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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團隊帶來精采演出
◆ 東瑞 (黃東濤)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  我會隆重舉辦《祖國與我》聯歡晚會

◆ 宣傳部
我會主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祖國

與我》聯歡晚會」，9月12日假龍堡國際賓館舉行。主禮嘉
賓有：全國政協常委、港僑聯主席余國春，全國人大代表、
華大董事會副秘書長蔡素玉，中聯辦紀建軍處長、孫剛處
長，港僑聯副會長王欽賢、李碧蔥、永遠名譽會長李常盛、
司庫周娟娟，香港高校聯會長郭明華、秘書長匡增意，華僑
大學黨委書記李冀閩、項士敏處長、校友總會會長莊善裕，
我會榮譽會長許丕新，名譽會長謝文盛、潘耿福、張正龍、
李澄、高峰、許碧珍、鐘浩、黃東濤等；他們由會長曾敏
麗、監事長汪瓊南及多位副會長陪同上主席台就座。

接著進行了獎學金頒贈儀式、周衛平副會長帶領嘉賓、
校友祝酒。聯歡晚會的重點是文藝表演，情景動人，氣氛熱
烈，喜氣洋洋，給全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刊以九版篇幅
圖文並茂地展現《祖國與我》之夜的盛況，以及嘉賓、校友
的感想、評議。

《祖國與我》之夜
嘉賓校友共賀華誕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六十年，香港和各地紛紛在搞慶祝，名目繁
多的活動接踵而來；有關的圖書排山倒海；一批配合得緊密的電視長
劇、電影也應運而生。其中也聽到各種各樣的議論、意見，存在各種
各樣的問題。當然，大體都是好的，成績為主流，縱然有不足，也非
戰之罪，泰半和認識不足有關。

祖國誕辰六十年，正是中國人最重視的「六十」。有不少社團，
籍著慶祝綵排了有關的大型節目，表演個人和團體對國家的熱愛和感
激之情，其情可嘉。尤其是帶「僑」字頭的校友會組織，表現得尤其
積極。眾所周知，香港一些校友會，好的固然很好，但個別的則長期
紛爭不息，一分為二或一分為三，一些頭目為爭權奪利而鬧得影響甚
為惡劣。由於分裂、分歧帶來的嚴重殺傷力，令此類校友會長期處於
癱瘓狀態，根本無法展開活動。至於好的，當然也有典型和榜樣。像
成立已經多年的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不僅校友在香港人數極眾，且
凝聚力極強，早就有口皆碑。如果香港有「最富貢獻的校友會」之類
選舉，應頒該校友會一枚大獎章而一點不為過。由於凝聚力強，該會
在香港回歸、京奧、四川大地震等歷次事件中，都表現突出，為愛
國、愛港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在這一次祖國建國六十周年的慶祝
活動中，更由於當屆會長曾敏麗女士策劃籌備得好，將主題擬定為『
祖國與我』，且發動校友用一個為時約半小時的大型歌舞表演，極為
精練生動精采，廣獲好評，在全港校友會界中影響極為深遠。

一個慶祝節目要獲得成功，當然有賴好的領導核心(理事會)的決
策，而好的、團結一致的理事會，必然會貢獻出好的、有意義的節
目，令看來只是「一夜過」的活動變得有意義而發人深省。華僑大
學香港校友會正是這樣一個校友會，創立迄今，在社團中享有較高的
聲譽，因為從來沒有紛爭而令不少校友會紛紛來取經。華大校友會理
事會的成員都是由一批熱心活動、沒有私心的校友組成，而幾任的會
長，都是在「智囊團」、「熱心人」的充份醞釀和反覆協商之後，提
出候選人再由全體會員投票選出。

(下轉第9版)

《祖國與我》演出成功，嘉主與演出者歡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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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青年舞蹈團》演出撇扇新姿舞蹈 游國屏男声獨唱 ─三峽情 

郭虹女声獨唱 ─祖國我永遠祝福你

張秀燕、李玉霞等女声小組唱今夜無眠

林萬娃表演朝鮮族舞 ─喜悅 劉苹、關浩宇表演拉丁舞 ─Samba

陳滄海、黃碧環表演男女合唱為祖國乾杯 

《台灣芳韵舞蹈工作室》表演舞蹈 ─醉八婆 陳靜德、葉秀芳表演男女二重唱 ─梭羅河

鍾浩等表演印尼舞 ─歡樂之夜(Malam Gembira)

《祖國與我》之夜
精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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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偉大祖國成立六十周年的前夕，9
月12日華大香港校友會在龍堡國際賓館
宴會廳舉行了熱情奔放、載歌載舞的歡慶
晚會，筵開六十席，七百多位校友歡聚一
堂，共賀華誕。

首先，由曾敏麗會長、華大李冀閩
黨委書記及校董蔡素玉副秘書長分別致賀
詞。從不同角度回眸了國家六十年滄桑巨
變的步伐、中華民族幾代人的艱辛奮鬥歷
程，一致祝賀與讚頌了今天的輝煌盛世。
接著，進行了簡短而隆重的獎學金頒贈儀
式：由曾會長代表我會把五十萬的優學獎
學金大支票交與母校李書記、由歐美大地
儀器設備(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峰校友向
母校土木工程學院捐贈二十萬港元的大支
票交給項士敏處長，展示了香港校友對母
校持續的關心與回饋。接著，由周衛平副
會長帶領台上、台下的嘉賓、校友舉杯共
祝祖國繁榮昌盛。

《祖國與我》聯歡晚會的文娛表演由
輕鬆活潑的舞蹈《撇扇新姿》拉開序幕，
這是著名舞蹈家劉素琴校友編導、香港青
年舞蹈團表演的新舞，淡藍色的舞衣與粉
紅色的綢扇交織晃動、婀娜的舞姿與清麗
的笑容傳送著青春活力，令人馬上感到，

這是一個既歡樂又高水準的晚會。校友中
的一班歌唱家分別大展歌喉，遊國屏、郭
虹先後表演男、女聲獨唱，張秀燕、李玉
霞等七位校友表演女聲小組唱，陳滄海、
黃碧環及陳靜德、葉秀芳分別表演男女二
重唱，他們的歌聲既有激昂奔放，又有柔
情似水，不同風格，一樣悅耳。善舞的校
友分別展示了他們深厚功底的舞步，林萬
娃獨舞了朝鮮族舞《喜悅》，劉萍、關浩
寧表演了拉丁舞Samba；由鍾浩老師帶領
的十人印尼舞Malam Gembira (歡樂之夜)
，瀰漫著千島之國的風情；由台灣校友鄭
書正編導的《醉八婆》，特別風趣，痴痴
醉醉的八婆顛頑搞笑，帶來了台灣與閩南
歡慶節日狂歡不羈的氣息。十個歌舞節目
穿插出場，張馳有致，莊諧兼備，令人目
不暇給。

晚會的主題節目，也是壓軸好戲──
《祖國與我》四幕歌舞劇終於出場了。舞
台重現了五十年前一批批印尼及東南亞青
年踏足新中國，悲喜交集的情景，海外孤
兒有了家；重現了僑生進入華大校園，以
校為家，苦學報國的場面；同時也呈現了
華大新一代──莘莘學子在德智體的成
長；展現了四十萬校友奔向祖國各地，他

們的成就與貢獻。情節環環相套，劇情一
氣呼成，半小時的歌舞畫面，濃縮了半世
紀僑生的景況與情懷。

這齣歌舞劇是我會自編、自導、自
演的。由作家梁德標、黃東濤校友編寫劇
本，由著名舞編家鍾浩任導演，近百位
校友經過四個月密集式的訓練、綵排，
包括分組練習、家中練習，積極準備，
一絲不苟。同時，富有舞台經驗的編導、
校友紛紛出謀獻策，對舞台美感的組合、
氣氛的渲染，出場的先後，獨唱、合唱、
獨舞、群舞的交替，服飾、道具的變換、
歌詞、朗誦詞的演繹，背景音樂、燈光的
配合………都逐一雕琢，精益求精。老中
青校友同台演出，精彩紛呈，把愛國、愛
港、愛母校、愛家鄉的眷眷之情，融入每
一個音符之中，凝注在每一舞步之中，這
是校友會團隊精神的又一次成功。

