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專訪

嘉賓：陳雲根博士

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校友會
鄉橋2011

記者：7C 葉兆亨

校友陳雲根博士，筆名陳雲，為香港著名的作家、學者及語言學家，現職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陳博士從少喜歡閱讀，有良
好中文根基之餘，對時事見解更顯獨特，近年著有《中文解毒——從混帳文字到通順中文》、《執正中文——對治壞鬼公文，學好中文章
法》等大獲好評的著作，並於報章評論社會時弊，總給港人一個又一個耳目一新的角度去看中國語文及社會生態。
七十年代的鄉中經已是一所聲名顯赫的中學，因官校免學費，當時居住於元朗的陳教授自然從小學銜接上鄉中，開展七年的中學生
活。尤記得當時官校師資充裕，陳博士接受鄉中的教育獲益良多，當年修讀理科的他認為文科可以自修，甚至可於日後在大學副修或旁
聽，因此選修了較難自學，亦要做實驗的理科。今天的陳博士雖沒有隨理科發展，但從前所學的知識已成為今天豐富的常識。
於中文大學英文系本科畢業並修畢比較文學碩士後，陳博士得老師介紹到德國鑽研民族學。大家可能會問為何不到美國一些有名氣的
大學進修呢？陳博士認同在美國讀博士後於香港找大學教職是更容易的，但考慮到學費高昂，他決定申請德國文化交流基金的獎學金到德
國，只要完成四個多月的精密德文課程，便可到大學上課。離開德國已經十年，現在他仍能以德文聽說讀寫，未嘗不是另一個收獲啊！
談到課外活動，陳博士說當年一般學校都不會強迫學生參加課外活動，所以閒時還是到圖書館閱讀，說得上課外活動的，有下棋，或
隨電子學會到鴨寮街買些零件裝電腦。他在中文大學讀書時也跟電子學系的同學砌電腦，不過自從到德國深造後便與電腦裝配的玩意脫
節，沒有再接觸電子零件了。
棋可以不下，電腦可以不砌，書要讀之外，陳博士堅持每天早晚都要練功。莫以為陳博士愛看書便不做運動，六、七十年代的元朗，
黑社會猖狂無道，因此武館林立授徒，加上李小龍的功夫片紅遍天，陳博士與一些鄉中的同學都會學習武術，如他所學的洪拳，也有詠
春、蔡李佛拳和螳螂拳等等，不時切磋。現在他早晚至少練武半小時，保持強健體骼、精神抖擻。他回憶從前跟學別的功夫的朋友黐手時
常被打倒，因為洪拳力量大但速度慢，可惜切磋乃是點到即止的，運用速度慢的武功難免有點吃虧。
講過「陳博士」點點滴滴的往事，大家比較有興趣的，似乎還是「陳雲」這個「勇字當頭」的評論人。
究竟陳雲是怎樣入行的呢？陳雲入讀中大後，為了賺取外快，主動投稿到報紙雜誌，寫當時較少人寫的文化和時事評論，開展了寫文
章的路。輾輾轉轉做過不同的工作，幼時志願當警察的陳雲終於都是以寫書、寫評論為終生職業。
陳雲到德國前當過教師，攻讀博士歸來後加入政府，辦了十數年公共事務，退休後回到大學教書。從陳雲評論的角度和深度，可看出
其豐富的閱歷。陳雲寫的評論意見激烈，有人說是陰謀論，但他想達到的，其實是刺探事情的真相，從而得知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他認
為評論並不一定要客觀，反之可以採取個人立場，從而推敲事態進展，刺激市民的反應或使人注意該事情。評論甚至乎可以介入事情，利
用輿論壓力影響政府決策、改變大眾的思想，如文化保育、舊區保育、注意弱勢社群或性取向平衡等等，當中最成功的是市民對環保和綠
色生活的認識，經過二十年的討論，大家已經視這些為常識了。
評論時事多年，在時事評論界中首屈一指的陳雲嚮往觀察讀者的回應、港府的反應以至北京的反應。可是，他笑言自己寫得太
「勁」，政府既不能承認，也不能否認他筆下的評論。早前陳雲於信報寫的《如何毀滅一隊警察》，提到若警方再胡亂利用警力誣陷和平
示威者襲警的話，警方將失去誠信。更重要的是，由於有沒有犯事都會被起訴襲警，和平示威者會因而真正攻擊警察，這樣下去，漸漸整
個警隊會被摧毀，從前警隊辛苦建立的威信亦被破壞。余若薇和黃毓民等立法會議員帶着陳雲的觀點向政府保安局質詢，雖然政府回應這
是斷章取義，但當時被告襲警的陳巧文終成功脫罪，此外警方亦不敢再亂用襲警罪控告和平示威者。陳雲不敢說這些必是他的功勞，但政
府於政治檢控方面已增加顧慮。
現在，陳雲已停寫長篇的評論，只保持明報和AM730篇幅較短的專欄。若大家想支持陳雲的話，可期待他新出的散文集和政論集，或
留意網上電視台的訪問吧！

