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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訃告
黃澤霖老師痛於 2013 年 3 月 15 日在香港瑪麗醫院辭世，享年 85 歲。2013 年 4
月 1 日晚上在世界殯儀舉行悼念儀式。2013 年 4 月 2 日上午 10 時舉行天主教安
所禮儀，留港校友會由會長及委員們代表本會出席致哀。同時還有旅居溫哥華的
潘漢賢永遠名譽會長和因事回港的黃維勇永遠名譽會長，均各自親臨致悼。同學
們對黃老師的辭世深表婉惜並對他的家人致以衷心的慰問。
黃澤霖老師 1947 年任教聖若瑟小學，後因其畫作蜚然，被聘任為師範班的藝術主任，其間不
單在畫作方面，更在藝術修養方面培養了很多出類拔萃的師範同學，被香港的名氣幼稚園爭相
聘用。黃老師對聖若瑟師範的貢獻值得我們懷念和讚賞。
老師於 1960 年離開母校轉往香港永隆銀行工作，而每年均參與校友會的聚會與同學們保持溝
通和良好的關係。
老師，我們在這裏向您致敬。
明社陳生養同學於 2013 年 3 月 10 日逝世，享年 75 歲。1957 年聖中畢業後，陳
同學赴臺灣就讀於國防醫學院，繼續於美加深造，最後定居並執業於加拿大
Ontario 省 Hamilton/Burlington 市近三十多年。
（上社 李文藻）

會友隨筆
習近平訪俄羅斯隨想
2013 年 3 月 17 日，中國人民代表大會閉幕。22 日至 24 日，習近平率團訪問俄羅斯。時間來得
這麼緊湊，因此訪問安排十分惹人注目。這是一場不尋常的外交訪問，國際環境複雜多變，波譎雲
詭，兩國的領土主權和國家安全，受到嚴峻的挑釁。中俄兩國目睹形勢步步進逼，雙方認為有需要
把兩國關係提升至最高級別的「戰略協作關係」。這關係的內涵，概括指在重大的宏觀問題上，例
如領土主權的爭執，聯合國內的政治爭論，區域性的軍事衝突等，兩國相互配合相互支持。由於周
恩來在 1954 年萬隆會議上，宣佈中國是不結盟國家，所以在和平時期內，戰略協作關係應是中國
與外國不結盟的最高級別關係。
俄羅斯土地橫跨歐亞兩洲，是地球上面積最大的國家。幅員廣闊，可是烏拉山以東的西伯利亞，終
年冰封，並無耕作之利。地下資源異常豐富，石油藏量之豐，名列全世界第二位，僅次於中東沙地
阿拉伯。烏拉山一帶盛產天然氣，除自給自足之外，還供應部份西歐國家。俄羅斯人大部分是斯拉
夫族，屬中亞細亞高加索人的一支，堅毅深沉，驍勇善戰。歷史上有兩次著名戰役，一次是公元
1812 年，拿破崙大帝揮軍進攻俄羅斯，結果大敗而回。另一次是公元 1943 年，希特拉大獨裁者
下令納粹大軍進攻莫斯科。這一次德軍敗得很慘，種下納粹滅亡的禍根。拿破崙和希特拉都是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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梟雄，在歐洲家喻戶曉，希特拉更是憑着一人一票的普選上台執政，幹麼在俄羅斯碰到焦頭爛額？
這是俄國人的聰明之處。首先，他們不跟你硬拚，讓你長驅直入境內，然後穩守在莫斯科城外。在
壕溝以外的農莊、糧倉等，全部搬的都搬光了，然後放火把它們燒成灰燼，寸草不留，這是著名的
「堅壁清野」戰術。初時，法德大軍還可以靠帶來的糧食維持一段時間，日子久了，加之天氣嚴寒，
後勤補給困難，士兵寒衣不夠，因此餓死凍死的人不計其數。即使能活的，士氣渙散，作戰能力也
大打折扣。此時形勢對俄軍愈加有利，司令部一聲令下，生龍活虎的俄軍如洪水湧至，把法德大軍
