
畢燕霞，林美娟之弟婦。

江門培英初中校友聚会，雜詠一首
60 江門(任社) 畢燕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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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印象初

‘51 彪社 宋哲和
清水河大橋(11.7公里)、最長凍土層(550公里)、
最長昆崙山凍土隧道(1686米)和最高的高原凍土隧
道(5010米)、最高的唐古拉車站(5060米)等等。列
車在夜間通過青藏高海拔地區，在每人的臥鋪頭上
都有“氧氣通口”，在必要時提供氧氣以防止或緩
解“高原效應”(如頭暈、頭痛、噁人、嘔吐等症
狀)。可喜的是大家都沒有“高原效應”發生，而
可惜的是在沉睡中錯過了那些“世界之最”的好景
點。直至第二天黎明到達安多站，才知道已經進入
了西藏了。
藏北高原，天空湛藍，山巒起伏，眺望遠處隱
若看見光禿禿的山嶺，地面也不長草，是“生命禁
區”。安多車站位於草原上，郊區遠處有遊牧民和
牦牛群。小鎮環境清爽，一片草原環繞四周，鎮內
建築物充滿朋藏傳佛教色彩。雖然這裡的地理及生
活條件艱苦，但迎面而來的皆是安祥而幸福的眾
生。
火車繼續南行，經那曲、當雄，最後到達拉薩
市。大家都興奮得沸騰起來了。一下車便直奔布達
拉宮前，取出照相機在忙亂中急着要多拍些照片，
也顧不上會造成廢片了。(見照片，作者在布達拉
宮前)，有些團友 (學生) 邀我和她合照，其中一
位是華農大三年級學生，激動地說是因為她的爺爺
與我相同年齡，要將我們的合照拿回家給爺爺，鼓
勵鼓勵。這對我是估計過高了，我還不知道自己能
否安然度過這“高原效應”哩。
布達拉宮 (海拔3700米)，是西藏的中心，是
全世界海拔最高的宮殿，世界十大石木建築之一。
依山而建，是歷世達賴喇嘛的冬宮，融入西藏自然
風貌。宮殿精雕細琢，是藏族人民智慧的結晶。它
始建於公元七世紀，由藏王松贊干布為迎娶唐朝文
成公主而建。后因雷擊和戰亂而被毁，到十七世
紀中再由五世達賴喇嘛重建。主樓高117米，共13
層，由紅宮、白宮兩部份組成；紅宮居中，象徵威
望與權力。有各類佛殿、經堂和歷代喇嘛靈塔 (其
中以五世喇嘛靈塔最大、最華麗，靈塔高14.9米，
塔身包金11萬多兩，鑲嵌珠寶玉石1900多顆)；白
宮象徵和平，是歷代達賴喇嘛起居理政和宗教管理
的駐地。宮內收藏了大量珍貴文物和璧畫供遊客觀
賞。
羅布林卡是歷代達賴喇嘛的夏宮，也是西藏規
模最大的人造園林，一派田園風光，其中有泉多藏
式宮殿，收藏着大量珍貴的歷史文物。西藏博物館
就位於其東南角，是西藏第一座具有現代化的博物
館，陳列《西藏歷史文化》。
大昭寺是拉薩最古老的寺廟，由松贊干布、尼泊爾
赤尊公主及唐文成公主共同興建而成，綜合了漢、

自從青藏鐵路(青海西寧至西藏拉薩)通車之
後，對人們的視野與行動開闢了新的境界，從北京
直達拉薩，多麼便利，以後對青藏的建設一日千
里。

西藏地方海拔高，稱為“世界屋脊”：如喜瑪
拉雅山的朱穆琅峰(高8844米)是世界第一高峰，吸
引了不少旅行家去攀登以還終生宿願；雅魯藏布江
的滔滔江水把喜瑪拉雅山攔腰切開形成世界最長、
最險、最深(垂直落差近五千米，平均海拔三千米
以上)的大峽谷，長達496.3公里，超過曾號稱“
世界之最”的美國科羅拉多峽谷(長440公里)，深
度超過曾號稱“世界之最”的秘魯科尔多峽谷(深
3200米)；它們與布達拉宮同被列為西藏三大世界
頂級旅遊點。我對這片神奇的地方向來十分嚮往。
現在更懷着好奇心，鼓起勇氣，終於在今年(已是
79歲高齡)六月中來到這地方，精神極為振奮又感
驚喜。
我參加廣州的旅行團先到西寧(海拔2275米)，
原來我是團員中第一名老漢，第二名好漢才67歲，
其他的團友約在20~50歲之間。大家十分高興，互
相關照，使我感到鼓舞。我們乘青藏鐵路高原列
車，在旅途中繞過青海湖旁，青海湖是我國最大的
內陸鹹水湖，湖面海拔3195米，平均水深19米以
上，此時湖邊草原上的油菜花盛開着，一片金黃映
襯着無際的蔚藍色湖水和青天白雲，在燦爛的陽光
下，羊群像朵朵小白雲在綠蔭如毯的草原上漂浮，
到處充滿着和諧風光，在這荒漠的高原地帶是難得
一見的。
高原列車離開青海格爾木之後，才開始進入海
拔4~5千米的高原上運行，它像在“天橋”通向“
天城”拉薩奔馳。青藏鐵路上的許多“世界之最”
有：最長的高原鐵路(1956公里)、最長的昆崙山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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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最美的尼洋曲河風景區。河流寛闊，周圍是青山
綠樹，清沏河水倒映着朵朵白雲，美不勝收，其中
游有一塊四方天然巨石，矗立在激流中央，這便
是“中流砥柱”。巨石南側山陡峭，北側是郁郁葱
葱的灌木叢林，景色神奇而壯觀。此去不遠是林
芝縣境內的“嗄定”神山天佛瀑布區，景區(海拔
2980米)冬暖夏涼，氣候宜人，是避暑渡假絕佳之
地。這裡森林茂密、花香鳥語、山清水秀、聽小溪
流水潺潺，花崗岩壁氣勢磅礡，其山姿景色類似
黃山的北海。最為壯觀的是落差近200米的天沸瀑
布，流水傾潟、飛瀑彌漫四方，似雲霧沉浮。人在
其中有若飄飄欲仙，分不出在天上還是在人間。藏
語“嗄定”就是天上人間的意思。
最後我們到達林芝(海拔2500米)，是西藏高原
的江南。林芝街道整潔，建築工整美觀，正在迅速
發展中；農村房屋樸實，形式劃一整齊，紅藍相間
的兩層樓房，富有民族特色，正在循序興建。農田
長着綠油油的小麥或盛開着金黃色的油菜花，在藍
天白雲的映襯下顯現一派田園風光，江南鄉村的美
景，綺麗可愛。
總之，青藏人具有刻苦儉樸的優良傳統，金碧
輝煌而精巧的藝術建築，都留給我深刻的印象和良
好的回憶。特別是崎嶺峻峭、山高雲低、湖水清
沏、仙境般的自然環境，彰顯上主神恩普照，賜給
青藏人們這樣美麗的境界。

