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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砖引玉，中中网通讯试刊 
 

 

    校友梁婉嫦理事在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网上留言提出，希望校友会续办会刊。 

 

她说：“中中数年前在人力、物力、文章都不够充实的情況下，艰难地出版了中中会

刋第一期。现在有了网站又有多位热心多才人仕，人力物力文章內容都充实多了，是出版

中中会刋第二期的時候了。会长们帶领吧！”她并再次提道：“中中网站內容日渐充实精

彩，但大部份会员都沒有上网的。如把网上有意义、有趣、有欣赏价值的图文出版在中中

会刋內，就可以让更多会员欣赏了。” 
        
       这一非常有意义的提议，成为了会长与中中网同仁的讨论话题。我们把这个事情作为

一个重要议题留在脑中思量，希望能用一种适当的方式、方法去成就这一好事。 
       
       但作一个会刊，相信需要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完成，并需要面面俱圆，因为是

代表官方的刊物。在中中网目前的人力物力下，做起来有点吃力，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们

的编辑人员基本上是在全职工作的，只能在周未利用业余时间去作一些工作。但我们也非

常想希望玉成其事，即使做不了全部，亦希望能有所作为，能把校友网的讯息传达给不上

网的会员。 
         
        因此，我们萌生了办中中网通讯的概念。顾名思义，这是“中中网”的通讯，而不是

“会刊”。就是把“网”上的 新内容，选编一辑，打印到纸上，分发给会员浏览。这样

做，对我们网编们来说，还是可为的。 
       
       这样的中中网通讯，或许能带给一些校友更多的资讯，起一些凝注力的作用。但它不

是会刊，可以说只是校友的“参考消息”。我们将尽可能使它完善，但在经验上是不够

的，可能会有很多不足之处，敬希各位会员校友多多提出宝贵意见，一同参与。中中网是

大家的网，是大家的家！ 

 

谢谢！ 

 

 

温哥华中中校友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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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务活动 

缅怀中山先生 弘扬中山精神 
 

   （中中网讯）2009 年 11 月 8 日，温哥华的深秋，笼罩在一片灰蒙的雨色之中。冒着绵

绵的细雨，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的校友们来到了温哥华中山公园中山广场，纪念并追思我们

的先人，并唤起大家集体的回忆。 

 

 
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的校友们参加孙中山诞辰周年纪念 

 

    我们要怀缅的，是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他是我们中山人的骄傲，更是千万海外华

人崇敬的先驱者。2009 年 11 月 12 日，是孙先生 143 周年诞辰纪念日，作为海外中山人的

一部分，我们用一个简单而隆重的致敬仪式，来寄托我们对国父丰功伟绩的纪念。 

温哥华的天空仍旧是淡淡的灰色，使得此刻的气氛更显凝重。副会长陈秋石主持了仪式，

校友们先对孙中山先生的半身像行三鞠躬礼，陈富民会长和李慕贞女士向雕像奉献了花

圈，李宏蛟副会长收敛了平日随和的笑容，用他一贯激动的语调向大家回顾着孙中山先生

的事迹，并骄傲地分享着新中国的巨大成就。 

 

 
陈富民、李宏蛟和陈秋石会长代表敬献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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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蛟副会长致辞 

 
同学会敬献的花圈 

 

    中山先生若是泉下有知，该是十分安慰的。他穷一生经历未竟的事业，现在逐步成为

现实。当然，“三民主义、天下为公”等中山先生的革命理念仍需我辈中山人的继续发扬

光大。 

    在故乡中山，11 月 12 日将在孙中山故居举行“孙中山文化周”启动仪式，敬献花篮

仪式、文物捐赠仪式、成人宣誓仪式、“孙家宴美食周”、 “孙中山文化之旅”、 “中

国二十世纪三大伟人故里游”、 “孙中山研究奖学金”、 “孙中山思想与中山现代化建

设”学术研讨会、“海外中山人”大型图片展览、翠亨村文化产业园主题油画展、“孙中

山纪念钱币邮票展览”、“少年孙中山图片展”、“纪念孙中山诞辰 143 周年书画作品

展”、“侨乡之夜”文艺晚会、“孙中山史迹径”以及“中山杯”华侨文学奖颁奖等等活

动将在文化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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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在万里之外的温哥华，我们中中校友会的校友们也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来纪念中山先

生，并把我们的下一代也带来了。我们希望他们来感受和纪念我们中山的伟人，也希望能

传承我们的传统，认识我们的历史，更希望中山先生的理念、中山先生的精神，可以继续

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徐永强、刘耀国、林健政） 

 

郑宗励先生荣聘为中国海交会常务理事 
 

 
 

   （中中网讯）温哥华铁城崇义总会为祝贺郑宗励先生荣聘为“中国海外交流协会”第

四届理事会常务理事，联合中山同乡会、隆镇同乡会、中中校友会、恒美寄庐、濠头侨所

等温哥华各中山侨团，于 11 月 1 日（星期天）下午六时，假座温哥华华埠富大酒家举办

晚宴，以示庆贺。  
温哥华中山市各中学校友会会长及会员代表应邀请参加该晚宴。 

 

