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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父親教導我的日子 

重點摘要

／ 丘成桐一九四九年四月出生於廣東汕頭，十月初即因國共戰亂，一家

七口和外祖母一家移居香港。

／ 丘成桐的父親丘鎮英，飽讀詩書，負笈東瀛。日後奔走於香江，教育

英才，廢寢忘食，成為丘成桐終生的典範。

／ 丘鎮英喜談西方哲學，樂與學生談古希臘哲學，啟迪旁聽的丘成桐，

法古聖先賢之思想，以宏觀的胸懷，終生浸淫於數學

作者　丘成桐 中學以前的教育和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多采多姿，我學到了影

響我一輩子的知識，繁花如夢，何曾夢覺，對我影響最大的

仍然是我的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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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父親就讀的早稻田大學

父母結婚照

父親丘鎮英攝於汕頭

作者簡介

丘成桐為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費爾茲獎、克拉福德獎、沃爾夫獎得主。為幾何分

析學之大師，學問出入於數學與物理之間。中央研究院院士。科普著作有《空間

的內在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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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先父的百歲冥辰，我已年過六十，回首這些年來的所作所

為，無論在學術上和處事為人上都深受先父的影響。我在數學上或有異

與同儕的看法，大致上都可溯源於父親的教導。我在這裏述說我少時的

經歷和當日父親教導我的光景，或可作為諸位的一個參考。

我父親丘鎮英在廣東省的蕉嶺縣長大，蕉嶺縣是一個比較偏僻的小

縣，毗鄰的梅縣則為大縣。兩縣居民以客家人為主，我母親是梅縣人，

所以我們家中以客家話交談。我的祖父丘集熙曾做過丘逢甲的幕僚（丘

逢甲乃是臺灣抗日時的副總統），並創辦學校和行醫。祖父早逝，家道

中落，賴四伯艱難苦撐，教先父成人。

我父親幼時好讀書，除經史外，亦飽讀群書，又好創作，酷仿駢

體，吟風弄月。父親年幼時亦受祖母影響，受佛、老莊影響甚深，多遊

俠觀念，後受西方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斯賓諾莎
（Baruch Spinoza）之思想薰陶，言行則學曾國藩，而梁啟超之著作亦
影響匪淺。

我的外祖父梁伯聰是前清秀才，在梅縣中學教書，詩畫都屬一流，

門生眾多，父親和母親結婚時，他贈送我父親一首詩：「能使歐公讓出

頭，眉山原不等庸流，⋯⋯」說的是歐陽修在蘇東坡出身時賞識蘇東坡

的事情，可見父親當時的文采。

父親畢業於廈門大學，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經濟。年青時

以抗日為志，曾讀軍校，以身弱不克完成軍訓，遂從政。抗戰勝利後，

成為聯合國救濟總署在潮汕區的委員，因清廉而屢得獎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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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亂漂泊到香港

我在1949年四月出生於廣東汕頭，父親繼承家中傳統名我為成桐，
字我為鳳生。1949年十月初，父母親攜帶一家七口和外祖母一家坐漁船
到香港，留下了由母親用父親薪水投資得來的一些產業。父親決定在元

