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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z

會長李萬益代表本會仝人恭賀主教黎鴻昇獲澳門特區頒授銀蓮花獎。黎鴻昇主教在澳門貢獻良
多，此次獲獎實至名歸。

z

校友會現址因大業主進行全幢大廈維修，每戶約需維修費 HK$90,000，校友會派陳素娟及林慧
儀親往澳門覲見黎主教及財政李憲俊神父，陳述狀況。得教區支持負責維修費用，校友會仝人
在此致謝。

z

12 月 7 日(星期一)母校校本部聯同五校舉行聖誕教職員聯歡晚會，設自助餐於新葡京宴會廳。
校友會出席者有李萬益、林慧儀、陳素娟、周華根、李婉蓮，並有從加國返港之潘漢賢夫婦，
與會者尚有來自意大利的神父、校董們、嘉賓們、澳門校友會等代表，互相舉杯問侯祝福，場
面熱鬧。後由羅校長邀請在座兩位神父 Msgr. Ante Jozit 及 Msgr. Andrea Francia 獻唱了多
首經典意大利名曲，歌聲嘹亮美妙，掌聲響個不停，何止繞樑三日，簡直停留在我耳鼓內，歷
久不散。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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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歡聚餐當晚幸得校友們第二代馮尚仕先生及呂志豪先生幫忙拍照，照片已上載到本會網站:
www.alumnisj.com.hk ，歡迎校友們瀏覽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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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隨筆
z

33 週年聚餐花絮
澳門聖若瑟中學留港校友會 33 週年聚餐，已於 12 月 13 日假 3C 木球會舉行，中菜廳剛新
裝修，煥然一新，筵開 15 席，坐滿全廳。出席校友達 175 人，特別嘉賓是湯漢樞機，還有校董
鄧華禮、羅玉成校長、郭華邦校長，聯同多位副校長、澳門校友會岑妙娟理事長及委員，出席
聯歡晚宴。
司儀宣佈後，校歌奏起，各人起立，同聲和唱，氣氛極其融洽。首先由李萬益會長致辭，
歡迎各位嘉賓和校友出席週年聚餐，從永遠名譽會長潘漢賢接任以來，每年聚會，歷屆校友濟
濟一堂，暢談聚舊，深感榮幸和欣慰。會長更代表校友會向各位慷慨贊助的嘉賓和師長，致以
萬分謝意。
晚宴開始，節目豐富，先抽獎，有枱獎禮劵兩封，還有由陳漢明老師送出的電器和秘製辣
椒醬。互動遊戲泵波拿分上下兩部份進行，由司儀組鄭詠儀和李婉蓮主持，全場靜聽叫號，Bingo
了即場領獎，歡呼聲四起，瞬間 30 份獎品派完。節目二是校友謝恩光的口琴表演，吹奏了小白
船、梁祝協奏曲、彩雲追月和歌唱祖國，都是家傳戶曉歌曲，十分精彩。今年的重點項目是表
揚師友，由會長頒發獎牌予三位傑出師友，以表揚他們無私奉獻，成就校友會的功勞：關遠釗
學長是「功在校友」
、陳素香師姐「惠澤友群」
、羅玉成校長「恩澤同沾」
，三位是實至名歸，全
場報以熱烈掌聲。最後環節是影全體相，由委員蔣貞元主持，每席依次序與嘉賓合照，過程順
暢。晚會至全體起立歡送嘉賓而結束，此次聚會得到各位校友大力支持，嘉賓光臨指導，各委
員群策群力，功德圓滿，喜氣洋洋，賓主盡歡。其實，別離只是下次重見的開始，岑妙娟隨即
上台宣佈好消息：二０一六年三月十九日，聖若瑟教區中學八十五週年校慶的盛大紀念晚宴，
將於澳門漁人碼頭酒樓舉行，呼籲各校友踴躍參加，共同見證一代一代的聖中情！
（旭社 黃宛平）