藏、印度和尼泊爾的建築特色。歷代的達賴或班禪
受戒儀式就在這裡舉行，是藏傳佛教信徒心中的聖
地，最引人注目的是銅鎦金頂，在陽光照耀下，金
光四射，宏麗而壯觀。
在各寺院裡外常見到穿紅袍、戴黃帽的僧人，
偶然在路上會遇見一跪一拜叩長頭的藏人向布達拉
宮前進，不畏艱苦、虔誠至極。在賓館或商店都有
不少西藏工作人員彼此說藏語的，只對我們才說普
通話，我才明白他們早已漢化了。在大街上穿藏服
的人很少，而穿漢服的人很普遍。
自拉薩向西北行，有奇趣的地方是羊入井地熱
區，是在念青唐古拉山南緣的狹長狀盆地上，南北
兩側都是海拔5500米高的大山峯，白皚皚雪山下是
如茵的草地，山明水秀。除有一般的溫泉外，更有
罕見的爆炸泉和間歇泉(噴井)，即使冬天氣溫在零
度以下，溫泉仍保持30~40度，水清見底，浸泡洗
浴可治療多種疾病。有達47度的中國最高溫度的溫
泉。在此高處可眺望納木錯的遼闊景色。納木錯湖
(天湖)是我國第二大鹹水湖，也是世界上最高的鹹
水湖 (海拔4718米)，面積1940平方公里，湖水浩
瀚、碧波蕩漾，與藍色天空相暉映，令人心曠神
怡。每年藏曆羊年，朝聖者不遠千里前來參加盛大
的轉湖節，在藏人心目中是神聖的地方。
拉薩向東沿拉薩河至墨竹，看到松贊干布出生
地，有紀念碑和排樓，很美觀。翻越卡米拉山口(
海拔5013米)便是林芝地區的工布江達，前面是西

2010年校友會委員選舉

劉沃森 駝社

三個願望：
（1） 各位新任委員，不負眾望，努力令會務蒸
蒸日上。
（2） 各位校友以後踴躍投票，增加委員的認受
性。
（3） 下次選舉小組能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的
原則主持選舉，提供更多資訊讓校友作決定。
加拿大三級議會，華人登記選民及獲選議員
數目偏低，與人口比例亦低。我們的聲音未能受到
議會重視。希望各位能融入加拿大，登記選民及投
票，有志者參與競選，使一些獲選的議員及政黨不
能隨意強姦民意。有些意見認為所有政黨都是爛蘋
果，所以放棄投票，這會助長他們強姦民意，選舉
的其中一個意義就是讓大眾有機會把欺騙選民或不
合格的議員及政黨趕下臺。
希望各位踴躍投票。
註：本人沒有加入新選的委員會。

校友會委員會兩年一任，2010年需選舉新任
委員，上屆委員會成立一五人選舉小組辦理選舉事
宜，五人分別為：綦兆良、黃安法、黃羽、植祥堅
及劉沃森。本人將加拿大共管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
委員選舉經驗與各小組成員分享。
小組決議秉持公平、公正及公開的原則來選
舉。你們有沒有發覺你的選票的下角有起碼三個小
組成員的簡簽，這是因應以下的事實而新設立：“
選舉是以不記名投票及選票郵寄給各合資格的校
友”。
這次選舉也有未盡善之處，例如：因時間關
係及一些原因未能如小組決議將上屆各委員出席會
議次數列表以小組名義發出。但投票率髙達55.4%
（最髙得票者取得72票），是我以往十多年未見。
點票時小組成員及一些參與點票的校友差不多無暇
享受是晚的美食。幸好同席校友代留一些食物待接
力點票休息片刻狼吞虎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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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英校友老師出席75 one台山
美西同學會成立五週年紀念聚會
美麗的星期六(2010年7月24日),風和日麗天氣
爽!培英校友有幸出席[75one台山同學會]成立五週
年,2010“夏日傾情聚四海”聚會熱鬧非凡,相互問
候,談笑風生,出席參加聚會的人們臉上露出燦爛的
笑容與喜悅!
[註75one台山同學會是所有曾就讀於台山各中學的
同學聯合名稱,如有一中,台山培英(二中, 附城),
僑中,49中等等學校組成].
這次聚會有從遠方美東紐約(NY)飛來的有我
們大家庭的譚美瑤,朱偉雲同學,洛杉磯(LA)朱金
蓮,梁素娥,鄺惠芳等同學加盟壯大了台山培英(二

‘79慈社(台山) - 朱巧儀(Deanna)

響75one,也唱響了我們培英.更唱響培英79大家庭,
還有校友葉冬青學長的精彩扇舞,謝謝大家.
在此特別鳴謝75 one台山同學會美西分會陳
新明會長,葉向榮和鄺健昌副會長,他們給予我們培
英同學提供很好的聚會原由好機會,多謝他們對培
英同學的支持與鼓勵,讓我們聚會愉快,盡興而歸.
在此特別鳴謝這次聚會組織的小團体培英79
大家庭的朱小慈,朱巧儀,李釗榮,李羽行等同學為
這次無私的付出和熱情完善的恊助,鳴謝所有這次
聚會組織,出謀,策劃的同學和校友,這次出席培英
校友聚會如此順利成功,是離不開大家共同合作和
努力,謝謝所有來參加出席全部同學,校友,老師,
希望下次看到有更多的培英校友來參加聚會,和請
登上75one網路游覽閱讀与欣賞,網頁(www.75one.
taishan.com)點擊進入台山培英(二中，附城)園
地,它為培英增添光彩,相信培英陣容越來越蓬勃發
展,蒸蒸日上.更多謝為此次拍下美好值得回憶相片
的校友:李釗榮同學,溫本立同學,葉冬青學長等等.