《祖國與我》聯歡晚會，表演了祖國
對我──海外孤兒的關愛、培養，表演了
我──一代代的華僑、一屆屆的華大學生
──對祖國的熱愛、感恩、奉獻。《祖國
與我》聯歡晚會是校友們為祖國賀壽的蟠
桃，也是校友的共樂共享的盛宴。

(2009年9月16日)

激情凝注舞步 頌歌獻給祖國
               ——─我會熱烈慶祝國慶60周年 ◆ 江顯錐   

《祖國與我》歌舞劇精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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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年 前 ，
隨着五星紅旗在
天 安 門 廣 場 上
冉 冉 升 起 ， 中
國 人 民 站 起 來

了。我們偉大的
祖國經過六十年

的歷程，度過了風
霜雪雨，經歷了滄桑巨

變。特別是改革開放這三十一年，綜合
國力顯著增強，國際地位日益提高；去

年北京奧運的圓滿舉行，以及神七載人
飛船成功發射，都為世人所矚目。就算
今天面對百年罕見的全球金融海嘯，我
們依然屹立不倒，以快速穩定的經濟增
長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

今天，大家濟濟一堂，共同歡慶祖
國六十周年華誕。讓我們一起歌頌祖國
一甲子的輝煌歲月，一起歌頌
祖國一籃子的卓越成績。

今年，也是東南亞華僑掀
起回國浪潮的五十年；明年，

母校華僑大學也將邁入五十周年。值得
紀念的日子接踵而至，正是這種滿懷感
恩的情懷，我們香港的華大校友自編、
自導、自演了《祖國與我》歌舞劇，凝
聚了愛國、愛港、愛母校的無限熱情，
為偉大的祖國謳歌。

讓我們共同祝賀祖國繁榮昌盛，香
港明天會更好！

在此，我以最大的誠意把《祖國與
我》這個文化盛宴獻給大家，請欣賞。

新中國成立以來廣大
華僑華人身居海外，情

繫桑梓，與祖國同呼
吸 共 命 運 ， 為 新 中
國的成立建設和發
展，做出了重要的
貢獻。華大的香港校

友們也一直以極大的
熱情關心祖國和母校的

建設和發展，為祖國的振

興和母校的發展，為香
港的繁榮穩定做出了不
可磨滅的貢獻。母校深
為校友們而感到無比的
光榮和自豪。華僑大學
領導邀請大家常回母校
走走看看，希望校友們
繼續努力，為祖國的騰
飛和母校的發展再立新
功。 

母校深為校友們的貢獻感到無比的光榮和自豪
華僑大學党委書記李冀閩致詞(摘要)

甲子國慶 激情滿懷
曾敏麗會長致詞 (摘要)

祖國：輝煌歲月六十載
華大校董會副秘書長蔡素玉致詞(摘要)

今天，大家濟濟一堂，共
同 歡 慶 我 們 偉 大 的 祖 國 六

十華誕。在此金秋收獲季
節，讓我們滿載著碩果累
累的喜悅、滿載著民族大
復興的豪邁，讓我們滿懷
著勝利的激情、滿懷著報

恩的情懷，一起歌頌祖國
六十年來的輝煌成就。

共和國六十年的步伐，渡

過了風霜雪雨，經歷了滄桑巨變；
特別是三十一年來的改革開放，綜
合國力名列世界前茅，國際地位空
前提高，人民建立了小康之家，贏
來了輝煌歲月。這是一個半世紀以
來，中華民族發憤圖強，孜孜以求
的強國之夢呀，今天，我們看到
了、聽到了、感受到了、享受到
了！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一個炎
黃子孫，是多麽興奮、多麽自豪

啦！
今年，也是印尼華僑回國高

潮的五十年，明年是華僑大學成立
五十週年。香港華大校友自編、自
導、自演了《祖國與我》歌舞劇，
以知恩圖報的眷眷之情，凝注在每
一個音符、每一個舞步之中，為偉
大的祖國──親愛的母親──六十
大壽獻禮！歌舞劇《祖國與我》也
是今晚獻給各位的盛宴，請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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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窗情誼
◆電腦88屆黃東承

昨天，參加了由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
主辦的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
《祖國與我》聯歡晚會。晚會節目豐富多
彩，更難得的是同窗們聚在一起，天南地
北、家常趣事，無所不談。

國立華僑大學是於60年代初，在周恩
來總理的關懷下創辦的。初期學生主要是
遭受印尼排華而回國的青年學子，他們為
學校的早期創建做出很大的貢獻。到八十
年代我們入讀時，華大已是一所在中國內
地排得上位的美麗校園。

華僑大學的立校之本在於“僑”字。
也正因為“僑”字，文革時期遭到封殺。

文革期間，福建醫科大學遷入華大，華僑
大學就此消失了一段很長的時間。文革
後，華僑大學得以復辦。我就是復辦後的
早期一批學生之一，我的畢業證書還永遠
地記載著復辦後第一任校長——已故國家
領導人葉飛的簽章。

復辦後的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內地、
港、澳、台，也有少許的外國留學生。八
十年代，電腦專業是一個渴市的專業，有
很多港澳學生報讀此專業，我們班有一半
的同學來自港澳地區，一半來自內地。港
澳同學代表著先進，他們的思想和作風，
讓我們內地生耳目一新，也為我們內地生
的思想成長帶來了衝擊。

同學們來自五湖四海，四年同窗，畢
業後，為前程各奔東西。

08年，正值我們畢業二十年，在同窗
好友健冬的策劃和組織下，回母校一聚。
有的二十年沒變，有的要多看兩眼才發
出“原來是你”的感嘆。

二十年過去了，我們各有得、有失，
但不變的是：我們是同窗，曾經在同一個
老師的教導下、在同一個課室裏一起學
習。社會歷練，讓我們更加地珍惜這份珍
貴的、真誠的、不帶功利的同窗之誼。

五年一小聚，十年一大聚。我們是要
認真地落實，不要再等二十年，人生能有
多少個二十年呢？

同窗情、同窗誼，這是一輩子不變的
情誼，是一份永不變質的情誼。

《祖國與我》歡晚會司儀 ─楊靜、劉守峰

曾敏麗會長代表校友會向母校捐贈優學獎學金 歐美大地儀器設備﹝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高峯校友向母校土木工程學院捐贈
獎學金

汪瓊南監事長、華大校友總會莊善裕會長頒發優學獎學金 周衛平副會長帶領祝酒

《祖國與我》歌舞劇精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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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忘，那青春年代的激情
             ──《祖國與我》綵排有感