月是故乡明，亲是故人亲 — 中山乡亲聚崇义 
 

   （中中网讯/ 杨迎夏）一年容易又中秋，10 月 3 日晚，中山乡亲欢聚温哥华华埠的铁

城崇义总会，欢度 2009 年的中秋佳节。今年中秋节悉逢国庆 60 大庆，又是星期六，更增

添了喜气洋洋的节日气氛。许多的中中校友都在今天通过不同的形式，与家人好友一道过

节。我们中中校友会也受到铁城崇义总会的邀请，派出代表出席参加中秋晚会。 
    晚会气氛热烈，与会者多为中山乡亲，包括中华会馆、铁城崇义会、中山同乡会、中

山市各中学校友会、隆镇同乡会、濠头侨所和禺山公所等社团代表。铁城崇义总会副主席

林重强和董事郑钊容分别致词，欢迎一众乡亲与会，并给乡亲们致以良好祝愿。 
    晚会准备了丰富的食品、中秋月饼和水果招待乡亲。许多乡亲趁这美好日子里，相聚

甚欢，并一同观看了部分国庆阅兵录像；更多朋友进行了猜谜语和卡拉 OK 活动。 
 

各界华人参加中国国庆大游行 
 

   （中中网讯 杨迎夏 徐永强） 
当温哥华中山市各中学校友会的庆祝 60 周年国庆的游行队伍来到主席台前，只见中

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梁梳根总领事和 BC 省议员李灿明先生第一时间从座位起来，并健步走

向我们，和我们每个校友热情握手。这一刻，无数的摄影记者在抢拍着这一特别的镜头，

同时间大会的现场广播里报道我们的对列，并介绍说梁总是我们中山人，看到我们中山市

的队列到来顿感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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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个发生在今天温哥华中华会馆暨各界华侨华人庆祝中国 60 周年国庆大游行中

的一幕，令我们参加游行的校友们无比雀跃，欢欣之情溢于言表！一是为我们伟大的祖国

繁荣富强感到骄傲，二是为我们这么多海外华人华侨能够团结在一起感到自豪，三是我们

为这个华人社团中的小字辈分别得到代表祖国和加国的政要代表的重视——感到鼓舞。 
今天参加在温哥华华埠的华人游行队伍达数十支，包括了各界华人社团代表。中国驻

温哥华总领事馆和加拿大国会、省市议会的代表悉数出席该活动。 
活动首先在中华会馆麦伯强副理事长和中领馆梁梳根总领事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

举行了隆重的中国国旗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迎风飘扬在中

华会馆大厦的楼顶上。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梁梳根总领事健步走向我们，和我们热情握手 

 
中国驻温哥华总领馆梁梳根总领事和 BC 省议员李灿明先生走进我们中中校友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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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在热闹的鞭炮声和龙腾虎跃中，大游行开始。只见华埠大街上，笙旗招展，锣鼓喧

天；无数身穿节日服装的人们辉舞着中加两国国旗，欢欣愉快地走进在游行路上；沿途许

多的观众夹道打气，各路新闻摄影记者忙碌地抢拍各处的精彩画面，一家电视台的女主持

特意走到我们的队列前面采访录影。 
中中校友会为了参加这次游行，特意精心制作了横额和彩旗和音乐花车。校友们在五

位小朋友一同拉起的会旗的带领下，热情地参加了是次游行，并得到了沿途观众的鼓励，

和荣幸地获得梁总领事和李省议员等领导嘉宾的亲切欢迎。 
以下是大游行精彩图片报道： 

 

 
中中校友在行进中 

 
我们的队伍 

 



 8

中领馆国庆酒会 

   （中中网 9 月 25 日消息）温哥华中中校友会受中国驻温哥华总领事馆的邀请，派出代

表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60 周年国庆招待酒会。酒会于温哥华华埠富大酒家举行，温哥

华中领馆梁梳根总领事和加拿大三级政要及华社侨团等出席。详情请看报道：60 周年国庆

中领馆举行盛大酒会 。下图为出席酒会的温哥华中中校友会代表与中领馆梁梳根总领事

合影： 

 

 图：梁梳根总领事（中）、陈富民会长（右二）、吴文焕名誉会长（左二）、杨迎夏主编（左

一）和徐永强主编（右一）。 

点心美食交流讲座班小结 

  （图文/ 阮少娴）我会点心美食交流讲座班，在会长陈富民的领导下，及财务负责人阮

少娴、阮凤池，总务负责人李慕贞，校友杨从德老师的组织带领下，贯彻了能者为师的精

神，通过六堂十二个节目的试范制作，到今天九月五日巳告一段落。这次活动，得到会员

们的踊跃响应，参加人次达 110 人，为我会筹得活动经费达 430 元。 在此，特鸣谢所有的

主讲老师杨从德，李慕贞，黄玉娴，梁婉嫦，雷淑卿，彭桂禧，梁德坤，以及雷容滔先生

等人的辛勤劳动，并希望参加者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应用。 

 

我们在听 后一节课 



 9

 同学文萃 

谈秋色变 

（图文/徐永强） 

请问：如何将绿色变成红色？ 

呃，这个吗？ 

噢，让我想想，三原色是…….，绿色加蓝色变成……。 

看似简单的问题，难倒了不少人呢。 

不要去想了，现在这个时候，你只要在温哥华四处走走，周围都是答案。 

对了，我要说的是，变化无穷的秋色。 

秋天来临的时候，温哥华满街的秋叶便开始了她们的 Magic Show，由绿色变淡黄，然后

渐深，橙色、褐色、红色，五彩斑斓、惊艳动人。 

 