z

記憶
人的記憶，生命力極強，一生經過的，事無大小好壞，一概收錄入腦中，伴你走到最後一
刻。記憶大概分兩類：好的與壞的，一生快樂或不快樂，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去或留，全
繫在自己的選擇智慧。
一些人一生沉緬在過往的不幸中，日夜思想，終日愁苦自唉，把自己推進永無止境的痛苦
深淵。相反的，只要稍為樂觀，看透世情，過去的已過去，悲歡離合誰可免，堅決的拒絕不良
的記憶，把稱心的留下來，人生苦短，錯對難分，只要心裏儲存的，都是賞心的記憶，間中在
腦海重播，快樂自然永遠跟着你。
畢業於五十年代，搵工不易。畢業後閑來無事，也如一些同學（好一部份是學校藍球隊球
員。）聚在天神巷，打發時光。天神巷看似一般家居，內進則別有天地。右邊是一列古舊灰磚
砌成的三層高的住戶，首間住着的是薛萬雄老師的家人。右邊是一大片沙地，植樹兩三棵，十
分簡陋，卻是我們這班小子的天堂。勝比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在那裏，無拘無束，隨意閑談，
間中薛老師也加上一二句，既幽默又有含意，不時引得眾人大笑，我們不分你我，無憂無慮，
不知世間有愁。雖然內心隱隱覺得，這段人生最美好的日子，將一去不返。
不瞞你說，這群小子也是游泳高手。猶以一招「扒逆水」見稱。薛老師除外，原因一，他
根本對此招一無所知，二，此招對他來說，不過是小兒科。
每天下午約四時許，是澳一些女校放學的時候，白馬巷、國華戲院是她們必經之路，跟着
定會向下走，我們恰巧向上行，是名副其實的「扒逆水」
，這時候，會出現什麼二嫂、漢嫂、龍
嫂、象嫂，小子們一早揀定自己心中的目標，也不理會對方是否同意，自己喜歡便可。你們會
問：怎麼沒有牛嫂？不是沒有，只是兄弟們捷足掛號，徒呼奈何。終究是無聊的消閑玩意，水
花鏡月，永長不出花果的。
-2-

我是個很容易滿足的人，不論如何微小，怎樣無聊，只要是開心的，每一小節，都會很自
然的埋於心底，是精神糧食，滋潤一生。
一刻是永恆，木頭也有自己的目標，她是左鄰右里，相遇的機會比較多，不知是否日久情
生，不見時，但覺人隔千里，相遇後，又覺她近在咫尺，相望無言，兩顆心分明是長相憶。轉
眼兩年過去，身為男子漢的我，赴沙場，洒熱血容易，而微笑、點頭卻這麼難，過後又千萬後
悔。
時機不留人，赴港工作忽又數年，一日黃昏，與舍弟漫步，由深水埗漫無目的行至彌敦道
盡頭，行行重行行，見遠處路旁停泊着一輛小汽車，再行近，驟然一看，車內坐着的竟是多年
不見，縈繞心頭的人。那時她也看見了我，這一刻，四目交接，半刻再也分不開，但願此刻世
界就此停頓下來。
天性謙讓，從不自誇，退讓何妨，吃虧何傷，事事以人為先，受人半點恩惠，深藏心間。
朋友愈舊愈珍貴，同班同學讀書出色的，既敬重又懷念。一些聖中同學，赴台苦讀，深造成材，
更是無限敬仰，敬慕之情，與日俱增。
是好幾年的事了，好友間中，相約雀局，絕少推卻，難得來電，而自己是個相當被動的人。
一日，在雀局進行間，四人正沉醉於牌局中，突然間，他竟無端端爆出一句，不堪入耳，傷人
到極點的話，一頭霧水，不知何因，我只覺被傷得體無完膚，久藏於心，一向對他敬仰之情，
如玻璃墮地，消失無踪。
真是不明白，怎麼一個深受教育，一表斯文，又曾為人師的人，竟會隨意口出狂言，出口
傷人。此際耳邊跟着傳來義正嚴詞之聲，直斥其非。即時看到兩者的性格，有着鮮明的對比，
直似高山與陰溝之別。
言語是把雙刃的凶器，不得任意使用,既傷人,又會暴露發言者之淺薄與無行。
(五五年鵬社 鄒而欽)
z