殺個片甲不留，屍骸遍野，慘不忍睹。幾十萬大軍，能夠保住性命逃回國家，人數不足十分之一。
除了打仗，不可忘記俄羅斯民族的人文素質甚為優秀。音樂家柴可夫斯基、哲學家屠格湼夫、大文
豪普希金、托爾斯泰、小說家杜斯托也夫斯基等都是名聞遐邇，文壇稱頌。1990 年，這個偉大的
國家突然宣佈，將蘇維埃共產集團主動地解散，把駐在東德、波蘭、烏克蘭等盟國的俄軍，全部撤
回俄國境內。自從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地球上政治版圖劃分為二，一是美國領導的所謂自由世界
（追尋美國夢的人潮從此朝思暮想）；另一是俄羅斯主導的蘇維埃共產集團，英戰時首相邱吉爾曾
用「鐵幕」一詞，描述蘇維埃那邊廂的冷酷專制政權。
1990 年，又是世界政治權力重新劃分的一年。俄羅斯退出國際大國的政治舞台，美國頓時放下心
頭大石，精神感到飄飄然，從此戀上超級大國夢，誓言要登上世界獨一無二的霸主寶座。可是，蘇
俄時代曾製造了不少核武器和飛彈，據說數量足以摧毀美國本土和歐洲諸國。因此，美國採取先發
制人的戰略，在俄羅斯周邊的國家，建立摧毀導彈的戰略導彈防禦網，監控俄羅斯的一舉一動。同
時，美國中央情報局派出大量特務，滲入俄國社會，策動傾覆共產黨政權。1991 年，俄共書記戈
巴喬夫辭職，把權力交給葉利欽接掌。不久，葉利欽宣佈解散俄國共產黨，進行總統普選，並成功
當選上台。歷史上，俄羅斯只有沙皇統治，從來沒有西方的民主選舉。這次「水土不服」的選舉，
給人民帶來萬劫不復的災難。社會動盪，貪污盛行，經濟一池死水，糧荒嚴重，俄國貨幣盧布的黑
市價，僅有官價的二十分之一。公元 2000 年後，情況越來越糟糕，遠東區域的婦女，不少進入黑
龍江賣淫，甚至澳門某些著名的賭場酒店，到處可見金毛的女子遊蕩接客。
國家淪落至此，大部份俄羅斯人深感痛心。緬懷以前在共產黨管治下，雖然自由受到限制，可是大
家還是活得有尊嚴，生活基本上有保障。頓念一生恍然覺悟，2000 年普京得到這些大徹大悟的國
民支持，以強者姿態當選總統。普京本人是俄共黨員，在蘇俄時代屬 KGB 系統特務。他的基本信
念，俄羅斯要走自己的路，拋棄西方世界的民主概念，集中力量解決人民的生活，全力打擊犯罪份
子及貪腐官員。這時候俄羅斯的好運來了，世界經濟蓬勃發展，帶動大宗商品（如石油、天然氣、
金屬礦藏等）的價格飛快上場，這使俄羅斯經濟積極復甦，國家地位迅速提升。俄羅斯人的自尊恢
復了，現在他們也有一個「強國夢」等待實現。
追源肇始，今日世界變得躁動緊張，美國、日本等國家實在難辭其咎。美國在俄羅斯西邊土地附近，
佈置大量飛彈系統，等於把一根芒刺插入俄羅斯背上。試問若加拿大在美加毗鄰邊境上，同樣佈置
大量飛彈系統，美國有甚麼反應？另一方面，這兩年一再聲稱重返亞太地區，明裏暗裏示意日本挑
起釣魚島爭端，此舉無異打壓崛起中的中國，剃中國人的眼眉。似此是非不分黑白顛倒的行為，美
國已經背棄了立國先賢的崇高理念，威爾遜羅斯福總統對世界和平的不懈努力，已經被今日的美國
不肖子孫破壞殆盡。
處在如此嚴峻形勢之下，中俄兩國別無選擇，現在終於伸手與對方熱烈緊握。習近平首次國事訪問，
以俄羅斯為第一站，顯示俄羅斯已成為中國邦交國家重中之重。普京有感患難見真誠，因此建議他
到國防部以及俄軍作戰中心實地參觀。這次破例的邀請，充分地表示俄方對中國的信任。
其後，中俄雙方在記者會上宣佈：現在沒有一個國家單獨主宰世界，「中俄戰略協作關係」是未來
世界和平的穩定力量。換句話說，美國獨霸的時代已經一去不返！
