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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員通訊》園地公開，歡迎會員來稿，編者有權增減。署名文章不代表本會立場，
作者文責自負。本《會員通訊》內容務求真確，歡迎引用、轉載、翻印。讀者因讀本《會員
通訊》而招致任何損失，絕非編者原意，本會及編印者不負賠償責任。登上本會網址：
http://www.oaa-cuhk.org即可瀏覽各期《會員通訊》及本會其他有關文獻和圖片。
下期截稿日期：2008 年 12 月 15 日

下期出版日期：2009 年 1 月 1 日

特別通告
本會董事會下次會議訂於 2008 年 10 月 12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至五時假張式坤會計師樓
舉行 (地址：943 Corporate Way, Fremont, CA 94539 電話：510-226-6886)。
會後五時至六時，由郭堂校友主持「個人電腦使用入門 – 以谷歌群組、谷歌電郵等為
重點」專題講座，歡迎各位校友出席，請預先聯絡郭堂校友(電郵地址：
tony.kwock@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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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告
副會長﹕周國忠
李海滋會長於九月十九日向董事會遞交正式函件辭任本會會長及董事之職，董事會將於十
月十二日的例會中討論及處理。本期的會務報告由本人暫行代筆。

活 動 報 告
在各位董事的通力合作及校友們的熱誠支持下， 本會在過去數月間繼續成功地舉辦了下列
活動﹕
z

七月廿七日在李海滋會長家中燒烤聚餐，有三十多位校友參加，連遠居於 Modesto (無的
士到市)的呂鳳愛校友亦不辭百多哩車程出席聚舊，實在難能可貴。

z

八月十七日與北大及台大校友會合作擧辦阿滋海默症公開講座，極受歡迎。

z

九月十九日在屋崙牡丹閣酒樓設宴招待到訪灣區的联合書院校董何萬森校友伉儷，獲多位
校友撥冗參加，大家暢談甚歡。

z

在暑假期間有三十多位學弟妹們到灣區遊學，學長組為他們擧辦了多項活動，以協助他們
認識及適應本地生活，列舉如下﹕

z

八月一日在江帆校友的安排下，學弟妹們參觀了電腦業龍頭 Cisco 思科公司，各人獲益良
多。

z

八月八日至十日在 San Mateo County Memorial Park 舉辨夏季野營活動，同時亦安排參觀
史坦福大學和蘋菓電腦發源地，節且豐富，學弟妹們皆盡興而返。是項活動得以成功完成，
全賴李啓宇，張綺蓮及周國忠校友的贊助和安排，亦得到朱妙玲及邱惠敏校友的全力合作
和支持。

z

九月十四日在李啓宇及張綺蓮校友家中舉辦聚餐及座談會以協助初到灣區的學弟妹們認識
本地文化及適應本地生活，是項活動在李海滋會長，梁世昌，張式坤，江帆，何艷文，李
啓宇，張綺蓮及周國忠校友的鼎力合作下，得以成功地擧行，亦獲得幾乎全數在北加州灣
區遊學的學弟妹們踴躍參加，情况熱鬧。

z

九月初，梁世昌校友熱誠地招待了到戴維斯加大遊學的學弟妹們；除了安排接機外，還帶
領他們四處遊覽觀光，學弟妹們讚口不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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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會 員
歡迎下列校友參加我們的行列﹕
呂鳳愛 （聯合 歷史）
易美儀 （崇基 地埋）
洪樂嘉 （聯合 心理）
文勇剛

(研究院 MBA)

嗚 謝
z
z
z
z

李啓宇，張綺蓮及周國忠伉儷贊助學長組野營費用。
張式坤伉儷贊助會員通訊印刷及郵費
梁世昌，李海滋，李啓宇，江帆，劉艾文，張式坤，伍妙玲，周國忠及其他校支等負責接
載學生前往參加夏日燒烤及其他學長組活動。名單太長，不能盡錄。
江帆在百忙中抽出時問安排參觀思科電腦。

