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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會報導

● 本年度之週年大會及聯歡聚餐已定於 12-Oct-2013（星期六）假跑馬地 3C 會舉行。今年
也是同學會會長及執委會改選之年。執委會三年一任，新執委會將在週年大會中由一人一
票方式選舉誕生。所有會員皆有選舉及參選權，如有意在新一屆執委會効力者，請於九月
尾前與本會秘書黃潔鋆聯絡，以便編製選舉名冊。
地點: 紀利華木球會 (簡稱 3C 會)
香港跑馬地黃泥涌道 188 號
電話: 2577 8331
費用: $300/位
晚會報名聯絡人：
陳素娟 9097-0920
黃宛平 9757-4246
黃光聯 9385-2872
孫文華 2333-0322

林東源
關恆昌
鄭詠儀
龐素貞

9213-1322
9301-2649
2522-1071
9389-7561

林慧儀
周華根
黃潔英
楊志毅

9023-0838
9097-2584
9227-2344
9177-3452

訃告
1. 據旅加校友資料，早年幼師畢業校友何妙賢同學於七月尾因意外於溫哥華去世，同學們均
感惋惜並對其家人致以深切之慰問。
2. 校友會獲校友通知，得悉陳世剛校友已離世，本會仝人深表哀悼。
會友隨筆
畢業典禮感言
澳門聖若瑟教區中學第五校，二 O 一二年度中學、小學、幼稚園聯合畢業禮，於一三年七
月二十日舉行，黃潔鋆和我應邀出席。
畢業禮分為授憑、頒獎和遊藝節目三個程序，主禮嘉賓是澳門首牧黎鴻昇主教，黎主教訓
勉同學要秉承校訓「實事求是，己立立人」的精神，不斷學習，追求卓越，為社會作出貢獻。
授憑後是傳旗禮，由畢業生代表把校旗傳給在校同學，寄語畢業生及師弟師妹毋忘校訓，
要把母校的精神更發揚光大！
頒獎禮完結之前是恆學獎，得獎同學有九十八位，他們從幼稚園至高中都在五校就讀，學
校是個大家庭，十多年的青蔥歲月，他們在母校接受老師的循循善誘，學習知識及人生道理，
培養出同學之愛、師生之情。這個獎項最難能可貴，充份顯示家長們對聖中的信任與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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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禮最後一環是：致送紀念品給退休老師及將卸任的校長何發全神父。全體起立，報以
熱烈掌聲，畢業典禮隨著師生們的依依不捨而圓滿結束。
畢業禮後，非常榮幸能參與餞別午宴，席上三位榮休老師輪流分享經驗與心得。鄭主任憶
述自己喜歡教書，從家族生意，轉行教育事業，一教三十多年，直至退休。曹老師感恩於教師
工作穩定，生活有規律，而且教學相長，退休在即，淚盈於睫。幼稚園部的麥老師入職三十多
年，初來任教時每班人數達五六十人，課室還是板間房，她一講書，校長室的門就要關上。她
們都經歷了澳門的艱難日子，為服務學校作出了貢獻。她們三人的分享中，更見證了何校長的
親力親為，以身作則。他全心全意，為了學校勞心勞力，上下一心，不言倦不言悔，這種精神
為後輩樹立了良好的楷模。
我自零八年度出席第五校畢業禮，那年發生了金融海嘯，氣氛相對沉重，近幾年澳門經濟
起飛，高中畢業生，八成以上繼續深造，選擇就業的也不愁出路，青年人充滿自信，我們身為
校友的也倍感欣慰。
創業難，守業更難，前人凝聚了很多珍貴經驗，希望能夠持守下去。期盼聖中母校「百尺
竿頭，更進一步」。為澳門社會培育更多的人才。
(旭社 黃宛平)
也談政制
民主制度在現今人類世界，幾乎被公認是最完美的制度，是無可置疑的事，然而這制度是
否適合每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值得商榷和討論的。
一如校友會雙月刊第八十期，鄧耀宗學友提及，俄羅斯夢寐以求變成民主國家，於一九九
一年三月十二至十五，僅僅三天，由戈爾巴喬夫為首一舉推翻共產政權，解散共產集團，實行
民主政制，在新聞鏡頭下，其國民興奮狂熱，以為一朝民主，便可享受如歐美般幸福自由，從
此一切順利興旺，怎料其國實行民主後，經濟一厥不振，物資奇缺，排隊買厠紙，搶購麵飽，
青少年淪落吸食大麻毒品，或流落異鄉謀生。如此情況一直延致廾餘年，時至今天仍靠普京的
強權，靠出賣石油天燃氣維生，靠剩下來的核子軍備和餘下的科技，去維持大國的形象，似俄
人之冷靜果敢，也計算錯誤，以為民主無敵，以政治改革行先，不理自己經濟底子弱，陷國家
於困境，以致日走下坡，國力暗然失色。
再說一遍，大陸約一九八二年，仍是一窮二白，新聞鏡角下介紹的國家工廠，肢離破碎，
一室塵土，兩三廢鐵，而今仍深藏腦際，無法釋懷。還幸鄧小平精明抉擇，以經濟改革行先，
民生為重，先解放農民生產力，除主要糧食米麥外，其他副產品，如雞鴨牛羊等，盡歸農民，
在市場售賣所得，全屬農民所有，其設計之有社會特式的共產主義，事事以建國為先，民生為
主，默默耕耘，短短卅餘年，國家城鎮煥然一新，井井有條，國家現已有躍升至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系，有云：
「大陸貪污嚴重！」任何體制皆有缺點，最重要人民也同樣享受到經濟成果。
香港七十年代也不是同樣貪腐嚴重嗎？
國父孫中山一片丹心，嘔心瀝血，欲把民主政制引進國家，不幸出師未捷身先死，心力交
疲，病逝時年五十八歲。一生目的終告失敗。遺囑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力，究其原
因，手執兵權之軍閥，林立各省市，假借民主革命為名，擁兵自重為實。著名的有；袁世凱（北
京）
，陳烱明（廣東）
，段祺瑞（皖系）
，吳佩孚（山東）
，張作霖（東北）等等，陳烱明更策劃
行刺國父，幸消息走漏，才能脫險，如此鬆散，國策無法下達執行，民主焉能不敗。
中日戰爭抗戰八年後，蔣介石以民主為旗熾，手握雄兵，武器先進，再加上以民主建國的
美國為後盾，最後卻敗走台灣，足見民主雖好，但是教育落後，民智未達，強行民主，只能誤
國。
再說假若八九年六月四日，共產政權被推翻，國家地大人多，軍閥又如野草叢生，有法不
依，自重跋扈，整個國家四分五裂，請問又如何建設國家，如何保障民生？
愛國一定要從大處着想，衡量輕重，怎能一蹴即就，種子播於土壤，也不能即時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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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須假以時日，給與空間，不能操之過急，即求完美，不理時間是否適合，百年樹人，何況要
建設一個長期失血的國家。
自幼在澳長大，以後五十餘年在港生活，一介平民，平心而論，對共產政權絕無好感，也
曾於八九六四熱淚盈眶，但若問：
「中國現時能否脫離共產統治？」肯定地答：
「不能。」或卅
年後吧！到時資訊更發達，人們要求更高，那時什麼主義也無所謂了。
（五五年鵬社 鄒而欽）
大學中庸（續上期）