彭麗媛魅力的漣漪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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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習近平夫人彭麗媛官拜少將，早年是軍中聲樂歌唱家，音樂藝術頗有名氣，也曾到過倫敦及維
也納等歌劇院演唱。語云「不鳴則已，一鳴驚人；不飛則已，一飛沖天」，這句話的現實版就
是彭麗媛。夫婦倆人一踏出機艙，她就吸引了全世界的目光。在我的感覺裏，地球霎時停了幾
秒鐘。她的面孔明艷照人，臉上掛着親切真誠的笑容，令人如沐春風的舒暢。站着揮手時態度
雍容自信，走動時手挽着夫婿的臂彎，姿態大方迷人。
(二) 彭麗媛的驚艷亮相，給世人印象最好的是她獨特的氣質。她的美來於大自然正氣的氤氳薰陶，
藉着自身的調和與昇華作用，散發出一種脫俗出塵的魅力。
「腹有詩書氣自華」
，絕對不是虛無
縹緲的謊言。不過，牡丹雖好仍要綠葉扶持，人美配上衣飾打扮，就美上加美。彭麗媛此行展
出的服裝行頭，都是百份百國產的本土品牌。她讓國人理性回歸，重拾失去多年的信心，人不
分中外物不分貴賤，惟腦袋決定優劣勝敗。「兩岸猿聲啼不絕，輕舟已過萬重山」祝願「中國
夢」早日實現，再創輝煌。
（鄧耀忠 1957 年 明社）
記 21 年前澳洲一所公立小學老師與家長發人深省的一段對話
我在 1988 年 12 月下旬舉家離開香港前來澳洲悉尼定居。1989 年 1 月下旬當地的暑期結束後，新
學年開始時，一雙兒女便入讀距家居僅 200 公尺的區内公立小學（澳洲是推行六年免費國民教育
的）。
澳洲的學年編制與中國內地、臺灣、香港、澳門完全不一樣。每一學年分作四個學期，每個學期約

9 至 11 星期（以 10 星期為基本）
，全學年共計教學 40 星期，假期 12 星期。新學年的第 1 學期在
1 月 26 日澳洲國慶日後的下一星期開始，在 9 至 11 星期後的復活節前完結。放假兩星期後，再
開始第 2 學期。倘若第 1 學期至復活節前仍未足 9 星期，則在復活節後的星期二復課直至 10 星期
才完結這第一學期。第 2 學期與第 3 學期，第 3 學期與第 4 學期間均有兩星期假期。第 4 學期在
聖誕節前结束而完結一學年。在 6 星期的暑假後，又是新一學年的開始了。
每個公立學校均設有家長委員會（自發和自願參加的義務工作），負責每月定期與學校的校長，老
師開會，討論有關教學，學生在校內和校外活動的安全，校舍設施維修，籌款活動，監察學校的日
常運作及提供建議等等。此外，更有為數不少的家長義工，參與小賣部，協助校內和校外的學生活
動，上下課時段（上午 8 時至 9 時半，下午 2 時半至 4 時）維持交通，讓學生能夠安全橫過馬路
回家。一句話，學校和家庭相互結合在一起，共同教育下一代。
公立小學的上課時間從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但校門從上午 8 時便開啓，下午 4
時關上，以方便上班的父母接送兒女。
所有公立小學，每一學年均安排二次（基本上在第二和第四學期初段）老師和家長會面，討論交流
子弟在校，居家的情況和需要改善的地方。
在 1992 年 4 月，我參加了一次老師和家長會面。女兒（當時是小學三年級）的班主任老師和其中
一位外藉家長在會面結束前的一席對話，發人深省，令我認同而又印象深刻，在 21 年後的今天，
依然没有忘掉！我認為這是值得中台港澳從事小學教育工作者和家長檢討深思的！只是,估計縱使
他（她）們深知和深明，在現今社會，教育體制下，亦絕對無法也無力推行和這樣做的。奈何!
