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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觀書法展參觀書法展參觀書法展參觀書法展後感後感後感後感                 (華社 1973)     楊國興 

 從不認識如何欣賞書法這門藝術，所以至今未曾踏足過任何書畫展覽場地。最近得知一位相熟仁社學兄與同道舉辦書畫聯展，盛意拳拳下，抱着趁高興的心態赴會。踏進會場之初，如走馬看花般行了一圈，拍拍照片，無甚特別，一輪動作後，心開始定下來，嘗試細看那些書法，畢竟都是學兄們的心血，我雖是門外漢，不知應從何角度去觀賞，但卻被兩組字幅所吸引： 一組是用行草書寫的五幅「滿江紅」，整體一望便覺有一種攝人的氣勢，名將岳飛的形象，躍然紙上。另一組是： 六幅用不同書體書寫而成，是金庸小說「射鵰英雄傳」內武功降龍十八掌其中六式（見右圖左至右）：行書神龍擺尾、篆書龍戰於野、楷書潛龍勿用、甲骨文見龍在田、隸書亢龍有悔和草書飛龍在天），一邊看再加上幻想，六式掌法隱約呈現在六種書體內，學兄果然內功深厚，令我這個對書法一竅不通的學弟亦心癢再提筆操練。 

 

1 

德 明 會 訊

【 聲  明 】 （香港德明校會）之成立，一直秉持「一日德明員生、一世德明校友」為宗旨，以聯繫海內外校友情誼為己任。賴歷屆理監事之努力，多年來克盡所能，幸有所成。與海外各地校友會緊密聯絡，互相砥礪，促進全球校友團結，互讓互諒以發揚「德明精神」。茲聲明如下： （一）根據本會會務檔案紀錄，在本聲明發出日期前未有取消任何會員資格的決定。 （二）刊於本會《德明會訊》之通訊資料是根據各海外校友會提供或各會有所更改而更新，別無他意。  此致 全體德明院校員生                                      香港德明校友會理監事會 謹啟 ２０１２年４月１日 