朗定居，當時以為很快就會返回汕頭，並沒有作長久的打算。他與朋友

合資創辦了一間農場，以維持生計。其實父親對農場並無經驗，只是聽

從朋友的建議。但是開農場並不簡單，過了兩年農場就倒閉了，家中大

困。再無法維持親戚的生計，外婆一家人也就搬離我們家。

我們一家人則搬到元朗一間大屋叫李屋的，幾家人合住，屋中沒有

電燈，父親晚上看書用小油燈。也沒有自來水，每天到河裏洗澡，我那

時才三歲不到，水深時不敢下水，母親和年紀比較大的姊姊們則到河邊

挑水回家。我和哥哥幫忙做一些瑣事。有一次在倒垃圾時竟由二樓沿著

樓梯滾下來，母親帶去醫院在額頭上縫了幾針，至今疤痕猶在。

父親每天到香港島祟基書院去教書，當時崇基還在港島。父親由凌

道揚博士安排，在崇基教經濟、地理，他又跟從陳樹渠（陳濟棠的侄

子）創辦香江書院，教文史哲。當時教授的薪俸以鐘點計，少得可憐，

上班要坐腳踏車後座到元朗市搭乘公共汽車，再坐渡海輪船過海然後再

坐公共汽車，單程就須要一個半到兩個鐘頭，所以總是到了晚上才能

回到家裏，晚餐後已經很累了，還要準備講義。母親則一面維持家中生

活，一面到判頭處找一些能夠在家裏做的工作，這些工作包括繡花、穿

珠、塑膠花等手工。我父親還有一個養女叫妹妮姊的與我們同住，年紀

比我們大，她和母親在家中做著辛勞的工作。

1949年 我坐於母親懷裡，旁為大哥、三位
姊姊與親戚。攝於汕頭。

母親、大哥與我攝於元朗。

我出生不久，與父親合影。攝於汕頭。

崇基學院馬料水校園（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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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屋住了一年多，因為離元朗市區太遠，我家遷居到一間比較近