主席的話

蘇玉玲

時光飛逝，2009年7月當上校友會主席，轉眼
間2年任期已過了四份之三，今年3月底週年大會即
將選舉新一屆幹事會，以便有充足時間安排7月的
工作交接。
回想這段日子，校友會透過不同的活動及服
務，與母校、校友及學弟妹們的關係密切了，
「鄉」「橋」漸見雛型。
母校各活動包括開放日、畢業禮、陸運會、水
運 會 等 ， 我 們 一 一 派 代 表 出 席 ， 又 因2010年 適 逢
鄉中要接受外評，外評小組約見了我和其他校管會
成員，查詢校務；同學方面，我們重新檢討及制訂
了獎學金計劃，並將金額大幅由每屆僅二千多元增
至約二萬元，獎學金戶口的錢，給我兩年花光了。
又逢鄉中開校以來首次更改校褸設計，得到成衣業
校友加入工作小組提供專業意見，新校褸美觀、實
用又廉宜，幹事會同人都興高采烈地爭相訂購，定
要穿上在校友會活動中「爭妍鬥麗」。而自
2009年 中 起 舉 辦 「 中 國 助 學 計 劃 」 以 來 ， 今 年
12月的探訪活動，參加人數破紀錄達73人，令我驚
喜交雜：喜者，熱心人士眾多；驚者，我們人力有
限，如何編配？
時間跑得真快，助學團還未檢討，又輪到1月
「傑小」複賽、「鄉橋」出版、3月春茗及AGM改
選、4月開放日……
如果，沒有中流砥柱的幹事們及工作小組成員
鼎力支持，沒有熱心校友的義無反顧，這一切都不
可能。如果，你有什麼可以貢獻，無論是批評、建
議、時間、金錢……無任歡迎。我們需要更多的人
手和資源，去延續及發展。

幹事會結構(2009-2011)
主席
副主席
財政
文書
委員

蘇玉玲
張弓發
吳清
譚焯源
趙春蘭
陳志佳 曾楚英
鄧兆然 吳有能

顧問老師

楊又蓮
曾如騫
麥偉良

活動預告
日期

活動

詳情

2011年3月26日

「我們的集體回憶」2011年周年大會暨新春聯歡聚餐

-報告 2009-2010 年度校友會工作
-改選 2011-2013 年度幹事會
-新春聯歡聚餐

2011年4月1日

鄉中開放日

本會參與設立攤位外，另邀請不同職業校友向學弟學
妹講解，讓他們面對未來更有方向。

2011年4月23-25日

新豐助學行

再次與「向心舉目」合辦，到韶關新豐縣探訪貧困家
庭及捐款助學。

2011年5月7日

第五屆元朗區傑出小學生選舉頒獎典禮

於元朗鄉中禮堂頒獎予十名獲選學生，並頒贈紀念品
予校友評判。

2011年7月2日

本年校友日( Home Coming Day )