論 成 功                (華社 73)  黎慶忠  回想零八年於中國北京空前創新完美舉辦的奧運中，中國人終能用實力去證明我們不是「東亞病夫」。 雖然我們所獲金、銀、銅的獎牌都不少，但奇怪的是人們往往只將眼光焦點放在第一位上，至於誰是銀、銅得主幾乎第二天就沒有人再記起了，這種殘酷的現實顯然是被媒體的偏頗報導所造成的，所以做成人們一般都認為只有能取得金牌的才是真正的成功，否則就是失敗者了。像這種不公的現象，不但沒有人去糾正，其歪風更漸次擴大至人們日常生活裡去，致使全球的新一代都有盲目一窩蜂地去追逐新興事物的趨勢，甚而形成種種生活上的壓力，就像有小學生因某一次不能再考獲第一就跳樓輕生；有醫科學生因女朋友生氣的一句說話而自殺，大好人生和前程都如此輕易就斷送了，這種風氣可真遺害不少，不知大家可有同感？  在我而言，則認為所有能参與比賽的運動員都是成功的，何解？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一位經過千挑萬選得以脱穎而出的國家隊代表，他們並非因有財有勢而被選中，亦並非在被選中後才開始練習，他們是在被選出之前許多年就已經為争取參賽資格而付出艱苦的訓練，多年來付出無數的汗水、時間。以不屈不撓的堅毅精神去忍受傷患的痛苦而不言悔。      就像零八年奧運開幕時，當中有一場表現就是由數佰人共同去撑起一個平臺，去讓一位古裝舞蹈員演出，但我們事後從幕後新聞中知道，當日演出的女舞蹈員並不是原先所安排的首選，只是後備而已，原因是在開幕前幾天的最後綵排中，首選者在搖動的平臺上不慎墜地，造成下肢重傷終生要坐輪椅，這種在運動場上背後鮮為人知的故事卻往往乏人報導，所以說每一位能出席奧運的運動員其實都是成功的。      雖然這種不公現象至今仍未消除，但他們為爭取成功的堅忍和決心的精神就好應該加以表揚，讓現今太有依賴性的新一代去學習，否則未來的社會就會缺乏進取的動力，而漸次像西方許多人去依賴福利制度，就像近年香港所出現的兩極紛爭一樣，相信這並非是吾等之福也。  除了運動界外，世上亦有很多人仕的成功例子是可以讓我們去學習的： １．偉大的科學家愛迪生一生中最大的貢獻，就是發明了電燈。他是用了 600 多種植物纖維和其他許多不同的材料做了接近2,000 次耐熱的實驗，才找出鎢絲在通電後能產生光而製造出第一個燈泡。就在愛迪生公佈發明了燈泡後，有一位記者隨之問他對失敗了如此多次才能成功的感受。他回答：「我從來都没有失敗過一次，那仟多次的實驗只不過是我從研究到成功所需過程中的不同步驟而矣！」由此可看出愛迪生為理想，為目標而永不言敗的堅毅鬥志。此外，1914 年十二月愛迪生化了大半生都在內研究的實驗室發生嚴重的大火，當火勢正猛烈時，愛迪生廿四歲的兒子查爾斯趕到並焦急地在濃煙和瓦礫堆中尋找其父親，忽然他看見父親正安然無恙，平靜地站在對面街上觀看着火場。查爾斯心想着「父親已六十七歲了，面對這樣重大的損失和打擊，真夠他難受呢！」，但正當他快跑到對街時，愛迪生卻先扯開嗓門叫道『查爾斯你媽在那裡？快快去找她來，否則她將會錯失有生之年也再看不到的景像了。』，愛迪生不單沒有為遭遇不幸而埋怨，反藉此去鼓勵自己再接受新 挑戰。翌日早晨，愛迪生站在全是灰燼的廢墟中說『感謝上帝，將我以前所有的錯誤都帶走；明天我又可以重新開始了。』三個月後，愛迪生就發明了世上第一部留聲機。 ２．上世紀二戰後美國有位年青人，他對朋友說戰後百廢待興，正是創一番事業的好機會，並揚言自己一定會成功的。可惜不久後這位青年被證實患上一種罕有的疾病，全身的肌肉會漸漸萎縮和壞死(食肉菌症) ，很快他已經瞎了一隻眼，他身邊的親人和朋友都想安慰他不要再妄想要做甚麼成功人物了，能好好活着自我照顧已不容易了。但他不單没有氣餒還說「我還有另一隻眼健在呢？」不久他又失去了一隻手，親朋都再次勸他，他亦回應「我還有另一隻手可用！」，不出一年後，他的一雙腳和僅有的一隻眼都没有了，此時親朋雖佩服他的毅力，但仍苦勸他放棄工作，可是他仍不介意地說「我仍然擁有生命啊！」在隨後的不到十年(五十年代) ，他終於成為美國一家最大連鎖百貨公司集團的大老闆，更成為美國無人不知的成功人物。 ３．近代台灣有一位年青的發明兼實業家，他因先天的殘障雙腳都不能用來走路，只能靠滑板用手來撑著走路，但由於他有不卑不亢，堅强不屈的態度與精神以及靈活頭腦，如今不但成為台灣無人不曉的成功人物，更有一位身體健全的美麗賢妻和幸福家庭呢。 ４．宋朝末年的宰相文天祥，他於亡國後由於不願為降元，所以被囚於地牢中七年，地牢四面皆為土牆，只有頭頂上由幾條牢固於地面的大橫木中透進 一些光線，而牢中囚人太多，故每人的活動空間極為有限，加上缺乏衛生設施，所以食、睡和大小便都同於一室，夏日炎熱無風、蟲蚊滋生，冬天進風雪，雨天就水淹，所以許多囚犯都經不起煎熬而死去，唯有文丞相能無恙地安渡七年，此全賴他堅定之忠義浩然之氣也。最後就因元帝成全了他「但求一死、誓不降元」的心願而能名留千秋。而他死後更留下經世遺言『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５．美國有一年青人，因母親於懷孕時誤服藥物，引致出生時出現嚴重肢體變異，全身只有頭及身體是正常，雙手雙腳幾乎完全萎縮，整個人看來就像企鵝一樣，雖成年亦不過三呎，但由於他有過人無比之生存意志，如今三十歲的他一切起居都能自理，甚至可以打高爾夫及游泳，過去幾年更獲美政府邀請作全國中學巡廻演講，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驗去勸諫了許許多多迷亂失落的年青人，使他們能尋回正確的人生路。 由以上的幾個例子可見，一個人的成功並非單靠有學識，有財富，有背景，而是在於能否堅持努力和有恆，在找到正確的目標後，能否以樂觀和積極的態度去面對困境，永不放棄及永不言敗，這就是成功的要素。 在今天這個反覆無常的社會裡，一般人遇上的困厄多為經濟財務及情感糾紛，相較於以上例子的主人翁，相信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所謂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人一生於處世應事中當常常出現有許多主觀(自己)和客觀(外境)的變數，並非人人都能遂心所愿，成為成功人仕，但所謂「求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我們能撫心自問，已付出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和努去面對人生，那怕只是一生平凡，僅能温飽，只要無作奸犯科，無損害於社會，無過於別人，那就無愧於心，人生亦一樣是成功的。   
最後容小弟以最後容小弟以最後容小弟以最後容小弟以『『『『    成功者遇事找方法去完成成功者遇事找方法去完成成功者遇事找方法去完成成功者遇事找方法去完成，，，，失敗者遇事找理由去推卸失敗者遇事找理由去推卸失敗者遇事找理由去推卸失敗者遇事找理由去推卸。』。』。』。』與大家共勉與大家共勉與大家共勉與大家共勉。。。。            2 