班主任老師在會面結束前，詢問各出席家長還有沒有甚麼問題她可以解答的，一位外籍(聽口音應
是澳洲籍)女家長馬上說：女兒都上三年級了，放學回家，没有作業，也沒有課本，使我無從督促，
也不知道學校教了她些甚麼? 她又學了些甚麼？懂了些甚麼？請問可不可以多安排一些回家作
業，以便我每天作督導？我真的很擔心她日後如何上中學！
班主任老師聽後,以娓娓動人的語調回答：
我十分詫異這一次是由你向我提出這樣的一個問題，而不是其它座中的家長。因為以前向我提出這
同一個問題的家長，大都是來自中台港澳，東南亞，印支半島的。我深深知道亦明白，那些地區基
本上是填鴨子式的教育，請在座各位家長細細想一想，在這一種教育模式下，小孩子們真正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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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吸收的有多少？此外，每天在回家後的數以小時計的作業，實在令小孩子身心疲憊不堪。或
因此而令他（她）們，從此產生厭惡學習，追求知識的反效果，甚至身心不能健康成長！再者，從
兒童身心發育過程看，這時候的小孩子無論在專注力，思考力，執筆書寫的持久力等等，大概在半
小時至 45 分鐘左右便不能再堅持和安定的了。這是和青少年時期以至成年人，相差很遠的。所以
我安排小孩子每天的功課量在半小時左右，在他（她）們目前的年紀，是足夠和適當的了。我發覺
他（她）們都能完全吸收我在課堂上所教授的知識，哪怕份量只有填鴨子式的教育所灌注的 25%
至 30%。班上小孩子們亦能開開心心的,每天在學校完成我交给的功課。因此，他（她）們所有的
課本和作業亦一一留在學校，不帶回家去。令他（她）們回家後，可以無憂慮去好好享受課餘的時
光。
最後，請各位家長不要忘記，人生的童年是十分短暫的，剎那便過去。希望我們都能共同送給他（她）
們在日後成長回憶時，都能因為擁有一個甜蜜快樂，温馨，深刻難忘的童年而驕傲。浩瀚無邊的知
識，在他（她）們長大至青少年階段時，便自自然然，因有所需要而自發追求了。我們真的不必急
於在此時此刻揠苗助長，一手摧毀了他（她）們目前的美好童年歲月！
後記：
21 年過去了，如今看到此地上下課的小孩子，一一揹負我從他（她）們走路的腳步，看來異常沉
重的書包。和我的小孩當年，只帶上幾乎空空的書包（只有午餐，小吃和水或小纸盒飲料，沒有課
本）， 連奔帶跳，高高興興的上下課相較，實在差遠了！
我沒有從事教育工作，絕對是教育理論，教育理念的門外漢。若看法與觀念的認知和意見，跟現代
中臺港澳的教育體制有差異。純是個人的體驗，完全不是月亮外國圓，更何况自兒女成長後，我再
沒有接觸此地的小學了。真的不知道現在的小學教育，如今是怎樣的。
（關信陵－1967 年男高中毅社）
澳門過年
蛇年到，家家戶戶喜氣洋洋。四十多年來在這個中國傳統的大節日，我們一家都到澳門過年，今年
大女夫婦回港度假，更加熱鬧了。
年廾八，我和老伴先到高士德舊城區逛逛，吃了碗粥和一碗雲吞麵，到方濟各老人院探望長者，以
前姨母相熟的老友只剩下數位了，難得她們還記得我，問我退休生活可好。再探訪四位同住的年青
教友，其中從香港來工作的，都說很適應澳門生活，只是本來消費不高，近年物價卻漲近一倍了，
飲茶加二，她們早泡好杞子菊花茶和賀年糕點，大家互祝新年進步、身體健康。
半個小時後，我們回到金沙城，這裏是從填海區建起來的夢幻之都，街道和建築物都模仿歐陸式，
美輪美奐，酒店一間接一間的，裏面更是金碧輝煌，燈火比外面的太陽更燦爛耀眼，兩邊的名牌商
店排起陣勢，賭場一個連一個的，我們走過長長的酒店大堂通道，走倦了，回到假日酒店住房休息。
年廾九除夕夜，一家到酒樓吃團年飯，座無虛席，一片繁華景象，花市更是人頭湧湧。大年初一，
晨早二女和女婿來電拜年，連串恭喜說話，我們回應後立即趕到主教座堂參與感恩祭，初一午後，
照例到小姑家裏拜年，全屋擠滿二十多位大人及小孩，互相拜年，大家交換利是及禮物，兄妹一起
攻打四方城，笑聲不停。晚飯有鮑參翅肚，餸菜極豐富，一家人齊集吃飯，不亦樂乎！飯後還有生
果甜品，夜了，各自歸家。
年初二，到氹仔的祖墳掃墓，插上鮮花，鞠躬拜年。小叔請吃葡國餐，那餐廳仍能保持水準，很有
特色，午飯後回到香港。
正月下旬，一班澳門同學茶聚團拜，相識逾半個世紀，大家都吃得開心，談得舒暢。
光陰似箭，又大一歲了，回首前塵俱泡影，大半生的成敗得失，在歷史洪流中均淡化逝滅，我們現
在仍珍惜執著的是母校的教導，對上主的敬畏，對家庭的責任和對親友師長的關懷，但願大家互勉，
以健康的身心，迎接新一年的來臨，在此春光明媚的日子，恭祝各位師長和校友，身體健康，萬事
勝意！
（旭社 黃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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