《會員通訊》編輯小組通告
鑑 於 本 《會 員 通 訊 》各期均已上載本會網頁，供各位校友隨時瀏覽 ( 本會網址：
http://www.oaa-cuhk.org )，編輯小組為響應環保、節約用紙和郵費，決定由下期(2009 年春季)
開始，不再用郵寄方式將《會員通訊》寄給各位會員，個別會員因特殊情況而希望收到一份
郵寄版本者，可填妥下列表格、或以電郵方式通知本會作安排。 (特此知會各位校友。若閣下
一向沒有收到我們的電子通訊而又設有電郵地址的話，請登入上列網址在comment一欄內告知
我們。謝謝！
要求郵寄通會員通訊表格 (請於 11 月 30 日前寄回大會秘書郭堂，地址為：

27166 Fielding Drive, Hayward , CA 94542
中文姓名:

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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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遵義校長的公開信
各位同事、各位同學、各位校友、各位朋友：
新學年，新開始。我首先代表香港中文大學全體師生，歡迎各位新同事和新同學加入我們這個
大家庭。
收生續佳績
今年，中大依然是本港以至世界各地優秀學子的首選大學。我們招收了一百九十六名參與優先
錄取計劃的中六尖子，和四百六十八個聯招成績位列首一千名的中七畢業生。另二百五十四名
經全國普通高校統一招生計劃取錄的內地本科生，其中十八人是所屬省市中的高考魁首。能夠
網羅此般菁英學子，我們深感欣慰。
多元文化校園
我們又從海外十六個國家和地區取錄了五十二名本科新生。此外，本學年約共有六百五十名外
地學生到中大當交換生，另五百名則會於明年夏季前來參加中大 國際暑期課程。這些海外學生
大多來自二百多間與我校訂有交流協議的夥伴院校。中大校園蔚為世界大同之縮影，在在彰顯
我們教育無疆界之信念。
拓展海外交流
近年來我們致力增加本科生赴海外交流的機會，同時積極籌款，以贊助同學負笈於外的經費。
單是過去一個學年，便有約六百二十名中大同學出國留學，滿載而歸。我們最終的目標，是使
每一個希望往外遊學的本科同學都能如願。
優良教學獲《質素核證報告》肯定
今年四月，我校多位校董、同事、同學和校友曾與質素保證局（質保局）評審小組晤談。質保
局於二零零七年初成立，旨在確保受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教資會）資助院校所提供的學士和
深造學位課程之教學質素，其工作之一是核證受資助院校的內部質素保證制度。中大是第一所
接受質保局核證的院校。去年夏天，我們開始準備工作，先行自我省察，檢討校內評估機制，
再向質保局呈交院校報告。本年四月，由獨立專家組成的評審小組到訪中大一周，與師生、校
友 和校董會面，並閱覽相關文件。
質保局於上周六公布中大的《質素核證報告》。報告盛讚中大的教與學質素，實在令人鼓舞。
茲引述報告內容如下：