上网 Google 一下，得知秋叶的细胞中含有各种色素，例如呈绿色的叶绿素、橙色的胡萝

卜素、黄色的叶黄素、遇到酸会变红的花青素等。秋天来临，树木开始把营养集中到树干

和树根，树叶停止产生叶绿素，于是绿色渐渐褪去，那些叶黄素和胡萝卜素含量较多的树

叶，会呈现出黄色，而枫树等树种叶子里的花青素在呈酸性的细胞液的作用下，使树叶变

为红色。于是，当秋风一起，秋叶便轻而易举地把绿色变成黄色，然后再变成红色。这一

切都是在人们的眼皮底下不知不觉地进行着，仿如魔术表演一般，人们除了惊叹于这奇妙

的变化外，更多的是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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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秋叶的种类甚多，绿色文化网站上列举了很多，什么 Vine Maple、Dogwood、Red 
Maple 等等，在此我不敢班门弄斧。反正外行看热闹，温哥华的秋天可以用花团锦簇来形

容。那绝对是来得比花儿要美丽，比花儿要灿烂。当你举目远望，一街的枫树红红火火

的，那视觉的盛宴绝对是震撼。 

秋色一般由九月份就开始了，就如同樱花时节相似，先由浅黄开始，当你在街上偶然发现

青翠的草地上藏着一片淡淡的黄叶时，你知道：秋天来了。那时的秋色隐隐约约，像是深

绿树丛中淡淡的背影，天气开始变得凉爽，不时吹过的秋风划过秋叶，哗哗作响。渐渐秋

叶的颜色开始变深，也越来越丰富，明黄、橘黄、橙色、绛紫夹杂在绿树之中，遇着万里

晴空之时，透过明媚的阳光，秋叶皎洁就如灵玉般通透。此时走在温哥华的街上，是 遐

意的时候，远远望去，五彩缤纷如彩云叠翠，微风过，彩叶飘飘然落下，漫步走过落叶铺

就的地毯，沙沙作响。秋天也有恼人时，便是雨水多了，一场雨下来，打落不少的彩

叶，脚下地毯也变成恼人的堆积。但秋雨洗净了一切的尘埃，彩叶也焕然一新，更溢彩流

光了，层次更显清晰明媚。 

整个十月份，温哥华处处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秋色。虽然人们常抱怨温哥华的行道树分布

太散，难以看到大片的秋色。但只要你细心去发现，”层林尽染”的秋色还是在一些公园里

面可以找到，或者驱车跑上一个高坡时，前方高高低低的秋色也很是吸引眼球。甚至走在

行人道上，你也可以忽然发现前方一片的红霞飞舞，让你不禁慢下脚步。而要看秋色的倒

影，Trout Lake、Deer Lake、UBC 日本花园甚至中山公园也是不错的选择，那里你可以静

静地欣赏这些红飞翠舞 恬静的一刻。当然，秋色也有她好动的时候，天高云淡之时，是

秋游 好时光，找一条小溪 Hiking，看彩叶落入流水之中，如舞者般旋转起来，在你面前

演一出浮翠流丹。而漫步温哥华街头，常看到许多精致的建筑掩映在秋树之中，同样是色

彩斑斓的房子衬着五彩秋色，煞是好看。 

秋天的颜色可真多，当然各人偏好不同，有人喜爱金黄，爱在金秋，那可是丰收的标志。

有人喜欢红枫，喜欢那一片红红火火，热热闹闹的感觉。有人却爱祥和的明黄色，尤其黄

绿渲染相间的时候，可以让人安宁。也有的欣赏橙色，热情又不失温柔。加上苍松的翠绿

和天空的蓝媚，这个深秋够我们的眼球忙得眼花缭乱了。 

后秋色以火红的红枫到达高潮，然后洗尽一切铅华，当所有的树叶凋落，剩下深褐色的

树干和枝丫顽强地挺立着，宣示它们已做好了入冬的准备。很快地，冬天便来到了。很快

地，就会下雪，然后这个曾经五彩缤纷的世界就会被一种颜色所统治，那就是白色。 

 

养生之道：浅谈紫苏 

图文/阮凤池 

       中秋节时,几位年青校友大谈中秋传统食品紫苏炒田螺,令我起了浅谈紫苏的念头。按明

朝神农李时珍著作本草纲目说, 田螺大寒, 而紫苏则性辛温, 正好镇住大寒的田螺, 加上其气

芳香, 两者正好炒埋一碟，成健康有益、香纯的食品。本草纲目又说，紫苏处处皆有,怪不

得连北美洲我家的后园也有,不信给张相给你们看,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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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苏处处有 

 

紫苏全草都可以入药 

        紫苏全草都可以入药,李时珍说,苏子与叶同功,发散风气宜用叶,清利上下则宜用

子也。药农夏采茎叶, 秋采子, 宿子留在地上，明年自巳会自生。紫苏的性能为解肌

发表散风寒,行气宽中,消痰利肺,解鱼虾毒,治蛇犬伤。现代医学发现，紫苏水浸液对

葡萄状球菌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所以我经常用苏叶加上其他如苦参,地肤子等中药煲

水水浸皮肤病,效果非常好。紫苏加上北杏,云苓,甘草,生姜,陈皮,法夏,前胡,枳壳,,桔
梗,大枣,可治风寒感冒咳嗽。紫苏也可以加籗香,白芷,陈皮,甘草,桔梗,零苓,白术,川
朴,法夏,大腹皮,神曲,生姜,大枣,治夏日感冒及肠胃炎。总之, 我们的中医药学搏大精

深, 我永远也学不完, 只能在这里浅谈浅谈。 

天下为公 
文/ 林玉莹 

 

   “天”是启蒙的时候认识的第一个汉字，因为孙文纪念公园的建筑物前挂着“天下为

公”的牌匾。 
    大约那时是五六岁吧，指着那四字问带学校团参观的小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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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是天下为公。 
    什么是天下为公？天是天空，下是天空之下的大地，天下是指整个世界，为是系的意