中,附城)陣容,老師有伍國榮,呂子英, 朱惠儀,李
亦昌四位老師,台山80屆,77屆,78屆等各屆校友,
還有美西培英校友會的黎炳潮(黃貴雲書記)伉儷,
羅穎顧問,戴笑蓮顧問,潘淑芬會務經理等出席這
次聚會活動!多謝他們五位及捐贈美金壹佰伍拾
元(U.S.$150.00)；還有譚美瑤，朱巧儀，李釗
荣，李羽行，劉蘭芷等五位同學1979慈社(台山)
各捐贈美金壹佰元(U.S.$100.00)，共捐贈美金伍
佰元(U.S.$500.00)；合共捐贈美金陸佰伍拾元
(U.S.$650.00)給75one台山建設網絡,在此特別鳴
謝他們各位捐贈者!掌声喝彩表揚！
這次培英校友{台山培英(二中，附城)}出席
人數特超60人!我們79年慈社大家庭中,男生代表朱
健權和女生朱金玲同學上台唱歌, 80屆的黃玉梅學
妹伴舞,她的優秀美妙舞姿驚動全場,健權和金玲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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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79(慈社)大家庭的成員，展望美好未來！
‘79慈社(台山) 朱巧儀(Deanna)
回顧臺山培英我們79(慈社)大家庭,老師和同
學在2009年4月19日第一次同學聚會開始;然後再次
籌辦2009年6月28日第二次79(慈社)大家庭30春秋
聚金山完滿成功; 而79(慈社)大家庭亦從此不斷成
長,組織亦蒸蒸日上!
2010年79(慈社)大家庭,在老師和同學們共同
走過的里程,留下一串串我們一起聚會的歡樂時光,
足跡和難忘美好的懷念!大家非常珍惜這份師生和
同學的情誼 ,亦師亦友,硯誼長青!已整理些值得回
憶而有意義的相片在臺山網頁75one.Taishan.com
或題目:ㄑ79回顧,迎歲接福,共同創新!〉在這裡重
新精彩重播!展望美好未來,希望能給校友,老師和
同學們帶來歡樂，留下更美好的記憶片段！在此上
傳些紀念照片和大家分享!
79(慈社)大家庭成立以來,我們參加了各種有
意義的活動,其中包括:我們從各種渠道聯繫世界各
地的培英校友,並在臺山同學網給予報導與宣傳。
這不但豐富了臺山同學網的內容,更好的是唱響了
培英。今年2010年4月25日臺山培英母校80華誕的
慶祝活動更是把唱響培英推向新的高峰。
79大家庭同學熱情懷舊,相互扶持,互助互愛的
精神,深厚的師生與同學情誼讓人們感動,79大家庭
同學力求不斷進步令人羡慕和敬佩!
培英海
外校友遍佈
天下!人才
濟濟。我們
從出席美西
培英校友會
(2010年4月
11日)雙慶
慶典開始,
回 歸 培 英
大家庭的懷
抱!培英大
家庭是同學
離開母校走
進社會進入
的另一個溫
暖大家庭,
白綠兒女四
海一家親!
校友同學們
都緊記校訓

〈信望愛〉精神,更加團結友愛,家和萬事興,同學
們在和睦溫馨之家能自由發揮各位同學的專長! 共
同創新。在培英中學創校131周年校慶,臺山培英母
校80周年華誕校慶同學聚會活動的前夕,我79(慈
社)大家庭發起為發展母校捐献活動;結果籌得款項
$123,900.00人民幣,為母校增添光彩。同學們於慶
典活動後，更組織上門送溫暖探訪因身體有病問題
未能參加活動的同學。世界各地同學聚會和網上互
動,增進彼此間的互相扶持和勉勵,在網上溫馨的節
日,相互祝福和親切的相互問候;還有同學們參與發
起為已故同學的家屬籌款渡難關的熱心與愛心行
動;在紐約同學們代表我們79大家庭慰問已故同學
的家屬等等事蹟。。。我們79(慈社)大家庭的老師
同學付出這些行動與無私的愛心奉獻皆發自內心,
為能回饋培英大家庭而欣慰和自豪。
很慶幸自己是79(慈社)大家庭的一員,無論時
空相隔多久或多遠,如今大家能借助臺山網這平臺,
將大家找回距離拉近重新相聚互動是我們的榮幸!
在此特別鳴謝臺山同學網!總覚得大家能相逢相聚
是上天賜給我們的機緣和福氣!當然更不要忽略了
大家一貫以來共同努力的熱心和爭取!希望大家好
好珍惜同學們的情緣,情誼,細水長流,師生硯誼永
青!79大家庭的興旺與好評都是來自全體師生的共
同努力,和每人都付出的一份貢獻!培英園地的興旺
更離不開校友同學們共同努力,各就各位為培英增
添一分光彩。在此鳴謝各位培英校友的辛勤耕耘和
創新;特別鳴謝美西三藩市培英校友會,美東(紐約)
校友會和加拿大多倫多安省培英校友會對我們79(
慈社)大家庭同學的鼓勵和扶持!許多培英的無名英
雄在此不一一列舉了, 祝福大家健康生活愉快，阿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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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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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鄉的白綠情

63 蔚社 黎炳潮 黃貴雲
家的熱情親切，使我們有歸家的感覺。
當旅行團到達多倫多，在唐人街吃晚飯的時
候，我們約了一位台山慈社的李素珠。這位也是通
過三藩市的校友介紹，希望參加校友會活動的多倫
多校友。雖然是第一次見面，而且比我們年輕很
多，由於大家都知道是培英的兒女，那份親切的感
覺由然而生。她告訴我們有多位校友（包括蒙特利
爾、渥太華、波士頓、和本地的）都想參加校友會
的活動，希望我們能介紹他們。他們年輕熱誠、又
有魄力，正是培英校友會的生力軍，也是未來的中
流砥柱，我們義不容辭引領他們入會。加上蔡建中
教授也剛好在多倫多，他熱心發展校友會的會務和
支持各校友會，希望多些校友參加活動。當他知道
那些新校友要6月6號(星期日)才有時間，就與安省
培英校友會商量好，利用6號搞一個聚會。本來他
已定了6月5號回三藩市的，也改期至6月7號。日期
決定後李素珠在網上通知了台山校友，除了請不到
假的外，其他都很踴躍。有五位校友從波士頓、華
盛頓開了十個小時，5號晚來到多倫多。素珠通知
我們他們已到酒店，準備第二天早上飲完茶去遊覽
多倫多，晚上再參加校友會的宴會。我們告訴蔡教
授，他馬上決定同他們飲茶見面。第二天一早蔡教
授來接了我們就去酒樓，比那些年輕人更早到。他
們來到時覺得遲到不好意思，有些緊張；但在蔡教
授的談笑風生、慈祥可親的感染下，氣氛變得很輕
鬆。蔡教授向他們介紹了台山培英的發展，鼓勵他
們多些回母校和參加校友會活動。又和他們合照留
念。

2010年5月22號，我們離開三藩市開始了美東
和加東的三星期之旅。這是一個愉快的行程，令我
們回味無窮。
22號到了紐約，這個城市世界聞名早已知
道，想不到的是他的交通擠塞也是如此厲害。我們
晚上九時半到紐約機場，旅行社導遊接了我們，送
去酒店。沿途車水馬龍，汽車走得比單車快不了多
少，到酒店已是晚上十一點多了。
第二天在紐約遊，晚上約了紐約培英校友會的
李麗娜學長見面。她從我們準備旅行行時就與我們
一直通電話和電郵，還替我們訂好28號從紐約到多
倫多的旅行團，對我們幫忙很大。見面的還有台山
慈社的朱述生校友。我們與麗娜在130慶祝活動曾
見過，與朱述生則素未謀面，只不過是有一群充滿
熱誠的台山慈社的校友們最近加入了美西培英校友
會；他們告訴我們有些在紐約的校友也想參加校友
會活動。我們則乘到紐約之便，替他們介紹紐約校
友會。三藩市的校友告訴我們，朱述生是一位有魄
力又熱心的人，去年慈社畢業40周年在三藩市大團
聚，他飛了三次來策劃，結果聚會非常成功。所以
紐約的校友以他為帶頭人。本來我們與伍炯芳會長
約好27號晚一散團就與校友會的各校友見面，但朱
述生24號至28號要出差，不能來參加；所以我們利
用23晚旅行團在唐人街吃飯的一小時空檔，離團和
麗娜、述生兩位校友見面。（因伍會長有事，不在
紐約）。雖然首次見面，但就像老朋友—樣無所不
談，述生還承諾會帶領台山慈社的校友參加紐約校
友會的活動。（他在7月10日與一班慈社校友去參
加了紐約校友會的茶聚）。
5月27號傍晚散團，伍會長親自接我們去校友
會，當時已有廖紹棠老師、趙魯老師、譚仕周、徐
定一、溫公橋、王世道等多位校友熱烈歡迎我們，
我們了解了他們的活動，知道他們辦了電腦班、書
法班、太極班，伍會長回台山參加80周年慶時還特
別為校友們買了毛筆。會長的大力支持，難怪辦班
如此成功。我們真應該向他們學習。在校友會內合
照後，校友們又請我們去吃晚飯，大家親切交談，
就如一家人的聚會，大家都很開心。
餐後，伍會長帶我們回他家住宿，與我們談
了很多回台山參加80周年慶的精彩場面，又交換了
搞好校友會的意見。從與伍會長的交談中，我們學
到了很多寶貴經驗。第二天一早，伍會長和他兒
子、媳婦一齊送我們去車站坐車去多倫多。他們一