根據報告內容，質保局的核證結果確認，中大按其角色說明和使命，為學生提供優質學習經驗，
並設有良好的質素保證制度。報告又指出，中大如實施質保局提出的建議，將可進一步改善制
度，提升教與學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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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素核證報告》全文和我校對核證結果的回應已上載大學網站（首頁設有連結）。
校園發展計劃進展
二零一二年，大學復行四年學制，此後本科生將增加三千，達至一萬二千之數。屆時增收的本
科同學，不僅需要新書院提供的關顧輔導和全人教育，還需要額外的教研和生活設施。我們也
需要改善並更新校內的建築物和其他設備，俾能與時俱進，提升各個學術範疇的教研水平。
新設施固然急需興建，但我們明白校內建築工程無論大小，均須以無損校園整體環境為前提。
因此，早在兩年前，我們已著手制訂校園發展計劃，為中大未來 十五至二十年的校園設計、土
地使用、環境保育和景觀美化作全盤規劃。我們仔細考慮不同顧問公司的初步構思後， 於今年
二月委任凱達環球有限公司及其海外夥伴英國葛艾活建築師事務所為中大校園發展計劃顧問兼
建築師。首階段的研究和諮詢工作業已完成。顧問公司將於本月 下旬向大學提交校園發展計劃
的概念設計，並展開第二階段諮詢活動。一系列簡報會和論壇訂於十月舉行，請各位踴躍出席，
就校園發展計劃發表意見。
全球遴選學院院長
二零零七年二月，大學校董會決定採用新制度，以公開和嚴謹的全球遴選程序委任學院院長，
開啟我校管治新頁。大學繼而為七所學院成立院長遴選委員會， 在全球物色最佳人選出任院長
職，而各委員會均有教師代表充分參與。我又欣然告訴各位，醫學院院長之遴選程序剛剛完成，
其餘六院院長之遴選工作則進展良好。
四十五周年校慶
今年適逢香港中文大學成立四十五周年，我們籌備了一系列活動，以慶祝我校近半世紀之發展
進步，並向歷年來對大學有貢獻者致意。上月十六日為配合香港 協辦奧運馬術比賽而舉辦的中
大嘉年華，正是未來一年慶祝活動的序幕。校慶系列講座、攝影比賽、歌唱比賽、戲劇比賽、
校友日、校慶晚宴， 以及其他由各學院、書院和研究單位主辦的慶祝活動，將陸續舉行。我誠
意邀請大學全體員生校友參與其中，一起慶祝；更希望社會各界今年以至未來五年繼續鼎力 支
持中大，使我們能夠在二零一三年的金禧校慶上展現更輝煌的成果。
新學年開課了十天。我喜見校園處處朝氣蓬勃，人人活力充沛。各位同事、各位同學，我衷心
期盼大家盡展所長，力爭上游。最後，謹祝各位工作順利，學業進步，身心康泰，生活愉快。
劉遵義謹啟
二零零八年九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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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大校友四川建校地震中無恙
何萬森院士來美訪北加州校友
張訓聰
中大校友聯會中國教育基金小扁擔籌款者、
《中大人在……》文集系列倡導人與中大校友評
議會成員何萬森院士最近與夫人來美度假，路經舊金山，順訪本會，校友特於九月十九日假屋
崙牡丹閣設宴款待。
在宴會上，何氏透露：中大全球校友會聯會中國教育基金小扁擔多年來在國內籌建了五十
餘所中、小學，其中包括六間在四川地震重災區建設的學校完全無恙，是不幸中的大幸。
何氏又稱：
《中大人在舊金山》一書的出版對世界各地校友出版文集有鼓勵作用，例子之一，
是《洛磯山下 – 卡城中大人》已籌備就緒，快將出版。而京津、星馬、日韓及各地的中大人
亦有意跟隨。最令人興奮的是一位聯合書院的校友捐出了三十五萬元作基金，為世界各地中大
人文集的出版提供支援和協助。
從何氏伉儷的談話中，舊金山灣區各位校友獲知很多關於校友評議會、小扁擔和中大人在
各地文集的發展近況，會上各人暢所欲言、賓主盡歡。

本會協辦【阿滋海默症講座】
由阿滋海默症協會主辦，北加州台灣大學校友會、北京大學北加州校友會、香港中文大學
海外校友會(北加州)協辦的【阿滋海默症講座】於 2008 年 8 月 17 日假南灣 Santa Clara 的 Kaiser
醫療中心舉行。講者包括：UCSF 記憶力研究及治療中心腦神經專科壯志醫生、UCSF 病理學
與神經學系黃亞東教授、美華慈心關懷聯盟董事會主席李玲女士、阿滋海默症協會職員、義工
及病人家屬，講座內容豐富。專題演講針對華人聽眾，鄉音親切，故各人十分投入，踴躍提問，
獲益良多。
出席本次講座之人數約 200 多人，全場爆滿，其中很多是移居美國的香港人。本會李海滋
會長為是次講座的籌辦委員會成員之一。出席當日活動的校友計有張綺蓮、李啟宇、鍾紫嫦及
楊懷曾。
類似活動既可直接造福亞裔社區，又可促進各華人團體間之溝通和合作，用意良好，本會
今後可考慮多多參與。(楊懷曾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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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夏季季會散記
禤秀萍

