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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 創、黃安法
植祥堅、候倩儀、馮漢強

加國多倫多四月 是春意盎然，光禿的樹木，樹梢 有花
葉蕾待放，寒氣漸消 201代年4月1”日」星期 )》，校友會假座於
士加堡國惠海鮮酒家，舉辦慶祝母校13令周年校慶餐會 是日各
地培英校友均有 表 席，四海白綠一家，新知舊雨， 聚一
堂，筵開十席，場面溫馨感人
時許，先舉行會員大會， 黃》》
創副會長報告過去一年的會務與活動及本年度的計劃，並宣佈
白綠楓訊 仍維持每年 版兩次；即四月份及十一月份各一次，
維持報導母校及
各地校友消息，
這是海外校友會
惟一的一份定期
刊物，希望各校
友們大力支持；
馮國光報告本會
政狀況
七時校慶
餐會開始，播放
加拿大國歌及校
歌， 黃》》創副
會長致 迎詞，多謝校友們的 極參與，支持各 活動 及 紹
本年度晉升鑽禧元老」畢業離校令0載)》法社校友； 席者有張永
光 潘祥鐘及陳華泰三位， 伍伯良顧問 表本會致送紀念品而
他們亦回贈禮金
300元給本會
至於畢業離校代0
載晉升金禧元老
的斐社校友，只
有四位 席，余
沛民 陳榮
周能思及林麗
明， 張瑞芳顧
問 本會致送紀
念品 此外，他
們亦被本會給予
餐會免費 用
可惜本年度畢業
離校30載晉升元老者沒有 表 另 紹一位新加盟校友；是香港
培英“”望社黃偉民，他是培英白綠攝影社的沙龍大師級者
李月顏委員謝飯後，隨即上菜，大家一邊 用美餚之
際，亦 道攪些動動腦根遊戲， 於現 電訊科技 達，幾乎人
手一部智能手
機，很多利用它
到谷歌網上找
答案，節目主持
人稱他們考試作
弊，把會場氣氛
熱鬧起來 」大
會 年因為幾位
歌手們因事不能
席 興，減了
不 熱鬧 )》至
十時許，晚會在
一聲珍重再見拉
下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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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和中學校
慶90週年華誕
周年華誕
協和中學校慶90
僑社記者謝潤琴／舊金山報導

舊金山華埠五間中文學校之一
的協和中學校，於5月30日上午
十時半，在舊金山中華基督教主
恩堂舉行慶祝創校90周年暨2015
年度第89屆畢業典 。舊金山市
估值官朱嘉文親臨祝賀並頒發賀
狀，逾百多位社區俊賢、師生及
家長均臨慶祝觀摩。
校董會永 榮譽主席暨保險界鉅子
源
堂顧問方創傑偕 夫人中華 妍 會 譽
會長方謝潔霞
譽校長暨 源 堂顧問方
立本伉儷 校董會主席伍雷妙瑤 校長蕭智
新主任牧師 副校長余陳 賢 前任副校長
江愛群
好嘉賓飛鷹社主席Frank充 Tom
方修行 生等均臨 賀
老師黃林麗明與胡王文詠共 擔任中英文
司儀
會暨畢業禮在師生高唱校歌聲中揭
開序幕，司儀引領眾人祈禱
祝神歲的高齡的方創傑首 回憶自己的一
生當中，爲協和服務，歷任校董會主席”下
多年，又擔任 年校長一職 他肯定當時華
埠五間中文學校中，歷史悠久的協和排行第
，是優秀的中文學校之一 他回顧協和過
往有祝下下多 的學生，雖然是中文學校，而
董 局一半是西人 一半是教會的教 ，協
和 賴由教會的經濟支持 他又談 2下多年
前，得
好 的幫 ，將協和轉交給主恩

同步舉行第89屆畢業典禮
 校董會永遠榮譽主席
方創傑（左起）、校長蕭
智新、名譽校長方立本
（右起）、校董會主席伍
雷妙瑤感謝市估值官朱嘉
文（中）蒞臨增添光彩。
堂協辦， 強地走過神下
個春秋 他讚揚學校人
少，但精英多，既學習中
華民族的文化，還着重教
育 偏向倫理道德 禮義
廉恥 忠孝仁愛等，其思
想教育又 聖經愛人如
己的精 ，信仰耶 ，
滿希望，奉獻愛心，
創新社會納入教學，並
得到主流社會公認學
他寄望 學們勤奮
讀書，靠自己的才能與智
，在走向社會之時，將有好的個人前途
接著，方創傑向協和捐贈善款5下下 ，略表
愛心 然而，他數 年從未間斷地爲協和中學
樂善好 ，注入溫暖的力量，弘揚博愛善舉
譽校長方立本談 他6下 多年前，如
現在的 學一樣， 情 景，歷歷在目 如

中國強盛崛起， 時，與 學們 享中華民族
的五千年燦爛文化，是要喚起大家的愛國情緒
自尊 他說，中國對世界有四大發明，西人
還認為有第5個發明——即是科舉制度，時
日，西方人仍仿效着科舉制度 他強調，中
國“5年來的改革開放， 國人自豪，他還舉
例 世界最長的橋，有神棟
在中國，如 西人報章引
用 中國返回唐朝
他
期盼 學們 力學習多種
語言， 適應未來走進國
際化社會的需要
高中畢業生雷 俊 表
詞感謝學校老師 年來
的辛勤培育，使土生土長
的 學們瞭解到掌握中華
傳統文化 孝 父母 尊
師長，
貢獻社會的重
要性 表示 極進取，迎
接新的挑戰， 優良成
回饋大家
 協和中學校領導暨老師
及畢業生與僑社領袖同慶華
誕，並留下美好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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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蕭智新主任牧師 答謝詞 他感謝大
家的撥冗 臨，感謝對中文學校的關心支
持，
資 教育公益 業，藉 ，
崇高的敬意
在 發畢業證書即獎學金後，校董會主席
伍雷妙瑤 紹協和簡史 她說，協和成立
1神2”年，當時教會 僑社根據中國人在美國
生活的需要， 承傳中華文化，因而由四間
教會成立了協和， 式註冊為非牟利機構
1神神”年，當時董 長方創傑提議，多方接
洽，由主恩堂接辦協和學校，在 的帶領，
教會的 望能在
辦學，實是美好的
1神神5年協和就有了一個家，從 不再搬遷
在江愛群副校長的帶領 ，並得蒙各善長和
僑社的大力支持，期間幾經艱 ，教會 人
出錢出力，繼續這 榮 益人的 工 江校
長在校任教四 多年，不 不棄直
幾年
榮休，爲協和建樹良多 她又表揚近期
年來，有幸得到新接任的副校長陳 賢的帶
領 ，有望 年開設國語班 寄望 繼續的
帶領，僑領和弟 姊妹的支持，協和更 一
層樓
繼而，眾人喜 大蛋糕，
協和華誕，
畢業禮 ， 學們匯報演出文藝節目，整個
會場洋溢著溫馨歡樂的氣氛