思，公是公众，是平民。四个字加在一起是：这个世界是属于大家的。 
    也属于你和我吗？是的，也属于你和我，属于每一个人。 
    是谁想到这些的？是孙中山先生，他是我们的同乡呢？ 
    什么叫同乡？意思是孙中山出生的地方和我们是一样的，而且他是国父，是中国的国

父。 
    当时很朦胧地想到，那么那么大的一个中国；那么大的一个国家的国父居然与我们出

生在同一个地方，太神奇了。隐隐约约地又感到天下为公是一个很大气磅礴的想法，对逸

仙先生很自然地肃然起敬。 

 
图：世界各处都有孙中山的影响 （杨迎夏 摄） 

    及长，才知道，天下为公是很早之前，中国已经有这一种说法了。《礼记。礼运》里

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不过，国父先生不但要采用古人的金

玉食言，还要用尽了他的一生，来令“天下为公”成为事实。 
    此人踏上了天国之路已久，但余辉不熄地照耀了中国，为故乡的历史添上了 引以为

荣的灿烂一笔，还在中国近代历史里担任了不可取代的重要角色。 
    他的乡亲父老不但从此以他命名中山，还在城市的道路以及一些重要建筑物上加上他

的色彩；像孙文西路，逸仙湖，中山三路之类的。我还记得，徒步去孙文纪念公园的路

上，白兰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从高高的树上轻轻飘下，停留在路人的头发与肩膀上，散发

着清新的香气。那香气我很久没有闻到了，那是故乡的香气。 
    国父虽然不在人世，但他的影子，他的气息不但在自己的故乡无所不在，还延伸到其

他地方。南京与台湾也有很多以他命名的路段，台湾人去南京，有一个地方必去的，就是

中山陵。 

 
中山故居的“天下为公”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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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先生眉清目秀，孙科先生，甚至国父的孙女孙穗芳女士的眉目也依然可见那清

秀儒雅，孙家人几乎个个长相俊美。孙穗芳女士是一位慈爱的，富有涵养的女性，她十分

热衷慈善事业。孙科是事母至孝出了名的，生母卢氏夫人在世时，他每天半夜起床，看看

母亲有没有踢被，如果有，就为她盖上。 
    孙中山先生有孝子贤孙，也是他应得的福分，因为他真的为同胞付出了很多。十四岁

那年，他坐船去夏威夷，为他的传奇人生埋下了伏线。十四岁正是人生的画卷徐徐展开，

生命的滋味尚未完全尝透的时候，大约他可能不会知道他会对自己的国家有那么大的影

响，只是带着对未来命运的憧憬看着海的尽头吧。 
    从他出生到现在，已经不知不觉 143 年了。一百多年来，沧海桑田，但孙中山的名字

不但没有沉没在历史的大海之中，反而在所有华人的的内心获得了长久甚至永远的生命。 
    愿国父长息，天下为公。 
 

 加国故事 

“开放日”之昨天，今天与明天 
 

图文/ 刘耀国 
（一）“开放日”体會社會的運作模式 

 
    溫哥華連續多年被联合国幾個組織選為人類 适宜居住的城市首三名之一。 
    在這里住久了的人, 慣看市区東边之烏煙瘴氣； 与警方捉迷藏無處不在之大麻屋；

和近來幾無日無之的街頭鎗擊案等等, 对如此美譽很有保留。 真相如何? 我們可以从大

環境處看， 深入体會一下這個社會的運作模式，参觀政府部門、大型企業以至小公司等

之定期或非定期開放日，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見識多了, 也許能有點優質生活此中尋

的感覺。 
    过去我们参加了許多此种活動，無論是大開眼界或有小小驚喜, 都認為不枉此行。 
    例如乃街橋通車前一天, 我們走到橋中間拍照留念, 現在看到橋上車水馬龍, 想

起當日情形仍覺有趣, 正如上月金耳橋開放日數以千計的民众塞爆長長的大橋一样, 有着

相同的心境吧? 又如新机場跑道, 一到正式啟用後, 便不能越雷池半步了。 
    溫哥華國際机場新翼建成後也曾有过幾天放開放給市民参觀，籍此橾練控制人潮,过

關手續等。我們也先睹為快, 還是少數可以登上指揮塔者。(那時為一本美國什誌寫稿) 
    至於今年的會展中心新翼, 巳有圖片在中中綱。列治文的奥運溜冰速滑場, 也曾

把雄偉美麗的天花板照片製成賀歲咭寄給親友。 
    還有電話公司總部大樓, 讓人遂层参觀, 一些地方如资料库房, 頂层首席行政办公室

等, 連在大樓任职的親友平時也沒有机會進內呢。 
    此外 CBC 電台和 BCTV 电視台也不可錯过。 
    溫哥華所有學校都有放開日, 或稱家長日。 除有學生作品展览, 表演外, 許多老師

都打開課室接見家長. 這是积极参与, 認識自巳子女學習環境, 發問和表達意見的 佳時

刻。但很奇怪， 越是華裔家長多的中学, 越是门堪罗雀，十分可惜。 其实就算去看場學

生樂隊之演奏會, 氣氛热鬧, 往往有意外之收獲。 
    近來列治文有些婦女家長較為主動, 就是可喜的現象。 
    溫哥華及低陸平原居民的食水，主要由北面山脈中三大畜水庫供应，一个位於北溫, 

两个在高貴林。在夏季，逢週四到星期日都有校巴免費接載市民上山入禁区参觀。 
    我們中中十多位校友正計劃下月前往高貴林，如果事成，中中綱自有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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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不得不提便是垃圾及垃圾堆填区之開放日。以下轉載自我寫給中山一位任职於某

鎮城市規劃局的朋友之電郵部分內容: 
 