2008 年 7 月 27 日二時許，科士打城靜
謐的 Hanbury Lane 先後駛進十多輛汽車，都
在一漂亮的府第周遭停下，為甚麼這樣熱鬧？
原來是香港中文大學北加州海外校友會在主
席李海滋府上召開夏季董事會。

並熱淚盈眶，激動地說﹕「感謝各位的美意，
為我慶祝生日」。她在今年短短的兩個月內為
丁母之憂而返港兩次，本來極為悲傷，但今天
各校友的熱誠，使她有感而泣。筆者立刻上前
擁抱並輕拍她的手。

開會前，小別三個月的校友寒喧問候一
番，交換工作及度假心得，素未謀面的校友也
踴躍參加。董事會除一人缺席外，全部出席。
加上本屆參與校友人數之多，為歷屆董事會之
冠，濟濟一堂，甚為熱鬧。

是次會議後破例不出外進餐，主席李海滋
宣佈在他家舉行燒烤及自助晚宴。接著他和夫
人便忙個不停，打點冷熱飲品及準備燒烤肉
類，如三文魚、牛扒、豬扒及粟米等。各校友
亦帶來自己準備的精美食物分享，有沙律、炒
飯、粉麵，更有茶葉蛋。不擅烹飪的也買來美
味的叉燒、燒肉、雞鴨、點心等，珍饈百味，
美不勝收。還有多種自家後院種植的鮮果，更
有前會長張綺蓮每次季會必帶來自製的甜
品，這次是自磨的杏仁糊，甜在口裡謝在心。

董事會正式於下午三時開會，該日議程及
報告有二十一項之多。首先由主席作出報告並
通過上次會議記錄，接著是例行的財政、小
組、活動等報告。
最值得書寫的兩項，第一就是選出負責跟
進在校友會卅周年出版第二本書一事。我們將
會吸收出版第一本《中大人在舊金山》的經
驗，把第二本書編寫得更精湛。第二是在議程
第四項，提出中大、北大、及台大校友會為四
川賑災籌款演出，除有大合唱外，更有少林寺
功夫演出，內容多姿多采，料必吸引很多觀
眾。（筆者最新資料﹕因多種問題，未能合作
成事，甚為可惜！）
五時許，議程各項完結後，聚餐開始前，
最感人的片段是為邱惠敏唱生日歌，並由本人
遞上生日賀卡一張（邱同學是本屆財政）。當
她打開簡潔的賀卡後，感謝當天出席的校友，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北加州)