「史裡卡嚓」────────（（（（壹篇篇篇篇））））                            （建社 74）劉照昌  1111．．．．「「「「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     近看＜史記＞，想寫一些小故事，由＜陳涉世家＞寫起，暫名為「史裡卡嚓」，意思是為歷史拍照。影相要找好 景，第一個好景是： 陳涉是農夫出身，自己沒田，幫人耕田，累了，歇一會，悵恨地同伙伴說：「苛富貴，毋相忘。」 「你同我都係人家僱用來耕田的，怎會富貴？」陳涉長長地嘆了一聲：「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呢！」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一、「相忘」不是互相忘記，是我不會忘記你。所謂「時位移人」，又話「一生一死，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 態」，世情如此。富貴而不相忘，世間少有。 二、一個年輕的佃農，竟有這大志，叫做「鴻鵠之志」，好難得，尤其在亂世，這不是發白日夢，後來他稱王， 揭竿而起，必須有膽有識，有凝聚力。 下一個「史裡卡嚓」的人物是陳涉的粉絲，叫做吳廣。  2222．．．．別當真別當真別當真別當真／「／「／「／「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２２２２之之之之「「「「陳涉卡嚓陳涉卡嚓陳涉卡嚓陳涉卡嚓」」」」    「陳涉卡嚓」還有下文，先交代一下。 小桃問：「劉Sir，陳涉做了王，夠富貴啦，咁當年有田同耕的，有沒有找他呢？」「有的，那個人看見陳涉的宮殿 好華麗，仲同人講起陳涉以前耕田的舊事，大模施樣咁。結果，給陳涉殺了！」 小杏：「陳涉不是說過『苛富貴，毋相忘』的嗎？以為有著數添。」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一、不要把朋友／同事的話當真； 二、不要恃熟賣熟，保持安全距離； 三、有些人／大部分人只能同工作／共貧賤，不能共富貴； 四、……小桃、小杏，你們想想還有什麼？我累了，做個睡翁好了。  3333．．．．「「「「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3333之之之之「「「「吳廣卡嚓吳廣卡嚓吳廣卡嚓吳廣卡嚓」」」」    秦時，吳廣幫手押送人去戍邊，雨，吳故意激怒上司縣尉，縣尉真的拿起鞭子揪打，不只這，還拔劍想殺他，吳 當時反抗，奪去劍把那縣尉殺了。他向戍邊的人說，雨，過期，要死的，不然，戍邊也要戰死，死沒問題，不過 ，要死得有價值，要舉大名．．．．下面這句話讓後人記得他：「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這句話煽動戍邊的人 人心，也慫恿了後世千萬人的心，動亂／革命…… 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思考點：：：：    一、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中說到中國人個個都想做皇帝，如此說來，多多少少是這句話塑造了中國人的民族性， 打破了人性的階級性。 二、做上司的／管理層的千萬要小心，坐天下也不容易； 三、做人要奮進，中國人沒有古印度的種姓制度或階級習性。小桃、小杏，你們要奮起啊！  4444．．．．「「「「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之之之之４４４４「「「「薄姬薄姬薄姬薄姬」」」」上上上上    薄姬嫁給魏王豹，曹參奉劉邦命打敗魏王豹，把薄姬送入織造府。有一天，劉邦到那裡巡視，一見到薄姬， 嘆為天人，轉過頭，就下令把薄姬收為己有，安置在後宮裡。可是，劉邦太忙了，一年多了，竟忘了有這個美女 ，也許，劉邦太忙了！一年多也不曾寵幸她。她的命運真的這樣不幸？ 不！少年時，她、管夫人和趙子兒三個女孩子很投契，彼此相親相愛，她們曾立下誓言：「先貴毋相忘。」 後來，管夫人和趙子兒得到劉邦的寵幸，又富又貴了。那麼，有沒有忘記這個金蘭姊妹呢？讓她冷落在深宮裡呢 ？事見＜史記•外戚世家＞  劉Sir：「累了，明天再講。」  5555．．．．「「「「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史裡卡嚓」」」」之之之之５５５５「「「「薄姬薄姬薄姬薄姬」」」」下下下下    一天，劉邦就跟這兩個美人在河南宮的成皋臺上聊天，這兩個美人說著說著，卻說起當年的盟誓的小故事來。料 不到劉邦生起憐香惜玉之心，就在這一天，召見薄姬，並且讓她陪伴過夜。薄姬不只美麗，而且是個有心計的女 人。當晚，她對劉邦輕聲說：「我昨晚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見有一條蒼龍盤據在我的腹上。」漢高祖安慰她 說：「別怕，那是貴徵，這樣吧，我成全你啦！」就是這樣，一幸，只是一次，就有了身孕，後來生了個男的。 這個男嬰，就是後來的孝文帝。薄姬就做了皇太后。劉邦以後就沒有再親近薄姬。 ＊＊＊   ＊＊＊   ＊＊＊   ＊＊＊   ＊＊＊   ＊＊＊   ＊＊＊   ＊＊＊ 小雨、仲炳，你們聽完這個故事，有什麼領悟？ 小雨：「第一，機會不會多，也不必多，一次就夠。不過，要好好把握。第二、要成功，有時要講大話。對麼？ 劉Sir！」 「仲炳，你呢？」 「仲要有人脈，不然，就少了機會，一個機會也沒有了。」 「仲炳，要補充一點，男人容易被女人騙，被漂亮的女人騙，甘心被漂亮的女人騙！哈哈。」                                                                                                                                                       3 