校友來稿

難忘缺水經歷》》》“1「台基》》彭國華
從小就知道中國西北地區缺水，那是在小學上
地理課時獲得的信息， 際上的缺水境況如何？未
有直接感受 上世紀七○年 中期，因工作調動來
到了西北黃土高原，做了幾年 西北人 ，才 正
直面西北地區 人 訝的缺水生活
那個地方的海 高度大 接近兩千米，還算是
條件較好的城 郊區，但初踏此地映入眼簾的景況
還是 我吃
春寒料峭，周圍的天地灰濛濛的，
山頭 是光禿禿的土褐色，平地的植被極 ，更看
不到任何與水有關的河 湖 溝 泊
裡的人身
上似乎
澱著經久未洗的塵垢，乾裂的嘴唇，黝
黑粗糙的皮膚，以及被颳風時漫天捲起褐灰色沙
塵嗆到的種種情景，這一 告訴我，這裡 的很缺
水
這讓我想起臨行前聽到有關此地缺水的描述：
天上無飛鳥，地上不長草，風吹石頭跑
我是
在山清水秀的江南水鄉河川湖海裡 泡 大的，從
未感知過缺水的滋味，我意識到面對的生活環境將
意味著什麼
剛開始覺得我們單位內部生活用水保障還好，
有一口百多米深的機井，然後把井水抽到水塔裡，
日常用水無憂 但後來用著用著就常常 現井水乾
涸而斷供現象，這時候只能用水車到很遠的地方拉
水救急，水車供水， 水車薪，為此常常 水 得
熱鬧，常眼巴巴地目送水車
，然後端著臉盆拎
著水桶焦急地等待水車歸來，再端著盆子叫罵著跟
在水車後面狂追
因為年 雨量不足一百毫米，僅相當於南方的
一場 雨量，又抽取過度而造成水位下 ，井裡常
抽不到水，所以總端著盆子狂追運水車的 尬情景
差不多成為常態，成為一道備受揶揄的風景線
可老天爺太吝嗇徒歎 何？只好向深度進軍，
將水井向下挖掘到二百多米後，供水方又回 到
正常；但一 兩年之後，便又故態 萌，後來一不
做 二不休挖到三百多米深，才終有了一勞永逸的
效果 可以設想，挖成三百多米的井深，資金投入
的天文數 可想而知
當地老百姓的缺水窘境，更是帶給我心靈難平
的衝擊，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打深水井，只能靠天的
恩賜下雨解難
我注意到，每個 子的兩頭 挖有一個大坑，
夏季儲雨水，冬天儲雪水，每逢下雪後，全 男女
老 齊 動，把雪掃到土坑裡化水，土坑裡的水便
是 民生活用水及牲畜飲用水的唯一來源
至於水乾不乾淨， 無從選擇；即便這樣，
民們也是惜水如金，舀上一瓢水來，其用途幾成固
定程序：先洗臉，再洗衣，洗完腳後澆莊稼
非但如此，日常伙食裡也吃不上青菜，一來因
為缺水難種植，二來洗菜太費水，故 裡的人根本
就沒有吃青菜的習
主食更是見證了水的寶貴，
平時寧可吃炒麵粉，就是用舌頭舔著吃，也不捨得
費水將麵粉加工成別的花樣，或是將高粱 玉米麵
烙成厚厚的大餅，摞放在廚櫃上，十天半個月 不
用做飯，誰餓了就去揪一塊，就著鹹菜疙瘩胡亂咬
上幾口，就算是吃飯了

反正這裡氣候乾燥，無須擔心南方那樣的蟲
蟻和黴變 從小在南方吃白米飯長大的我， 異地
現世界上竟還有這樣的 吃飯法 ，不免感慨萬
端
水的制約體現在各方面 記得第一次與同事到
附近 民家作客，主人特地為我們燒了一壺開水，
倒水前，主人很誇張地用手指頭抻著衣袖在水 裡
面轉一下，以示 子
擦 乾淨，可省下涮 子
的水
當時的情形 讓我目瞪口呆，因為我看到主人
那髒
的衣袖口，不知有多長時間沒洗了，那個
倒胃口的揩 子動作一直深深 在我的腦海裡
當時 於好 ，我 以調侃的口吻問過當地的
朋友怎麼解決洗澡問題，誰知每每問到，對方總是
嘿嘿一笑，不置可否地說，這裡乾爽不 汗，不用
怎麼洗澡
後來我覺得這樣問 在有點多餘，看看他們的
膚色 早就有了答案 即使我們條件相對較好，
不也十天半個月才洗澡一次？何況是 民！
因為我的人生有過這樣一段缺水的生活體驗，
故在以後的人生歷程中，對水有著別樣的敏感，
知道人類世界其 早 潛伏著缺水 機的威脅，以
至後來有了世界環境日 水——二十億人生命之所
繫 的主題， 此獲悉目前全世界竟有二十億人面
臨缺水的嚴峻形勢
所以這些年來，不論到了哪裡，我 堅持克
守儉節約用水，並且以自 的言行影響家人及周遭
友人
》》這絕非 言聳聽或杞人憂天，地球上留給我
們的生活用水，確 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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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
家有梧桐引來金鳳凰
——記旅加愛國僑 伍伯良劉彩鳳伉儷
》》》》》》》文圖/麥》浪》》》劉沃民
熱愛祖國，這是一種最純潔 最敏銳 最高尚
最強烈 最溫柔 最有情 最溫
最嚴酷的感情
一個 正熱愛祖國的人，在各個方面 是一個 正的
人 ——前蘇聯教育家蘇霍姆林斯基對愛國行為的精
述，套在台山旅加愛國僑 伍伯良劉彩鳳伉儷身上毫
不為過

解到公 資金緊缺，就爽快捐贈
人民幣10萬元興建一個舞台，義舉》》》》》》》》》》》
善行讓人無比敬佩

善心仁德遍 僑鄉大地

伍伯良劉彩鳳伉儷對台山公益事
業 獻巨大，建樹良多，所捐贈的主
要 目有台山中醫 醫療器
台山
教育電視台工作間等 但相比對台山
教育最為重視，兩人的母校培英中學與台山一中，更
是見證了他們留下一串串難忘的足跡，夫妻同心情繫
教育的高風 節，在僑鄉大地聲名 播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 學識淵博的伍伯良劉彩鳳
伉儷深譜當中道理，自然而然傾情教育，樂意解囊支
持教育，為此 別向培英中學捐建圖書館與門樓；向
台山一中捐建三間課室 劉彩鳳女士還在母校台山一
中設立 獎教獎學基金會 ，獎勵 校優秀的教師和
學生 2009年，台山一中百年校慶，她又帶 台山一
中加東校友會“0多名校友，滿懷深情趕回母校參加慶
典，并捐賀禮賀金人民幣24萬元，這成為台山教壇一
段佳話 值得一提的是，劉彩鳳女士對教育事業，不
是熱心於一時，而是長期堅持 為了使台中加東校友
會有個永久的 家 ，她與其他同仁共同籌劃， 資
力，甚至將自 的物業及長期 款作抵押﹐以此向
銀行借款，終在多倫多唐人街鬧區購買下一座房子，
改造成為台中加東建校友會會址

山窩里飛 金鳳凰

193”年，劉彩鳳女士 生于沖蔞鎮傘塘新和 劉
孔休之家 傘塘地理環境周邊靠山，新和 位置猶如
一個山窩，其 住祖屋就處於 中一 排開的 頭
劉彩鳳女士家庭條件優越，從小愛漂 的她，愛穿花
衣花裙 入，兒童時期活潑伶俐；很受 里人的喜
愛，被讚為一朵燦爛的金花
老華僑劉孔休先生是一個知書識墨的人，他
極創造條件讓女兒自幼接受良好教育，而愛女也不負
厚望，無論孩兒時期在朗溪小學讀書，還是 年時考
入台山一中求學， 是保持學習成績優秀，顯示 比
同齡人過人聰慧 解放初期，她又奉旅加拿大父親
之命，轉學到香港學習英文，繼而又前 加拿大攻讀
商科，成為科班 身的高才生 畢業之後，劉彩鳳女
士應聘在多倫多 一家寫 樓任職，不久邂逅相遇從
台山培英中學 去的伍伯良先生 相貌堂堂 文質彬
彬的伍伯良先生，是四九鎮 安 人，同樣的 生地
瀕臨山區，大山的寬厚薰陶，使他性格從小養成遇事
沉穩，老練成熟 而讀書方面更是勤奮好學， 類
萃 緣份天注定，雙方郎才女貌，情投意合，自結婚
形影不離，携手共進
結婚後的伍伯良劉彩鳳伉儷志 高遠，一直同心
協力謀求商海啟航，幹 人生一番大事業 19令”年，
具高智商的他們捕捉到商機，於是果斷投身房地
產，經過幾年 力拼搏，一舉獲得成功 隨後樓盤越
做越大，生意日趨興隆，成為多倫多納稅大戶，為僑
地作 了很大 獻 這對從山窩裡飛 的金鳳凰，
終於展翅高飛，翱翔天空