市區的獨立小屋，旁邊有農民用來曬牛糞的小廣場，風一起，牛糞滿

天飛，所以我們叫這間屋為牛屎屋。在農村生活雖苦，我們一家人倒

是樂也融融。我自造風箏來放。母親養了雞，我和哥哥則到田裏和小

池塘釣青蛙來餵雞。有時也到河邊釣魚，或到田裏掘農民剩下的地瓜。

當時看著農民春耕時，鞭牛犁田，在冷水中幹活，實在辛苦。樸實的農

村生活，卻使我緬懷。聽著農民談種田的心得，看著他們祭祖和結婚的

儀式，都很有意思。春天時禾苗綠油油一片，生氣盎然。夏天則禾草茁

壯，水田中還有水蛇、黃鱔和青蛙。秋收時則到處是金黃的禾稈，可以

感受到農夫們喜氣洋溢的氣氛。以後我讀陶淵明的田園詩，也能領略他

描述的鄉村風味。

我五歲時，父親決定讓我去讀小學一年級，先去報考公立小學。考

試題目很簡單，每個學生都要寫從1到50的阿拉伯數字，但是我自作聰
明，認為中國書法從右到左。所以我寫這些數字時，也從右到左，結果

考試不合格，上不了這間公立小學。於是到一間鄉村小學上學，每天單

程要走30多分鐘，母親堅持我帶雨傘，由於我當時身材還小，帶了雨傘
就像一個冬菇，所以姊姊們叫我做「冬菇」。當時的生活實在很苦，父

親去上課，母親盡力去找手工做，找不到工做時，早上不知道晚上有沒

有吃的，媽媽有時去教會或救濟機構拿到麵條和麵粉才能飽餐一頓。

在元朗這五年間，我妹妹成琪和弟弟成棟相繼出生，加上父親的養

女，一家十口。晚飯能夠有肉食，就算是很幸運了。所以小時都希望過

年，因為過年時總有雞吃，但卻不知道父親是借錢來過年的。家雖窮，

父親每年歲末三十必祭祖，讓我們記得我們祖父母們建立的家庭傳統。

我家有個很特別的傳統，我祖父不希望後人做狀師，因為做狀師要把持

公正，並不是容易的事，做得不對時，往往會傷天害理。

我每天上學從家裏到學校要經過外婆家，外婆和姨媽住在一起，有

一次我路過她家時，外婆叫我中午到她家吃飯，說有好東西吃。結果吃

中飯時，外婆提供的是白飯和醬油，到如今還記得外婆滿足的笑容。

我小時候身體弱，早上到學校時，總有一大群鄉村兒童欺負我。有

一次他們甚至向老師誣告我。老師信以為真，使我無端受到老師懲罰，

我因此受驚得病。一年班下學期就留在家裏養病，有相當長的時間在

發燒，由父母親悉心照顧，常發惡夢，至今還記得父親坐在床沿唸經達

旦。幸賴母親餵我湯食，身體才慢慢地好轉過來。還記得母親餵我食

藕粉的滋味。在這麼窮的環境，母親也還捨得花錢來餵養我比較好的食

物。有了自己的小孩後，才知道父母撫養孩子的心情。

崇基學院早期在港島的校址

崇基學院馬料水校園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提供）



數 理 人 文 71

美好的沙田時光

在這一年，姊姊、大哥和我都到大圍的沙田公立小學上課，我讀二

年級，每日背著書包走路上學，覺得很累，往往走到半路時不肯走了，

鬥脾氣，父親總是叫三姊扶我回家。大哥比我聽話，但是突然生病，時

有發燒，看醫生也沒有發現毛病是怎樣產生的。過了十年後，才曉得是

腦瘤作怪。

在沙田排頭村住了一年後，父親又決定遷居到沙田下禾輋的龍鳳

台，此地靠山面海，環境舒暢。我們的房東叫余福，住在房子一樓的右

方，共兩房一廳，面積不大，一家十口住在兩個房間裏，確是擠擁。剛

開始時，孩子們還小，倒也親密愉快，在這裏住了七年，可以說是我童

年最愉快的一段日子。

1954年，淩道揚博士和父親說服了馬料水的丘姓客家人讓出他們
的西洋菜田給崇基學院辦學。我們一家人也搬到沙田排頭村居住。搬家

時，我們坐貨車到了沙田。從沙田一間寺院租了一幢房子的第二層住，

沙田風景與元朗大不相同，在爬上半山時，山上有巖壁，泉水涓涓而

流，山壁上的芒箕別有一番風味。我們住的地方叫做英霞別墅，長滿大

樹，有荔技和李子樹，開始時我們覺得很新鮮，以後才發覺住宿陰暗，

容易生病，珂妹卻在此時出生，因為妹妮姊已經嫁人，家中還是十口。

攝於家後山上。1958年。

全家福。1955年沙田龍鳳台。

我三歲某次氣憤大哭之後，攝於元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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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和鄰居相處和睦，住在我們隔壁的一家姓