各校友感到是次在李府舉行的董事季會
聚餐話舊，是極愉快成功，更勝於出外進餐。
當然要感謝主人家慷慨招待和勞累，及各校友
出席支持。惜筆者寒舍狹小，不能容納眾多校
友，以至無緣在家招待各位，憾甚！
筆者由 2005 年參加董事會活動，獲益良
多。更感謝四年來借出府第舉行董事會議及活
動之校友，每次除了開會外，更有會後專題演
講，此類演講甚為精闢，使我們獲得很多不同
領域的專業知識。每次會議，除開會的董事
外，也歡迎其他校友蒞臨參加，請參閱本會的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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索蘭奴大道擺街會與學長組活動
特約記者
位於東灣柏克箂及亞爾班尼市之索
蘭奴大道(Solano Ave)，每年九月第二個星
期日皆舉行大型擺街會，參觀的人數大約
有三十萬人。由於此活動接近柏克萊加
大，而又鄰近學長李啟宇張綺蓮伉儷之府
上，故此學長組每年都會結合此擺街會再
加插其他節目以迎接初來步到的中大交
換生！
2008 年 的 擺 街 會 在 九 月 十 四 日 舉
行，這天適逢是農曆中秋節。就讀於戴維
斯加大之四位同學在早上由在該校任教
之梁世昌校友接戴往火車站、乘個多小時
的火車前來東灣、轉乘捷運系統，再由李
啟宇校友載往索蘭奴大道。梁世昌校友一
向對各位學弟妹愛護有加，今批學生他除
了安排同事前往接機外，還曾帶他們前往
宿營。
在聖告魯斯加大的兩位交換生，由於
今年提早到達灣區，故此可以參加此項學
長組活動。他們剛到步不久，在前一天才
能看見電郵，結果由李海滋會長前往南灣
他們暫宿的家，再用個多小時的車程載來
東灣與各學長見面！
在柏克萊加大的同學則分別坐公車
前往擺街會。各同學在擺街會上自由活
動，看由消防車帶領的巡遊，再漫步各攤
位，然後齊集在李啟宇及張綺蓮家中的車
庫內午餐。祗見學長組主席周國忠太太李
倩如、張式坤太太茅麗、及張綺蓮在廚房
內忙得團團轉。李倩如還自製了應節的迷
你冰皮月餅。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北加州)

午餐在輕鬆的氣氛下進行，李海滋會
長與各學弟妹們趣談他當年在荒蕪的將
軍澳溪流內游泳的趣事、周國忠組長指導
戴維斯加大的同學如何在校內/市內乘搭
公共交通、張綺蓮則憶述她兒時的中秋節
食物，故此除了月餅外，她還預備了芋頭
及花生。
午餐後，在中大就讀時曾作交換生的
江帆及其賢內助何艷文帶同兩位孩子亦
趕到，大家小休後，便進入屋內進行討論
會。討論的內容十分全面，包括中、港、
美三地的文化差異，英語和美語的差別
等…..學長們皆以過來人身份分享經驗。
此外，李啟宇校友亦收集了過去兩年的交
換生提供在柏克萊加大就讀的資料，會後
以電郵方式傳送給各同學。
交流過後，由李啟宇及周國忠組長聯
合宴請各同學在附近餐廳晚宴，再前往
Point Isabelle(即三藩市灣的東北方)觀看
日落、可惜風太大而雲又密，祗看到了晚
霞及對岸的金門橋，逗留了數分鐘便結束
了一天的項目。
今年此項的學長組活動，破天荒的得
到三所在北加州大學的十二位交換生參
加，除了暑期生外，這是歷年來参加的交
換生人數之冠！承蒙各學長不辭勞苦，對
學弟妹們作出種種交通安排，能集合娛
樂、交流、介紹美國的擺街會文化，欣賞
灣區美景等不同項目於一天內完成。感謝
各學長的熱誠，使本會的學長組得以發揚
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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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長組宿營之圍爐夜話
特約記者
由學長組組長周國忠校友統籌之宿
營活動，於 2008 年 8 月 8 日至 10 日在
聖馬刁縣之 Memorial Park 舉行。此營地
位於一美洲杉的森林內，有山、有水、
有樹林。營地寬敞而平坦。周校友一共
預訂了四個相連的家庭營地，以供喜愛
戶外活動的校友及崇基學院前來柏克萊
加大就讀暑期班的學弟妹參加。此次參
加的校友及友好一共有十人而暑期生則
共有四位。
周校友的宿營設備齊全，令各位學
弟妹眼界大開，除了夜宿的帳幕外，還
有專為煮食用的帳棚，爐具、工作檯、
煮食炊具、大光燈、五味架等一應俱全。
此外張綺蓮校友帶來的蚊帳棚，晚餐用
來罩著野餐桌，防止蚊蟲突襲，其他時
間則用來作遮蔭儲物用。她去年因參加
宿營的學弟妹人數眾多而添置的八人大
營今年則原封不動。各學弟妹不用捲宿
舍的席舖前來，感謝黎鳳慧及高詠思校
友借出的睡袋。
今次野營特別之處，就是混合了戶
外活動及史丹福大學的參觀。第一晚的
燒烤活動，採用的是香港式燒叉。人手
一叉，叉著自己喜愛的食物，計有雞腿、
香腸、蕃薯、玉米、各式肉丸、魷魚等。
各校友能重溫這港式燒烤，真要多謝周
國忠校友專程往屋崙唐人街添置這些燒
叉。港式燒烤的好處，是可以圍爐取暖
及交談。與年輕人交談，可更新我們對
中大的認識。
第二天早上用過早餐，用兩部車子
前往史丹福大學參觀校園及博物館。喜
愛行山的校友則留在營地自由活動。到
達史大的時候是十時半，剛好趕及十一
時的校園導遊團。參觀了校園，在漂亮
的橢圓形花圃附近樹蔭下野餐後，往博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北加州)