六日當晚，安省培英校友會由新一屆李雪纖
主席及委員合力舉行歡迎蔡建中教授晚宴，我們和
台山慈社、愛社的校友一齊參加，蒙特利爾和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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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多倫多除了參加校友會活動外，蔡建
中教授又載我們到處品嘗多倫多的美食。綦兆良前
會長夫婦還帶我們遊覽多倫多。我們與綦會長結緣
於130慶典，那一個星期我們每天都同桌吃飯，從
不相識到成為好友，臨別時大家互相邀請到訪。所
以當我們到多倫多，他兩夫婦就當起我們的導遊。
而李素珠校友還出動她英俊的孖仔做司機載我們從
多倫多至密西西加到處玩，真是十分開心。
這次美加東之旅，雖然主要是探望85歲的舅
父母和賀他們老年得孫兒。但遇到這麼多校友的熱
情歡迎接待，使我們非常感動。大多數的校友是素
未謀面，但一見如故。只因大家都是培英人。濃濃
的白綠情，使每位培英兒女遠在異鄉，也很懷念在
培英的日子，更珍惜所遇到的每一位校友。很多校
友更將白綠情延續至下一代，就如李素珠就讓她的
兒子知道雖然是首次見面的校友，只因同是培英
人，就像兄弟姐妹一樣。我們相信，培英的白綠精
神，一定會一代一代傳下去。

太華台山慈社的幾位校友也駕駛了五小時車程趕來
參加。會上那些新校友表演唱歌、跳舞，相當有水
準。蔡教授還客串司儀，介紹楊寶坤校董和他太太
江雪唱歌，使全場的氣氛升至最高點。晚會在熱烈
的氣氛中結束。有一位校友還將他參加130慶典中
拍攝在台山活動的DVD送給我們，我們回來後翻錄
了幾張送給台山的校友，讓他們看看母校和家鄉的
新面貌，他們都十分高興。

MARIA & CHRIS

ASSO CIATES

中加移民、留学、 法律服務中心

熱 (416)431-3546(日)
線 (416)803-2199(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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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遊黃石公園
今年九月，我們七個中學時代的好友，一同相
約到美國的黃石公園聚舊，從多倫多去的有三人，
另外是遠至英國的兩人和美國西岸兩位。大家在
懷俄明州(Wyoming)的積臣市機場 (Jackson Hole
Air Port) 集合；在附近的超市買了足夠五天的伙
食，便駕駛著連車頂也載滿了行裝的出租車，趕赴
需要幾小時車程的黃石西市(West Yellow Stone,
Montana)去，入住那所預訂的四睡房出租屋；我
們以這裡作為基地，然後每天再到公園的四個區作
竟日遊。
我們這班人內不乏烹調高手，雖然屋內的廚房
烹飪工具簡單；但這幾天的伙食絕不遜色，從日式
咖喱雞到魚露英式沙律，炭燒羊架至羌汁撞奶，秘
製萍果批配英式奶茶，巧手燒排骨連焦糖燉蛋，從
前菜到甜品，全不或缺；還精心地預備了翌日的郊
遊午餐呢。

‘64 萃社

攝到的幾張黃石公園鳥瞰相片，才察覺到原來黃石
公園整個區域就是一個大火山口，直徑近達65公
里；專家表示，黃石火山噴發週期為60~80萬年，
而至今距離上次噴發時間已經有64.2萬年了！在
黃石公園熔岩散發出的熱量已經非常接近地表，這
座世界上最大的超級活火山已經進入了紅色預警狀
態，就算在不受外力（指太陽活動以及人工鑽探）
的情況下，它也有可能隨時噴發的。
抵步翌日，我們沿著20號公路從西門(West
Gate)進入公園的西區，依傍著麥迪生河(Madison
River)向萬熹(Mt.Hayes)進發；沿路我們已開始
體會到黃石地熱現象，這裏蒸氣，熱泉漫流，星羅
棋布著定時或不定時噴發的間歇泉(Geyser），還
有只會冒氣而不噴發的蒸氣孔（SteamGeyser）和
會噴泥巴的泥沼(Mud Pot),這些水，蒸氣和泥漿的
溫度都很高，而且富含硫化氫（H2S），吸引了各
種細菌來生活，這些適應於不同溫度的細菌，各有
不同的鮮豔色彩，將熱泉地帶染得五彩繽紛。沿途
所見的山崗，大都是迴冒著白煙的，有如火焰山。
接近中午時份，我們已到達古老的木結構
店“(Old Faithful Inn)”，它位在老忠實噴泉
(Old Faithful Geyser)之側，我們就在二樓的露
台内享用午餐和觀賞它那準時噴發的活噴泉。當泉
水噴出時，發出如萬馬奔騰的聲響，滾熱的水柱遇
到空中較冷的空氣，便凝結成白色的雲柱，在陽光
的輝照下，閃耀出七色的虹彩。可能因為一切都是
預料之事，而且圍觀者眾，人頭湧湧，雖然泉湧高
達百尺，但卻沒有感覺到怎樣特別興奮。
觀罷，我們沿著小徑徒步向山上進發，途經城
堡泉(Castle Geyser) 和Grotto Geyser，這都是
間歇噴泉，有時泉湧亦很高，泉水帶出的礦物質一
層一層疊染成彩色斑斕的鈣質高階，形態奇異，亦
甚可觀。步行了約半小時，終於到達了馳名的晨曦
彩泉(Morning Glory Pool)，此泉因形似一種名
叫(Morning Glory的花以名)，這泉由於温度通常
比間歇泉低得多，可繁衍出豐富的藻類；池中顏色
隨着水温的變化而不同：85℃時，泉内藻類為白
色；82℃時為肉紅色；74℃時淺黃色；68℃時為
黃綠色。因為池深而水平如鏡，水溫亦隨著深度有
異，所以從上處往下望，就可以看到一層一層的螺
旋紋色譜，形似馬蹄蘭的花蕊，十分趣異。在回程
路上，從高處又剛好看到老忠實泉的另一次湧噴，