周，他們有兩子一女，我們叫他們八哥、九哥和港

珍。樓上亦姓周，我們叫他們夫婦做大周哥、周大

嫂。我們剛到時，他們有三個女孩，以後則多了個男

孩，他們找了我父親替小男孩命名，叫做周基典。過

年過節時，所有小孩一齊聯歡，甚為熱鬧。中秋節則

吃月餅、玩燈籠，過年則送紅包、放鞭炮、煙火、玩

紙牌、狀元遊街等遊戲。九哥、哥哥和我年紀相約，

常在一起玩耍，有時打波子、捉迷藏和爬山。周伯母

很喜歡我們，視我們如親生兒女，總是將最好的食物

給我們吃，也帶我們到海邊游泳、挖蜆、捉螃蟹。以

後他們家搬到港島住，還常和我們往來，有一次我病

得相當嚴重，母親帶著我住在她家裡看醫生，有一個

禮拜之久，她悉心照顧，使我畢生難忘。

在我們這個兩層樓的房子旁邊還有一個小別墅，

住了一家人姓王，兒子叫王世源，他們住的環境比我

們舒暢得多，是他姊夫的物業，他姊姊每月只來這裏

住一兩天，一切以他姊姊為中心。他母親叫做王婆，

不太看得起窮困的我們。她女兒有時帶朋友很晚回

家，到中午才起床，我們的讀書聲吵醒了她，所以王

婆常來干預我們讀書，有時會弄得不愉快。她們有個

傭人叫銀姐，烹調很出色，有時會送點心給我們吃。

我母親也會禮尚往來。他們家有一大片竹樹，還有一

塊極為潤滑的大石頭，我常在這大石頭玩耍。

離我們比較遠的一家人姓黃，他們有一個很大的

房子和花園，他們叫他們的房子做江夏台，他們有四

兄弟，生活相當美國化，小孩子看的連環圖也是用英

文寫的。他們都是虔誠的基督徒。他們的花園，林木

清翠，風景秀麗。還有一個很漂亮的乒乓桌子和一個

很大的養魚池，他們對我很是友善，所以我也常到他

家玩耍。

沙田公立小學在大圍的一個小丘上，我們每天一

早沿火車路走到沙田火車站，再坐公共汽車上學。當

時公共汽車每程需一毫子，有時我們就沿著火車軌走

路上學，省下的錢可以買雪條吃。

到如今，龍鳳台六號仍然是我一生最懷念的地

方。在這裏有高大的鳳凰木，夏天開著火紅的花朵，

有青蔥的竹樹、松樹，還有高大的白玉蘭，春天時

在翠葉叢中長滿了潔白如象牙般的花朵，芬芳而美

麗。我們自己又栽種了玫瑰花、牡丹花、海棠花、薔

薇花、茉莉花和爆仗花，春夏之交，花朵盛開，對著

深藍的海水，讀書聲合著松濤聲，院子雖只容三數

人坐，感覺卻如人間仙境，尤其在月明之夜，月光照

在海上的倒影，使人心曠神怡，讀著蘇東坡的〈赤壁

賦〉，直有羽化而登仙的感覺。

在這裏，我們有電燈，但水卻從山溪引出，儲在

小水塘，再用管子引到屋裏，但是在冬天時，山水不

足，往往要與另外一個溫姓人家爭取水源，屢有糾

紛。這家人在當地居住比較久，可以說是土豪罷，往

往炫耀他們熟悉多少個警察，有恃強之勢。

在缺水時，他們將我們三家人共用水塘的水渠用

石頭和草泥堵塞，使山水專注到他們的水塘，所以每

當缺水時，九哥、哥哥和我及三姊就爬上山去拿開這

些堵塞物，卻因此而產生了不少摩擦。但是秀才勝不

過強樑，往往忍聲禁氣，有很多個晚上，溫氏阿嬸站

在當道，張大嗓門，辱罵我們兩個鐘頭之久，我父親

和他的學生們也只能作壁上觀。直到有一年，我們

附近搬來了一家潮州人，他們有十個年青力壯的小伙

子，在一天深夜，拿了木棍與土豪大戰。還記得大戰

完後，在大路上，十名大漢雄赳赳的一字兒排開，一

時冷月無聲。雖然不能說自此太平無事，土豪家的氣

焰卻收歛不少。這事情對我印象深刻，瞭解到自衛能

力的可貴。

凡事有弊亦有利，由於常到山上「放水」，我和

兄弟姊妹們卻走遍了山上的大石，尋花覓草。山上有

一山溪在山巖上流下，夏天水多時有如瀑布，所以我

們命之為「瀑布」，我們常到該處流連，捉小魚、小

蝦、昆蟲，山上有一大片花卉，有杜鵑花、牡丹花、

吊鐘花，在春天時去看，有如花海。微雨過後，水滴

花朵，鮮麗可愛，徘徊其中真是樂也融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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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姊妹與鄰居周炳華、周廣珍合影。 
1955年沙田龍鳳台。 丘成桐全家

除了我的父親外，我的母親梁若琳是全

家的支柱，父親過世後更獨立支撐全家的生

活。她在1979年伴隨大哥治病來美。大哥

死後，移居加州洛杉磯蒙特利市，度過她一

生最無牽掛的歲月。1990年逝於癌症。

我有三位姊姊。大姊成珊1941年生於

老家梅縣。她念英文中學至初四時，赴英國

讀護士課程，現居於英國。二姊成瑚1943

年生於梅縣，小時負責管教我，後因送到澳

門寄宿學校染上惡疾，於1962年不治。三

姊成瑤1945年出生，後任小學教師，2008

年過世於美國。

我的大哥成煜1 9 4 7年生於汕頭。

我和大哥最親，大哥在中文大學主修中

文，1968年卻因發現腦疾開刀，後來腦疾

復發，1979年赴美就醫，1984年過世。另

外我的妹妹成琪1950年生於香港，弟弟成

棟1952年生於香港，小妹成珂1955年生於

香港。他們現在都定居美國。弟弟和我是同

行，現為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數學教授。

　成瑚 　成瑤 　  成珊  　　　　成棟　　　 父親
成煜 　　成琪　 成桐　　　 母親抱成珂

過年時三姊和我會去山上採集這些花朵回家擺設

在花瓶裏，我自己則弄了一個大水缸養一些捉回來的

魚、蝌蚪和其他小動物。也養蠶蟲，鬥蟋蟀，還有一

種叫做豹虎的，常到山上找這些小昆蟲，我會用龍吐

珠，這種植物的肥厚葉子做成盒子，將這些昆蟲養起

來。有一次看到樹上有蜂巢，和朋友用竹竿去採蜂

蜜，給黃蜂叮了很多包包，過了很多天才恢復過來。

我和哥哥喜歡下跳棋和象棋，至於打乒乓球，沒有桌

子，在地上打，所以始終沒有學好。我們又喜歡放風

箏，往往風箏在天上飛時，他人的風箏飛過來和我們

的線絞在一起，將我們的線弄斷了，以後才知他們是

故意的，但我們也沒有辦法。

母親在屋後養雞和鴨，卻引來了蛇和老鷹，打蛇

和捉鷹都是相當精彩的節目，由我們的鄰居主持。我

們都喜歡在母雞生蛋時，到處尋找這些蛋，又喜歡餵

養這些雞和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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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的教導

