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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同學會報導
＊

今個虎年初三同學會特別熱鬧，因為香港湯漢主教和澳門教區聖若瑟中學校長羅玉成聯同
郭華邦副校長、陳既詒顧問和一眾老師、助理共八人到訪留港校友會。會長、委員和不同屆別
會員同學參加了聚會，除了恭喜聲歡樂聲更加入了很多有關教育體驗與觀點的交流，同學們獲
益良多，其間更收到了主教和校長豐厚的利是，真的是多重收穫。
茶叙後總數 20 人改往山光道馬會用餐，觥籌交錯。新春歡聚便在添菜與祝酒聲進入尾聲，
飯後會長親送湯主教而校長嘉賓亦取道返澳，互祝珍重繼續“恭喜恭喜＂。

鳴謝
羅校長年初三團拜時，贈予校友會大利是一封港幣伍千元，謹此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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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春團拜
一元復始，歲換庚寅，祝願大家新一年同樣歡樂繽紛，身心康泰，萬事勝意！
正月十四，元宵佳節前一天，也是澳門聖中留港校友團拜之日。中午過後，李萬益會長與各委
員、聖中校友等相繼出現於會所，互祝春節快樂後，精彩節目隨即開始：有竹戰兩枱，更多的是歌
王歌后，各人大展歌喉，水準之高，媲美電視台的星光家族，我們竹戰之餘，有歌聲助慶，雙重娛
樂也！
今年團拜，得龐素貞校友帶領，多了幾位生力軍，委員鄭詠儀即場派發表格，邀請她們加入校
友會，學姊與學妹互相交流，暢談甚歡。午後有熱心校友送來名貴果籃，恭賀會長榮升校董。會長
李萬益先生以熱心服務回饋母校，成立校友會通訊，聯繫不少海內外校友，是只問耕耘，不求回報
的有心人，榮任校董，實至名歸。
當日晚飯，由公關陳素娟主理，於會所叫外賣，簡單的自助晚餐，飯後還有美果品嚐。席間，
大家都關注母校的未來發展，期盼聖若瑟大學的落成。校友們當然希望母校的校務蒸蒸日上，聖中
精神歷久長存，為栽培未來的棟樑而努力！
團拜在愉快的氣氛下結束，直至晚上各人才盡興而回。
（旭社

黃宛平）

＊ 經核點後，下述為 11/7/2009 校友會聚餐所有熱心贊助人仕，特此鳴謝：
應屆全體委員
澳門聖若瑟中學羅玉成校長
陳既詒老師
陳既平老師
關遠釗
陳仲海
游強基
朱昌權
何輝全
黃維勇＋彭瑞軒
陳漢明老師

$9,900.00
$20,000.00
$1,000.00
$1,000.00
$3,000.00
$500.00
$1,000.00
$2,000.00
$1,000.00
$1,600.00
Hi-Fi 一部
會友隨筆