顏回能恪守中庸之道，主因他深入了解和認識中庸對一個人的重要性，無
論如何微小量輕，領悟到正確的道理後，就牢牢記住，決不將之忘掉。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們不能脫物慾引誘，而墜入萬劫不復陷阱，大有人在，能
執兩堅守中庸，淡泊名利，取財有道，還須有高尚情操。問：﹁可有犯過這些過
失？﹂答：﹁有﹂。雖微不足道，卻一生跟着你走，扔也扔不掉。

道似乎很玄遠，遙不可及，其實聖人也好，凡人也罷，都可能通過不斷努力學習，
掌握一定理論，踐行學習，不做過頭的事，也不做不及的事，堅守用﹁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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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天地萬物的自然規律，不能違背它。否則受害者，是人類自身。
中庸之道，知易行難，要無怨無悔，不隨波逐流，不懼前路難行，這就是﹁道在
人為﹂。

中庸之道不能行，主因由於知者自恃其見解之高，以為道不足行，賢者自恃其行
之過，認為道不足知。﹁中﹂是恰到好處，失中會帶來危害，觀事不明。

盡管中庸道德境界很高，只要努力踐行，時時反省，不偏不倚，持之以恆，便能
做到中庸之道，保持一顆愛心，善心對人，堂堂正正，事事以人為先，謙讓有禮。

處世要與時俱進，不可拘泥于教條。
時代不同．條件變化，行事方法也要隨機變更。

大學是儒家人生哲學，中庸是儒家宗教精神，修身處世之道。處世以中和為原則，
謹慎獨處，獨自行事。
喜怒哀樂之未發謂之中，發而中，謂之和。慎獨，獨處時不放縱自己，三思後行。