◆黃東濤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成員，十有八九都是五、六十年代滿

懷赤子之心，一腔熱血北歸祖國的華僑。他們雖在「文革」中失

意失落失望甚至遭到迫害而出國、滯留香港，但多數是愛國的，

都曉得什麽是民族大義，在九七回歸(1997.7.1)和四川大地震

(2008.5.12)、京奧(2008.8.8)等事體上表現突出。更叫人驚嘆的是

這些東南亞歸僑知識分子，其中有不少是在各行各業佔鰲頭、領

風騷，成為有影響力的人士。

早在大半年前，在多次的理事會、名譽會長的聚會上，本屆

曾敏麗會長就提出，2009年是祖國建國六十周年的一年，各界都

在搞熱烈的大慶祝，我們華大校友會也會在龍堡大酒店舉行一次

聯歡大慶(2009.9.12)，希望屆時能有一個不用借助外力，而全屬

自己綵排的節目，並能突出華僑大學的本身特點。曾敏麗會長並

將構思中的綜合性節目定名為《祖國與我》。曾會長的建議獲得

大家的認同和支持。接著，在潘耿福的家，校友會由曾敏麗、潘

耿福、鍾浩、楊靜、陳滄海、蔡劍英、梁德標、黃東濤和宋春榮

等人開了多次「餐會」，認真仔細商討研究《祖國與我》的形式

和細節，並委託黃東濤(東瑞)和梁德標先將貫穿節目的朗誦詞撰寫

出來，然後再細談綜合性節目的形式、人員和時間。

兩位編寫者很快將整體表現構思的誦詞撰出，幾經討論刪

改，歌舞鶵型已形成，再交由鍾浩、蔡劍英、郭乃珍、林桂蘭、

陳滄海、謝瑜玲、楊靜等負責和編排，節目便開始綵排了。除了

在會所分組綵排之外，還從八月起，租用了港島東室內體育場舞

蹈室和上環市政大廈室內體育館，前後至少七八次，進行密集式

的綵排，每次兩至三個鐘頭不等，而整體參加演出的校友多達七

十餘人，出席率幾達95%。大家的熱情參與感動了曾敏麗會長，

她幾乎每次都在百忙中前來觀看，為大家加油，直到綵排完畢才

離場。

特別要指出的是，華大校友會這個《祖國與我》的大型綜合

性歌舞節目，有著自己的特點。2009年從年中到十月間，為了慶

祝新中國建國六十周年，各界都有節目，也不乏高水準者，但屬

創作且有特色者較少。《祖國與我》劇本分為序曲；北歸；海外

孤兒有了娘；華大，溫暖的大家庭；汗淚，撤在這片土地上；東

方之珠，十二年風雨同路幾幕。前後雖只有半小時，但全劇緊湊

熱烈，充滿了華僑子女青春的激情和對祖國衷心的感恩。《祖國

與我》中的我既是指「華僑」也是指「我」個人。今年也是東南

亞地區華僑生歸國浪潮50周年。《祖國與我》以相當大的篇幅反

映和體現祖國是華僑子弟強大靠山的真理，也重現了六十年代華

僑子女在排華浪潮中回到祖國懷抱的喜悅心情；更教人感動和興

奮的是，華僑大學作為世界各地華人後裔求學深造、不同膚色的

人們團結友愛、樂也融融、共同學習成長的校園生活情景，也得

到了充分的演譯和回顧。這些令人難忘的歷史和生活，藉著大合

唱、雙重唱、獨唱、朗誦、群舞、小組舞、獨舞等得到了淋漓盡

致的展示。這個節目以藝術去體現祖國和我密不可分的關係。似

乎也只有華大校友會新老校友能那樣親密無間同台演出。真是臺

上三分鐘，台下十年功！華僑永遠不失熱情、愛國的本色，在充

滿激情熱血沸騰的《祖國與我》節目中表露無遺，其成功自是不

須多言的了。

2009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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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與我》歌舞劇精采片段

綵排：在港島東室內體育場和上環市政大廈進行密集式的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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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國與我》歌舞劇精采片段

攜手走過的兩年
          ──全賴有您

                                            ◆汪瑞音
每逢星期四的下午是華大健康舞班相

聚活動的時間，但在剛過去的十一月五日

那一天的星期四，華大香港校友會會所人

頭湧湧，顯得更加熱鬧和歡樂，因為除了

有我們舞班的成員外，會長曾敏麗來了，

祕書長宋春榮來了，還有華大或外校的朋

友們及同道中人也來了，……；這天其實

是舞班乘著兩週年搞了個「同樂日」，大

家歡聚一堂，品嚐大家喜愛的印尼食品，

高唱生日歌，三個生日蛋糕除了是慶祝舞

班兩週年，也同時給十一月及十二月份生

日的校友慶祝生日；除此之外，當然少不

了同遊戲、同高歌、同起舞；互相交流，

增進友誼，節目豐富樂融融。

時光飛逝的事實擺在眼前：真是「

跳」也兩年、「不跳」也兩年了。兩年的

堅持，真是全賴有您──健康舞班的全體

成員。

記得兩年前，舞班剛成立初期，成員

僅在十個人左右，林珠蓮不止一次地鼓勵

說：「就是跳剩一個人也要堅持下去」。

這句話不時會在耳邊迴響，鞭策著我們不

要輕言放棄。如今舞班不負珠蓮的重望，

人員已增至十五人左右，在此要再一次向

一直積極支持舞班的全體成員致意。

「人的因素第一」，即意不管做什麼

事，「人」的因素是最重要的。所以舞班

能 堅 持 至 今

天，絕對是與

舞班全體成員

的積極參與分

不開的。說起

翁秋仙，大家

都知道她從小

習舞，還在校

時不但是華大

文 工 團 的 骨

幹，也是華大

「東方紅」舞

蹈 史 詩 的 編

導之一；有如此高的藝術天份在我們今天

的舞班當中是獨一無二的，但她在舞班卻

是那樣的平易近人、積極參與和大家打成

一片，還經常為舞班想辦法、出點子，她

身體力行，在舞班中發揮了很好的帶頭作

用。

再說無人不認識的、從還在印尼 棉

蘭 棉華中學至到回國在華大縱橫球壇多年

的風雲人物──女籃隊長李幼朗，她在球

場上旋風式的快、狠、準的打法令無數的

「粉絲」瘋狂，很可惜那個時候未興什麼

「簽名會」、「握手會」，否則她的「粉

絲」要等她簽名、握手便一定要排隊排成

幾條街。由於她一貫的靈活、敏捷，所以

跳舞也難不倒她。加上她個性樂觀，還甚

富幽默感，大家都說「那裡有幼朗，那裡

就有歡笑」，她真是大家公認的開心果。

除了幼朗，還有陳麗珍、林玉珍、黃

西志、林玉華、陳雲蘭、黃雪葵及陳素蓮

都是校隊或系隊的運動員，籃球、排球、

田徑分別是她們拿手的項目。活躍的性格

令她們很快地掌握舞步，相信經過她們不

懈的努力，昔日的運動健將終有一日會成

為舞林高手。

接下來要提的是，像張眾宋、黃聘

娟、黃金菊、許新蓮及陳銳敏，這幾位都

是至今仍有工作在身。很難得她們在繁忙

的工作中抽出時間來參加舞班的活動，她

們已視每週的舞班活動為工作不可分割的

一部份。最難得的要數是張眾宋了，她開

創了全年四十四堂課從來沒有缺席過的新

紀錄，她這種積極、認真的精神值得讚賞

和學習。

今天在舞班踏入第三個年頭之際，我

們緊記舞班的宗旨：「舒展身心、廣結良

友；堅持不懈、健康快樂。」更加明確「

健康」和「快樂」就是我們努力的終極

目標。在新的一年裡，我們仍然會像過

去的兩年一樣，繼續關心社會疾苦──

慈善捐款將會延續下去；總之大家再接

再勵、群策群力，讓健康、快樂的舞班

更富「正能量」的內涵和意義。堅持到

底──全賴有您。

(2009/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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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祖國與我》之夜總結、慶功
          ──十屆七次理監事擴大會議

◆郭維國
中秋時節，碩果累

累，九月二十晚在北角
英皇道668號怡苑酒家召
開本會十屆七次理監事
擴大會議暨慶祝甲子國
慶《祖國與我》聯歡會
的工作總結會。

在第一個議程中，
蔡劍英、許碧珍、江顯
錐、周寶珊、張義生等

校友匯報第三個季度以來的工作，各部的工作都配合《祖國與我》
聯歡晚會進行。

在第二個議程裏，曾敏麗會長首先通報香港高校聯常務副會長
兼僑界聯副會長李碧葱、高校聯秘書長匡增意及大公報記者黃閩對
晚會較高評價，華僑大學莊善裕老校長要求將《祖國與我》大型歌
舞劇搬到母校50周年校慶晚會上。