我們是旅 加拿大的中國人

伍伯良劉彩鳳伉儷人生 麗，在加拿大僑界 商
界很有影響力，伍伯良先生 榮獲多倫多 政府傑
民獎，并擔任台山同鄉會副會長 正會長多年 而
劉彩鳳女士 任台中加東校友會正 副會長達20年，
退位後大伙再推她為 會永遠名譽會長 不過，常懷
愛國之心的他們，相比祖國授予的榮譽，郤是倍加珍
惜
2000年以來，既是社會名流又是著名僑 的伍
伯良劉彩鳳伉儷， 三次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 邀
請，以愛國僑 身份回國參加國慶觀禮 另有一次被
國務 鄭重邀請，參加 敬 觀光團 遊覽國內名山
大川 2010年，他倆又獲中央有關部門相邀，與11》個
國家的僑 一同回國，對中國的北部到南疆作了一次
長途的參觀 訪問和旅遊 而在廣東省範圍內，對社
會 獻良多的伍伯良先生先後被江門
台山 授予
榮譽 民稱號；夫婦倆當選廣東省台山僑屬》」廣州地
區)》海外聯誼會的海外顧問 劉彩鳳女士還被台山
婦聯聘為海外聯誼會名譽會長 2014年11月2”日，他
倆又受台山 人民政府應邀，回國參加第四 世界台
山籍鄉親懇親大會 難能可貴的是，伍伯良劉彩鳳伉
儷雖 年高體弱，每次來回奔波十 辛苦，但他們郤
感恩與珍惜這份榮耀
有國才有家，愛家更愛國 一直不忘故國的伍
伯良劉彩鳳伉儷，毫不諱言 祖國 這個神聖 眼，
在心中不可侵犯，也無可
，為此他倆言談舉止坦
然，屢屢在鄉親之間打開心扉，稱自 是旅 加拿大
的中國人 這樣的話樸 無華，但 乎於情， 乎於
心， 正是振聾 聵，動人心弦，蕩氣迴腸，意味深
長！

金鳳凰喜棲故鄉梧桐樹

鄉情濃郁，樂善好施，此是家鄉父老對伍伯良劉
彩鳳伉儷的一致讚美 在不 鄉親眼裡，兩位著名人
士家庭很富有，但與之接觸毫無 氣，新和 的老人
家記得不 細節，他們每一次回鄉，只要大家坐在一
起吃飯，孝敬前輩的劉彩鳳女士，定會夾菜 你碗裡
放 要是見到多年不見的叔伯嬸母，她就會迫不及待
給人送個紅
最 人一次是回來請 民聚餐，當場
給到位的令0多名戶主各 紅 100元 還有一回是回鄉
上山掃墓，劉彩鳳女士不管大人小孩， 各派利是100
元以表心意 除此，他倆非常熱心，舉凡進行 容建
設， 是義不容辭捐款
鄉親津津樂道，還有一
件盛事：19”9年，彩鳳姑串連傘塘人稱 八朵金花
的八位同齡姊妹，每人帶着夫婿回國旅遊暨回鄉探
親，新和 召開 民大會予以熱烈 迎，當時場面隆
重溫馨，一時在蔞陽成為美談
伍伯良劉彩鳳伉儷愛心洋溢，豪爽大方，熱衷
公益，四九和沖蔞兩地受益良多 早在多年前，伍
伯良先生就於家鄉捐贈一間敬老 ，為老人提供一
個安度晚年的安 之地 他們對沖蔞僑務 文化
教育也是大方輸將 2014年11月份，伍伯良劉彩鳳
伉儷回鄉拜祖，專程視察正在籌建三星公 ，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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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拿馬運河閒談
我生長在廣東花縣」現名花 )》客家人，當
地比較貧脊，因此有不 客家人便去扛長工，或
到國外」如東南亞， 度，美洲等地)》謀生 在
童年時常聽到人們在交談中提到巴拿馬》」PANAMA)》
,》問一小孩：你的父母是去了 巴拿馬 嗎？那
小孩卻聽成 爸拉媽 ，便回答 那是爸爸拉住
媽媽要去的地方就是巴拿馬啦！ 因此，我從幼
年便有了 巴拿馬 的意念 直至我來多倫多定
之後，便覺得離巴拿馬不遠了 巴拿馬運河是
溝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運捷徑，改變了以 繞
過南美洲，風浪大 路程 遠而 險的途徑 因
此，巴拿馬運河是一條安全 快捷而又經濟的海
運通道
從」2014年10月12日)》 明報 得知一些在
巴拿馬的華人歷史，現時在巴拿馬估計有13萬華
人，當中超過90領來自廣東省一帶 他們當最是來
自花縣」佔“0領)，成為巴拿馬華人的主流 這些華
人最早可追溯至1”代4年，有第一批華工約“00人，
坐船到巴拿馬成為血汗勞工，參與建築巴拿馬鐵
路和開鑿這條巴拿馬運河；從此一批又一批的華
人到巴國工作而定 下來，至 佔巴國人口代領》，
如以華人血統也計算在內，估計可高達1代》–20領
先輩華工參與建築這條運河經歷100載，至1914》
年才通航；華工在這條寬10公里 長”1公里的運
河區中勤勞開鑿，生活艱苦，而且有疫症流行，
那是 蚊子 播黃熱病而引起的，不 工人因而
喪生， 此，可見華人對運河的建成的 獻何等
偉大
乘大郵輪遊覽巴拿馬運河，先到巴拿馬城，
巴城高樓林立像曼哈頓 沿著太平洋岸西北行，
旁邊有一條很長的亞美利加橋和一些 落與小
鎮 然後到達一處開闊的海口，這便是巴拿馬運
河太平洋入口處，兩邊有些小丘陵和廣悠的熱帶
雨林；然後便通過一條極其宏偉的大吊橋，它很
像香港的青馬大橋－」見照片一)》，名為百年大
橋，是巴拿馬運河接聯南北美洲的咽喉要衝，地
形險要，岸邊是斜坡，間有灌木小樹林 中間是
谷地，地勢不斷增高，但也有沼澤，小海灣上有

代1「彪社》》宋哲和

小島或 岩怪石，有如越南下龍灣的 景
運河最重要的地方是水閘，最宏偉的工程」
見照片》2》)》；因為巴拿馬運河與陸地比海平面高
二十餘公尺，郵輪
地入閘後，關閘，從上
游的加通湖，注入淡水使郵輪升高七公尺，要進
行三次才能使船上升至二十多公尺，與加通湖水
位相接，郵輪才能在運河上航行，安然通過運河
之後，才又 低水位與大西洋水面相接，郵船便
可以通 大西洋去；這是遊客們最值得觀賞的地
方
從水閘到大西洋 口，水程不短，旅行團有
兩種安排，其一是上岸到附近鄉 參觀；其二是
乘車繼續前進，我選前者，很想訪問一些同鄉客
家人，以了解當地的風情和生活狀況等 可是參
加的人數太 而不能成行， 我大為失望 但這
次旅遊總算遊覽過巴拿馬運河了
遊覽完畢，郵輪船長送一張 橫過赤道遊巴
拿馬運河紀念狀 ，欣喜!》》為增加大家的興趣，
請你們猜個謎語，題目是：西蜀擒孟起》」打一國
名)》 其 謎底在本文 經提 來了
孟起
者，馬超是也，四川省又稱西川，秦朝時的西蜀
又稱巴蜀郡，俗稱巴地 在巴地擒拿馬超，即
巴拿馬 也 》」見三國演義第令代回)