宋代以後，儒家最重要，影響最大的典籍莫過於﹁四書五經﹂。
四書；論語、孟子、大學、中庸。
五經；詩、書、禮、易、春秋。

（五五年鵬社 鄒而欽）

下期再續……

明辨是非
于淺近中
利令智昏
執兩中用
見深刻
失中害道 道在人為
踐行
的意義
慎獨中和 相時而動
中庸

我的珠海看房經歷
如有像少不更事的人在路邊向你兜售價值幾百萬元或以上的商品，相信你會狐疑滿腹並避
之則吉， 因為常識告訴我們，銷售高價商品應有相應的銷售配套環境，例如對商品與市場熟
識的銷售人員，能切合買家需要的說詞，以及讓顧客感覺到交易是按自由市場規律，公平而具
法律保障的情況下進行的，但近年在國內進行的新建樓盤(花)買賣，便在不具備上述的高價商
品銷售配套的情況下，如火如荼地進行，也造就了國內樓房的高成交高空置現象！
在一個無所事事的周日上午，我被小薇，小燕，和小黑三人在往拱北菜市場的路上截停了，
他們向我兜售一些位於珠海金灣的樓花。心想自己在澳門，珠海居住工作已大半年了，如能將
每月的租金轉化成住房供款，應是一個好主意，便隨他們坐專車去看樓盤。
小薇說她原在北京做地產代理，半年多前南下珠海另闖天下。從拱北坐小車到金灣約需半
小時，一路上小薇與她的上司用手機聯繫查詢樓房出售狀況和給我看樣板房的照片，也介紹了
金灣和橫琴在興建中與澳門連接的交通設施，小薇說珠海特區政府正全力推動橫琴的建設，它
將來有望成為下一個上海的浦東。因橫琴島上不建住宅，故在毗鄰的金灣購房將是一個高回報
的投資行為。小薇再三追問我準備買什麼類型的房和準備投資多少，當知道我只想先看看，便
熱情降溫，到達樓盤時便只讓小燕帶領我了。
小燕人如其名，個子纖瘦，尖俏的臉孔上架了一副學生常戴的膠黑框眼鏡，表情有點怯生
生的。小燕說她剛唸完大學，從老家惠州來到珠海，才工作了三個月。她一心拼搏，希望月入
過萬。她問我在珠海月入過萬算不算高，我說在哪里都不低了。她說現在只有兩千元底薪，與
同事合租住房己花掉了大半，光靠底薪連吃飯也不夠了。我問她賣一套房能拿多少佣金，她說
一般是千分之三，像這次三個銷售員跟我一起，佣金便要攤分，她說這三個月她只賣了一套房，
她很希望這次能成功。
小燕很崇拜她的分行經理，她說他也是像大家一樣從低做起，短短數年間便成了珠海市 XX
物業代理的領導，他曾經一周賣掉十多套房，大家都很崇拜他。我問她喜歡受人敬仰嗎？她爽
快的說了喜歡。在公司內部大家都知道每個人賣房的成績，賣房冠軍會受到公司表揚，並在業
內享有知名度，名利雙收。小燕神情亢奮，在大熱天領我四處參觀也不怕累，她的手機也一直
地響個不停，我好奇的問她怎麼會這麼忙，她說都是她同組的同事互通信息，也有支持鼓勵的
話語，怪不得他們都鬥志昂揚，努力銷售。我心中納悶，如何激勵員工努力工作是管理學上的
一個恒久主題，我在這裏(及在他們找到我的路上)都看到了很多像小燕一般的年青人，熱情高
漲，頂著高溫的太陽，向他們遇到的每一個人兜售樓盤。是什麼成功激勵了他們的工作熱情，
積極地執行公司的銷售策略？
看過售樓模型，轉由現場的營業員跟我確定要買的戶型和價格，原以為會有一些不同的單
元可供挑選，但售樓員說樓盤賣得很好，只剩下一套兩房的和另一套三房的可供選擇了，價格
在人民幣八十萬至一百萬之間，他說我可先下訂金七萬元，其他手續慢慢辦. 在簽了一張看樓
紙後，小薇便領我去看樣板房，房內一波一波的准買家來來往往，匆匆繞場一周後，小薇帶我
回售樓大廳，接著小黑問我是否已決定了購買意向。我說要考慮一下，小黑緊接著問我有什麼
問題，是不是要談價錢？我反問他說你們只是代理而已，房價不是由發展商確定了嗎？我接著
要求到他們報給我的那些單元去看一看，結果由另一位代理領導，一個年紀略大一點的年青人
開車領我到地盤查看。
只兩分鐘車程，我們便到了出售中的第六期，那裏約有六幢樓，領導說因假期關係，樓盆
工作人員休息了，他只會領我去看與準備賣給我的房子類似的單元，畢竟樓房仍在建造中。我
發覺剛才一波一波的准買家不見了，遠處只有另一個看樓的人像我一般地四處張望。領導說政