緊接着曾敏麗會長表揚了台前許許多多好人好事，合唱團第
一次排練恰逢3號風球，團長關照休息，然而大家情緒高漲，全體
團員到場。合唱團人數空前之多，尤其是男聲部，楊玉慶、李松振
隨叫隨到。曾裕美，王朝陽、陳銳敏等担任各聲部召集人工作認真
負責。姚蘭英從印尼一下飛機趕往綵排場地，汪瑞音從印尼趕回香
港排練。張秀燕獨唱再臨時加碼朗誦任務，毫無怨言，積極性都很
高。舞蹈隊校友勤學苦練，盡管腰酸背痛，吃不下飯仍持之以恒，
鍾浩老師教一堂，郭乃珍、謝瑜玲當助教，每周再練三堂，舉一反
三消化。獨舞林素萍不畏困難，帶病堅持練習，許國和、林廣源及
周謀荷首次步入舞台，舞姿尚美。藝術系校友在蔣花娘帶領下，劉
素琴、游國屏、林萬娃、鄭書正、邱瑞華、邱玉清、林彩蘭、葉碧
玲、莊鏡岩，白錦霞、白樹絲、李堯興積極參與。周衛平、劉守
峰、許妮莎、蕭鋒、歐勝坤、黃佩民、湯紀文、林小義、賀玲玲、
宋必茹等十位中青年校友演<我們這一代>十分精彩，真正體現了
我們新一代，顯示校友會新生力量。楊靜和劉守峰任司儀出色，尤
其劉守峰音質清晰，咬字清楚被郭虹老師伯樂發現的「千里馬」推
荐第一次任司儀。

除了台前人員外，幕後新人新事也層出不窮。值得一提的是担
任總務工作的陳竹磊校友積極主動接到派發場刋的任務，他一個人
發完全場。吳白梅自告奮勇任接待，為校友加班發熱心林秀清負責
票務、江顯錐負責場刋安排得當。林桂蘭、李璇蘭、張瓊瑛、郭乃

珍、鄭春風、許碧珍、林秀清、林素萍等多次來回深港訂做服裝不
辭辛苦。主動捐款贊助晚會的有吳端傑、林珠蓮、張秀燕、潘秋華
等。

曾敏麗會長再接着講道晚會的成功最主要感謝梁德標、黃東濤
編劇、鍾浩總導演，感謝所有演職人員。可用兩話句概括：『撫今
追昔──數十年回國之路情懷無限；心繫家國──六十載愛國之心
始終不變』。此次成功再次體現愛國愛港愛校精神，體現了校友會
的凝聚力、向心力，晚會雖然暫告段落，但是愛國情懷永不間斷，
希望大家激發愛國熱情，進一步報效祖國。

編劇梁德標講了四個「功」，即曾敏麗會長及理監事「居功至
偉」；台前幕後人員花了精力「勞苦功高」；鍾浩總導演將環節揉
合，將編劇搬上舞台「功不可滅」；黃東濤編劇負責後半段篇幅大
「事半功倍」。

編劇黃東濤講道此次成功的經驗有四條：即一是計劃有序：二
是組織嚴謹；三是統籌得體；四是形式多樣。對晚會評價，他一人
寫了三篇稿件。

鍾浩總導演談到華大校友每次排練精神集中，紀律性強，成效
顯著，反映了華大校友會凝聚力，這與其他社團不同。

潘耿福、陳滄海、郭虹、蔣花娘、羅文強也講了話。
郭虹、游國屏、宋春榮高歌一曲，陳滄海、黃碧環、周偉平、

劉守峰二重唱，蔡劍英、蔣花娘等舞林高手表演舞姿，使當晚會議
更熱烈、更激情，晚上十時圓滿結朿，總結會由宋春榮秘書長主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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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曾敏麗會長、全體理監事會成員及各位演員和工
作者：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於9月12日舉行的《祖國與我》聯
歡晚會獲得空前成功，各個表演單位的節目和內容都令我非
常感動，不知不覺流下感動的眼淚。表演節目的內容充分體
現出60年代的我們，天真活潑的華僑學生對祖國的熱愛和感
情，相信當晚的表演亦感動了在場每一位嘉賓和觀眾。

特此致函恭賀本會的晚會完滿成功，並表揚和感謝每一
位參與幕前表演和幕後統籌的同學，尤其編劇者梁德標、黃
東濤總導演鍾浩及策劃者曾會長。

另9月20日晚因本人有另一應酬而未能出席本會監事擴
大會議，特此請假。

校友 李碧蔥 敬啟
2009.9.15

名譽會長李碧蔥致函
恭賀晚會完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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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理監事擴大會議

第八次會議
曾敏麗會長作總結報告
十一月七日〔星期六〕下午在會所召

開第十届第八次理監事擴大會議。這是華大
香港校友會第十届最後一次理監事擴大會
議。主要議程有：總結第十届理監事會工
作、報告第十一届理監事會選舉結果、推選
第十一届常務理事。曾敏麗會長的總結報告
如下：

今天是華大校友會第十屆理監事擴大
會議第八次會議，也是本屆最後一次會議，
我想借此機會總結一下這幾年校友會的工作
情況：

對校友會外部而言：
擴大了本會在全球華大校友會、以及

香港各界其他社團的影響力。具體事項：繼
2007年12月9日的20週年會慶及華大校友
首屆世界聯誼大會以後、2008年組織訪京
團、今年的60週年國慶<祖國與我>聯歡晚
會。

加強了香港校友會與母校及在校學弟妹
們的支持、體現<情繫母校、共創新猷>。
具體：
1)獎學金，每年五萬，共五十萬元，從

2008年開始，已實行兩年了。
2)資助在校四川災區學生，共三萬元。
3)羅文強提前回校聯繫剛畢業的香港學生，

一回港便能與校友會聯繫，為校友會增添
新的血液。

進一步凝聚了香港校友會熱愛祖國、
貢獻祖國的力量：
具體：

1)四川賑災籌款
2)迎接奧運火炬
3)台灣水災我校友會捐款一萬元，也是在高

校聯中最早捐款的校友會。
4)積極支持與參與香港僑界、高校聯、福建

社團及其他兄弟社團的活動。
對校友會內部而言：

進一步擴大香港校友會的會員基礎及
覆蓋網絡，不斷更新華大校友會網絡，四
年前，校友會在冊人數1961人，入會者799
人，現在在冊人數2231人，入會者1115
人。

較廣泛地組織和動員盡可能多的校
友，積極參與和較順利地舉行大型活動，效
果較好。

深化了校友會活動的內涵：
除了一般聯誼活動外還舉行新校友求

職就業講座、健康講座及知識性的文化沙
龍。

加強了校友會內部組識架構的理順，
有利於校友會的長遠穩定發展。

具體：最近根據校友會的章程，提出
有關理監事會選舉辦法的補充意見經常務理

事會通過，並提交今天大會通過，為今後校
友會理監事的輪換提供制度保証。

繼續開展各項有益於校友身心健康和
團結聯誼的活動：例如，由汪瑞音校友組織
的文藝坊，不間斷地開展了二年的時間了。

繼續加強、關心和支持中青部開展各
種聯誼活動，放手讓新一代校友發揮主觀能
動性，擴大校友會在他們當中的影響力和凝
聚力。
例如：
1)開展<敬發盃>羽毛球比賽
2)9月12日國慶聯歡晚會的接待工作
3)整理校友資料庫工作