圖二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曾集祥校友
致意
致意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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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走路人生》》》“1「台基》》鐘》鳴
我的人生是走路的人生，自從 生於世學會走
路始，我便與 走 結下不解之緣，特別是五
○年 的農 ，走路更是每天的家常便飯，從早上
一睜眼到晚上熄燈，幾乎 奔波在鄉 的 埂阡
和羊腸小道上，因為 在是買不起鞋子，所以 是
打赤腳走，因而小小年紀腳底便長 厚厚一 不怕
石子硌腳的繭子 》
農 娃兒翻山越嶺 攀懸崖
峭壁不算稀
，荊棘叢生的林間小道及 凸不平的沙石土路習
以為常，走起來卻也如 平川般舒坦自如 小學
年，家門至校門雖僅一里之 ，但每天 返兩個來
回，
在嚴寒酷暑甚或狂風暴雨裡奔走，是 年
裡的常態；距離縣城七 八公里，每每跟著大人去
趕集或是學校組織看電影，來回三小時，無一例外
是步行
那時根本沒有乘車的概念，如能碰機會 道搭
上 裡的叔伯們做為勞動工具的雞公車或牛拉車之
類，就覺得很幸運了；公路上罕有的班車偶爾從眼
前駛過，卻覺得那是離我們很遠的尤物
空手走平川 屬輕鬆平常，負重行走才是小小
年紀的考驗 那時外婆家裡養著一頭大母豬，飼料
常常緊缺，為此母親常將 攢的菜幫老葉番薯藤等
上等豬飼料，打 我挑到五公里遠的外婆家 外婆
及周圍鄰 每每看到我氣喘吁吁 一身汗水挑著擔
子的矮小身影時，總是不住地誇我乖巧能幹
其 ，那是平坦的沙土公路，儘管挑著擔子，
對 飽經風霜 的我也只是 小菜一碟 ，而課餘
時間常要去山上打柴的艱苦營生，才是意志和毅力
的考驗 因為砍柴要走很遠的路，還要背負砍柴工
具翻山越嶺，再如牛負重般挑著兩大捆柴禾下山，
從早上頂著星光 門，到晚上披著月光到家，小小
年紀經此磨難， 有點篳路藍縷般的悲壯
年時 便踏遍千山萬水，更有那時伴之 苦
不苦想想紅軍兩萬五 千里
的激勵教育，在磨
練意志中走 了 鐵腳板 ，小學畢業後到十公里
外的縣城中學上學，周 回家 周日返校，來來回
回地又走了 年
那時提倡知識青年到農 去接受鍛鍊教育，
我和同學們常以行軍拉練的形式，打著紅旗唱著歌
曲，奔走十幾公里幫 農民耕種收穫，乾旱時節擔
水保苗，這是中學時期的常態 期間，有兩個與走
路密 相關的歷史事件 我終生難忘
其一是適逢 ○年 中國高調支援越南的抗
美戰 ，學校旨在結合體育鍛鍊 增強學生體質，
提 了象徵性 跑到河內去，聲援越南人民的抗美
救國鬥
活動的倡議 於是我和同學們利用課餘
時間 極跑步鍛鍊，自覺累計每天的跑步里程，每
天環繞操場 縣城奔跑，連上學來回的路上也是跑
步，不到一個學期，我便象徵性地跑完了一千二百
公里的路程
其二是文革初期風靡全國的紅衛兵徒步大串
連活動，那年才十五歲的我，也裹挾到這股走南闖
北的瘋狂洪流中，一次次地和同學們高擎紅衛兵旗
幟，背起行軍背 走天涯，在那種天不怕地不怕的
豪情壯志驅使下，竟然創造 日行七十公里的個人

紀錄，即使 鐵腳板 起了血泡，渾身筋骨累得像
了架似的，晚上在沿途接待站睡上一覺，第二天
又是雄糾糾 氣昂昂的奔上新 途 可以說，那段
徒步走天涯的經歷堪稱我的走路生涯中最經典的一
頁
以後，我工作和生活的足跡遍及大江南北 長
城內外，堅持走路的初衷不改 隨著年齡的增長，
越 地把 步鍛鍊當作強身健體的必修課，一年四
季風雨無阻，常常打著傘閒庭信步在行人
的雨
中小徑上，這 經成為我的 所周圍中的一景，也
成為我人生的一種樂趣
以致我來美 住在紐約的這些年，即使 進入
退休的老年行列，也沒忘記把這人生習
移植
過來，儘管這裡的人似乎沒有室外 步的習 ，但
我不為所動，每天兩小時的 步運動雷打不動
我從 后區住所步行到法拉盛要一個多小時，
儘管公共交通非常方便，我也持有駕照，但每逢
要去那裡應酬或辦事，只要天氣好，我 會步行前
親朋獲悉後，有說我 的，有為之吃 的，在
這幾乎不興步行的汽車王國裡，常常踽踽獨行的我
儼然成了馬路一景
我不怕成為另類，只要對健身有幫 ，只要自
我感覺良好，我在中國鍊就的鐵腳板，還要在美國
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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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聖

及農夫

場》)》》》林大媽

黃老總來電要寫一篇 次 遊記事,》對於一
個失文失 的老大媽來說 是一件苦差,》唯有搔
破頭皮,免為其難草草交差了事 是日早晨睡眼惺
忪,下載了舊時間行程表的電郵,幸好老大哥和司
機體諒轉回接載,才得以隨隊 遊度過愉快的一
天 》》
2013年》9月的一場大火災,》把建於19“代年的
聖 及農夫 場摧毀了,》新建築剛於本年令月以耗
資五百萬元重建,》是故
地方寛敞乾淨,據稱高峰
旺季期間,有超過400個
攤位擺
當天陽光普照,》雖
然點有 意,》但廣場上
人潮不斷 一籃籃一盤
盤的新鮮蔬果和各色食
品 人唾液欲滴 一束束艶麗的鮮花把廣場照耀
得活力生輝,》家 用品及特色的小擺設更 人目
不暇給 二座三角
大型鐵火爐給稍涼
的天氣帶來一絲絲
溫暖 買了 熱騰
騰的香濃咖啡信步
四逛 欣賞着年青
喇叭手的演奏,不遠
處也有一群小伙子
自唱自跳,自得其
樂 》隨手買了瓶
蜜 及影了張照片,》檔主笑言要付頗代肖像權,》但
笑談間卻多找回頗代,》引得旁邊其他顧客大笑 》可

附近聖 及小鎮寧靜優雅,》 民在街頭閒逛
或坐在路旁椅子聊天 》被麵 香氣吸引,》走進旁
邊擠滿顧客的麵 店,》買了二盒美味曲 餅 》鄰
近數間精品店舖,》和在外圍佈滿花卉街角的餐廳,》
點綴着這清新的小鎮,尤如一幅畫般淡淡地
它獨特的美態
德國餐廳豬手的名
氣與招待差距甚大,》加
上強制性劃一只供應豬
手餐,》更 部份校友非
議,》還幸馮大哥送來一
冰凍暖心啤酒,》配合
肉質焾滑的豬手,把一
不 趕走
隨後的Outl享t》Mall》
大家忘記煩惱,》雀躍
地踴進各大名店 直至
黃昏時 ,》各自挽着大
小 勝利品踏上歸
途
後記:》午餐的小風
波影響不了整個愉快的
旅程 在此要多謝沒有
隨行,》但幫忙整理安排
行程的植會長和細心為
大家購買早點,兼任
隊的黃會長,以及安全
駕駛, 大家無憂的司
機哥哥」La努r享n賣享》Yi市),
在他帶 下環遊了一整
天,》借此 地特意多謝
他們
另外忠告大家:》原
來玩樂後是要交功課
的……》哎呀》!