（二）“开放日”经历：垃圾及垃圾堆填区参观 

 
    今天談垃圾。許多人对垃圾有抗拒感或漠不關心, 直至有一天垃圾工人大罷工, 

如現在的多倫多, 才知道它与民生之息息息相關。 

    這里的独立房屋都有前街後巷， 前院是草地花槽， 後院是車房, (有些也有草地花

園, 視乎屋地之大小)，也是放垃圾桶的地方。 

    垃圾桶的种類大小以前是沒有規限的，每户限两桶, 每星期定時收集一次。垃圾車有

司机一名, 倒垃圾的两人各負責一边， 重物很易令工人受伤。 

    工会与市政府談判經年, 07 年終於推出全新方法: 全市分成五个区, 每区以不同颜色

作代表, 每户每年年底便會收到明年收集垃圾的時間表及有关資料, 如環保藍箱是放鉄罐

膠瓶的, 藍袋放報紙什誌, 黃袋放信封传单等。 每人看到自巳那区的颜色, 再看看年歷, 

便知道那月那週那日是收集垃圾(黑色桶)及草,樹枝(綠色桶)的日子了， 因為收集日再不

是固定的。当某一个月有公众假期, 收集便推遲一两天。 

    特別設計的垃圾桶一律由市府供应, 其他的不能用,黑綠各一个, 大小有迭擇,首次及

換第一次免費。 全新設計的垃圾車只需司机一人，倒垃圾不需人手而用机械臂,節省人工

及因工受伤的龐大支出。 

 

 
机械臂之大鉗，鉗上車頂翻倒出垃圾後放回原位。  

  

    垃圾收集後運去垃圾場。我們初來時在南郊看过一次, 嗅氣冲天加上满天海鸥盤旋叫

咻，有如恐怖電影。 現在搬了，去更遠的地方. 

    每年夏天都有開放日, 利用校巴載送市民去参觀。 雖有茶點招待, 又有堆土贈送, 

我們一直不感兴趣。但前年去看过, 大開眼界! 

    首先是堆填区巳成一望無际之草地, 不久便可以建立住宅新社区。我們飲完咖啡食了

热狗, 便有人帶去看花園, 講解各种花木生長的特性。 

    再看了介紹自巳在後院造肥的工具和方法等，然後登上巴士参觀沿途的地热發電站, 

大型家電回收站, 樹枝變木糠之机器,木糠山丘等。到了堆填区之邊緣，看到垃圾車倒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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圾之運作却沒有異味, 更奇的是不見海鷗踪影，原來他們养了幾隻飛鹰, 把所有雀鳥都嚇

走了. 

    回程時我們“拜訪”了這幾位“鷹大佬”，它们卻是木無表情, 据說它们還會定時收

工呢。参觀完驶車離開停車場時, 有工作人員送上两袋堆填肥料放入車尾, 不需自巳动

手。 
 

人生钢琴调音师—峻美约会之访谈陈富民 
采访/ 刘峻梅  
 

 
峻美约会：作者向陈富民赠送书籍 

    对于人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人生是一个马戏团，一片地雷阵，一列云霄飞

车，一块拼图扳，一首交响曲，一趟旅程，一出舞蹈。”倘若请你描绘你的人生图像，你

脑海中会出现什么？那图像就是你的人生比喻。 
    笔者与中中同学会的相交,起初是因为父母的参与而参与,其后有一段时间却因为许多

原因没有太多的关心和投入,除了是工作忙碌以外,更多的原因还是以为那样的社团比较适

合父辈们的世界,与我无关。自问不是领导才干，不懂交际应酬，更不是吃喝笑谈能手，

而且认为自己还在拼搏阶段，无谓分心啦！ 
让我后来对此改观的就是今天我要访问的陈富民先生，他是现任温哥华中山各中学校

友会的会长。 

 
陈富民是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的会长，也是铁城崇义会的主要骨干。图为他在 2009 年铁城崇义会会

庆上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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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他真正初次接触是在去年的温哥华世界中山恳亲会的筹备阶段，我母亲希望透过那

次的恳亲会申请家里的中山亲人一同来参加，可是决定要写申请的时候才发现 好要拿到

主办单位发出的邀请函，那天已经是 后期限了，我与陈富民通电话告知原委以后，对方

承诺一定尽力帮忙。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他很晚来到我们店铺，他把邀请函亲自拿来，与我们详细的解释一

些须知的情况，耐心的了解我们的亲友的具体情况并给予一些中肯的提议，接着还讨论了

对中中的一些看法，那次接触让我对他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不仅是因为他帮了忙，更加

是因为与他谈话时候的那种亲和，他有一种很实干的精神和看似平凡的人格魅力潜藏在他

的话语和行事当中。 
    接着的一些活动，在陈富民如以往一样的电话通知后，我开始又投入其中了。我的工

作其实比起以前更忙，参加活动可是或许是因为自己的改观吧！觉得就得像富民学长一

样，人到中年，正是应该发光发热的阶段，取之社会用之社会。 
当中中网开通以后，富民学长的形象在我的心中也鲜明起来，网络能开通，幕后的工

作真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我相信他和一些幕后学长们的努力真的功不可没。 

 

 
陈富民（中坐红衣）与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的同事们，在理事会上。 

 

    访问的那天是星期五晚上，富民学长准时地出现了，身穿运动服，悠闲自如的走进

来，一副预备好周末休假的样子。 
    大家一起进餐一起闲聊。（以下笔者简称峻，富民简称富） 
    峻：好高兴也很感谢你能来接受我的访问，谢谢你的支持。 
    富：我也好高兴也更感谢你对中中的支持和付出。 
    峻：不出三句你就为中中作广告啦！好，你对现在中中校友会的感觉和期望如何？ 
    富：非常的高兴。作为会长我希望中中能延续创会的宗旨，联络各届的同学们，让大