在財政方面，由於得到廣大校友的支
援，特別是經濟能力較好的同學，本屆餘額
60多萬元留給下屆校友會。

有待加強和促進的幾個方面：
充分發揮科技作用，加強網絡建設，

把校友網搞好。
充分發揮中青部的作用，讓校友會更

朝氣活力。
繼續深化校友會的活動內涵，把校友

會會務搞得更好。

第九版  會務活動

(續接第1版)
因此歷屆的會長都是由一心奉獻群體的熱心人擔任。他(她)們

不僅是只有財力而已，最重要的是沒有見不得光的野心。這和一些
充滿紛爭、拉一幫打一派、將裙帶關係、利益關係而把未必適合人
士拉入社團的人和社團完全不同。有的社團更由一些個別人長期把
持。比較之下，香港華大校友會純粹和乾淨得多。正因為是真正為
校友會服務的，這個校友會一發動起來，舉辦校友超千人的活動並
非難事。九月十二日該校友會慶祝國慶六十周年的晚會就以『祖國
與我』命名，取得極大好評和成功。能夠「成功」，根本原因是演
出的是凝聚力很強的團隊，而會長曾敏麗將主題定為『祖國與我』
也是經過深思熟慮的，為「成功」打了基礎；節目的成功，又為校
友會式的社團提供了團結的典範。

主題定得好不好，體現著一個組織的思想水準。『祖國與我』
不大不小，卻能將國家和我的關係演繹和發揮。這裡的「我」具有
多重含義。可以是個人的「我」，也可以視為華大一間大學、華僑
一個群體，又何妨是香港。由於充滿了思索和發揮的空間，一經提
出，就獲得理事會大多數、諸名譽會長等的大力認同和支持。最叫
人感佩的是，為了「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從構思到執筆編劇，
就幾天一小會，反覆將劇本修改，才基本定稿；又集中了編舞者的
集體智慧，不斷地開會研究和練習。在有了整體歌舞的雛型之後，
居然向康樂署屬下的體育活動室租用了場地八九次綵排。其中所動
用的演出者和台前臺後工作者的人數多達百餘人。每一次綵排，曾
會長都親來參觀指導，一直到結朿才離場；每一次綵排，幾乎都年

超過六十歲以上的校友均準時來到，出席率達95%以上。這樣的熱
情參與，遠非金錢所可以衡量的！

『祖國與我』屬於華大一個校友會自編自導自演的綜合性節
目，由大合唱、小合唱、獨唱、二重唱、獨舞、群舞等組成，中間
由朗誦過度和串起。內容是什麼呢？由於演出之前反覆修改和協
商，半小時的歌舞既精煉，主題又突出。它以充滿激情的節奏反映
了祖國的成立給海外華僑帶來了希望，祖國的強大令華僑感到開
懷；尤其是重點反映了六十年代某些國家掀起排華浪潮時，祖國安
排接僑船接華僑歸國，海外孤兒(華僑)終於有了娘的感人情景，還
重現了當年令人難忘的校園生活，以及來到東方之珠──香港之
後，在各行各業拼搏奮鬥，為香港做出貢獻的生動情節。無論構
思、獨唱、獨舞及群體合唱，這綜合性的『祖國與我』都達到了專
業水準，全場近八百與會者都屏心靜氣，全神貫注，欣賞演出。一
直到晚會結朿，大部份校友仍沉浸在當年的青春激情中，久久不願
離席。

這個富有創意和激情的節目也詮釋了為什麽絕大部份在港的華
僑「愛國」的原因。他們能夠將自已和國家的關係擺在正確的位置
上，和國家對華僑有恩情不無關係。當然，當年的華僑學生在十年
動亂後不少又出國了，對錯誤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不是沒有意見的。
比如上山下鄉就是錯誤的知識分子政策。在慶祝活動中，居然有其
他社團也將這一段用歌舞去重現和表演，叫人咄咄稱奇和費解。對
於歷史，我們不是應該好好判斷和有所取捨，像華大校友會的『祖
國與我』那樣嗎？

《祖國與我》歌舞劇精采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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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顯錐
如此熱閙翻騰的場面，在一般的

晚會上也是難得一見的，在主席台上，
既有大會安排的連場歌舞，更有與會者
的群舞，他們隨著西樂隊演奏的印尼歌
曲，手舞腳蹈，自由奔放，主席台從沒
空檔過；在宴席間，既有跨位敬酒碰
杯，更時而出現一條人龍，繞場一周，
一邊揮手，一邊歡呼。這是「香港第五
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頒獎典禮」， 7
月26日六百多位運動員與嘉賓歡聚一
堂。

「敬發盃」是香港著名業餘羽毛
球教練劉敬發先生一手創立、培植的，
他是華僑大學政治系70屆校友，也是邦
加華文學校校友會的副會長。他通過本
人的聲望與校友會的聯絡網把羽毛球賽
事，由本港發展到國內，發展到印尼、
馬、泰，「敬發盃」已逐步發展成為國
際民間體育交流盛會。

第五屆「敬發盃」由邦加華文學
校校友會與華大香港校友會聯合主辦。
在2009年7月24至26日連續三天的賽程
中，在兩個體育場館分別進行了數百場
精彩又劇烈的分齡較量，參賽者由7歲
到86歲，分為24個年齡組別，再分男、
女、單、雙打，上場比賽的運動員超過
1,400人次，參觀者5,000多人次。在
競技場上每天都出現不少可觀、可愛、
可惜、可笑的場面：既有夫妻檔的混雙
對峙，也有白髮對銀鬚，年齡超過150
歲的雙打，既有高低不均稱的母子混雙
對陣，也有旗鼓相當的精英對壘，既嚴
陣以待，又嘻笑相對……。他們在場
上揮拍強攻，在場下互相砌磋球藝，既
是對手，又是顆伴，既是運動員，又是
觀眾。大家志在參與，以球會友，運動
與共，歡樂與共；雖然素未謀面，但很
快已經熟絡。難怪在宴會上如此情誼綿
綿，如此自由顛狂，如此熱情奔放，形
成了晚會獨特的一條風景綫。

頒獎禮晚會的另一條風綫是：「
清遠市老幹大學晚霞藝術團」的蒞臨表
演，一行十五人由藝術家陳華鍵老師與
華大政治系廖瑞芳校友率團。廖瑞芳在
清遠市擔任政協、人大、僑聯領導三十
年，近幾年她多次來港，主動聯絡舊同
學，曾於2007年帶領政治系校友到清
遠兩天遊。今年劉敬發校友帶領三個羽
毛球團到清遠友誼比賽，校友情誼一綫
牽。是晚表演了「奔騰的北江」、「蒙
古舞」等舞蹈，表演了男聲四重唱、男
聲獨唱，年青的成瓏小姐表演女聲獨唱
「青藏高原」，音域廣闊圓囀，帶來了

清遠的綠水青山韻味，大家靜靜欣賞，
再次安哥。一個業餘團體有如此專業水
準的演出，不僅映現了晚霞的餘暉，更
閃耀著晨曦的蒸騰。

華大香港校友會首次以主辦者的身
份出現。「敬發盃」主席劉敬發校友在
祝詞中表示，本屆「敬發盃」是參與人
數最多、最成功的一屆，成功確實來之
不易；他感謝籌委會十二位名譽主席的
支持，感謝曾在世界賽及全運會奪冠的
一班顧問團的出謀獻策，感謝執行委員
和大量義工夜以繼日的奉獻。曾敏麗會
長在致辭中衷心祝賀「敬發盃」完滿成
功，肯定「敬發盃」在普及全民體育運
動中的貢獻。王欽賢名譽會長蒞臨祝賀
與敬酒，五十多位校友出席了這個頒獎
禮盛會，陳滄海校友表演了男聲獨唱。

在三天的緊張比賽中，校友會副會
長周衛平、高峰、羅文強及高惠嘉、湯
紀文、李嘉燕、謝航等十多位校友參與
了評判、司綫員等場務工作。校友會中
青年部在4-7月間曾多次組織校友羽毛
球活動，高峰校友多次為參賽校友提供
訓練場地，備戰「敬發盃」。但中青年
校友都很忙，練習時間不多，只有十位
校友報名參加比賽，其中王泓濤、阮秀
袚校友在40-45組別取得一席季軍。