黃石國家公園(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唯一位於大陸上的活火山；
它座落於美國西北中部與洛磯山脈之間的熔岩高
原，海拔2134 至 2438米，面積達8956平方公里，
境跨懷俄明州(Wyoming)，蒙坦娜州(Montana)及
愛達荷州(Idaho)三州；公園的大部分是在懷俄
明的西北部。1872年美國國會批定此公園為國家
公園，也就是美國的第一個國家公園。1978年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瑰寶〞(WorldHeritage)。園內有豐富而罕見的自然地理；無數的
間歇泉(Geyser）、溫泉、峽谷、瀑布和難以數計
的珍稀野生動植物。
大家都知道黃石公園是火山形成的，但就是找
不到火山口；最終科學家們從美國國家航天局所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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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遠距離眺望反而覺得另有一番感動。
第二天的行程是向東區走，我們先到諾里斯盆
地(Norris Geyser Basin)和瓷器盆地(Porcelain
Basin)。這處地殼單薄，熱霧彌漫，腳踩其上都
會有隨時下陷的危險，所以處處都築上木構平台，
作觀景通道，嚴禁越界。有些已經枯竭的泉眼，留
下灰暗的熱泉礦積層，在艷陽普照之下卻如白雪
般的耀眼瓷器；這裏水氣彌騰，雲蒸霞蔚，人行其
上就有如騰雲駕霧，是人間仙境？，仰或是地府通
道？
再行便到“藝者之角”(Artist’sPoint)，這
是一個非凡的境界，我們從遠處的山上遙眺，只見
一幕閃耀在艷陽中的瀑布，從兩座崎峻的山嶽中濤
瀉，配搭著兩旁濃密得錯落而有致的樹林，往下直
奔深冷而湍急的河流，氣象萬千，嘆為觀止。
第三天，我們是沿著89號公路北上，路經咆哮
山(Roaring Mountain)，停車下來觀察，只見童山
濯濯，全座丘陵就是一疊疊，一層層的作波浪形橫
躺著公路的不遠處。山坡上霧著白煙，不時發出如
狼嚎，如鬼魅哭啼
的巨响，山上的樹
木全是被燒枯了；
樹幹支離破碎，亂
七八糟，狼籍地堆
疊在坡度上，難道
這就是大地對上天
的泣訴？！如此景
象，亦屬罕有。
再行是喫羊崖
(Sheepeater
Cliff)，一尊尊，長高幾層樓的六角形石樁，整
列在遠處，有規律地堆積成一幕險峻的峭壁，連綿
不絕，一直伸延到視野盡處，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又一再呈現眼前。
下一站是芒瑪温泉(Mommoth HotSprings) 這
裏亦是蒸氣漫騰，熱泉從高處漫流而下，枯竭的泉
眼留下了泉礦積層，迭起呈梯田似的鈣質盆，在陽
光底下，如白雪般耀眼。攀登這多層梯田式的平台
楷，可不是容易走的事，拾梯而上，頗考氣力，行
至半途已有隊友想作半途而廢，幸有領隊的出示野
牛肉乾(Bison Beef)作獎品，到步者得。這班貪嘴
的，便毅然繼續完成全程。幾經辛苦終於達頂，放
眼一望，前面竟然是一片大停車場！原來是有車路
到此的！大嘆‘捉蟲’！

這芒瑪温泉的地貌與中國的黃龍相似，令我想
起幾年前到四川黃龍的情景：黃龍水多，地形蜿蜒
曲折，當年亦攀登得異常辛苦；這裡的溫泉卻幾乎
乾涸了，只剩下一段一段的泉水池，地形反而變
得開闊。原本因有各種細菌衍生出來所形成不同的
豔彩，現今卻已脫了色而變得沉實穩重。聽聞這是
因為在2002年的一次地殼變動，令這裡大部分的
熱泉都不再湧流，那些因缺水死掉的細菌，變成灰
白色的粉末，殘
留在乾枯了的大
台階上，反射著
耀眼的陽光，形
成非常奇特的景
觀，有些像月球
表面的灰泥。不
知道現今地震過
後的四川黃龍，
又變成那個樣子
呢！從前所謂‘
海枯石爛’的遙
遠，現今可變成
可能會隨時出現
的事情了，能不
唏噓！？
午餐在Canyon
Village的市內公園野餐，這季節正當是
野生動物遷徙的時候，這裡的動物都不怕
人類，就算在市中心仍可看到一群群的馬
鹿(Elk)，一家大少，在街道中穿梭，旁
若無人。反而市內的園警(Ranger)須得確
實遊人不要太接近牠們，以免發生意外。午餐後我
們參觀了這裡旅遊中心的博物館，內裡有許多關於
這公園的歷史和資料，令我們對黃石公園有更深入
的了解。下一站是高塔瀑(Tower Fall)，可惜迷了
路，在園中兜兜轉轉到下午四時許才找到目的地，
還好那裡的風景不負眾望，仍覺不枉此行，可惜天
色已晚，是開始歸程的時候了。
第四天我們是去中途溫泉盆地(Midway Geyser Basin)，這裏是由一些火山所噴發出來的熔
岩所形成，就是今天的蛇河高原（Snake
River
Plateau），我們沿著蛇河流域一路向大棱鏡泉
(Grand Prismatic Spring)進發。這裏有很多霧著
蒸氣的溫泉，最大的就是大棱鏡泉，直徑超過110
米，泉面從內向外呈現出藍色、綠色、黄色、橙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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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橘色和紅色，艷麗奪目。這是因為水温不同，
讓不同顏色的細菌生息，所以顏色也呈現同心圓的
變化。熱泉從這裡沿著河川流到黄石湖(Yellowstone Lake) ，此湖是這裡最大的湖泊。
我們就在湖畔午餐，看到附近樹上的禿鷹，展
起翼來達120厘米長。羽毛主要是黑色或褐色，間

看到多種的巨體動物；第一天的旁晚，我們在公路
上就已遇上一隻雄偉的公鹿(Elk)，氣宇軒昂的欄
立在我們的車前方，可惜當我們手忙腳亂的剎車，
拿起相機拍照時，牠已經跑進了入路旁的樹林去
了。
我們還曾遇到黑熊，野狼和禿鷹，可惜都是在
遠距離觀望。在廣闊的平原上，我們看到一群群的
野牛(Bison)大遷徙，亦頗為壯觀；一隻900百公
斤的野牛就曾在我們的車旁刷身而過，是最近距離
的接觸了。一次，我們下車走到公路旁的斜坡下去
近距離拍攝牛群，怎知一隻公牛突然起身向我們跑
來，嚇得我們雞飛狗走，忙衝上車去，愴惶間卻發
覺車門前已站滿了人，行不得也哥哥！嚇得女士們
嘩啦鬼叫，可能是「好牛不與女鬥」，那牛公只抬
頭瞄了我們一眼，便回身走返到牛群裏了，真的有
驚無險！
這天是中秋節，晚飯後我們切了月餅，在屋外
賞月；這裡是郊野，四週都是漆黑一片，天上的繁
星密佈，那盈月顯出特別光亮；是很久未能看到如
此清澈的銀河了，週圍環境又是如此的寧靜，耳邊
能聽到的，只是天籟之音，這世界真是美好；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未完，待續。)