細說體內恐怖份子 - 痛風（Gout）與我
十天前晨早起床下地時右腳後跟感到痛楚，我意識到長期潛伏體內的恐怖份子-痛風
（Gout）
，又成功偷襲我了。這麼多年來，我的防禦工事雖然說不上無懈可擊，尚見牢固。但依
然時有失守受襲，束手就擒。和今時今日現實世界時有發生的恐怖分子成功襲擊文明世界地區，
防不勝防，真箇何等相似。咱們都明白恐怖分子可說是自以為世界警察的民主大國所培育出來
的怪胎，而痛風也是個人早歲累積飲食口福所飼養而成，埋伏在體内而至今無法一一掃除的地
雷。因緣果報，明白了就唯有自行承擔。
1984 年 8 月與老闆和另一同事往天津公幹後，由於購買不到三張港龍直航返港的機票，老
闆先行獨自趁港龍直航回香港，我只好和另一同事改乘國內航班先往廣州再轉直通火車回香
港。我想這是一個陰錯陽差難得的機會，讓我重踏離開了四分之一世紀的出生地，看看她的新
面貌。中午十二時許到了白雲機場後，坐計程車先往中國大飯店購妥即日黃昏往香港的直通火
車票，取出證件和錢幣後，把行李寄存在飯店，乘出租車到北京路近中山路下車，走走看看。
童年家住荔灣近泮塘，但下車一帶我亦常來也不陌生。只見行人熙熙攘攘，十字路交界處路邊
亦築起了圍欄，防止行人走到道路中生意外，再加上架上行人跨越天橋，令道路交通流暢，但
我印象依然交通凌亂無序，時間在行行走走中快速流逝，未有足夠時間讓我前往昔日舊居，看
一看當年的年長老街坊經歷文革後是否仍然健在，找一找兒時玩伴今天又怎麼樣了。走筆至此，
想起來不無絲絲遺憾。
從中國大飯店取回行李後，往乘直通車，在車行約一小時的途中，發覺左腳有些微痛感，
初時心想可能日間走路多了點，但痛感漸漸加重，恍似年輕時踢足球拗着足踝般，說不定也許
剛剛坐久了起來走動時，不經意觸到舊患，到達紅磡火車總站後，我不再步行回家而改坐計程
車。路程真的是太短，等候的計程車司機很不願意，但看見我提着行李一拐拐的走，嘀嘀咕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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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也開車了，下車時我亦自覺的出手寬鬆些。第二天早上前往附近的跌打醫館診治，敷藥後回
家，致電公司請假留在家休息。然而痛楚不見減輕，翌日上午往見跌打醫師說明狀況後更改敷
藥並加服跌打丸，可惜仍然痛楚不減。在過一天再次見跌打醫師時，他便說我應前往找西醫師
驗血，並對我明言這百分之九十不是跌打醫師能在敷跌打藥，服食跌打丸後可以解脫痛楚的。
你很可能是患上不能根治，而只有盡可能從日常飲食中，預防一再復發的痛風症（Gout）
。這是
我第一次聽到這痛風症的名稱，真的要謝謝這一位經驗老到而為人誠實的跌打老醫師-醫者父母
心。令我早點驗血，可以早日對症下藥治療，少受痛楚。
經驗血後，主診醫師告訴我：你的尿酸值高於正常值很多，只有馬上服降尿酸藥及特別止
痛藥以舒緩痛楚，三四天後應該可以恢復正常，行走自如。但從今以後你一定要多喝水，戒吃
動物内臟，不要吃紅肉，不要喝酒和啤酒，少吃豆類製品等等。而這些一一正是我童年至成年
的所好而經常進食的。此外我還得每天服降尿酸藥以輔助排除尿酸，並且這降尿酸藥一定要長
期服用不能間斷直至百年歸老。
說實在，我初期嚴格遵守執行，可是稍後則自我放寬一點點，隔一段時間便少少的吃一些
禁忌的食物，真的是：吃猪紅痾黑屎，屢屢應驗。如今年紀日漸長，古稀已然伸手踮足可觸，
口福已減少很多很多了，只是偶或多吃了三數粒生番茄（連皮）或葡提子（連皮）
，雖然不是每
一次，但也有引爆體內地雷的。
病從口入，無話可說，苦果自吞便是。
（關信陵－1967 男高中毅社）
z