家更有归属感。很开心看到现在的中中既有年长一辈的开拓 —— 很感谢他们的多年的付

出，现在更加入了年轻一群的投入，真的是老中青三结合了，盼望这个三代同堂的家更加

的充满活力。哈哈哈哈。 
    爽朗的笑声，如沐春风。说到中中的事情，富民的投入真的比谁都要深。 
    峻：你 欣赏的伟人是谁？ 
    富：就是国父孙中山先生，也是我们中山人的骄傲。 
    峻：你的人生座右铭是什么？ 
    富：就是中山先生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听到这，我们的主编老杨插话了：这句话也是对中中网站的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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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是对我自己的要求！ 
    峻：我想更是对《峻美约会》的要求。 
    哈哈哈哈！ 
    富民会长的谦卑也是我所欣赏的，融合的气氛一直充满我们的对话中，他的回答是坦

诚中肯的，语气既自信也平和。 
    陈富民是 76 年毕业于中山第三中学（现在华侨中学），毕业次年即与家人移居澳

门。 
    家里经营制衣业，自然地陈富民也投身其中，任职管理阶层，91 年移民温哥华继

续从事制衣行业的管理。直至近年因制衣行业的式微而抽身离开。 
    多年的管理工作，富民练就善于沟通的强项，与人相处的融合，对人的善于了解，他

的平凡随和。他 欣赏实干不浮夸的人，也努力希望自己成为一位实干家。 
    访问的当天正值父亲节的前夕，我们自然的聊起了父亲的角色。 
    富民觉得他的父亲的言传身教对于他的成长和人生有着具举足轻重的影响。他的父亲

是一位会计师，但他们弟妹中也没有人遗传到父亲的心思细密的数口，可是父亲的性格中

的实干和乐于助人，甚至毫不计较的尽力帮助别人的美德却是深深的影响着他们每一位。

陈富民是家中老大，也是受父亲影响 多的，这也为他日后从事管理阶层甚至贡献社会服

务人群而洒下种子。 
    富民现在也是两个女孩的父亲，谈到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富民深感责任非轻，所以

他甚重视与女儿的亲密沟通关系，更看重互相之间的坦诚相处。“以友相处，重视沟

通。” 
    生活在北美西方社会，作为上有传统长辈下有土生土长下辈的陈富民也有他的一

套沟通之道，他形容他是两辈当中的“谈判专家”，既要采用长辈的传统教育方法也要迎

合西方教育的民主风格，要排解其中的纷争实在不容易，却也乐在其中。 
富民学长与同学会的渊源要回溯到移民前，88 年先加入澳门的侨中校友会，因为中

学的一位校长的推荐，随着第一届的世界中山恳亲会的举行的活动,各校友会组织成澳门

的中中校友会。从那时开始陈富民就已经成为会员, 延续至移民温哥华后。他的投入精神

和乐于助人的作风很快地有了用武之处, 而且当时他也是会员中其中年轻的一位, 于 1997

和 1998 年开始，他开始担任会务的理事, 至 2006 年正式成为会长。 

 
在中中校友会的夏季郊游活动中，陈富民为大家切西瓜， 

贯切一如既往的投入精神和乐于助人的作风。（刘耀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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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的成长和富民的生活实在不可分割，在他的心目中，同学会就是另外的一个家，

一个可以凝结力量的家，一个三代四代同堂融合相处的家，一个相亲相爱的家，一个可以

求同存异的家，一个可以各自分工一同分享成果的家。富民更期望这个家可以更多的走向

社会走向世界，成为一条稳固的中西文化的桥梁。 
    中中的网络的开通，让同学们的梦想飞跃起来，各方各地各种的声音响起来了。这些

声音单独的听起来仿佛很是不协调，或许不能成为音响，要如何让它们谱成一曲悦耳的乐

曲呢？ 
    峻：你对未来五年的展望是什么？ 
    富：现在 迫切的就是为中中找到一个好的落脚地 —— 会所，让同学们有一个更好

的地方活动。我自己方面也希望能有一个新的事业的开始，家庭方面当然是更加的融合美

满啦！ 
    又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与富民的访谈中，感觉真的很舒服，没有任何的压力，他的说话也没有任何的抑扬顿

挫和情绪起落，也没有任何的说教式的谈论，我想或许这就是一位情商高的管理人员的特

征之一。富民谈论 多的也是关于管理方面的得与失，他特别自豪和感恩于父亲遗传给他

的随和包容的性格，善于与人沟通乐于帮助别人的美德，这成为他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每一

项工作的特长和帮助。多年的管理工作让他深深明白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的重要性，也练

就了他善于了解和聆听的技巧，能成为人与事的桥梁，往往就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这个重

要的角色，笔者想起调音师的工作，不也是要把不同的音律调和成悦耳的音符吗？ 
    与富民学长的访谈还在继续，笔者并没有问及富民学长对人生的比喻，笔者从他对自

身的谦卑形容，对家人的细水长流式的爱，对工作的态度，对社区的无私奉献，对中中校

友会的投身，无不发挥了一位调音师的才干和力量。 
    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派对，你看重的是如何寻开心；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赛跑，你重