惜因行程緊密,》否則可
乘坐 的馬拉車轉場2-3》
圈,倒也一樂
花生廠的花生新鮮甜美,》任試任食 小朋友
雀躍吃不停口 》驟見馮大哥拿個大箱子掃貨,可
想而知此貨乃必屬佳品,》雖然 吃花生,》也不
怠 入貨

多謝林大媽於百
忙裏偷閒，完成這 遊記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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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英崙培英校友會慶祝培英建校13令週年校慶暨聯誼春宴》》》
文：丘雲達》吳曼霞》》圖：黄鐵鎰

波城四月，陽光燦爛，櫻花怒放，春意盎然
201代年4月19日」星期日)，紐英崙培英校友假座波
士頓華埠帝苑大酒樓舉行紐英崙培英校友會慶祝培英
建校13令週年校慶暨羊年聯誼春宴
席宴會有全美黄氏宗親會元老 紐英崙培英
校友會名譽顧問 帝苑大酒樓東主黄官羡先生，元老
名譽顧問陳毓璇，名譽顧問劉惠龍 陳日華
瑞乾
顧問等，台山聯誼會會長李照桃先生，更有吳曼霞學
姐祖孫三 共約赴會 還有劉華權師父夫婦 何南夫
婦 伍婉玲夫婦 蘇李慧敏等熱心嘉賓 五十多人，
筵開五席 白綠一家， 聚一堂
宴會 副會長吳曼霞及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
團長黄納斯共同主持 在播放 培英校歌 後 副會
長吳曼霞致 迎詞 熱烈 迎校友及嘉賓的蒞臨，贊
揚他們對校友會活動的鼎力支持，並祝福大家羊年快
樂，身體健康 並特别贊頌培英是一間歷史悠久的名
校，為社會培養了大批人才
培英人 遍佈中國的
台山 江門 香港 加拿大及美國等地 我們因而深
感自豪
宴會中，文藝節目表演 頒獎 抽獎穿插進行
此次特别頒獎給 一貫支持 贊 培英校友會活
動的，德高望重的 帝苑大酒樓東主黄官羡先生
文藝節目豐富多彩：首先是校友會職員合唱
恭喜，恭喜 ，隨後有陳日華學長 丘雲達學長的詩
歌朗誦」詩作附後)；劉永佳粤曲演唱和手風琴獨奏，
顕示他多才多藝；翁惠莊的獨舞 花好月
，舞姿
優美；林松波學長的二胡獨奏，聽者意猶未盡；劉華
權夫婦的功夫扇表演，剛柔並舉，贊賞不絕；特别前
來 慶的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的小舞者：黄嘉寳和
黄嘉慧是吳曼霞的两個孫女，她俩表演的 傣族小姑
娘 ，天 優美的舞姿，跳 雲南傣族的風情， 承

中華文化，博得全場熱烈的掌聲
豐盛的餐宴，美味品賞；豐富的獎品， 大
喜
在喜氣洋洋的氣氛中，丘雲達學長主持祝酒；
隨後副會長梁小娟致謝詞，感謝贊 禮金 禮物的校
友和嘉賓：黄官羡 何南夫婦 梁家蔚 李照桃 伍
婉玲夫婦 薛劍童 丘雲達夫婦 劉華權夫婦 蘇李
慧敏 波士頓中國鄉土舞蹈團 陳毓璇等 感謝大家

對校友會活動的支持 並邀請贊 人士合照 最後全
體參加宴會者合照留念 宴會在一片 樂的氣氛中結
束 互祝羊年快樂，身體健康，家庭幸福！！
附：獎狀内容如下：名譽顧問黄官羡先生惠
》》》》》》》》》》》》》》》》》》》》》》 人為樂
》》》》》》》》》》》》》》》》》》》》》》慈善為懷
》》》》》》》》》》》》》》》》》》紐英崙培英校友會敬贈
附詩一：》》》》》》》》》》》》》 憶母校 》》》》》》》》
》》》》》》》》》》》》》》》》》》》》協社》陳日華
》》》》》》》》》》創校松 那夏祖，旌旗白綠色鮮明
》》》》》》》》》》東臨篷舘鵝潭畔，西接名津煙雨
》》》》》》》》》》琴韵書聲南北舍，花香鳥語夏 營
》》》》》》》》》》 逢母校生辰日，題首詩歌賀壽星
附詩二：
》》》》》》》》》》》》》 培英建校13令週年感懷
》》》》》》》》》》》》》》》》》》》》凱社》丘雲達
》》》》》》》》》》黌樓琴韵朗書聲，猶念同窗白綠情
》》》》》》》》》》校訓箴言標志向，科硏興學 新程
》》》》》》》》》》良師教澤苗壯盛，桃李争春碩果盈
》》》》》》》》》》那祖恩情歌不盡，培英徫業永留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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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隨筆》》》》》》》》》》》》“3’安社》》植祥堅
年 馬星動，至
去了三個海外旅行 繼年初
三月份的拉斯維加斯+死亡谷+洛杉磯 日自駕遊，及四
月份的冰島七日自駕遊之後，重頭戲便是剛完成的倫敦」
七天)+郵輪」七天)+巴塞隆拿」七天)自遊行了
於從未去過歐洲大陸，亦受近年歐洲治安趨差
的 聞影響，所以在
前兩個多月， 著手籌備 在
網上搜集了大量資料，並 先訂了酒店及制訂了 細行
程 無論是在倫敦及巴塞隆拿，地鐵及巴士 能到達各
個旅遊景點，所以無需租車自駕，省回租車及泊車的麻
煩
在倫敦，只要每人買一張》糖isitor》O復st享r》Card,》
便可以搭乘地鐵及巴士 儲值不夠時，又可以在任何地
鐵站用信用卡充值，這跟香港的八達通差不多 它還有
一個好處，就是每日用量上限為令.4英鎊，之後的當日搭
乘 變為免費
在倫敦那七天，我們馬不停蹄地參觀了所有著名景
點 西敏寺，大笨鐘，白金漢宮，侍衛換班儀式，倫敦
眼摩天輪，牛津街，蘇豪區，唐人街⋯⋯ 及各式各樣的
集 值得一讚的是很多著名博物館及藝術館 是免費
入場，我們便一口氣地參觀了大英博物館丶大英藝術館
丶科學博物館等等 其中又用了大半日時間，從維多利
亞車站乘坐旅遊車到郊外的巨石 參觀，這是幾千年前
人類 展的文化遺產 至於倫敦特色美食方面，當然不
可不嘗的有杰ish》發》Chi市s,》Sh享市h享rd「s》Pi享,》St享a履》and》

Al享》Pi享,》Ban尋享rs》and》Mash等等
倫敦乘坐兩小時的長途巴士，便到達修咸頓這海
灣城
地住上一晚，大清早便到郵輪碼頭上船去
了 在郵輪上，基本上就是任食任玩 不用舟車勞頓，