會慶
聖中留港校友會第 33 週年會慶暨聯歡聚餐已如期於 2015 年 12 月 13 日星期日在跑馬地 3 C
會所舉辦，參加人數共 175 人，筵開 15 席，由於 3C 會所排期不易，雖然十二月份乃社交應酬
之高峰月，若於此時此刻舉辦活動定將帶來各位師友不便，幸得各老師同學深切體諒，奮力支
持，其中不乏海外及國內遠程而來，讓參加人數猶勝去年。執委會所有成員值得舉杯慶賀，負
責安排場地的陳素清委員，及各籌備委員之落實工作，本人深表謝意。
湯漢樞機是我們的主要嘉賓、在致辭時訓勉有加；世界正處於二戰後另一個動盪紛亂的時
代，無論這些紛亂源於任何原因，皆因今之世情過份個人化，在惟我獨尊的影響下，缺乏了人
際之間的亙信和亙相尊重。教區一直重視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大愛無疆，一點也沒有錯。
湯漢樞機對我們厚愛有加，因為在參加這次宴會之前仍身在羅馬，他的光臨，讓很多同學
得以親睹風釆，爭相合照，我對他們的熱情深感明白，祇不過難為了剛遠道而回的湯漢樞機罷
了。
今屆的聯歡會少了歌唱，但加多了由謝恩光師傅的口琴演奏，謝先生的口琴造詣功力深厚，
其中的三重奏表演，如萬馬奔騰，振人耳鼓，全場叫好。
今年是母校澳門聖若瑟教區中學建校 85 週年，校方將於三月校慶時舉辦慶祝，校長羅玉成
神父在致辭時強調聖中學子四海一家，這次慶祝當然少不了港澳同學，台灣和國內的同學，更
有海外的同學。希望我們的會友早作準備，在澳門辦個大團圓之局。
本屆大會轉瞬已屬第 33 屆，民間習性，33 乃不盡之數，委員會為取其難得的好意頭，在聯
歡會臨近結束之前，由會長邀請湯漢樞機主持頒發紀念品以表感謝，並希望各人生生不息，友
誼綿綿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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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項紀念品「恩澤同沾」由母校校長羅玉成神父代表母校及第五校接受。用以感謝母校三
十多年來對同學會的指導，在人事上及財政上所作出重大的支持。
次項紀念品「功在校友」乃授予會計師關遠釗同學，感謝他服務委員會期間，貢獻良多。
雖已離職然對我們所需的工作，極之配合。此外，他每年給予同學會的金錢贊助，從未間斷，
給了同學會充份支持。
最後一項「惠澤友群」授予陳素娟同學，素娟同學擔任委員始於第一屆，委員會經過多年
來的流失或移民，是碩果僅存其中幾位之一，她出任公關一職三十多年，擔任了；母校和留港
校友會，留港校友會與北美同學會，留港校友會與澳門教區等等之間的橋樑，奔波於港澳之間，
所耗時間和金錢及花費心血都難以計算，她與澳門教區和母校之間的優越聯系，以致達成兩次
會址買賣，我們今天能夠有會所，教區當年也沒有投資錯誤，這個雙喜之局，素娟所作貢獻，
無人能出其右。
第 33 屆聯歡晚會至此結束，明年又屆改選委員會之年，「長江後浪推前浪，一代新人勝舊
人」
，我知道素娟身體稍沾不息，但希望她早沾勿藥，繼續帶領一些新面孔加入我們的服務。是
所至盼！
(會長 李萬益 02-Jan-2016)

編者按:
“天增歲月人增壽 春滿乾坤福滿門＂
丙申猴年將至，祝願校友們萬事如意，福壽康寧，明年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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