视的是速度，因为你经常匆匆忙忙；如果你看人生是一场战争或游戏，你看重的是输赢。 
    与富民学长的访谈后，笔者为他的人生作个比喻，他的人生就像一首钢琴曲，他

看重的是声音的配合和悦耳，而他就是那位调音师。 
    笔者深深的期待着这人生钢琴曲的继续谱写。 （摄影:杨迎夏/除注名外） 
 

 家国乡情 
 

回归岐海九曲（八）文化寻宗（完结篇） 
 

图文/ 杨迎夏  

 
在我回加拿大之前，在与父亲谈到明年会再回来时，父亲说，如有机会与中中校友会

校友组团归来，与地方部门联络好，这样可以看到更多新家乡的地方和了解更多。也许是

他曾是老师的缘故，他是对中中校友会很有认同感的。 
我告诉他明年的世界中山恳亲会和上海世博会，都是一些回来的机会。 
因刚好帮忙带一些校友会的名片回加拿大，离开前顺便留下一些给父亲，让他派给相

熟的校友，让他们有时间看看我们温哥华中中校友会的网站，以便促进更多的了解和交

流。 
在中山的时候，刘编委替校友网印了一些卡片，并把握机会派给朋友们，以宣传我们

的校友会，让更多的家乡校友知道我们的网站。她说，在她介绍后，有在家乡的旧同学每

天上我们的网站，了解海外校友的信息和对我们的动态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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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乡印的校友网宣传卡片 

 
我想我们温哥华的校友们会对此感到鼓舞。我想起一些生活在家乡的朋友常在网站留

言，提意见或鼓励，都令我们受益不浅。而我们温哥华的校友即使在回乡的旅途上，也不

忙浏览、发稿和留言，更是使人欢欣。校友网起到了一道连结两地中中校友之间的桥梁的

作用。 
一个从温哥华回到中山的校友在见面时，问我校友网站新设架构的作用？我解析说主

要是促使更多年青的朋友在通过服务于网站的义务工作中，更加对校友会增加归属感，且

使校友会有更多的生力军产生、会务更加发展壮大。 
在回乡省亲的旅途上，即使经历了回乡的“身份”改变，我还是想到，无论我们在海

外社会生活多久、在西方文化中走得多远， 有归属感的还是自己的母文化， 得到认同

感还是自己的族裔， 有共鸣的是人们曾经的相同的经历， 亲切的语言是自己的家乡

话。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我们的侨居地里，有着数不清的社团、校友会和同乡会的产生

和发展壮大。 
 

是啊，本乡也真的有着万千如我们中中校友般的海外游子。 
“有人说，你就要离开故乡，我们将怀念你的微笑…”。这首加拿大的经典歌曲，在

世界上每个互致暂别的人们的心底里传唱。在本乡，这种场景和心情发生于每时每刻，也

流转了 100 多年。 
过去在中山看记录片“人在他乡的故事”的时候，总为那些远走他乡生活的主角们感

叹唏嘘，以及带着一些期待和憧憬。印象 深的是一位夏威夷的本乡华裔姑娘，为了一个

信念，一个人到了阿拉西加这个荒无人烟之地生活，多年在一个偏远小图书馆里默默奉献

工作的故事。还有一位在秘鲁的本乡华侨在老人院无依无靠的故事，在影片播出之后，我

们的一些远房的亲戚发现他是失散半世纪的老表。 
中山人，百年来走遍了世界，也在各处生下了根。在我移民到加国之后，获得更多的

“人在他乡”背后的真正故事。中山电视台的记录片“海外中山人”，也很详细地和真实

地反映了本乡人在海外的生活状况，里面还有我们中中校友会的镜头片断。不管如何，离

乡到海外是本乡过去的一个传统历史现象，至今还经久不息。但移民的性质正在有些变

化。 
在本乡，过去人们到海外，主要是为了经济，或为了革命。而现在的人们，是为更多

的各种各样原因。但由于家乡经济发展的突飞猛进，本乡人正经历 10 多年前发生在香港

人身上的回流的故事。就在一些中年一辈在移民路上犹豫不决的同时，年轻一代走上海外

学习之路却突显出义无反顾。但无论出流回流，我想，从本乡来的新移民，在以后的若干

年，那势头都不会减弱。而由此衍生的新旧同乡校友会社团的生生息息，也是必然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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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演。使祖国文化在海外发扬光大，制造海外地里的“微型家乡”，令新移民在居住地产

生更多的归属感，社团和它的文化将起到更重要作用。 
文化上的寻祖归宗的需求感，也许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天性。这样的话题说不尽，道不

完，回归温城秉灯夜话，也为着那挥解不去的文化情结。不过回了一趟乡，那文化乡愁也

好象好了些儿了。 
  
尾声：《回归岐海九曲》到此第八曲将告一段落，谢谢校友们和我一起分享。第九曲就留

待我们的校友会日后有机会组团回乡省亲时再续写新篇吧。 
 
 

回归岐海九曲（三）寻觅九曲 
 

图文/ 杨迎夏 

 

    寻找少年时的足印，不得不提的是九曲河。  
这道弯弯曲曲小河，百年来穿流过铁城的心脏地带。 令我记忆犹新的是过去侨中一

带的长满荔枝树的河道，和河边街旁走下梯级就可游泳的童年嬉戏情景。那时候，许多人

家临河而居，面河的部分总有一口门，几块青石板伸出，象一个小阳台；面河屋墙有的长

满苔藓树丫，一派岭南特有的水乡景象。记得小时候走出住的照壁街，到南门头买酱油或

跟母亲到前进小学值晚班，都经过九曲河，会停下游玩和观望一会，好奇地看一些艇家的

船驶过，那情景就象鲁迅书里所写的乌篷船那样的。 

 