不用每天搬卸行李 每次泊岸便上岸參觀四五小時 其
中以葡萄牙首 里斯本 象最為深刻 先跟 郵輪主辦
的岸上觀光團走馬看花地到過各大景點，之後便是各人
的自 時間 我們便步行到里斯本的 中心，品嚐了葡
撻及香濃咖啡，最後乘搭摩托三輪車返回郵輪 快樂不
知時日過，轉眼間便到了巴塞隆拿，開始我們這巴塞隆
拿七日之旅
倫敦及巴塞隆拿 是歐洲的大 會， 保留了很
多歷史古蹟 但英國人普遍是斯文有禮，而西班牙人就
比較粗獷 更大的 別當然是在語言方面，在倫敦所有
人 説英語，所有告示 是英文，這個在溝通上沒有難
度 但在巴塞隆拿所有人 說西班牙語，所有告示 是
西班牙文 只有 數人或在旅遊區才可用英語溝通 無
論在餐廳點菜或街上購物，很多時 是估估下，這個反
添了不 情趣
在巴塞隆拿乘搭地鐵及巴士是非常便宜的，只要在
任何地鐵站，用9.9代歐元便可買一張T-10咭，可以乘搭
十次巴士或地鐵 更有趣的是可以多人
同一張T-10
咭，只要你插咭入閘後，把咭 遞給下一個人，他便可
以再插同一張咭入閘 還有一個有趣的地方是它們的地
鐵車門上，內外 有一個開門掣，無論你在車內或月台
上， 要按門掣才可開門進 車廂，地鐵到站時，是不
會自動打開所有車門的
在巴塞隆拿不可不提那著名建築師高第 他的建築
風格非常大膽創新，將大自然的樹木昆蟲花鳥融入其建
築設計中，很多他的建築作品」教堂，公 ，商業大樓，
住宅大廈)
成為巴塞隆拿的著名旅遊熱點了
西班牙的特色美食當然是西班牙火腿丶西班牙海鮮
飯及西班牙的Ta市as前菜了 餐酒及啤酒在當地是非常便
宜，在超級 場⋯，五毛以下可以買得到一罐啤酒，
一元左右可以買到一樽餐酒，所以西班牙人用膳時
是無酒不 的 路旁總是有琳琳種種的小店在 酒，
而當地 民亦樂於圍坐路旁把酒言
雖然飲酒文化在
當地
如此盛行，可幸尚未遇上醉酒鬧事之徒
在飛回多倫多這九小時航程中寫了以上的旅遊點
滴，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親身體會一下
如需要更 盡資料或圖片，請電郵給我》ra復賣hi履詳
hotmail.賣om,》我可以提供更 細
編者按：好有料，在機上歸途中完成，高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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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遊隨筆》》》》》》》》》》》》》》》“3’安社》》植祥堅

10

本會活動

夏日燒烤
燒烤活動是校友會本年度第三 活動，在踏入
201代年委員肥 負責盡早向 政府有關部門申請租
賃活動場地，地點仍在 年的》Thomson》M享morial》
Par履.》 於過去兩年的經驗，各 操作 按 年一
樣，主要燒烤肉類選購及製作，一致推舉黃》創繼續
負責這 大任，其他工作 所有委員從旁協辦採購
用具及燒烤 料，彼此仝人合作協調，沒有什麼短
缺麻煩
月二十日剛巧是端午節，又是父親節的前
夕，影響到很多校友裹足不前，幸得陳菊雯及 健
南兩位落力拉動親友捧場，參與人數近半百，謝
謝！
是日雖然是夏至日前夕，天朗氣清，陽光不算
猛烈， 是一個進行戶外活動的好日子 黃安法一
如以 ，早早到達場地，其他委員亦於十時許到達
現場準備工作，鋪檯 ，高掛校友會的橫額，其他

亦紛紛捲袖請纓幫忙 火燒烤工作 黃》創帶來 醃
製的雞翼 豬扒與涼素麵；熱心校友馮漢強，一如
年，捐 大蝦 青口 三文魚柳 魚旦及楜椒鴨
胸 植祥堅採購的香腸 沙律及鮮甜多汁的西瓜，
健南校友在家祕製飲料 眾人同心合力，在三個
炭爐及汽爐，於兩三小時內完成燒烤工作，其中新
校友黃偉民，全神貫注於石油氣爐，燒 色澤鮮豔
而有香氣味 精神可嘉！
快樂的時光易過，大部份食物差不多解決，尤
其是幾個大西瓜，瞬息間消化了 近下午二時，日
正當中，不是拍照好時間，有高手黃偉民在，亦攝
取得完美大合照 初次參加的親友們，均感滿意，
將來亦再會參加云！三時左右大家合力清理場地，
年的燒烤同樂日亦隨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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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楓訊簡訊》

201代年代月至11月

關康泰校長退休後，經常與家人 外旅遊探親，
月九日他夫婦及女兒三人到訪多 ，校友會與一些
西關及鶴洞昔日他的門生，於 月十二日於國惠海鮮
酒家筵開兩席飯聚

溫哥華培英中心鄺忠源副主席與夫人劉鳳屏於七
月中東來多倫多探望女兒；鄺副主席百忙中抽閒參加
我們 月的三/三茶聚，並報導中心近年的 展

香港代”「立社》校友潘祥錃夫婦於八月底來多
探親，另一社友溫晉雷則在九月尾來多訪友，兩位校
支目前均在美國懸壺濟世 多 立社校友們當趁此難
得的機會一敘緬懷西窗趣事 此情此景 拍張相片留
念

香港培英聯會前主席 集祥醫生及現任主席鄭忠文
回加探親，與本會委員黃創 植祥堅及馮漢強茶聚

本會創會主席95歲榮壽誌慶
12

囍

白綠楓訊簡訊》

201代年代月至11月

19令令》 社校友陳國漢千金 閣

19令“》駝社校友余沛煦千金 閣

香港19令令 社同學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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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消息

白綠楓訊簡訊》

201代年代月至11月
令3’蔚社》麥勵濃

》四級社友的聚會
韶光易逝，暑
來，么女產後 工，我倆老
退休，閒在家中，幫忙看顧三位女外孫；而我左膝
有小患，是以未作遠遊而閒留於家中，平淡渡日
五月二十 日 住於芝加哥
年 社娉梨細妹及
妹夫，與 於 州 七駝社勵民弟與弟婦，一起前
來我家 聚一星期
先遊士加堡著名的湖邊懸崖公 ，以山崖湖景
遠望白帆，並獵取了不 美景照 改日探訪 於密
士沙加頤康療養中心 五年斐社娉蘭大妹，蘭妹不
幸多年前不幸患有腦退化症，入住 中心 五年，
八十高齡的妹夫每天親自去餵食三餐，現 世上如
此不離不棄，情比金堅，不可多得 我兄弟妹是
五四年至 零年,均就讀於香港培英中小學，二零零
五年蘭妹三子婚宴十年後，四兄弟姐妹首次相聚，
齊齊共影八人退休大合照，亦可謂家族四級社聯
聚會

》四級社友的聚會

令3’蔚社社友小聚
七月二十九日晚．香港 三蔚社定 多 的社
友，於士加堡喜臨門酒家 宴梁德成夫婦一年一度
香港返加短住， 席者有黃子裕 張建強 唐奉
宜 麥勵濃 潘燕清夫婦及陳焯熊夫婦共十人，席
間唱談各人生活近況，至九時許才 席

李郭 雲老師壽辰
八月八日晚，培英及嶺英中學校友，於萬錦
亞拉廚房筵開三席，慶賀李郭 雲老師一百零三歲
壽辰，場面熱鬧高興 是晚尚有嶺英甘秀霞老師從
美德州達拉斯 駕車前來同慶賀；她與娉梨妹在嶺
英同班，和
年 社黃巧容於台灣讀大學同宿舍
而成為好友至 ，和郭老師一起於一九七零至七五
年同任教職於香港培英中學 郭老師雖然是百歲人
瑞，精神奕奕，行動自如， 片子清甜，親自招呼
每位校友同學和她合照， 派利是及生日蛋 ，盡
顯格格之 貴禮儀風範，至十時後，拍攝大合照後
才 席；是晚培英校友 席者有麥勵濃 黃子裕
張建強及林藻鳴四位

令3’蔚社社友小聚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丘雲達校友
丘雲達校友
致意
致意

李郭 雲老師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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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禮物》》心意筆》》》》
聖誕禮物 心意筆 ，是會長暨各委員與獎學金委員會主席，敬送給各位蒞臨聖誕餐會的禮物，
感謝參加校友會活動和支持
於十月初有委員提 建議，希望 年攪些新意思，但要不費校友會 毫 一呼百諾下決定 一眾
委員自掏腰 籌集了數佰元，促成此事 每位贊 二十元者，可得回原子筆十枝，作私人送與朋友或
校友 餘額二佰餘枝，敬送給參加聖誕餐會 席者，每位一枝 尚有餘 則交 校友會致送與到訪本
會的校友或 訪其他友會時用 小小心意，祝各位聖誕快樂，新年愉快！