      本頁照片由復社（英文部）梁玉霖校友提供（箭咀示） 大部份照片都是攝於 1959-1962 年間，有些是畢業照，有些 是在慶典及校運會活動合照，各位請留意，原來英文部學生 冬季校服（右２圖）及夏季校服（右４圖），與中文部之款 式是不一樣的。                                     鄭潤材校長於 1960 年一次晚會活動與話劇表演同學合照 
 

 

 

 

 

 

 

 

 

 

 

 
                            謝秉鈞主任與畢業同學合照 

 復社同學於一次晚會表演話劇後合照 

 

 

 

 

 

 

 

 

 
                      1959 年英文中學畢業同學合照 1961 年校運獲獎後合照 

 

英文部勇社畢業金禧           各位英文部老師／同學／校友，你們好， 今年是 英勇同學畢業金禧年，希望留港英文部老師／同學／ 校友都能出席今年十一月校友會聚餐晚宴（每年都在 旺角倫敦酒樓舉行）， 除聚舊外還可以交換同學及老 師的近況。 英文部勇社於 1962 年成立，（我們畢業當年英文 部各班社都是由謝秉鈞老師一手促成）， 算來已是五 十年前的事．期待與各位席上相見。  電聯.： 英勇 原健治(K. C. Yuen, mobile phone 9019 7226)。 伍仲鵬 email address ： gnapqnuhc5@gmail.com （gmail 跟 yahoo 有時唔係好夾， 留意）。             1962 年英文小學畢業生合照                                4 