中有些白紋，頭部及頸部都沒有羽毛。伏待在樹
端，尋找獵物。禿鷹是屬瀕危物種，是難得一見的
禽鳥。我們從希頓谷(Hayden Valley) 作回程，沿
途看到一群群的野牛在遷徙，亦屬奇觀。
黃石公園是個野生動物自然保護區。棲息在這
裏有數以百計的棕熊(Grizzly)和黑熊、數千隻麋
鹿(Moose)、長耳鹿(Mule Deer)、羚羊(Pronghorn)、大角羊(Bighorn Sheep)，馬鹿(Elk)、
白尾鹿(White Tail)、郊狼(Coyote)及約二萬多
隻美洲野牛(Bison)；這些動物遊客皆只可以在遠
距離觀看，嚴禁喂食或招惹。這裏的野生動物不怎
麼怕人，看到的機會比其他任何國家公園要高好
幾倍。
秋季是動物的遷徙期，正好是觀賞野生動物的
季節，我們在這次的旅程裏亦曾有多次機會近距離

信

望

愛,

65 裴社 周能思

世俗以為青春是人生某段日子，
我以為青春是一個意境，
年齡是生命長短的指標，
不能與老邁掛鉤。
要知道放棄熱誠令靈魂長出魚尾紋，
關心身邊的人和事才是心靈雞湯。
你如你的信心一般年輕，
亦如你的猶疑一般衰老。
你如你的希望一般年輕，
亦如你的恐懼一般衰老。
記户心存有愛，
相信天地有情；
你永遠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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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的鞋子

(63) 蔚社 余達明(老松)

在所有的彫像和圖畫中，就從來未見過穿著鞋
子的天使。老松如今所寫的這個天使，郤急需一雙
皮鞋！
三年級的珍妮，今年九歲，綽號小天使。
終於親眼見著，竟比我想像的還要可愛。一頭長長
的金髮，一雙亮晶晶的深藍大眼睛。那天真甜美的
笑容，令人心中喜悅。老天爺真偏心，把珍妮塑造
得如此完美！當時，她的班主任——一個華裔女老
師，在課餘之時替珍妮拍照，郤不是拍她雪白的面
龐或天使般的笑容，而是拍她一雙紅腫的前臂和瘀
痕滿佈的腳趾！珍妮在家中又受到殘忍的虐待了！
是鞭子與鞋跟留下的傷痕。女老師紅著眼圈替珍妮
拍照，準備將相片呈交校長去跟家長交涉，必要
時，可用這些相片來報警。這時，我才發現，珍妮
腳上的皮鞋，已經破舊到不成鞋形了；顏色灰濛骯
髒，鞋身尺寸過小，鞋頭則如張嘴的青蛙！隠隠可
見鞋中的腳趾。女老師說，珍妮在零下二十多度的
寒冬，也是穿著這麼一雙破鞋，踏雪步行二十多分
鐘來上學的！雖然穿有襪子，腳趾也經常凍得僵硬
發白，要替她搓揉良久，才恢復血色。唉——世上
竟真有如此父母！
拍照完畢，午餐時分，珍妮也跟著大家一
樣，從書包中取出午餐紙袋，準備奔去飯廳。郤發
覺，珍妮的午餐紙袋，是那麼的「輕薄」！請她打
開一看，令人大吃一驚！袋子裡，除了兩片薄薄的
麵包，就什麼都沒有了！怪不得珍妮她常常向老師
喊餓，每次就只能給她幾塊餅乾充飢，久而久之，
珍妮向女老師索食，就變成了習慣！畢竟還是個孩
子，而且又真是那麼飢餓，老師豈能不顧？後來，
女老師就寫過幾次便條，著珍妮帶給父母，請他們
注意珍妮的午餐份量，可是那些便條就如泥牛入
海，一去無蹤！這一次，珍妮又被打成這樣，女老
師是既心痛又生氣了，乃決定拍照為證，要替珍妮
「伸冤」呢！當珍妮拿著她那份單薄得可憐的「午
餐」，隨著同學們離開的時候，女老師把她喊回，
把自己的那份午餐給了她，此刻，小珍妮那天使
般的笑容，可真叫人看了就想哭，是又疼又愛的難
受。
我忍不住地問：如此可愛的孩子，為何在
家中還要捱打？是晚娘？是學校成績太差？女老師
說，珍妮不但沒有晚娘，而且成績全班第一！令
她天天受苦的唯一原因，竟是因為她長得太漂亮！
美到人見人愛，人見人誇的地步，郤因此而引起她
兩個姊姊的妒忌，不但經常虐待她，還搶奪她的午
餐。珍妮上有兩姊，下面還有兩個剛剛滿月的雙
胞胎弟弟。辛勞的母親，根本沒有精力管教三個女
兒。珍妮的父親，是個貨車司機，經常穿州過省的
不在家‥‥‥。看來﹐珍妮的苦日子還長著呢。這
個身為班主任的華裔女老師，真能「拯救」她可憐
的小天使珍妮嗎？
女老師也很清楚，在加拿大，學生家長的地