19令代年级斐社畢業代0周年慶典纪

》》》》令代「斐社陳榮

201代年4月24日乃母校培英13令周年校慶暨斐社晉升金元老之慶典 母校當晚設宴於香港金鐘名 酒
樓，宴開數十席，熱鬧非常 斐社同學及眷属 席者共四席，其中 括 美國回來的同學13人及眷属
9人，從加拿大回來的令人及眷属1人 所謂久别重逢，短話長說，口水多過茶，講嘢多過食嘢，直至酒
樓要收枱才起身 斐社同學亦借此機會致送母校資訊科技設備港幣五萬三千餘元，以感謝母校教育之
恩
意猶未盡，斐社同仁於代月1日再聚多一次 是夜駕臨啟德郵輪碼之聯邦郵輪宴會中心，筵開五
席，口沒遮攔，酒水齊飛，不亦樂乎 痛快 痛快

慶祝香港 社跨越令4》載暨同學畢業離校代0》週年團聚活動
節目表》》》》》》
」201代年10》月22》日修改 佈)
》》》》》》》》》》》》》》》報名請與周國平聯絡》」”代2)90“1-3””1》或》履市賣han詳尋mail.賣om
201令年4月13日」星期三)》》慶祝 社跨越令4》載暨同學畢業離校代0》週年晚飯團聚
》》》》》》》》》》》》》》》》》》》》》》》》地點待定》》》》》》》》》》》》》》》》》》》》》報名日期:》201令年1月31日前》》》》》》
201令年4月14日」星期四)》自 或小組活動
201令年4月1代》-》22日」星期五至星期五)山西八天遊》》》》》》》》 報名日期:》201代年11月30日前》》》》》》
》》》》》》》》》》》》》》》》》行程：太原 五台山 懸空寺 應縣木塔 大同
》》》》》》》》》》》》》》》》》雲岡石窟 喬家大
壺口瀑
平 古城等
201令年》4月23日」星期 )》
元朗傍晚盆菜宴》》》》》》》》》》報名日期:》201令年1月31日前》
201令年》4月2代日」星期一)》
慶祝培英校慶晚宴
201令年》4月2“日」星期三)》
第二次聚首晚宴》》》》》》》》》》報名日期:》201令年1月31日前
》 》
》
》
》
旅行及其他活動照片》 》
》》地點待定
201令年》4月29日」星期五)》
海洋公 一日遊》
》》》》 報名日期:》201令年4月14日前
[十七天活動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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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西北培英校友會活動消息
》》》》》》》》慶祝母校13令周年校慶》》》》》》》》》》》》》》》》》》》》》西雅圖培英校友會通訊員
201代年4月10日校友會在翠 海鮮酒家慶祝校
慶，各校友 家屬 及好友踴躍參加，筵開三席，
非常熱鬧 首先 新任會長 紹201代年至201“年幹
事如下:

社

會長:》》》楊振富 「“9》慈社)
副會長:》程大寬 「令“》駝社
》務:》》黃婉瓊 「“4》和社
顧》問:》》蘇應雄 「令“》駝社
黃潔嬋 「“0》德社

趙燕玲 「“4》和

新任會長感謝大家在繁忙生活之中來參加聚
會，感謝上一 蘇應雄會長以及眾幹事兩年來的
力，竭誠為校友服務，成績有目共睹 西北校友會
特別多謝趙善培 台培 校友，自從校友會重開以
來，十多年來一直擔任 務一職，十 難得
席間大家談笑風生，話題無所不談，有
昔日在母校美好時光 生活點滴 教子心得等等，
樂也融融 餘興方面， 楊振富會長準備有獎問答
遊戲，題 多樣化， 是與母校 西雅圖 或者校
友故鄉有關的，大家熱烈搶答，甚有氣氛 抽獎方
面，
務黃婉瓊精心安排，禮物雖小，但是十
用，人人有份，還可以互相交換，絕對是 樂
滿堂 程大寬副會長負責幫忙安排當晚的地點和佳
餚，大家 十 滿意 拍照留念之後，各人盡 而
歸
方創傑學長於令月令日來西雅圖參加社團聚會，
百忙之中還抽空來我們令月”日早上的聚會，因為要
趕着去機場，只能
一聚 方學長伉儷老當益
壯， 人佩服 學長簡短致詞，幽默風趣，還捐
西北培英校友會300美元，濃情盛意，感激萬
》
夏日遠足
西雅圖的夏天十 美麗，氣候溫和，天朗
氣清，校友會於“月“日上午舉行遠足 地點是:》
Ar賢or享tum,》糕ni助享rsit復》o尊》Washin尋ton.》活動之
前數日，西雅圖罕有地受熱浪侵襲，氣溫高達30多
度，幸好當日天公做美，太陽不太猛烈，又有微風
輕輕吹，在水邊漫步足 為賞心樂事也 之後大家
在唐埠茶敘，活動才 滿結束

校友會有每月茶敘及其他活動， 住在美國西北
的培英校友如有意參加本會活動，請與我們聯絡 電
郵地址是》n努市復aa詳hotmail.賣om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鄺忠源校友
致意
16

校友來稿

安老服務的最高境界----老有所用》》》“4「和社》》高繼標
求 到過安老 的人總看到大群靜坐交誼室，面面
相覷，等吃下一頓飯，等洗澡，等量血壓，等家人
來探，等
環再造 的老人家
長者之中其 不乏心靈通巧 手腳靈活的 老
童 ，他們除了滿足於生活上的照顧之外，最渴
望的是接觸精神上的安慰 這也是不 長者樂於參
與不同宗教團體來 探訪的原因
從組織長者樂隊的過程中，我深刻地體會到他
們對終身學習的濃厚興趣，願意用文化藝術作為人
生
下半場的方向指標，在金色年華裏擦 生命的
光芒，開 個人潛能之餘也把學習的成果 天喜地
地回饋社會，身教子孫，同時為不一樣的人生價值
添加一頂又一頂閃爍生輝的冠冕 我以為 老有所
為 老有所用 的思維概念才是安老服務的最高境
界
這類的安老活動豈限於音樂，廣而言之，幾乎
所有文化藝術的載體， 括：舞蹈 書法 繪畫
太極 聲樂 編織 烹飪
藝， 可以達到律動
耆英的目的，只要作些有計劃的統整，老人家在文
化藝術的 價值 上，肯定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
巨大動力
北美耆英多如恆河沙數，長者長壽和健康指數
逐年攀升，長者再不是等待
環再造 的物料，
老有所用，老有所為 的安老工作應及早展翅，
帶引長者成為社會文化 道德 倫理的新動力，讓
長者在人生的舞台上展現滿有 嚴的生活，煥 金
楓紅葉 熣燦生輝的夕照風姿