物館參觀。今次的展品是紐奧良風災後
倖存的藝術品，其中包括畢卡索的一幅
原作。當然少不了要參觀羅丹的雕塑
園，及那根極具歷史價值的跨州鐵路金
枕釘(Golden Spike)。由於時間緊迫，原
定前往 Google 及 Yahoo 的行程取消了，
祗參觀了硅谷的誕生地-----就是曉力及
碧加發明桌上電腦的車庫、拍照一番後
便囬程。
晚上節目由各同學大顯身手做廚
師。於短短兩個鐘頭內，在有限度的材
料及設施下，竟然弄出了幾道菜，計有
肉醬意粉，炒牛肉，雜菜，芝士炒蛋及
雜菜雞湯等，還有飯後果西瓜。用過晚
飯，點著營火，又再圍爐夜話。由於参
加的同學有一部份是新移民到香港念中
學再進入中大，有部份是在大陸念完中
學後經高考再進中大，話題很容易便進
入了兩地教育制度的比較。參加的同學
都認為大陸的制度，給了他們很扎實的
根基。囬望香港過去十年，教育制度左
搖右擺，老師成了高危一族，難以安定
地協助學生打好扎實的根基? 與年輕人
夜話，使我們感觸良多！
以下節錄自學弟妹們的致謝卡：
「我
們這兩天很開心…很享受與你們的夜
話。」
「在這兩天裡我得到了許多全新的
體騐！」
「很開心在臨走前可以有一個如
此 wonderful 的體騐，多謝你們如此貼心
周到的安排，讓我們的訪學之旅增添難
忘的一筆！」
「我十分欣賞你們在這幾天
安排的活動，能夠和一班學識淵博的中
大校友及家人交談是難得及難忘的機
會…」
此項活動是由周國忠伉儷及李啟
宇伉儷聯合贊助！各位校友，你們明年
有興趣參加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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眺望彼岸的地標
張式坤
早上六時十五分、天還末亮。第一班
大坑道 11 號車還末開行，得出門了，匆
忙走向通往大坑數百级樓梯，路上沒有見
到朝氣被寬闊長藍袍覆蓋的真光女生
群，當然也不會遇到活潑穿着時髦的新法
同學們。街市两邊的店鋪大都還關上門只
有寥寥幾家正準備應付新的一天。轉入銅
鑼灣道，立刻快跑起來，不是晨操只是 2
號巴士快到站了,六時三十五分。運氣真
好，七點鐘前準可步行到天星小輪的下層
閘口，然後再步行到火車站。遲了一班巴
士又如何？從海傍道文華酒店傍的行人
隧道口要來一次百尺衝刺，七時零五分尚
末入渡輪閘，後果不堪。入得了閘，出閘
還得再短跑一程，趕在七時半前再入閘一
次。這是普通晨早的第一關。遇上交易
會，國慶、五一長週,春節及車公誕，車站
架上鐵馬，沒有月票進不了站,有時還要從
月台的另一邊上車，到處都是大包小包的
行李與担挑,只有企位。回程上，擔挑依舊,
行李換上沙煲與土產, 依然是站位,過了
旺角站,情况才好轉,到了總站，還得小心
翼翼、不要被「丈八担挑」橫挑下馬。尖
沙咀火車站、天星小輪碼頭都是「地標」。
而我只是個營營役役、匆匆趕路的「走讀」
過客，對它們起不了感情。
旺角站，一個不起眼的車站,不可能是
「地標」,但人氣極旺。是「大學之道」上
一個重要驛站。每朝不少博學之士與仕子
經由此關卡前往「馬料水」最高學府修
身。車一到站,新相識舊知己混在陌生的人
群中魚貫上車,同班的投契的三五地漸漸
凝聚在一起，有的低聲細語，有的高談關
論地交談起來。南起旺角，經沙田，北终
大學站,在燈光暗淡又侷促的車卡裏，什麼
也做不了。喜歡的、仰慕的、好逑的、平
凡的、沒好感的同困在這列車上。我在這
段路上雖然沒有認識志同道合可結盟創
造一番事業的兄弟但結交了三五知己，建
立了深深的友情與人脈關係。過了望夫石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北加州)