  曾經成為「德明」莘莘學子飯堂，尤其夜校同學

盤踞之地──「美而廉餐廳」，已於月前結業，今改 

由其他店號繼續經營。 

「美而廉餐廳」素以價廉物美為名，全盛時總分

店共三間。由於該店毗鄰母校，老師及同學經常在此 

「祭五臟廟」或「嘆茶」的「聚腳點」，今已成歷史 

陳跡，奈何！ 

 

 

            看價目牌較當年已廿多翻  
                  唯獨舖面、招牌及店內座位則維持「五十年不變」 

 

 

 

 

 

 

 

 

   看看！歲月的留痕 

 

 

 

尋 人 台大化工系正在創立他們 NTU66ChE 全國網站「台大化工系」執事人，現 透過關潤錚校友尋找勇社張念文同學 需找尋他的通訊資料，如有聯絡： 

Ayckwan <ayckwan@aol.com>, 

 

 

【 全全全全 球球球球 號號號號 召召召召    最最最最 後後後後 召召召召 集集集集 】 
 

第六屆全球校友聯誼大會鐵定於 2012 年 7 月 21 日，在美國波士頓舉行聚餐，22 日安排市內一天

遊，晚上懷舊晚會讓各校友再次聚首一堂，暢談昔日學園趣事！接着是 3 天旅遊節目。從 2002 年第一

屆香港開始，每兩年分别由各地校友會接辦，歷屆大會統籌都花上不少人力資源，務求令來自世界各

地校友增添美好回憶！今屆主辦之紐英崙校友會，為眾會中規模最小，會員人數祇有數十人。而於去

屆多倫多大會中，毅然接捧作為第六屆主辦單位，其熱誠、魄力確實令在場校友讚賞。 

從網上看到各地校友已紛紛報名出席，部份香港校友獨立向大會報名，亦有經校友會協助辦理參

加一切事宜。本人可惜有事未能參與其中，但仍希望香港校友踴躍參加，大力支持正在默默耕耘的籌

委們。香港人生活緊張繁忙，如需太早決定實在有些困難，所以接受我們稍為延遲截止報名日期。校

友們，那還在想什麽呢？立即計劃行動，收拾行李起程。 

 

 

敬歉！ 有關本會第十期會訊第６頁報導會慶《有朋自遠方來》之圖片說明錯誤，謹表歉意！並多謝凱社陳有及陳有昌兩位校 友指正。由於是晚校友參加者眾，尤以海外來客眾多，辨認疏忽，致有所誤！實應為「加拿大來客」。                                                      5 



 
 