一年一度的「敬發盃」已經完滿舉
辦、成功結束，以友情編織的羽毛球正
在盛開友誼之花，友誼花開「敬發盃」
，一年比一年燦爛、光大。

(2009年7月30日)

友誼花開「敬發盃」
   ──「香港第五屆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側記

「清遠市老幹大學晚霞藝術團」的精彩表演

「敬發盃」主席劉敬發贈錦旗給晚霞藝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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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轉眼間已過五年了。像不懂事的嬰兒在父母哺育

下慢慢長大。「敬發盃」參賽人次由第一屆開始近百人，到第四屆有一千零五十

人次，現發展到一千四百人次；由初初只港人參與，進而演變成廣東、廣西以及

澳門、台灣、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等地人士踴躍參賽，「敬發盃」已逐漸成為國際

民間體育交往的盛會。相信發展氣勢會繼續，一個「人人參與，人人奉獻」的體

育和諧的景氣會年年呈現。

很榮幸，「敬發盃」五年的默默耕耘，在「運動健身，以球會友」方針的

指引下，陣容越來越壯大，此屆籌委會名譽主席增至12人，他們是來自香港的劉

相尚先生，陳美花女士、曾敏麗女士和陳定威先生，來自印尼的黃士輝先生，劉

敬富先生、劉敬林先生，以及歐陽文植先生；來自泰國的馬禮潘先生和陳木坤先

生，以及來自馬來西亞的陳添進先生和中國的黃榮孟先生，他們都是COE級的人

物，其中不乏是著名的工業家，金融家和慈善家。他們在管理企業之同時，不忘

發展體育運動，不忘全力支持「敬發盃」。

我們的顧問團也來自各方，有曾獲世界冠軍的陳玉娘女士和錢萍小姐。第一

屆全運會女單冠軍陳家琰女士，陳嬋娘，謝發松和蔡琼池都是過往有名的羽毛球

運動員，他們為「敬發盃」出謀計策，令歷屆比賽圓滿成功。此外，年屆83歲袁

熊先生從開辦至今，無時無刻關心「敬發盃」，今年作詩引題，出錢出力甚有誠

意。

主席團中，不但有經驗豐富、技術全面的老隊員，如宋永詮、蔡志升和黃欽

龍等，他們是「敬發盃」不可多得的管理領導人才，在策劃、組隊以及指揮都有

相當的造詣。並且還有曾獲全國高中生比賽女單冠軍的鍾頻小姐，血氣方剛，是

年輕既具潛質的領導人才。

以許金生為首的全體執委歷屆表現不遺餘力，為搞好比賽，日夜工作，不為

名也不為利，實在令人敬佩。

借此機會，我向歷屆支持「敬發盃」的區議員馮美雲女士、梁芙泳女士和羅

光強先生致以最衷心的感謝；他們從聯絡場地到前來大會頒獎，都在百忙中奉獻

了力量；向全體為「敬發盃」出錢出力的善長仁翁，向日夜奮戰的場地上的義務

裁判員和工作人員致以最崇高的敬禮，最後，我要向全體支持和參賽的羽毛球朋

友們致以最美好的祝福，祝您們越打越好，凱歌而歸，我決心和大家同舟共濟，

排除萬難，把「敬發盃」辦得更好。

 ( 2009年7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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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發盃」劉敬發主席(左一)在頒獎中

曾敏麗會長致詞

兩位校友獲得季軍

劉敬發主席在
第五屆「敬發盃」頒獎典禮上的致詞 (摘要)

華大香港校友參加「敬發盃」頒獎禮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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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華大校友總會第四届第五次理監事擴

大議會於2009年7月11日在福州西湖酒店召
開，會議由福州校友會辦，李冀閩書記、
莊善裕老校長等校領導及來自全國各地、港
澳台地區和加拿大、泰國、印尼等50多位校
友出席了會議。總會會長莊善裕老校長主持
了會議並講話，理事長李冀閩書記通報母校
的近況及展望了末來的發展。，李冀閩書記
邀請廣大校友於母校50週年校慶(1/11-2010)
回校歡聚，秘書長項士敏處長總結了一年來
的工作，提出了明年的工作計劃，會議就如
何辦好明年母校50華誕，進行了深入廣泛的
討論。

曾敏麗會長發言
今年的校友總會就在我們的家鄉省會

──福州召開，感到特別親切。
2008是中國人民刻骨銘心的一年，既

有迎接聖火、融入北京奧運會的歡樂、神七

載人飛船遨遊太空的豪邁，也有四川八級大
地震的惊心與哀傷，大喜大悲集一年，牽動
每一個炎黃子孫的心靈。

跨進2009年，這是金融海嘯席捲全世
界，經濟衰退浮現的年份，既影响社會經
濟，也影响每一位的生活質量。我們校友會
抓住過年與集體活動的機會，向校友們傳遞
逆境求生、逆境奮進的「正能量」。

(一)、2009年上半年香港校友會會務
工作匯報

校友會按照全年的工作計劃，在上半
年做了如下幾項工作：
1、新春期間連續開展了三項活動：
A、組織「2009年元旦聯歡晚會」，以班系

為單位，組織表演節目，有歌舞、有小
丑、有游戲、有功夫，歡笑連連，有的
校友帶了一家大小來參加，有的歐美回
家度歲的校友及家屬也來參加，200多
人樂而忘返。

B、大年初三我會組織「新春團拜」、互相
恭賀，共同品嚐賀年美點，校友們把會
所擠得滿滿的。是自置會所十一年來，
人丁最興旺的一次，一百位校友共渡了
一個喜洋洋又暖洋洋的團拜。

C、大年十四日，我會舉辦了「名譽會長
2009新春座談會」，在酒店舉行，大
部份的名譽會長和校友會理監事都來參
加，讓辛苦了一年，出錢出力的骨幹又
歡宴又卡拉OK一晚。

2、按照慣例，每三個月舉行一次理監事擴
大會議，半年來我會舉行了2次，及時
地總結工作，表揚好人好事，聽取各部
門的匯報及意見，促進校友的溝通與聯
繫。

3、半年來，我們舉辦了兩次學術講座，一
為「易經及中國古代智慧講座」，一為
「香港學」講座，讓校友們加深對中華
文化的認識，提高人生素質。

4、校友會關心校友的身體健康，半年來舉

辦了一次「健康醫療講座」及一次「義
診」活動，又舉辦了一年一度的體驗活
動，120多人參加，這些是醫療系校友
及福利部組識的活動。

5、積極開展形式多樣的活動，豐富校友的
生活：

A. 慶祝「三八」婦女節活動，到深圳大飽
口福；(平常以班系組織的一日游、聚
餐、行山活動經常舉辦)。

B. 6月份舉辦長線旅遊──東北三省8日
遊，有53人參加。

C. 中青部舉行了多次羽毛球活動，並定於
7月26日舉行「敬發盃羽毛球分齡賽」與
頒獎禮，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也有運
動員參加比賽。(敬發盃是我會的劉敬發
校友組識與贊助的一年一度羽毛球賽)。

(二)、2009下半年香港校友會的會務
──今年的兩件大事
1、積極籌備國慶60周年聯歡晚會
 建國已經一甲子，我們從小到老，看到

國家的發展，感到特別自豪，60大慶的
活動，不只是團聚歡宴。我們設立一個
主題──「祖國與我」，由作家級校友
編寫劇本，由舞蹈家、歌唱家級校友編
導，融合獨唱、對唱、合唱、獨舞、群
舞、朗誦于一體，串連着華僑子弟與祖
國、與母校、與師友的內心感情，這齣
歌舞劇全由校友自編、自導、自演，現
正在密鑼緊鼓的排練之中，9月12日為
祖國60大壽獻禮。同時，我們還通過這
次活動，自己創作校友會之歌──『我
們這一代』也在聯歡晚會上獻唱。