不久，車廂便會有一片騒動，貼近窗口的
乘客都能熟練地將玻璃板拉上，偶然也會
出手幫忙，是為公益也求自保。外面一片
漆黑，在隧道裹、車廂裹的空氣漸漸被擴
散不了壓缩進來的柴油烟弄到混濁起
來，隆隆反彈回來的聲音交織成一段不愉
快的行程。但比起坐在天花燈短路不及時
修理伸手不見五指的車廂、或是在大熱天
平排停放運畜口的反向列車飄來陣陣濃
厚提神「亞蒙尼亞」的「牛驥同一阜」情
景好得多。還好這是一天中一段小挿曲、
或是新生前的小陣痛。到底是「天將降大
任」前的小磨練仰或是「西西法」神話中
(the myth of Sisyphus)每天不斷重覆晚上
又回到原點的荒謬過程。
轔聲漸漸減低，跟著又是一陣下窗活
動，清新的空氣取代了柴油味。很快便到
了以乳鸽和車公廟聞名的沙田站。車公廟
可算是「地標」，但令我留下深刻印象的
並不是古廟本身，而是在車公誕時的回程
路上見到扶老攜幼手上拿着大小風車的
善男信女們、擠迫的車廂抑制不了他們面
上的喜悅與安詳。或者他們將自身與近親
過去一年的坷坎與不如意通通留在廟
裹，深信袋裹的上上籤與手中被祝福過的
大中小風車會為他們轉來大中小的好運
良程，能有那種信仰真令我羨慕不己！
車慢下來，又是一陣人流活動。早課
安排在山顶或半山課堂的同學雖沒争先
恐後，但都急於下車以便擠上數量有限的
院際校巴。有時也會禮讓其他同學先行下
車，不是绅士只是早課安排在山下有歷史
價值的古建築群，不可能遲到。到教授、
講師進入課室時，離早上醒來己是兩時三
刻。這是一個在大學城裏沒有户藉，沒有
虛報住址而居住於港島半山的流動人口
的典型早上。回程路上，校車、火車的時
間表主宰了一切，是三點、四點或是六點
那班車。班次間的分秒變得毫無意義，卻
提供了一個漫步欣賞校園美景的良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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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車站不同的大路與小徑，一切都美好，
總是覺得校園雖信美而非吾土兮，在匆忙
的時刻裏，曾何足以少留！
今早醒來，懶洋洋的賴在床上。是風
車轉來的運，不再為巴士、渡輪、火車而
憂慮，我是大學城的居民，我幸！課室裏
見到依舊乘踏火車而來每天流動的同學
總是覺得有點歉意，衷心希望他們也能像
我一樣在一生的黃金時段中去體驗一下
校園生活。「安得宿舍千萬間，大庇走讀
學子俱歡顏亅直到今天還是個夢想。有限
資源的分配，甚至「地標」的去留在精心
的策劃、操作與陰謀論下會演譯成一場全
球校友的全民申訴行動。真是崇高可敬
「立足異鄉心繫中大」精神，這是學生運
動「反四改三」
、
「殺系事件」
、
「哭中大」、
「巴不得」的延伸吧！但有意無意變成浪
費有限資源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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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红衛兵對「文學是否為政治服務」提
出已見。詩人的演說令你如沐春風。狄娜
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詭辨邏輯去總結一切
都為政治服務，文學亦不例外。先來結
論，再合理化。以那種推理，飲可口可樂
是一種愛國行為。红衛兵先生指出文學的
教化力量，會被政治威迫利誘為工具。跟
着一幕是艷星舌戰中大群儒，善用天賦、
杏眼緊盯、秋波橫掃、推論的合理與否，
變得一點也不重要。奇女子！這是入住湯
宿後無關家國生活上的小故事。大學站也
不再是往返線上的一點，它蛻變成一個多
姿多采的三維空間，孕育了我的中大情。