自從退下香港的教席移 加拿大多倫多之後，
想也沒有想過竟然可以在這片以西方文化為主流的
國家組織中國的民樂隊伍，更加沒有想過組織對象
是上年紀的長者 這珍貴的經驗不禁 人思考到
安老服務 的定位問題
自八 九十年 開始， 台灣 香港移 加
拿大的新移民按年遞增，其中不乏各方面的音樂專
才，擅長中國民樂和聲樂的高手比比 是，提供了
展民樂的的良好條件 不過，專業的音樂家大
注目於高端的音樂範疇和 場，找 以音樂演奏和
教學的謀生門路，無意在長者群 展和推動中樂的
需要
這種現象並不是加拿大獨有的，凡以經濟 利
益為核心的功利社會， 有這種文化傾斜的 見現
象 故此，長者樂隊永遠是 胸懷大志 的專業音
樂家望而生畏 無意問津的荒野之地 藝術家總以
為長者是有待
環再造 的物料，就算是從 廢
物利用 的角度言，價值也不高 誠然，這也是在
某些角度下的客觀論判，無可厚非
問題是，衡量 價值 的高低很視乎如何把事
物擺放在社會功能的那個立足點上 大家 知道，
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好壞 利害 是非 得失，只有
相亙比較 適度平衡，通過社會因素的考量，才可
以找到事事物物本身植 的特殊價值
加拿大的安老服務可以說是較為 色的社會
制度，在國際間也賺得美譽，可惜的是，安老服務
的概念仍停留在 老有所養，老有所依 的 統思
維上，鮮有觸及長者在精神上 在心靈上的殷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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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懷先輩

悼念鄧超昉老師》》》令0「任社》羅》
敬的鄧超昉老師,》 於一九二三年四月三日 生於中國,》 新會人.》 二零一五年
月三十日安祥於家中離世.》 二零一五年七月十一日於美國屋崙長安殯儀館舉行喪
禮.有一子,》一女.
女兒鄧佩玲憶說父親生平.》
鄧超昉老師入讀培英中學,》 1942年」雄社)學畢業,》 入讀中山大學,》 主修電機工
程,》 畢業後在培新中學任教,在培新中學與師母相識,在香港結婚,》 」喪禮中播 2011
年八月廿日鄧老師夫婦慶祝鑽石婚照片),》後任教於培英中學,1949年溫金銘校長聘請
到香港培英中學任教數理,》19”4年於培英中學退休,》繼續到珠海書 任教,》1990年正
式退休.》 1993年移民到美國灣區與兒媳團聚.他一
靠自 ,》 記載,》 修理,》 以前書
本,》 相片,》 書籍等等 收藏得完整.是一位好父親,》 學生們的好老師.春風化雨,桃李
滿天下.
兒子Wilson,》憶說父親,》是一位慈祥的父親,》事業成功,》每晚
備明天課程及
答案才上課,》 平安無痛離世,》 永遠懷念父親的教導,當好好照顧孝敬母親,》 師母亦
遷回與他們同住.
當日培英校友們 席喪禮,》向我們 敬的鄧老師叩別,》美西培英校友會會長戴笑
蓮》,羅 ,》朱翠霞,》亦為鄧老師學生,》19令2年素社,》19令代年斐社,19令令年萃社多位校友及 表 別 言,》提及老
師當日教導,》 是一位精心教導,愛護學生,》 良師益友的教師,》 老師來美後學生們亦常約老師茶聚,》 他永遠活在
我們心中.》老師我們永遠懷念你,》在各地培英學生亦紛紛請戴笑蓮會長 問候家人.在此更見白綠一家親情誼.》
這只是速記,》有錯誤之處,》敬請見諒.
鄧老師離世，我等受業者，沉痛哀悼，祈求天父引導哲人安睡於懷，撫慰其家人
告：喪禮於“月11日 星期
上午11時 當地時間 假積rant》Mill享r-驚ohn》Cox
尊un享ral》hom享舉行，地址：2”代0》T享l享尋ra市h》A助享.》Oa履land,》Cali尊.》糕SA.

》》》》》追懷悼念趙克溪學長
十一月十日晚，接到憲社陳煜坤學長的電郵：
憲社黎偉儀之夫婿趙克溪學
長，於十一月 日壽終正寢， 年八
十一歲 擇吉於是月十三日」星期五)》
上午十一時，在穎i尋hland》
杰un享ral》穎om享,》10》Ca賣h享t》Court,》
Mar履ham.》 舉行葬禮，長 於好景紀念
墓
於是通知凱社社友；關曉姬，鄧
卿意，張守仁及李樹雄等，他們委託
行與本會各致送花圈悼念
席葬
禮追悼會有憲社陳煜坤學長，本會委員馮漢強 馮國光及黃》
》
創
趙克溪學長19代3年畢業於香港培英中學，父親從商，所以
畢業後入讀商科繼承父業 學長為人風趣幽默，記得早年 在
本刊 情定在培英 ，他寫了一段短文》 」緣定三生)》 不知是
否五十年 的青年遲熟關係，高中階段還未懂得求偶，以至同
級女同學 被人捷足先 ，畢業數年後，參加校友會香港仔海
鮮坊聚會時，才懂得向下一 同學黎偉儀展開追求 所以，奉
獻各位校友如欲建立美滿姻緣，接
宗，一定要多參加校友
會各 活動，》 》 一笑！ 趙學長婚後育養三子；長子叔彪，二
子叔允，幼子叔基 兩位大兒子均 成家並有孫子 孫女 他
愛護家庭，對妻兒子孫十 疼愛
移民加拿大，很快適應這裡的生活，與人相處和靄可親
學了加拿大洋人，家中大小事務，甚 假手於人，他自 修理
如水電，花 等 校友會的活動，只要通知他，一定 席，
後本會又 了一位常客 學長無不良嗜好，愛飲食，搓搓衛生
麻將，動動腦筋，從不涉足其他睹博 學長你一路好走，祈望
黎偉儀學姐及家人節哀 變，保重，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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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綠楓訊 第三十期又和大家見面了，這是校友們的 極支持和
鼓勵的結果 然而， 於編者亦步入老年，又非專業人士，刊中錯漏與
不妥之處在所難免，敬請校友及 達指正，並祈海諒 本期有遊記如宋
哲和之巴拿馬運河閒談 植祥堅之歐遊隨筆，林大媽的》201代》 遊引述
十 生動；高繼標之老有用 又彭國華兩篇人生體會的經歷，轉載台山
鄉情宏揚我會伍伯良顧問伉儷，一
生奮鬥的事蹟史，成功之餘不忘樂
廣告商戶索引
善好施，好人好事值得表揚，以作
封面內頁:》
厚泰 刷
後人的模範
內頁」1/2頁):》
內頁」1/2頁):》》
內頁」1/4頁):》》
頁(咭片):

鳴謝
201代年承蒙以下之熱心人士捐

》》》》》》」資

：

白綠楓訊)

鄭忠文主席
社社友
梁新明及麥子德校友
集祥校友
丘雲達
紐英倫培英校友會會長
麥萬華校友
劉志文校友
龐展華校友
伍伯良校友

頗100
頗100
糕S頗代0
頗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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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green》 林
安活廚櫃/張瑞芳》
福地/鄧美玲」 光校友)內
Maria M.L. Cheuk
(Maria & Chris Associates)
Howard Mui
(Mui Scientiic)

編輯小組聲明
編輯小組不負責本刊物内廣告及文稿內容之正確性,
如蒙採用,請先諮詢廣告商及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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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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鄺忠源校友》》》》》》》》》》》》》》》》》》》》》》》》》》》》》》》
頗200》》》》》》》》》》》》》》》》》》》》》》》》》》》》》》》 Readers are advised to obtain clariication and
veriication from the respective advertiser and
溫哥華培英中心》》》》》》》》》》》》》》》》》》》》》》
頗200》》》》》》》》》》》》》》》》》》》》》》 author before using any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關康泰校長》》》》》》》》》》》》》》》》》》》》》》》》》》》》》》》
頗100》》》》》》》》》》》》》》》》》》》》》》》》》》》》》》》
the advertisements and articles.

》》》》》》》捐

校友會

陳煜坤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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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半年刊稿/校友消息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1 本刊稿源缺乏,現誠徵校友提供各款稿件,
括回憶錄,校 趣事,處世經驗,健康資訊,詩,
書,畫佳作等,均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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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感歉意.希望
各位校友如獲悉上述情況,請通知校友會委員,進
行探訪及在本刊報到.
3 校友如直接或間接知悉本 校友身體不適,
在家養病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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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煜坤校友
致意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