位是十分重要的，往往連校長都對家長退讓三分！
女老師多次用便條和電話「請求」珍妮的家長替珍
妮買一雙新皮鞋，因為眼看冬天又將來到，怕孩子
的腳被凍壞，可是，結果還是如故。女老師很想自
掏腰包買一雙皮鞋給珍妮，可又怕觸犯教育部的硬
性規定——老師是絕對不准買東西給學生的。更怕
的是傷到家長的尊嚴——自己的孩子的皮鞋，竟要
老師出錢購買！這件「皮鞋事件」，叫女老師苦惱
了好一陣子。今天，女老師來電話，告訴我，她已
把購買皮鞋給珍妮的「方法」解決了！是既不觸犯
教育部的規定，又不會傷到家長的自尊的「絕妙良
策」，叫我務必前去一看！
學生的午餐過後，女老師就從課堂的貯藏
室中取出了許多東西，置放在一張大桌上，其中有
玩具、日記小本子、彩筆、兒童圖書、小燈、洋娃
娃、襪子、手套‥‥‥不一而足，而且，每一樣東
西都標了不同的「價錢」，是簡單的號碼，醒目易
見，最大的號碼是五。原來，不久之前，學校請老
師們教導學生什麼是貿易和生意，什麼是交易媒
介——金錢——的意義。女老師苦思了一週，想出
了一個具體的方法，要讓孩子們明白到，金錢乃是
人們用自己正當的努力所賺得的報酬。在大人的社
會裡，那就是薪酬。在學校教育中，也可以培養孩
子「因努力得報酬」的正確觀念。於是，女老師就
「發明」了這個課堂中的貿易行為；她用獎券 (COUPON)的方式，獎勵學生的品學成績；考卷九十分以
上，得獎券兩張。排隊迅速守秩序，得獎券一張。
自動幫助有殘疾的同學，得獎券兩張‥‥‥等等。
然後，在每個月舉行一次的「貿易活動」中，學生
們可以用他們辛苦賺來的「錢」——獎券，去購買
他們心中喜歡的東西，這些東西都是女老師用過一
番心思，細選精挑而對孩子有實在用途的「貨品」
。女老師出錢出力來進行這項教育活動，不但得到
校長的嘉許，更贏得家長們的讚賞！
當課堂中的「生意」開始以後，孩子們手執
獎券，一窩蜂的來到「貨桌」之前，眉開眼笑的選
購他們心愛的物品‥‥‥。那氣氛、那喜悅之情，
看了就叫人感動。美麗可愛的小天使珍妮，也在歡
笑中買了一個洋娃娃——才用了兩張獎券。此時，
女老師忽然對珍妮說：珍妮，你手上不是還有許多
獎券嗎？看！你大概應當用四張獎券來購買一雙
皮鞋了‥‥‥啊！我差點忘記這雙鞋子啦！說著，
便從貨桌下面的抽屜中，取出一雙晶晶發亮的藍色
新皮鞋，叫珍妮試穿，居然是「那麼巧的」尺碼洽
好！快樂的珍妮，那喜悅的歡笑，怎麽看都像一個
小天使。臨別，我對那個賣鞋的女老師說：「謝謝
你今天讓我來參觀你的『生意』，感謝上天，讓我
有你這麼一個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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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省四校同學會，夏日野餐同樂日
昔日在國內基督教學校：培道、培正、培英、真
光、嶺南及協和常常舉辦各種活動，至今於北美
洲西岸洛杉磯，三藩市及溫哥華，他們每年都有活
動。
在多倫多四年前亦開始有燒烤同樂日，當時協和
沒有參與。如今又少了真光和嶺南，尚幸有德貞女
校加入，今年改為野餐同樂日。於七月十七日(星期
六)，由上午十一時至下午四時。於士加堡美麗徑公
園舉行，食物由天星美食公司供應。
七月中旬的天氣，變幻無常，如果滂沱大雨，
真不知如何是好，的確令主辦人員擔憂能否如期舉
行？是日也，早上陽光普照，氣溫亦甚適宜野外活
動。九時許，各校的工作人員已齊集於公園預定地
方進行佈置及搬運飲料等用品；由培英負責訂購的
燒豬兩隻亦於十時半運到。
十一點左右，各校參加的校友及親朋陸續前來，
向自己的學校負責人報到及領取餐券。培英校友只
收餐費每位五元，的確超值。今年培英共有五十八
人參加，全場共275人，十分熱鬧。十二時各人排
隊憑餐券領取食物，計有；燒猪、豬扒、雞扒、時
菜、炒飯、麵、水果、蕃薯及飲品等精美食品。
由於是友校，彼此都有認識，相見時互訴心聲及
慰問近況，場面歡笑聲，彼起此落。餐後舉行多項
遊戲比賽；計有灌水，每校派出代表六人，用紙杯
盛水，行到25呎處，倒入一個2公升的空瓶，誰先注
滿水瓶是為勝者，結果由培正校友隊奪標。第二項
比賽是，由三人合作運送兩個汽球，汽球是夾在兩
人之間，不准用手捉拿汽球，若汽球掉了，拾起放
回身上再前行，賽長為30呎，情況似二人三足賽，
參賽者在比賽進行時，笑料百出，有參賽者變成
滚地葫蘆，引得圍觀者捧腹大笑，勝利者是培道女
校。二時半，正要作哥尔夫球比賽時，眾人玩得不
亦樂乎之際，天上突然烏雲密佈，灑下滂沱大雨，
把眾人的熱鬧氣氛沖走了，活動亦就此結束，希望
明年再見。

灌水比賽

野餐同樂日 ‘65 斐社社友

女仕們準備前往作運送汽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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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 愛 小 組 】 行動
學長育有四位子女，長子與幼女現居多倫多，
長子現在是聖公會退休牧師，另外一子一女在澳洲
生活，他們都事業有成，幼子及孫.都是名醫，而且
非常孝順。經常與學長出外品嘗美食，市內不少有
名舍食府都留下馮學長的足印。
隨後，我們去探訪1931年(平社)劉選民學
長，劉學長今年亦已是九十六歲高齡者，身體健康
亦很好，只是聽覺較差。老伴亦已是九十的長者，
行動自如，有時獨自步行數里到附近商場購物，並
且照料一家人的飲食。現在與醫生兒子及媳婦一起
居住。 學長一家三代同堂，兩位男孫也是行醫者，
是一個督信基督的好家庭。

當委員會成立之後，李雪纖主席提議恢復四年
前校友會曾探訪元老校友，定名為「關愛小組」，
由主席李雪纖領導，其他成員有黃 創、葉長蔚、馮
漢强及侯倩儀。首先決定探訪安省校友會最年長的
兩位元老；1929(堃社) 馮紹煌醫生，另一位是1931
(平社) 劉選民學長。
2010年11月10日，一個藍天白雲的早上，關愛
小組第一次出發探訪。
馮紹煌醫生畢業於
1929年(堃社)花地培英，
馮醫生不單是現今安省校
友會內最年長的校友，相
信也是世界培英校友最高
齡的人瑞。兩年前，太太
離世後，便獨自居住在聖
保羅長者宿舍，馮學長身
體 非 常 健 康 ， 除 了 腳 部 馮紹煌醫生近照
行路時有
點困難，
需要手杖
或輪椅輔
助之外，
其他部位
都運作正
常，耳聰
目明，口
齒聆利，在整個探訪過情中，對答如流，過去和現
在的事故，都非常清釋，這實在是上帝的恩寵。靜
靜地告訴妳一個小祕密，明年2011年初是馮學長的
百年華誕呢！

劉選民學長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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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綠 楓 訊 簡 訊 (2010年 5月 至 11月 )
台山79慈社譚美瑶及紐約譚國新等校友來多倫多
旅遊；社友李素珠等，帶領他們暢遊本地名勝，並
於7月4日設宴士加堡東方明珠酒樓款待。

5月18日溫哥華校友會新任會長潘岳翹夫婦往西
歐旅遊，路經多倫多，基社同學陳輝齡，巢國容，
侯倩儀，馬淑華、陳尚賢，黃翠玲夫婦及候任委員
李雪纖，黃創，黃安法，葉長蔚等相聚於馥苑火窩
店，暢談昔日的趣事，樂也融融。

7 月17日培英、培正、培道及德貞四校於士加堡
美麗徑公園舉辦野餐同樂日。(詳情見另文)

6月初，蔡建中教授，美西會長黎炳潮及太太黃
貴雲秘書到訪多倫多，本會設宴於鴻福酒家歡迎。
(詳情見另文)

台山79慈社雷澤民鎮長夫婦到美加旅遊及探親，
李素珠等相約茶聚於東方明珠，參与者有本會顧問
伍伯良夫婦及馮漢强、葉長蔚及黃創等。

51 彪社馮杰於六月中由珠海返加參與孫女大學
畢業典禮，多倫多彪社社友設宴於士加堡三和魚翅
海鮮歡聚及雀局。

8月中旬，聯會常務主席曾集祥醫生返加與子女
團叙，相約校友會委員於東方明珠酒家飯聚，並講
述母校近日的動向。

7月初，蔚社余達明從愛民頓到本埠探望女兒，
並於三日，參加我們的1/6茶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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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汾之三三茶叙，聯會常務副主席鄭中文夫婦，
趁返加與子孫共聚之際，亦前來與各校友歡聚。