2、積極籌備第十一屆理監事人選，做好交
接班工作：

 今年是換屆之年，我將退位讓賢。我們
已經搭建了選委會班子，又啟動選委會
的工作，11月份便可選出新一屆理監事
會的領導班子。

 我會幾年來都在物色、培養中青年校
友，讓他們多參與多組織一些活動，現
在的校友會骨幹以老年人居多，希望下
一屆是老中青相結合的班子。

第十二版  會務活動

華僑大學校友總會四届五次常務理事擴大會議



2009年11月第二版  會務活動第十三版  基層活動

2009年8月，僑界友好代表團到印尼棉蘭探訪亞洲
國際友好學院及棉蘭崇文華文學苑。華僑大學校董
會副會董陳進強（左四）是亞洲國際友好學院名譽
顧問，華大校董李碧蔥（左五）、李常盛（左六）
，與老師們及季素彩校長（左三）合照留念。

印尼棉蘭的「亞洲國際友好學院」一直受到
華僑大學的大力支持，華大前校長吳承業曾
到當地訪問。季素彩校長兼教授是由華大學
來的，三十位漢語教師，就有五位老師 (韓
高峰先生、黃卿棟先生、吳燦光先生、曾雁
姍小姐、及黃瑜茜小姐)是由華大派來的。

(三)、我的感受與感想：
我想利用這個機會談談我担任華大香

港校友會會長四年來的感受與感想。

1、香港校友會有今天的成績，有今天的社

會認同性，是校友會成立22年來，十屆

的理監事們共同的努力，用心、用力成

就的。

2、會長的責任是重大的，骨幹的帶頭作

用是重要的，很多會務活動要去想、去

做、去倡議、去帶領；會長既要帶頭，

要多動腦筋，多身體力行，也要把關，

既要調動校友的積極性，也要把握平

衡、妥恊的方法，使校友會成為一個上

進、團結、和諧的團隊。

3、校友會有一個會所、一份會刋是很重

要的，有會所，校友們如魚得水，如鳥

歸林，才能經常搞活動；有一份會刋平

台，會務動態才能公開，便于校友們

的溝通，也可以提高校友會在香港社團

中的聲望。現在還有了自己的網站及

E-MAIL，校友們可以及時了解會務動態

和互相聯繫。

4、培養接班人，特別是培養中青年骨幹是

一種經常性與長久的工作，接班人不是

兩三年就可以培養出來的，要有意識地

去讓他們領軍、讓他們歷練，如果稍不

留意，就會出現青黃不接的現象。校友

會22年來培養了大批人才骨幹，許多成

為高校聯、香港僑界聯會、僑總會、福

建及廣東各地同鄉會的骨幹份子，他們

在各社團發揮作用，為母校爭光。

5、要搞好校友會的工作，母校的支持是很

重要的，我會22年來所得的成績，與母

校的關心與支持是分不開的，相信在校

友總會的領導和關心下，本會的會務會

持續不斷地發展的。

 謝謝大家！

◆蔡南星
一年一次秋來到，金秋2009/10/13

，福建泉州華僑大學級化67級(2)班同學相

約在革命聖地南昌聚會。這是個醉人的季

節，沉澱於心中的懷念，繞纏於腦海的回

憶，隨著豔陽、和風、秋意，濃濃地一起

翻騰蕩漾起來。

來自天南地北的同窗校友和親朋，不

辭勞苦，先後在不同日期，不同時間飛抵

南昌，並於10/13開始了攀登道教聖地-三

清山，欣賞中國最美鄉村-婺源天然美景，

參觀瓷都-景德鎮，和瞻仰避署勝地-廬山

風光的5日遊程。

雖然我們大家都年近70，最年輕的

親朋也有60左右。然而人雖老心境不老：

不管是健步如飛的、還是柱著拐杖的、那

怕一步一級階梯，也強忍著蹣跚步履，迎

著早晨初昇的太陽，遠眺黃昏落日夕陽，

精神抖擻、互相扶持的走完了5天全程，此

情此景，多麼令人唏墟和敬佩。

“相約金秋”的同學們和親朋，來

自北京、廣州、深圳、江門、湛江、香

港、北海、泉州、福清等地；接待我們的

戰友是江西的馮彩環和李菊珍同學。大家

雖然相隔萬水千山、有的已相別了三年五

載，但那份濃情厚誼，仍然顯得如此的純

潔，如此的令人神往。一張張友善親切的

笑臉，一句句深情意切的問候，不管是低

聲細語的親切交談，或者是高談闊論的情

感交融，都讓真情在心中流淌、友誼在歲

月中昇華，親如當年，更勝當年，直到永

遠。

沉醉在金秋濃濃的友情中，同學們沒

有忘記遠在山城三明、正和病魔堅強作戰

的洪圓娘同學，自發地籌集了一點心意，

寫下短短兩句的問候語：“寄上遙遠的祝

福，祝我們的圓娘早日康復”，給她送去

了溫暖、送去了祝福、送去了永無休止的

同窗情誼。

金秋，是收穫的季節，果實成熟的季

節；經歷了風風雨雨的47年，我們化四(2)

班也變得更加成熟。收穫友誼，感動彌漫

在你我心間；秋詩篇篇，濃濃的校友情，

溢滿金秋。

春、夏、秋、冬，獨愛秋意，秋爽情

更爽，寄望來年金秋，相聚在福建！

茫茫人海能同學是一種緣份；經歷數

十年浮沉磨難，能健康重逢相聚在一起是

幸福！

聚會已結束，但友情長存，願你多珍

重，來年再重逢！

此次成功聚會，有功于馮彩環、小

暉(彩環兒子)和李菊珍熱情、精心的安排

和接待。也有齊瑛、愛女、金枝、美英、

珠蓮、美珍、國安、文博和慧英等的出謀

劃策和奔波勞碌，還有永豐處處為大家著

想，帶同我們興高采烈、平平安安暢遊金

秋。謹在此文中深表感激和敬意！

迎接華僑大學五十周年華僑大學
報徵集華大老照片老故事的

啟   事
為向華僑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獻禮，

生動再現華僑大學歷史滄桑，見證華僑
大學的光輝發展歷程，華僑大學報從即
日起至2010年6月30日徵集有關華僑大
學的老照片和老故事。

如果您或家人親歷了華僑大學的歷
史事件，如果您或家人參與了華僑大學
的發展建設，如果您或家人有關於華僑
大學的老照片、老故事，歡迎與華僑大
學報聯繫。您在華僑大學報講述的故
事、投稿的照片，將是迎接華僑大學五
十周年校慶的珍貴禮物。　　

老照片投稿郵箱：hqunews@163.com
“50年華大故事”郵箱:hqdxb@hqu.edu.cn
也可以書面形式郵寄至福建華僑大學校報
編輯部，郵編362021，
聯繫電話：0595-22693560

秋詩篇篇
記華僑大學化67級 (2)班

金秋江西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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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會祝賀華僑大學
泉州校友會成立廿五週年

華僑大學泉州校友會：
欣悉貴會成立廿五週年，至

喜至賀！
貴 會 是 華 大 校 友 會 中 最

早、最成功的一批，廿五年來在
聯絡、團結校友方面楷模卓然！
泉州也是母校的所在地，貴會對
母校持續的關愛及貢獻，績效斐
然！對各地校友的密切聯繫、熱
情相待，誠哉校友情誼！貴會正
是：

植根泉州  聲名遠播
毗鄰母校  貢獻良多

華僑大學香港校友會 敬賀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五日

2009年9月24日『香港僑界團體聯會』在伊利沙伯體育館隆重舉行國慶聯歡晚
會，連埸歌舞演出，精彩紛呈，兩千人參加。華大許多校友積極參與籌備、編
導、會務及演出。

2009年9月27日「高校聯」隆重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 0周年聯歡會

2009年8月23日中青年部校友舉辦活動：西貢釣魚、燒烤、晚釣墨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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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麗時裝﹝香港﹞有限公司
ALICE FASHION (H.K.) LIMITED