從小學開始，父親教我們唸唐詩宋詞，從簡易的

開始，我們在山上朗誦這些詩詞古文，看著大自然的

景色，意境確是不一樣。

那時候家境窮，但是渴望讀小說和課外書，記得

隔壁八哥家有一位叫做沈君雄的年青朋友到他們家住

了一個多月，他從南洋來，熱愛共產中國，要回國服

務。他留下了一大堆書籍，其中有種種不同的演義和

章回小說，包括《說岳全傳》、《七俠五義》、《薛

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等，還有魯迅先生的短

文，八哥送了給我看，我看得津津有味。當時金庸先

生開始辦《明報》，每天寫一欄武俠小說，我們很興

奮，爭著去看。但是往往中間有間斷看不到的日子，

幸而隔壁的王世源兄會購買全套的金庸小說，他也願

意借給我看。給父親知道了，認為這些書文意不佳，

不挺滿意，叫我們不要浪費時間。於是我就偷偷地

看，躲在床上或上洗手間看。

為了彌補我讀課外書的不足，父親買了一些國內

外名著，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

記》，還有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安徒生的童

話、荷馬的史詩、但丁的神話、歌德的《浮士德》等

書籍給我讀。他還向我們解釋這些書籍的精義，讀《

西遊記》就提到意馬心猿的意思，讀《水滸傳》則提

到農民的艱苦引致農民革命等等事情。那時我還小，

沒有這些深入的想法，只會惋惜孫悟空不能逃過如

來佛的十根手指，也對林沖棒打洪教頭的故事覺得興

奮。父親認為這些章回小說裏面的詩詞佔著整個故事

的重要部份，所以要我背誦它們，初時實在也覺得困

難。但是《三國演義》裏面的諸葛亮祭周瑜文、《紅

樓夢》黛玉葬花詞等都寫得很好，唸熟了也開始喜愛

它們了。

從九歲起，父親要我們每天習毛筆字，臨柳公權

和王羲之的帖，當時我們鄰居幾個年青人每個星期聚

在一起，比賽寫毛筆字，由父親做裁判。我還小，沒

有資格參加比賽，在旁邊觀賞，覺得這種有益身心的

比賽很有意思。

父親又開始教我們唸古文，由淺入深，開始時唸

〈禮記檀弓篇〉嗟來之食，又唸陶淵明〈五柳先生

傳〉，回想起來都是跟做人和讀書有關的文章。父親

去世後，我們家窮困得不得了，不斷要對付的問題就

是要不要吃「嗟來之食」，至於陶淵明說「好讀書，

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則是我歷來

讀書的習慣。有濃厚的興趣去讀書，最為重要，即使

開始時不求其解，在時間的積累下，慢慢也「解其中

意」了。

以後讀王勃的〈滕王閣序〉、〈蘇武答李陵書〉、

〈弔古戰場文〉等，長篇難解，但是父親下班回家

後，要我背誦這些文章，他拿著書，我一面偷看一面

唸，他也讓我及格過去，現在想來他是有意讓我偷看

的罷。但父親和我有時也一起去欣賞這些古文，記得

我們在讀〈西門豹治鄴〉到河伯娶婦，巫婆下水時，

我們相視大笑，有如父子互相切磋學問。

我們家境雖貧，但香港經濟卻漸有起色，相對來

說，中國正在進行大躍進，從報紙上可以看到當時中

國農村饑荒的慘狀，我們家住的地方離火車軌不遠，

每天看到從火車上運載的牛和豬都很瘦瘠，這些畜牲

都是替中國爭取外匯的，卻沒有足夠的飼料，可見當

時中國貧窮的光景。父親也開始明白到短期內無法回

返家鄉了。他和凌道揚校長跟一位朋友叫王同榮的開

始籌辦銀行，本來計劃由父親到南洋去集資，由於人

事的關係沒有成功。從此我也知道謀事的艱難。

我這時長大了些，也能夠替父親送信或送禮給他

的朋友，錢穆先生是新亞書院的校長，他住在西林寺

附近，父親有時從沙田火車站走到他家裏聊天，我站

在旁邊，也學了一些歷史和哲學上的知識。錢師母對

我們很好，過年時除了給我們紅包外還送禮，有一次

送了我們一個豬頭，真是別開生面。我母親的手藝很

好，她會做粽子、年糕、芋頭糕，她也會釀酒和做臘

腸、臘肉，過年過節時由我負責將這些食物送到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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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田小學畢業名冊。 
1960年。