 
九曲河今昔（左图为网图） 

 
但后来这河变得淤塞和混浊了，在我加入城建办设计室工作之后不久，就知道这河很

快要填掉了，要在河上盖一条路，把旧城区引伸出去，在路的尽头开发居民小区。 初的

就是柏苑新村，我也成为该小区的设计者，并得了个省里颁的小奖。说回覆盖九曲河，那

时可是没有多大争议的，概因在开放之初，人人跃跃欲试，急切希望改变当时小农社会般

的市井城貌；当然是没有了如现在般富足了，可找成百的专家学者去论证考究了。这历史

的因素下的产物，变成了今天的遗憾，一些怀旧的海内外的香山人士，不禁为九曲河的变

迁慨叹感怀一番。 
那么，现在的九曲河真的完全消失了吗？覆盖的原址如今又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带着

这个疑问，我在家乡夏末的清晨，踏上了寻找九曲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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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民生路走，远远的看见南门头了，却找不到一些河的踪影。看到三五辆开篷车停

在一个路口，上前打听，才知九曲河的覆盖路上已新建的一条名字叫“逢源”的商业街

了。看过去，一条略显弯曲的新路伸向旧城深处，两旁尽是混合了欧式和南洋色彩的骑楼

建筑，下铺上楼，新颖别致，令人眼前一亮——在使人怀念九曲河的失落之际，还能得到

一些抚慰的感觉。不知真假，有朋友说市里有意恢复一段九曲河河道，以迎合建立“文化

中山”的理念。 

   
逢源商业街                 孙文路一带 

 
逢源商业街的规划和单体设计格套古典，色彩却艳丽，装饰也潮爆，融合了现代人既

怀旧有贪新的复杂心理。象这样子的建筑物，这十年间在中山如雨后春笋，一时间为城市

增添了很多亮丽清新的风景线。 
走出“九曲河”，信步去探访我童年时住的旧区—— 仁山对面的照壁街和孙文路一

带。 
我们小时候住的照壁街，也一样有着很多很有岭南特色的建筑。单看那名字，如大萧

屋，马龙舟巷，吉祥里，白水井和水关街等等，已充满岭南特色。我家住的是一个大祠

堂，住了十几户人家，那格局就象粤剧 72 家房客里描述的那样。正中是一个大厅，可以

说是共享空间，人们在共用厨房分享浴厕，在门口下象棋，聊天，吵架。我家是在大祠堂

的 后一家，一条青石板小道进去，屋蟾高高低低的，窗口小小门缝窄窄，鸡犬相鸣。我

家自打了一个后门，日常出入就不走祠堂那边，自直通往同学阿航和阿欣住的孙文东路那

边。同学阿航住的是典型的南洋式骑楼建筑的临街处，前铺后房，楼上的房跨出去，楼下

形成遮风挡雨的宽阔走廊。 

 

 
 

大萧屋后面的民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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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大祠堂的小街对面，就是大萧屋，我后来的同事黎建筑师一家那时也住那里，大

屋有前后大门，一条石板小道连通了十几人家，名附其实的大宅门。印象 深的是里面住

了一对天仙一样的姐妹，那时我们去朝阳附中上学，常走这里，其一原因是能看到她们一

眼。那时好读欧阳山的“三家巷”，暗地里把大萧屋里的幻想当成了区桃姐妹们，可惜自

个没有周炳般的伟俊。这些记忆与那些岭南建筑一起，融合了和远去了。 

 

   
照壁街口的建筑               附近的一个旧礼拜堂 

 
     而现在我眼前的照壁街，一如往昔，除了街口的楼房成了商业用途外，内街的旧民

居如旧，一些老居民还生活在其中，经营一些如凉茶铺之类的小生意。听说“一三九”招

待所搬走了，留下的建筑物给了博物馆用。而照壁街对面的“仁山”，却是今非昔比了，

建纪念堂的时候，早把我们童年时看大戏的石板剧场拆掉了，动物园、灯光球场等也同时

废掉了，后来门口的冰室也没了，变成了现在看到的宽阔的开放式公园，许多人每天在这

里晨练，开始新的一天。 

 

   
仁山（纪念堂） 

     

 从照壁街往西走，便是水关街、弓箭巷和西山寺了，再后就是人民电影院旧址、工人文

化宫和大庙下步行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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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物馆                                                                   水关街 

   
              弓箭巷                                                                         西山寺 

   
                      百货公司、工人文化宫                             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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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步行街往上，就是到烟墩山，那里有香山 具地标式的建筑物 —— 烟墩宝塔。记

得我刚毕业的时候，接到的首个任务就是参与该宝塔的首次重修设计工作。那可是香山的

镇山之宝，无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人，还是几辈已在海外安居的侨胞，无不对它怀有崇

敬关怀之情。打一出世，我们就是这宝塔护卫着的臣民，据说过去在这宝塔山上，每到正

午时分，都有三声炮响，宣示该日天下太平。参与那个重修设计工作的时候，有天我与同

事一起爬到那塔顶上，把塔顶处的圆顶尖部分尺寸量度下来，原因是我们的城建主任说要

在那顶上塑金，目的是为这香山宝塔增加附加值，成为名胜之地。那次是我与那镇山之宝

唯一一次零距离的接触，直面感受聆听这百年古刹的远古回音。我的同事们为这个重修工

作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设计， 后在工程完成后获得了市里的优秀古建筑设计奖，为修复和

延续岭南古建筑文化也写过难忘一笔。 

 
探访过老城的这些地方，使人强烈感受得到的是 ——我们家乡的城市建设者们，为

令老城能够展示出新颜，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大胆采用了一些崭新的设计元素，也

确实花了不少的心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