府已規劃了在我們剛走過來的一段路上建設商業步行街，將來這裏便會像拱北般熱鬧，所以投
資商舖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我含糊的說要先跟家人商量，再做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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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猶猶豫豫，午飯時間早已過去了，小薇和小燕說要送我回去，但路上有另一山景樓
盤，也可順道看一看。因人生路不熟，有她們陪同，自然同意。那是一個坐落在一個小山崗旁
的已建成的樓盤，旁邊仍有一些四散民房，小薇說入伙後地區政府將整理這些民房，令社區高
尚起來。看房的接侍處還備有免費的星巴克外賣咖啡，令人精神一振。小薇說她已在這裏認購
了一個小單元，準備接她母親過來。她母親最喜歡山上的私家公園，每天早上可以到那裏晨運
和做瑜伽，這令小燕羡慕不已。房也看累了，我說快回去吃了飯再說。看房的車子不能再送了，
我們只能打的回去拱北。回程走了三十分鐘花了約五十元，小燕付了錢，我只好請她倆吃晚了
點的午飯。
週一回到公司後與同事們談及看房的事情，她們都說那些仲介很壞，賣房時使手段和吃
價，是最不能相信的一群人，但我卻對他們的團隊精神和充滿幹勁的樣子印象深刻。兩周後小
燕在電話中問我決定了買房沒有，我直率地說不能確定這是一項好的投資，她很快便掛斷了。
中文版的華爾街日報 2013 年 8 月 9 日刊登了
“新城變鬼城 中國城市化之困
http://cn.wsj.com/Big5/20130809/bch131812.asp?source=whatnews2＂一文，記述了鐵嶺，
一個位於中國東北部的小城市，計劃在距離該市 6 英里（9.65 公里）的地方興建一座衛星城，
以發展區內經濟的報導。中國有先蓋樓後創造需求的做法，最明顯的就是在上海。10 年前，高
樓林立的浦東新商業區最初無法吸引到租戶，但後來卻成為了中國成功的象徵。但文中描述的
鐵嶺卻是另一回事，畢竟，很多小城市缺乏像上海那樣的拉動力。
在那路上，每天仍站滿那些年輕的男女房產仲介，手中揮舞著售樓單張，向途人兜售樓房。
每天都有新臉孔，眼中都噴發出熾熱的光茫，但我未能再發現小薇和小燕了。
（1974 年畢業 郭偉芬）
談談 19 年前(1994)澳洲悉尼週末中文小學課旁聽及感懷
我没有作任何調查和統計，但相信在所有中，台，港，澳以外地區有華人聚居的地方，為
了中國文化的傳承，因應當地政府的法規，各各熱心的不同宗教及來自海外不同地區的同鄉會
和社會團體，縱使政治理念不一樣，都分別義無反顧的辦理週末中文班。使居住當地的華僑下
一代兒女，可以或多或少接受一點點中國文化的灌輸。
澳洲悉尼地區的週末中文班，一般在星期六的上午或下午上課，課本採用來自中，台僑務
機構為海外華僑子弟編寫的簡體版[中]和正體版[台]，授課語言有國語[普通話]和廣東話。
移居澳洲悉尼後，一對兒女亦不例外，前往週末中文班上課。
1991 年澳洲經濟不景，為了生活，我在 1992 年 5 月至 1994 年 7 月，隻身前往汶萊 [Brunei]
和回返香港工作。在 1994 年 7 月上旬再次向移民前的舊雇主辭却香港工作，重回悉尼生活至
今。
在 1994 年 9 月的某一個週末，接受當時兒女週末中文小學校長在學生集合列隊入課室前，
即時對所有家長的邀請，旁聽兒女的課程，由於兒女的级別不同，稍作商議後，太太前赴旁聽
小兒的，我便隨小女一列進入教室，坐在最後一排。
課本為正體版附國語拼音，國語授課。年青女老師自我介紹來自北京，畢業當地某大學中
文系。依課本進度，當日講授唐詩三首:
李白 [贈汪倫]
李白乘舟將欲行，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不及汪倫送我情。
-5-