 （夜勤 71）  林公俠   

吳哥窟吳哥窟吳哥窟吳哥窟    這個地理上的名字，從一開始在腦海中，便是一個感覺神秘而令我產生好奇的地方。吳哥窟是在柬埔寨的 暹粒省境內。我只知道柬埔寨在波爾布特統治時代，政府殘暴不仁，殺人如麻，民不聊生，其他方面，所知不多，如今波 爾布特政權已經成為過去式，人民已可從新開始生活。適逢校友會擧辦到當地旅行團，正好趁機滿足一下存於心中已久的 好奇心，近距離看看這個神秘的國度。  出發前旅行社在酒樓舉行茶會，當大家接過行程表一看，不其然發出驚訝的聲音：「嘿！乜我哋坐《埃塞俄比亞航空》 班機呀？從來沒有想過！」，莫不表現出意外的驚訝，幸好得到李文強理事解說，大家的信心回來了。  行程的安排是先飛泰然後過境柬國，抵泰時已是午夜時分，翌日晨早便開始出發往柬。此行共有三十三名團友，絶大 部份團員都是校友及其另一半，雖有數位年輕友人，但大部份是名副其實的耆英團（唏！不要罵我年齡歧視，耆英本就是有 修養長者的稱號），但言談舉止卻有如小孩子一樣，車上整天洋溢著此起彼落的歡笑聲，尤其文強兄詼諧幽默的言談，引 得大家笑個不停。  柬國地勢如一個大盆地，只在邊境附近才有些丘陵地帶，所以沿途所見，均是一望無際的耕地，種滿各式各樣的農作 物，導遊也不時給我們介紹其中所種的物種，增進我們的知識。其間行車兩三小時，所見景像皆如是。我們在香港已看不 到的耕牛．．．水牛，和當地一種體型較瘦的白牛，經常出現在田地上，可見當地人是以種植務農為主。柬埔寨雨季由四 月開始，幸好我們遊覽的月份尚未踏入雨季（明智的選擇），日照非常充足，而當地的人大多是皮膚黝黑，一般來說對人 十分友善。這是個比較貧窮的國家，但不知是否我們所到的地方，多屬旅遊景點，在巿面街道旁我是看不見有人行乞，只 見人們都在努力工作，以自己雙手和勞力賺取生活。  今次遊柬有五個景點，包括《吳哥窟》、《巴戎寺》、《女王宮》、《塔普倫寺》以及《洞里薩湖》。 
《《《《吳哥窟吳哥窟吳哥窟吳哥窟》》》》──名字給人的印象是一個大石洞似的，其實它 並不是石洞，「窟」是音譯，是「寺」的意思，即吳哥寺。建於 十二世紀時的吳哥王朝，全部用石材歷時三十多年建成，是供奉 「毗濕奴」神的。由十五世紀左右，高棉人因戰敗被迫遷都金邊 ，放棄吳哥，從此漸漸被森林覆蓋四百多年而不為人知，直到 1861年，法國生物學家為找尋熱帶動物而來到柬埔寨，意外發現 吳哥有宏偉驚人的建築群，還出版遊記，大力宣傳，吳哥窟才從 新為人所認識，現在是世界建築七大奇景之一。寺廟是採用長方 形建築結構，外圍有廣闊的護寺河，所見河水平靜碧綠，四周樹木蒼翠靑葱，景色怡人，予人寧靜致遠的感覺。入口處是寺的縱軸，有一廣闊長堤直達寺門外建築，建有三個不太高的塔，各塔頂裝飾因年月久遠，表面已剝落至不能辨認，進入外寺門後，五個較完整的高塔即呈現眼前正前方，但又需要走過一長堤方可抵達，在長堤尾段左面泥地上，有一抹淡水池，水中無數紫色睡蓮正在盛放，無比美艷。而這片寶貴的水面，正是攝影師利用來拍攝出吳哥窟美麗倒影的招牌相片所在。這五個高塔，正中的一個最高，也是所 供奉之神所在地，四邊均有石階登上，非常筆直危險，現時只在其中一面石階上加設兩度木 板式梯級，配上鐵枝扶手，供遊客上落用，一來可避免對石階的損壞，又比較安全，其他三 面均已封閉，不能攀登。（據聞早前有一法國遊客的太太因攀登石階失足跌下致亡，其夫捐 款建造以杜後患，真的善心！）為表對神靈的尊敬，凡衣物長度短於膝蓋者，一律禁止登上 主塔，以示對神尊敬。其餘四塔分佈於四角，比主塔略矮，有走廊互相連接，結構工整。寺 的第二層牆壁上，刻有連綿不斷的浮雕壁畫，延伸數十公尺，描繪著人們的生活情況，有些 是關於神靈故事，有些是戰爭場面的，一如其樑柱的浮雕，都是雕工精細，人物均栩栩如生。  