報告過去一年校友會概況及動向，開放校園予校友聚
舊、舉行聯誼/康樂活動、聚餐。

Facebook 新界鄉議局元朗區中學校友會官方群組
NTHYKYLDSS Alumni Association FaceGroup

網址：http://www.hykylalumni.org/
電郵：hykylalumni@gmail.com
編輯委員會：吳清 吳有能

蘇玉玲

趙春蘭

鳴謝：黃文健校友贊助印刷費

盧詠綺
鄧穎怡

鄉中校友會積極推廣山區助學
獲得中國政府多次表揚

鄉社最瀟灑---郭恩圖

韶關新豐扶貧助學感想-------Katie Wu
身為末代會考生，我常常會抱怨讀書辛苦，壓力沉重。然而，從新豐助學之旅回來後，我不敢再隨便抱怨了，因為我親眼看到了一些比我辛苦
千倍、萬倍的山區學生，在惡劣的環境下仍不斷地努力奮鬥。
光是我第一個探訪的學生，已讓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個子小小的，卻有一個帥氣的名字，叫張少君。少君家境貧困，父母均身患惡疾，但她
並沒有放棄，依然勤力學習，她的母親更表示，少君的成績一天一天的進步。
在探訪當天，我們的小隊原本只需要探訪八位學生，但中途發生了一點小插曲，讓我們探訪到第九位學生，他叫陳耀家。我們到達耀家的住處
時，有一位身患痙攣的女士出來迎接我們，原來她是耀家的媽媽。後來一直談着，才知道他的爸爸在不久前中風了，情況令人心酸。可幸的
是，耀家是一個很厲害的孩子，不但成績優異，更練得一手好書法，獲獎無數，實在令人鼓舞。
我記得探訪少君時，她眼晴一直紅通通的，但到最後她也沒流下一滴眼淚；耀家也沒有埋怨，只表示要盡力把書讀好，要找一份好工作來照顧
家裏，他們都堅強地在過生活，為自己、為家人打拼。與山區貧苦學生的情況相比，我自己會考期間的日子完全說不上辛苦，畢竟我有一個舒
適的環境讓我安心溫習，媽媽在家中為我預備好一切，如此幸福的我實在沒資格抱怨甚麼。但願所有正在抱怨的香港學生，都能珍惜現在所
有，也希望山區的學生要繼續努力，戰勝命運。