不是歸人，又是過客，在廣州到紅磡
的直通車經過大學站時，我的天淵中大歷
程，從榜上提名開始到拿到在一纸十七乘
二十吋中英對照的証書為止，四分一世紀
後依舊引起內心一波波的激動，好不容易
才平伏下來。很久以前我在這裏開始新的
在冷戰、越戰、貧富不均的大環境
一頁，現在的校園是屬於末來校友的。我
下。七十年代的學運、反戰、保釣行動、
拿到應得的一份，學會了如何分辨理想與
認識社會、關心祖國、回歸與認同都是被
幻想，現實和事實，不奢求去為末來的「中
使命感與愛國情操驅駛下的前衛行動。沒
大人」悍衛他們是否需要的「地標」。六
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的宏願，
朝古都摻和了摩登的鳥巢，水立方和巨蛋
安於小康的我選擇了不參與這個激情叫
會是怎樣的格局，想像中是極不和諧、格
喊着「誓死保護」口號的活動,而將我黃金
格不入的場面，但一場百年罕見、無以倫
時段最後的一年去體驗文化城的其他課
比、以和為貴、賓主盡興的盛會在看起來
餘活動。
毫無歷史價值的現代建築群揭幕展開。這
羅家英，李寶瑩在崇基教堂演唱粵曲
些建築群現己成為景點，若干年後會是地
之夜。週末的文藝電影欣賞會。紀念己故
標，再若干年後可能是爭論去留的事端。
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 亅以「挑戰與反應」 三十二年後的吐露港還是那樣浩渺，八仙
來解釋「夭折古文明」的演講。臨時被拉
嶺依舊那麼嫵媚，馬鞍山是否同樣雄奇？
伕組成的雜牌排球隊在系際比賽糊裏糊
有可能嗎？沒有答案，但物理上的變遷至
塗羸了個銅牌比賽。晚上到張祝珊樓康樂
今磨不損我心中的地標，也是我發思古之
室看彩電去，一睹米雪如何演活了「射鵰」 雅興時所懷緬今生不枉走一趟的旅程–在
中的俏黃蓉，那時還盛傳着每個男生都幻
中大的日子。
想着做米雪口中的「靖哥哥」。只有新亞
學生會才能安排出很特殊的演講，詩人余
光中、艷星狄娜加上一位曾經参與大串連
本期《會員通訊》因稿擠關係，多張精采圖片未能刊出，各位校友可直接登上本會網
頁瀏覽，特此致歉。

香港中文大學海外校友會(北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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