高球憶述—朝鮮(見聞篇)
離開了公園，正式啟動了本地遊的第一天。平壤沿大同江而建，故此沿岸那些花草樹木生長得
特別茂盛。從車廂望去，見到很多裹著頭、穿著工衣的男女在修飾花草。車進行得很順利，首先沒
有見慣了的交通擠塞，因為城市間甚少公車行駛，私家車車主也屬稀罕一族。它也不像改革前的中
國大陸，以單車為主力代步工具，單車在平壤可算絕跡。這裡沒有街頭小販，沒有熙攘的人群。沒
有高樓大廈，所有建築均以低密度的為主。為了展示社會的高度紀律，幾乎沒有容許懸掛任何商業
性廣告。無論主要街道，或橫街窄巷，無論是政府辦公、商業或居住建築，外牆清一色淡淡白白。
見慣了香港那些雜亂無章，百花齊放的招牌，有處身郊外之感。
平壤的主要馬路很寬很直，由於車輛稀少，馬路看來更寬敞了。它很少貨車，祇有一些舊到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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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出廠年份的小車在行駛，這些車輛在香港很少見，我說不出它的牌子。但是說來奇怪，本來在這
種低量的運輸狀況要求來說，為了節省人手，在路口安裝紅綠燈用以管制交通足矣，但他們卻設置
一個交通亭。站崗的女警上身穿著白色軍裝和深籃色裙子，英姿颯颯，挺起手腳指揮著車輛，倒是
街頭一景。
去到了第一站，是一間小學，小孩子很可愛，很有禮貌。我們放下了從丹東攜來的禮物，完成
了親善訪問也擺脫了重甸甸的行李負擔。 隨後，到了一間國營書店，外文書籍中似乎沒有甚麼是
用英文書寫的，其他文字，我卻認不出，兼售貨品也不多，我們祇買了一些新舊郵票和風景甫士卡
留為紀念。後來，又到了一間五星級酒店，裡面有一間據說是由著名港商所開的賭場。朝鮮有心仿
照中國卓有成效的改革開放。故此準備開發中朝邊境的新義洲為特區，也因此批准了開設這家賭
場。它座落在酒店地下一隅，面積不大卻相當現代化。廿一點、大小、百家樂樣樣齊全，就是欠了
人流。看來要盈利真不容易。新中國於 1949 年建國，在先進國家長期制裁之下，並不妄自菲薄于
本身的落後，發揮國人團結刻苦的精神，經過 30 年的改革開放，終於在經濟方面放出異彩。朝鮮
及其他共產國家，也同樣在積極發展經濟，但面對之困難與中國卻截然不同，要達致開花結子的局
面，實任重而道遠，希望不日他們也能步我國之後搞出好成績來。
中午，來到了一間韓國烤肉店。那裡沒有裝煌，門口祇張了一塊有食店名字的布簾作為招牌，
附近很少其他商店故顯得行人冷落車馬稀。我們不存奢望，因為以朝鮮的物質供應而言，這幾天如
果每天都有火腿通粉或牛油多士，便稱心滿意了。可是出人意表，進入了舖內空間卻很大，可容納
幾百個食客的大堂竟然高朋滿座，這時肉香四射，杯來杯往，喧騰熱鬧簡直不知人間何世。我因為
尿酸加關節炎，戒酒久矣。阿滔是澳門老牌酒莊『人和悅』的後人，在外讀完藥劑回港，他對酒的
認識比我高，他說；
「平壤牌略淡，但與青島啤不遑多讓」
。我們看事情往往錯在祇看表面，最資源
缺乏的地方也有它充裕的一面。在這裡我必須先談一談朝鮮的幣值，一塊人民幣約等於四百當地貨
幣，但有些兌換途徑，差異可能超出十倍。肉價每公斤約十塊人民幣，而他們每月的普通工資大都
為相當於幾十塊人民幣左右。結果，這餐烤肉價廉物美，肉質既好又有啤酒，是我們旅途最好吃的
午膳。
翌日，花了約兩小時車程。去到著名的軍事區域三八線，沒有事先安排是不容參觀的。線之兩
旁分別建造了幾間哨崗，北邊那些哨崗由朝鮮兵把守，南邊則由美韓兩軍共同駐紮。為了一睹韓戰
歷史的歐美遊客，絡繹不絕，以軍事為背景的相機照個不停，幡然成了國際旅遊景點。北邊卻不容
影相，除了我們，遊客人數則相對寥落了。但是兩方的軍人，都可能出於軍人的尊嚴，在執行值勤
時同樣地表現得精神奕奕，因為軍事緩衝區很狹窄，不但雞犬相聞，打個嚏嗤也彼此聽到。在三八
線上，有一間單層建築頗為特別，據說是 1953 年韓戰停戰時以美國為首的聯合國軍事代表們及朝
鮮軍方將領簽署和約的所在地。建築物結構得很簡單，南北兩端各祇設有一個門口，以方便兩個不
同陣營的代表進場。裡面祇有一張長檯，每邊四張椅。其餘的地方就是當時記者的採訪位置了。
韓戰起自 1950 年 6 月至 1953 年 7 月才結束，停火談判共進行了 575 次，其間所耗人命、資
源及談判時間之多難堪計算，中國在這個戰役裡也犧牲了數以拾萬計的志願軍人。據說就在這裡，
雙方卻僅以 3 分鐘的簡短時間辦理簽字儀式，以互不握手，互不啾啋的態度去結束了這場戰事。
既沒有改變了南北分治的局面，也沒有帶給南北兩方人民的長久和平，生靈何價，豈真兒戲若此。
離此不遠有一間戰爭博物館，雖曰博物館，但展品不多，祇有一些韓戰時用過的軍隊衣物，老
爺鎗炮，文書信札等。但有關韓戰的相片卻有數百幅之多。它把人性的野蠻、殘酷及自以為是的醜
惡德行顯露無遺。照片上的殘肢破體，既血腥也恐怖，七零八落地散布在不同的地方，他們與蟲蟻
同穴，與螢火為鄰，最終與泥沙土石糢糊地結成一體。看著這些寶貴的生命，默靜地躺在荒山、雪
地、野林、濠溝…消失蒸發。戰爭結束超過了半個世紀，在戰事中丟了生命的軍民，無論是來自朝
鮮或聯合國部隊，他們的面目，與今天的我們都別無二致，他們的不幸，讓我對戰爭的受難者感同
身受。還有那些被俘的美軍人員，在照片中本來個個是俊朗不凡的年青夥子，也因憂慮被俘後的命
運而面露驚惶和憔悴。我不是他們的家人，但假如是生我育我的父母看到這些情景，他們內心之焦
灼和對戰爭怨憤之情，當非任何筆墨所可形容。
美國號稱民主、自由、和平。國會議員代表全國人民發言。可是該國自二次大戰後，便不斷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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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國外戰爭，同時也因此而付出了巨額的軍人生命，這些不幸的家庭，厭戰之情，何人可以表達？
是國會議員沒有盡力，還是盡了力而改變不了國會的主流意見？美國執政政府是由全國人民一人一
票所選而來的，而這種一人一票的選舉方式，也被吹噓為與生俱來、無人可以剝奪的普世價值，所
以，理論上美國確是一個以人民本意而行事的國家，可是，你神聖的一票無論是投向民主黨抑或共
和黨，似乎都沒有甚麼力量可以遏止美國繼續這些戰爭，是民主出了毛病呢？或者是民主忽略了這
些厭戰的家庭？美國人民和世人渴望的和平到底去了那裡？
校友來鴻
Hi Emily,
May I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express my appreciation and thanks for the email messages you
have sent to me.
Happy New Year to you/Stephen and family.
It is my pleasure to offer congratulations to Stephen for an article well written, especially referring
to the last two paragraphs regarding our attitude and ideology/mentality about our Motherland,
China. A party or an emperor does not represent the whole nation. It is the people and country
t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Besides, in recent years, the government has achieved so much good
for china, her citizens, and even the world. No political system or government is perfect. With the
present world and China situation, I choose to embrace her and applaud the achievements.
Many issues need to be addressed and resolved, but this century belongs to our Mother Land.
China will rise in a peaceful and harmonious manner. I love and fully support the two leaders,
and their policies.
Take Care!
Ephrem Cheng (鄭曉中

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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