翁添福 致意

香港 北角 健康東街 39 號 柯達大廈 二期 1107 室
電話 852 2576 2160  傳真 852 2576 5030
WEB SITE : www.hktdc.com/em/alicefashion 
E-MAIL : hock@alicefashion.com.hk

淺談高血壓病 
             ◆鄭道春醫生

高血壓病是六十歲以上人群中常見的
慢性病而又需要長期治療的疾病之一，由
於大多數病人初期無明顯的症狀(少數自覺
頭痛頭暈)，常在驗身時才發現有高血壓，
可謂隱性殺手之疾病，有專家統計；15% 
18-24歲 60-75歲人群高血壓病，血壓愈高
(特別是舒張壓，)併發心血管病的危險性愈
高，有專家對47600多個高血壓病人五年的
研究發現，當血壓下降11/5mmhg，則中風
的發生率下降38%，冠心病的發生率下降
16%，可見，高血壓病人，雖然無感痛苦，
對日常生活影響輕微，但若不積極治療，控
制血壓，則對生命將構成危險。

據世界衛生組織標準，當血壓持續高
於140/90mmhg稱為高血壓。

高血壓病可分為：輕度(舒張壓90-
104mmhg)中度(舒張壓105-114mmhg)及重
度(舒張壓>115mmhg)。

高血壓可分為二種：
1. 原發性高血(佔90-95%)及
2.症狀性高血壓或繼發性高血壓(佔5-10%)

其原因有：
A.腎性高血壓：腎小球腎炎，慢性腎盂腎

炎，腎血管病變等。
B.內分泌疾病，口服避孕藥等。
C.喝酒、吸煙、咖啡、過量食鹽、長期服皮

質類固醇藥等。
D.妊娠毒血症。

通常所指的高血壓病則屬原發性高血
壓，其病因未明，各種學說各述其理，但經
常性情緒不安，煩躁，精神緊張或在精神長
期受剌激的環境下生活，以及肥胖等因素，
似乎與高血壓的發病有關，此外，根據基因
的研究顯示高血壓與遺傳也有關係，若父母
倆都有高血壓病，則所生子女中之50%有機
會患高血壓病，若父母其中一位有高血壓，
則所生子女中之25%有機會患高血壓病。

據世界衛生組織標準，原發性高血壓
病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單純血壓高，無有其他器官
受損。

第二期：只少有一種靶器官受損的征
像，如左心室肥大，視網膜動脈狹窄或腎功
能輕度衰退。

第三期：有多種靶器官嚴重受損的症
狀，例如：心血管(冠心病、心肌梗塞等)腦
血管(腦缺血、中風等)視網膜病變(滲出、出
血、視神經乳頭水腫)腎功能衰退或哀竭。

原發性高血壓病的診斷：
1.血壓在不同時間(至少測三次)持續升高

(>140-90mmhg)，有些因素影響血壓，
因此，在測血壓前病人需安靜，至少休息
10分鐘以上，而在測血壓前四小時內病
人要禁酒或咖啡，二小時內禁煙，半小時
內也需禁食，否則會影響其血壓的準確
性。

2.家屬成員中有高血壓病患者(遺傳因素)可
供診斷的參考。

3.首先排除是否患症狀性高血壓的可能性﹝
特別是年輕的患者﹞。

4.還要排除“白大衣高血壓”的可能性，即
環境﹝診所、穿白大衣醫生﹞影響下，使
測其血壓升高，但實際上血壓是正常的。

由於大部分高血壓病人早期無明顯的
症狀，﹝少數可能早晨自覺頭痛，頭暈、頭
脹﹞因此，有些人可能不道自己已有高血
壓病，而有些人雖然已有高血壓病但不積
極治療或不去治療，不重視自己的病情，
而當精神受到劇烈的剌激，情緒驟變，勞累
過度，劇烈運動，大量喝酒或突然停服降血
壓藥等，就有可能誘發高血壓病的嚴重症
象——高血壓危象，其表現是：血壓突然升
高超過200/120mmhg，皮膚潮紅，面色蒼
白，手震、口乾多汗、心悸、視力模糊、失
眠、心痛、心力哀竭、心神失常、氣促、尿
少、腎功能減退及頭痛、嘔吐、暫時性偏癱
或失語，甚至腦出血昏迷等，這就需要緊急
住院治療，否則有生命危險，患有高血壓的
病人，若不積極按時服藥和復診，則容易併
發中風﹝佔高血壓病人死亡率45%﹞，心力
哀竭﹝佔高血壓病人死亡率35%﹞，腎功能

衰竭﹝佔高血壓病人死亡率3%﹞其他如：
心肌梗塞，主動脈夾層破裂等約佔17%，因
此，患有高血壓病人，要以為無症狀或症
狀輕微而不加以重視和積極地治療。

高血壓的治療：
1.非藥物治療﹝改正生活方式和飲食﹞
A.減肥。目標為保持體重指數(BMI)在18-21

之間，研究顯示，體重每減輕
1公斤，則收縮壓可降低2.5mmhg，舒張壓

可降低105mmhg。

BMI  = —————

B.戒煙、酒可使血壓降低5-10mmhg。
C.限制食鹽的攝入量﹝可使血壓降低﹞，避

免高膽固醇食物，多吃水果、蔬菜類食
物。

D.適當的帶氧運動可減低血液的粘稠度和膽
固醇，降低血壓，增強體質。

E.避免情緒或精神受過度剌激及過度疲勞或
劇烈運動。

2 . 藥 物 治 療 。 目 標 為 使 其 血 壓 控 制 在
140/90mmhg以下，而糖尿病併發高血壓
病患者，則血壓控制在130/80mmhg或以
下，才可能避免或減低併發腎功能衰竭，
降壓藥種類和品種繁多，而目前香港醫管
局常用的降壓藥有：

NATRILIX﹝利尿作用﹞常見的副作用
有乏力、鉀由尿排出過多而造成低血鉀症測
需補充鉀，否則若血鉀過低，可使心臟驟
停。

OL，METROPOLOL﹝BETALOC﹞，
常見副作用為可導至心跳過慢﹝若心跳<55/
分則要請示主診醫生是否需要減量或停服該
藥而改服其他降壓藥﹞血壓過低、乏力、頭
痛等。

ADALAT/ADALAT-RETARD 常見的副
作用為面部潮紅、心悸、水腫、頭痛，血壓
過低等。

CAPTOPRIL,ACERTIL,LISINOPRIL,常
見的副作用有乾咳﹝嚴重乾咳、可能需改
蔡﹞，胃腸適、頭暈頭痛、乏力、血壓過
低等。

年過80歲以上的高血壓病人，若血壓
<160/100mmhg，可無需服用降壓藥，因
服藥與否其死亡率幾乎相等。

體重Kg
身高 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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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大地儀器設備中國有限公司
EARTH PRODUCTS CHINA LIMITED

歐美大地科技集團成員
MEMBER OF EARTH TECHNOLOGIES GROUP

里程企業公司
MILEAGE ENTERPRISE COMPANY

香港葵涌梨木道79號亞洲貿易中心12樓
Tel:（852）2392 8698   Fax:（852）2395 5655
Website: www.epc.com.hk

高峰 致意

砂勞越建材公司
砂勞越 (建大) 有限公司
龍華企業貿易公司

香港里程企業公司

汕頭代表處(澄海研發部)

張正龍 致意

李  澄 致意

香港九龍旺角通菜街1A-1L號威達商業大廈1801室
電話：（852）2332 5725   傳真：（852）2385 5700
電郵：serawak@gmail.com

地址：汕頭市澄海區第九街區泰安路
         二橫錦紡大廈3樓
電話：(754)8589 4150 / 8589 4151
傳真：(754)8589 4152
電郵：liching@mileage-tech.com

香港電話：(852)2142 7986
      傳真：(852)2789 0932

Mile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