《《《《塔普倫寺塔普倫寺塔普倫寺塔普倫寺》》》》──給人印象最深者，非盤結於廟宇建築之上的大樹莫屬，而且亦是「盜墓 者羅拉」電影的拍攝場地。這種樹當地人叫卡波克的蛇樹，其根莖非常粗壯而有光澤發亮，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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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樑柱、盤繞屋簷、包住門框，緊密地裹住神廟，枝幹有力地向天攀升數十米，有把寺廟吞噬的氣勢，蔚為奇觀。由於吳哥遺世四百年，照推算樹齡都已超過四百年了。導遊說這廟是由賈耶跋摩七世為紀念其母親而興建，所以又稱為「母廟」。大家都不放過目前這麼宏偉的奇景，紛紛拍照留念。 「哎哟！點解多咗一條根嘅？」 
《《《《女王廟女王廟女王廟女王廟》》》》──又叫女王宮，這寺廟的規模比其他寺廟較小，包括其入口以及 窗 框 等 都 較 為 細小，有時進門也要彎起腰才可通過。這裡我最為欣賞的地方，是它的石刻作品，很有立體感，有「吳哥藝術的鑽石」美譽。還 有一特式，廟內所有建築和雕刻，材料都是一種紅色砂岩做成， 雕工十分精彩細緻，靈瓏浮突，令人嘖嘖讚賞，當日陽光充沛， 照在這些紅砂岩浮雕上，覺得分外立體，百看不厭，這方面其他 寺廟皆不能及。牆上雕刻經常看見一個小仙女，剛巧我聽見旁邊 一位說普通話的女導遊介紹給她的人客說，這雕像很美，有「東 方蒙羅麗莎」的美譽，我也不失良機，舉機攝下。原來仙女名字 叫「阿拍莎拉」（Apsara）,  我們所往的酒店正是用這名字的。 
《《《《巴戎寺巴戎寺巴戎寺巴戎寺》》》》──即大吳哥（吳哥窟叫小吳哥），在大王城內，是面積很大的一所廟，其最獨特標誌是幾乎所有塔上東南西北方向，都有四面頭像雕塑，頭戴皇冠，面帶笑容，被稱為「高棉的微笑」，據說是賈耶跋摩七世自己的面貌，難怪擧目所見，多不勝數，無處不在。我們從南門口入寺，先要經過跨護城河的陸橋，橋左右各有數十個雕像，左面的是天使，而右面的卻是魔鬼，難怪回程時大家都走到左面拍照；門頂塔上已經見到四面佛的雕像，但是，廟大卻門小，我們要預先轉乘十多座位的小車才能進門哩。 

 雕工十分精彩細緻，靈矓浮凸具立體感，令人嘖嘖讚賞        無論你朝向那方，總會看到臉帶微笑的佛像，令你心情開朗   佛像的每一部份均由石塊雕砌而成，所用人力不可思議  
《《《《洞里薩湖洞里薩湖洞里薩湖洞里薩湖》》》》──是境內最大的淡水湖，湖水都是 泥黃色的，行程安排坐船遊湖四十分鐘，看看當地打魚人 的生活。他們很懂得利用天然物資，在湖面上浮著而面積 不小的房屋，屋下都是利用大大綑的竹子承托，經濟又環 保。可能這裡已經成為景點，本來很簡陋的入口正在大興 土木，遲些景觀會截然不同了。我們到此還有另一目的， 是要探望這裡一間專門收容孤兒的學校，帶一些文具餅食 等，送給學生們，作為一點小小的關心，希望他們心靈上 得到一點點鼓勵，增強信心面對前面成長之路。校舍只是 一個簡單的金字頂木搭的遮陰，幾張長書桌，木長凳，好像連黑板也欠奉，年齡很參差，由三、四歲至八、九歲，約二十多 人，大家分別派發禮物後，拍了相片便怱怱道別，可能我們人數較多，小朋友們表現出不知如何反應，但卻很守規矩，不會 胡亂打開禮物，不知是否長時期受極權統治而不敢妄動，直到我們離開班房告退，才見到他們露出笑容揮手道別。 總結今次遊柬埔寨，是非常的開心，也見識了很多新事物，縱使大家分屬不同年份，不同屆別，但都是德明校友，很 快就能熟落，互相照應，很有歸屬感，希望在以後擧辦的旅行團裏，大家又再踫面，繼續享受開心旅遊。      7 



                                          全體團友攝於吳哥古城前                                                          建於洞里薩湖浮筏上的校舍            站在《巴戎寺》前護城河大橋兩旁的雕像 左邊是──「天使」；右邊是──「魔鬼」             團友與孤兒院學童合照        校友會與各團友送贈的文具、糖果、餅乾及衣物用品等                                                     樹能生長在屋簷上，根部粗壯蔓延於牆壁上、蔚為奇觀 「騎牆派」你見過未？            左邊是樹幹粗壯樹根蜿蜒於地上百多呎與旁邊團友比例可知多麼巨大？     本文作者站在樹根下是多麼的渺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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