53凱社鄧卿意(羅卿意)於九月十八至廿四日在安
省中國美術會舉行個人書畫展。校友會及校友陳煜
坤均出席致賀。

李雪纖主席榮升奶奶，少君陸兆輝與唐丽貞小姐
新婚誌慶，設宴於La Rosa Grand Hall。本會幹事
及素社社友到賀，祝一對新人「百年好合，永結同
心，早生貴子」。

張金雄及張雯霏創辦之「勤學舍」學習中心，喬
遷之喜。新址於：650 Highway 7 East, Suite 308,
Richmond Hill,Ont.電話照舊。
駝社社友楊雁華由香港到訪，駝子們於十一月中
設宴於牛家庒暢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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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蔡建中教授及美西會長黎炳潮夫婦晚宴
非常感謝上屆主席綦兆良學長在應屆委員籌備歡
宴會前，接到蔡教授及美西會長黎炳潮夫婦到訪，
已安排好晚宴的地方，士加堡鴻福海鮮酒家，並
邀約好了二十多位校友出席；而前永遠名譽主席鄭
偉志學長原已應允赴會，惟當日因事缺席，緣慳一
面，殊感可惜！
五月卅日，李雪纖主席接到訊息，便立即通知
各委員，分別聯絡校友助興。然而，亦知道有幾位
台山培英新校友亦有意參加，有本埠79(慈社)李素
珠，渥太華80(愛社)黃春和及美國華盛頓62(素社)李
仲雄校友等。黃創副主席聯絡他們，並替李仲雄校
友找尋和他失落了五十載的同窗硯友黃金躉校友。
主客共計有八十
人，延開八席。
六月六日黃昏
六時，校友們魚
貫入席，久別重
逢，互相擁抱問
安，新知舊友，
「白綠親情，四
蔡教授及伍伯良學長與本屆委員合照
海一家親」。七
時，李主席致歡迎辭，請蔡教授向大家報導母校
近況，語重深長。晚宴開始，進餐期間，本會致送
禮物給渥太華及美華盛頓的校友。同時亦有娛樂助

慶，本會陳尚賢，馬淑
華合唱及各高歌一曲
外；新校友黃春和更是
了得，一人獨唱男女音
「分飛燕」，全場掌聲
及歡呼聲不絕。斌斌小
姐的舞蹈表演，有專業
水準。蔡教授客串做司
李仲雄（中）與黃金躉(右）伍伯良 儀，並情商楊寶坤校董
及夫人(江雪)唱歌，晚會氣氛沸騰至高點。
本屆委員亦趁晚宴作為就職禮，並聘請蘇棉煥醫
生、蔡建中教授、伍伯良學長及施淥漪校友為本屆
名譽顧問。蔡學長即席致送本會加幣$3000，其他贊
助本會經費者，有伍伯良、黃金躉，黎炳潮，大華
府校友，立社社友，黃春和，李素珠，温小云及葉
穎慈等，在此一一多
謝。
由於 蔡教授要乘
搭早機，所以在十點
前要向大家告別，互
祝珍重！部份校友仍
留在會場繼續高唱卡
拉OK至十一時才揮別
再見。

主懷安息
*43年毅社胡鐵於今年五月十九
日仙逝，並於五月三十日出殯，黃
創代表校友會出席吊唁。
*58年立社呂惠寶，不幸罹患癌
症，與病魔博鬥多時，於九月與世
長辭。立社社友及黃創出席瞻仰遺
容；希望她的女兒們.節哀順變。
*67年駝社張金雄丁母憂，老太享
年88，福寿雙全；並於十一月十一
日在温哥華出殯，本會委托温埠前
培英校友會長劉志文代辦理花圈致
送往靈堂，祈張府各人節哀順變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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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商戶 索引
封面內頁：

東方明珠大酒家
厚泰印刷
內頁(半頁)： 中加移民 /卓曼麗
安活廚櫃 /張瑞芳
卓越汽車維修 /陳華泰
內頁(1/4頁) 福地 /鄧美玲(真光校友)
內頁(card size) HomeLife /Tonny Louie
MuiScientific /梅弋深
雅德軒 / 蘇德雄
ATC /植祥堅

「白綠楓訊」在籌備創辦時，一眾委員及
前主席們都主張以一本雜誌形式的刋物。過去兩
年，曾以節省不浪費，能省則省，不要「打人心
口」，更改了另類姿態刋印。然而， 很多校友都
希望恢復昔日雜誌版本，得到校友們的贊助及惠
賜稿件，使小組們精神振奮。今期稿件以遊記形
式有宋哲和的「青藏印象初」及前主席姚季堃的
「秋遊黃石公園」，描述精彩，令人有置身於一
起。更難得有三藩市台山慈社朱巧儀叙述慈社大
家庭的成長與展望，美西培英校友參加台山75one
成立五週年的盛況。

第十九屆安省培英校友會2010
--- 2012年度委員名單

為了不負大眾的祈望，編輯組將會努力耕
耘，刋編「白綠楓訊」，令白綠精神更為廣傳，

名譽顧問：蘇棉煥醫生 蔡建中教授 伍伯良學長
施淥漪女士
主
席： 李雪纖
副主席：
黃 創、余沛民
文
書： 侯倩儀、周能思
財
政： 黃安法、馮漢强
監
察： 陳尚賢、葉長蔚
總
務： 黃禮歐、植祥堅
康
樂： 伍杰華、李月顏
公
關： 韋麗如、梁鎮華

增強校友間交流及全球各校友會間的聯繫。「四
海之內、白綠一家」的和諧合作。

鳴 謝

（排名不分先後）

潘岳翹校友
$100
黃金躉校友
$200
黎炳潮校友
US $100
立社同學
$100
大華府校友
$100
曾集祥醫生
$200
黃春和、李素珠、溫小云等台山校友

蔡建中名譽顧問
伍伯良名譽顧問
葉頴慈
譚美瑶校友
李玉媚校友
鄭忠文校友

$3,000
$300
US $20
US $200
$100
$100
$50

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編輯小組聲明

（1）本刊稿源缺乏,現誠徵校友提供各款稿件,包括回
憶錄,校園趣事,處世經驗,健康資訊,詩,書,畫佳作等,
均受歡迎.
（2）校友會委員接觸面有限,新舊校友生活近況,慶生
嫁娶等事未能及時報導.
(3) 校友如直接或閒接知悉本市校友身體不適,在家養
病或在院留醫,均請通知校友會委員以便安排探訪，一
盡互相關懷之情，並得在本刊報導。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内容之正確性,如
蒙採用,請先諮訊廣告商及作者.
IMPORTANT NOTICE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is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content of
the advertisements and the opinion expressed in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this newsletter. Read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clarif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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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聖誕
恭賀新禧

安省培英校友會敬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