「樂昌」B小隊探訪實錄26/12/2010

楊又蓮 楊又好 鍾文慧

今年聖誕的助學活動共有七十多人參與，兵分三路探訪二十多個特困家庭，本隊成員二十五人，共探訪了九個家庭。今回要分享一下在受訪名
單當中最後兩個同學，他們居住的地方是在比較偏遠的山區，道路狹窄，故此，我們只能安排七個隊員改乘小汽車前往，其他隊友預計午膳後
隨大車先回酒店。後來教育局努力多安排了一部小汽車，探訪隊可增多十人。結果是：兩部小汽車，一部原本載七人的擠了八人另加兩位當地
老師；第二部原本載十人的擠了十二人另加兩位當地領導，分別前往小洞及大洞探訪，由於過份擠迫，使車箱內溫暖非常，足以抗衡車外的凜
冽寒風。三度變更計劃，仍動搖不到探訪隊友們的滿腔熱情，實在令人感動。
午膳後，我們十二人擠在十人車，在分岔路跟另一隊分道揚鏢，出發探訪第八位學生–住在小洞的城關中學高二生陳同學。由於須經過佈滿碎
石濕漉的泥濘山路才能到達小洞，途中發生了一段驚險的小插曲–因探訪前一天下過雨雪，原來的黃泥路水窪隨處可見，車子被黃泥路水吸啜
著，任憑司機如何設法也不能前行。車輪高速運行產生了燒焦的氣味，車頭還冒起了濃煙，我們都焦急萬分，生怕車子拋錨，無法在天黑前下
山。我們怕耽誤時間，於是下車徒步走往陳同學的家，留下司機繼續嘗試。
陳同學的家在一個山坡上，屋子用泥搭建而成，屋內陳設簡陋，沒有電視。一家七口，母親患有心臟病，瘦骨嶙峋，看似她祖母，且只能操客
家話，幸好一位團友能作翻譯。當天與我們見面的還有她五歲還沒有上學的小妹妹，相信因營養不良，身高看似只有三歲。陳父為樵夫，靠上
山砍伐樹木為生。原來陳同學已欠下一年學費，由於她成績優良，學校仍讓她繼續上學，家人也全力支持，希望學業有成，將來生活得以改
善。她還煮了家中種植的蕃薯熱情地款待我們，在這寒冷的黃昏吃著熱烘烘的蕃薯，暖透了我們的心。
第九個受訪者是城關中學高二生鄭同學。鄭同學家住大洞，我們經過迂迴曲折的山徑，爬到山頂，再由山頂顛簸一番落到山谷，途中見到坍
方，遇到爆石，最後要問路，才到達目的地。由於到訪前兩天大風雪，鄭同學回不到家，所以只得她的父親接待我們。鄭父，一個典型務農的
老實人。因為山路難走，我們很遲才來到大洞，鄭先生已在門口等了好一段時間，所以大家握手時，我發覺他那一雙手特別冰冷。他不好意思
地把我們迎入屋內，奉上熱茶。
鄭家共有五口人：祖母、鄭父、鄭母、鄭同學和她的兄長。祖母八十四歲，身體不好，日前天氣太冷，怕老人家受不了，鄭父的弟弟把她接出
樂昌市暫住。鄭父夫婦除種黃薑和水稻外，亦種植千幾棵杉樹。黃薑和水稻，收入微薄；杉樹的收成期卻要八、九年，每棵賣二十元。除了農
耕，鄭家還養了兩條豬。鄭同學的兄長現在湛江海洋大學讀書，今年是大學二年級學生。二零零八年，樂昌政府不知得到甚麼機構捐贈，設立
了宏志班，資助一些成績卓越、家庭沒有經濟能力的特困學生，鄭同學的兄長亦被挑選得到資助。可是這計劃後來取消了，鄭家因此分別向朋
友及銀行借了幾萬元。對於兒子能夠上大學，鄭父覺得非常欣慰，他唯一的願望，就是女兒都能跟兄長一樣，成為大學生。
鄭同學的哥哥是大洞唯一的大學生，所以，全村人都引以為傲。
帶隊的陳老師說：「這兒今早還有雪，我們來之前剛溶掉，所以特別寒氣迫人，跟市中心的冷不一樣。」我們覺得天氣即使再嚴寒，假如大家
心中存關愛，我們仍會覺得溫暖的。離去時，大家車上回首，仍見鄭父佇立門前，殷切揮手，眼中閃著希望！

中國助學計劃
自2008年底校友會議決開展中國助學活動，轉眼已過了兩年。這段期間，校友及親友對此項目的回應超乎預期的熱烈，整體發展比想像中
快，快得令我們有點應接不暇…
2009年，我們正名「中國助學計劃」，開始較有系統地舉辦助學探訪，同年於幹事會下設立中國助學計劃工作小組，並開立港幣捐款專戶 。
由於人民幣捐款日增，我們於2010年增開了人民幣捐款專戶，同時定期將港幣捐款統一撥往人民幣戶口，以便滾存及應用。又為了穩定資
金來源，同年加設了「每日一元」捐款計劃，鼓勵校友每年少額定期捐助，集腋成裘。
兩年間，我們的助學服務數字如下：
探訪日期

探訪地區

捐款校友／親友人次

捐款金額

資助學生人次

校友會撥款

HK $3,500(￥3,000)

10

27-29/12/2008

樂昌

10-12/4/2009

翁源

7

￥5,500

2

18-20/7/2009

新豐

29

￥39,000

106

26-28/12/2009

樂昌

24 +校友會撥款

￥45,500

71

17-19/4/2010

始興

6

￥24,500 (+二手電腦15部)

8

17-19/7/2010

新豐

38

￥309,362
(包括捐贈電腦室設備￥245,062)

119

20-21/8/2010

韶關 ( 大學生資助)