賀知章 [回鄉偶書]
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見不相識，笑問客從何處來。
杜甫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泪，恨别鳥驚心。烽火連三月，家書抵萬金。 白頭搔更
短，渾欲不勝簪。
在海外勝任小孩子中文老師一職，我個人認為相當吃力難為。中英文互譯能力應當十分熟
練是必要具備的。從這一點看，女老師的中英文修養相當不錯，互譯講解到點，可惜班上的所
有小不點們，由於時空及環境不一樣，總是無法理解吸收。課堂上有小孩子舉手說，很簡單的，
撥一通電話談談或買機票一張見見便是，我家的爸媽是這樣的，不必等信件。老師聽了亦頓時
為之搖頭啞然。潭水深與送我情，小腦袋無法連接上，賀知章的句子更只有茫然。我想，[對
牛彈琴] 大概便是這樣子的。只是時間有限，下課鈴響，老師亦唯有說相信在你們長大體驗不
同人生後，便可能漸漸明白等等而結束這一節課。
這三首唐詩，相信從聖中走出來的我們並不陌生，只是有所體會，感受而又嚼出箇中味兒
的，估計為數不會很多。我也是在經歷人生多番後才感受殊深，真的不是當年在校內教室上課
時能夠體會一點半滴。
1975 年 9 月中旬的一個晚上，在 1973 年中東石油戰爭後，香港經濟受影響，我匹馬走天
涯。前往西非尼日利亞 [Nigeria] 工作，是夜故同窗摯友李榮業帶病[確診鼻咽癌] 前來送機
語我，[西出陽關無故人]，願君善自珍重，不要成為當地土人火舞的祭品。我亦深深祝願他在
當年的鼻咽癌權威何鴻超醫生的治療下，我三年工作合約滿後在香港再重聚。此後相互通信，
一直憑藉空郵郵簡，只是我工作位近撒哈拉沙漠南端不遠的小城，一來一回費時近四星期。在
書信字裡行間知道他健康日漸不妙。1976 年 10 月我從尼日利亞回港渡假，見面詳談中才知道
陰差陽錯，他一直沒有赴何大夫處，反而誤信兼誤託另一在新蒲崗的中醫希望能徹底根治。很
可惜，越年，他未屆而立便謝幕了! 聞之唯無奈，唏噓不已。雖然不是在烽火歲月，同窗間的
書信，是當年在沙漠邊陲的我除了家書外所相當企盼而一再捧讀的。
現今資訊發達，倘遇天災人禍而通訊中斷，如焚的心只有接到來自災區的短訊或語音才能
安下來。我想，這便是今天的萬金家書。
2002 年 3 月中旬，和舍妹回鄉走走，由於她在 1977 年定居悉尼便未有再踏上故鄉的泥土，
鄉中 10 歲左右的小娃們由於在鄉間從未遇見她，對這來自澳洲的陌生人相當好奇。這情景，
和我在 1994 年，童年離開故鄉 36 年後重履故土，嘗到[兒童相見不相識，笑問客從何處來] 的
滋味，絲毫没有兩樣!
也是那一年，我和舍妹從鄉間取道關閘入澳門時，故友崔文輝亦離開關閘前往廣州就醫，
未有如言和他在澳門會面，一圓 70 週年校慶聚餐散席後來年相聚之約。同年 8 月，劃上他短
暫塵世句號。剎那間已是 11 年了，思之猶如昨日事！
（關信陵－1967 男高中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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