4

￥56,000

6

樂昌

55

￥72,500

117

總計

163

￥5 5 5 , 8 6 2

439

25-27/12/2010

以往的捐款人除了老師及校友，亦包括為數不少的親友，為了進一步向非校友推廣是項計劃，校友會除了透過網頁及官方Facebook 發放有關
資料及探訪相片外，去年更設立了兩個公開Facebook：「向山舉目」助學金會- 鄉中校友會山區助學探訪及每日一元「中國助學計劃」。
目前，我們已編定了每年兩次固定探訪活動，分別為4月復活節及12月聖誕節假期舉行，有興趣同行或捐款者，歡迎隨時與各幹事聯絡查詢。

SPORTS DAY過後
一篇又一篇NOTE湧現
讓我心中那團火一直燃燒!!!
這個鄉社，給我真的太多了，不寫不快~
我做過 只坐在看台跟同學聊天的社員
我做過 不是啦啦隊，卻走進啦啦球群中吶喊的社員
我做過 在終點線計時，只看著別人跑的社員
在終點線計時 只看著別人跑的社員
我做過 戴著藍色泳帽，拼命游的社員
幾乎所有可能性，我都試過了
但我最喜歡的，一定是中六那一年
當女SPORTS CAP的那一年
那一年 我嘗試了很多不可能
那一年 我認識了一群有革命情感的朋友
那一年 我認識了一群跑得很快的幼稚鬼
那一年 我認識了一群常常欺凌「弱小」的屎忽鬼
而因為這那一年，讓我接下來開心、感動了很多年
縱然大家也是沒有選擇權地，被分配一種顏色
但坐在這群藍色之中
你會很自然知道，「氣勢震八方」一定是「鄉社獨稱王」
七年了~這種歸屬感很難從別處再找...
我不會忘記 在終點線，看著女子接力通殺的興奮
我不會忘記 一直在看台、集合處兩邊跑找人的緊急
我不會忘記 週圍問商店取紙皮的謙卑
我不會忘記 練啦啦、玩巴蕉樹的樂趣
我不會忘記 一個人抬一箱廿多瓶水的吃力
我不會忘記 整BANNER、啦啦球、旗的苦中作樂
我不會忘記 在球場鄉社一起練跑的團結
我不會忘記 某位的女社長，在社員大會的淚水
我不會忘記 這些男孩、女孩，緊張焦急時就會罵人的可愛
我不會忘記 相隔十年鄉社重獲總冠軍的快感
我都不會忘記，難忘得不能忘記
這年回來，格外感慨
社歌也好、校歌也好，都變得特別動聽
雖然我不能再參與，
但彷彿這份總冠軍的榮耀，是我們共同擁有
看見每一個很久不見的臉孔，
讓我更想停止長大，繼續做個中學生，繼續跟你們一起嗌!
謝謝你們，讓我的中學回憶添上一層一層的藍色
謝謝你們每一個，點名我也怕漏掉的每一個!!
你投入多少，就會得到多少~
搞社的快樂，相信你們也懂=)
願大家在其他方面，也同樣願意付出，然後滿足、喜悅!!!^^

Life in Yuen House 撰文﹕陳金坤
2010年11月19日
一個心情如晴空的一天
一個重拾昔日歡樂的一天
每次為元社叫喊打氣
總會想起中六時自己當社長的時光
後花園啦啦隊練習的歡笑聲 拍子聲
在雨天操場剪貼紙 畫BANNER時談的笑話
或是在運動場一起練習時所流的汗水
此刻都歷歷在目 盡現於眼前
轉眼間已兩年了
現在的我已不再是一個鄉中學生
以一個來賓的身份到來 感覺自是豁達不同
唱起校歌時 心中感觸更是良多
但與昔日一樣的 是大家對社的熱誠 彼此之間的照顧 特別是JOEY與ANTON :)
桃花依舊 面目全非
在陸運會中找得到的熟悉面孔已經不多了
再過一兩年 社員們也許忘記了我和祖宜這兩個舊社長
但很希望年輕一輩的元社人能盡情投入社員的生活
因為這裡是
一個你們能夠找到知己良朋的地方
一個充滿歡笑聲和美好記憶的地方
一個即使離開後 也能細味的地方
縱使可能我們彼此不認識
但很希望在下次叫起元社的口號時 會有... 共鳴 :)
元社人!大家都要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