沙田小學二年級 
成績單。1955年。

父親、大哥、我與小妹。 
1960年沙田龍鳳台。

的朋友家裏，因此常得到父親朋友們的讚賞。

常有來往的教授有鍾應梅和王韶生等，王教授替父親著的書《西洋

哲學史》寫了一個書評，對父親的思想極為推崇。父親來往的朋友裏，

還有寺院裏的和尚，父親喜歡和他們討論佛教的哲理。

當時崇基的學生有不少到家中和父親交流，交談的內容包含西方哲

學、儒、道、佛等中國思想的融合，父親尤其推崇王陽明的學說，也論

及近代科學的思潮，常來家裏的學生有何朋、傅元國、黃沛雄、李伯

榮、陳耀南等，香江學院則有李錦鎔、陳郁彬、陳慶浩、支宇濤、王友

浩等，他們和父親的交情很好。伯榮先生家裏環境不錯，還在經濟上

幫忙父親。在那個時候我們兄弟姊妹漸漸長大，居住的地方已經不夠用

了，父親相中了附近一塊可以建築的地方，伯榮兄願意借錢購買此地。

父親以為沒有問題，但是我們的溫姓鄰居卻要求父親送他茶錢，父親拒

絕了他的無理要求，他就帶了一個比較有錢的商人，在投標時將那塊地

買走了。

我們在客廳裏擺了一個吃飯的桌子，吃完飯後就要趕快清理出來，

一同坐在那裏唸書，父親的書桌則到旁邊，他一邊看書，一邊看管我

們。他將一個大書架放在他的書桌上，我常爬到他的書桌上看書。有一

次看到一本書叫《文心雕龍》，以為是武俠小說，打開來看後，不覺大

失所望，不過以後我倒是看了這本書裡面很多文章。我的大姊在讀中學

二年班時，得到獎學金到英國唸護士。而二姊則到澳門一間中學寄宿。

當時澳門一間姓曾的中學校長，在汕頭時欠了我父親一大筆錢（有五萬

元之多）無法償還，他就請父親送孩子到他的學校住宿，不收學費，結

果二姊在澳門染病，回家兩年後去世，看著二姊憔悴而逝，心中實在悲

哀，父親哭得很傷心。

小學的學校生活

窮困的痛苦，是當時讀書人共同的問題。父親評論黃仲則的詩「全

家都在風聲裏，九月寒衣未剪裁」時，說這是描寫窮困最赤裸的一首

詩。我們小孩子沒有好的衣服穿，比不上同學，覺得慚愧，卻不知道父

母的心情。但是衣著不光鮮卻容易讓人歧視，記得珂妹小時上幼兒班，

由我負責接送，在沙田信義小學接她時，校長以為我是頑童，居然打了

我一巴掌迫我離開。	
小學二、三年級時，我喜歡玩，書讀得不好，我有一個要好的朋友

叫吳漢，在三年級學期結束時，我們在回家的路上走，碰到我的三姊，

吳漢很高興的跟她說，你弟弟考得很好，比我高分，回家後卻給我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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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大罵了一頓，因為我名列班上36名，我的數學大
概還好，記得當時學校有一個別開生面的比賽，學生

繞著校園跑步，每到一個角落，就解一條數學題，我

跑得最慢，卻將所有題目都答對了。小學五年級那一

年，我書讀得還算不錯，大概數學還可以，中文也不

錯，考了第二名，父親大為讚賞。與我們小學的校長

劉隨關係很好，這年校長去世，父親還送了輓聯。班

上有勞作和美術課，三姊手工很好，常替我做勞作的

功課。我繪畫還可以，畫山水畫，還代表學校去比

賽。

到小學六年班時，學校要我們準備香港所有小學

都參加的會考，是升上公立中學最重要的考試，所以

這一年下學期全部時間溫習，上學期則開始學英文和

學習算術裏的雞兔同籠等問題。英文老師叫馬謙，剛

從香港大學畢業，到我們這種鄉下小學教書，大概有

虎落平陽、牛刀小試的感覺。上課時全部用英文上

課，對我們這種沒有學過英文的小孩來說，真是措

手不及。還記得我過了一個多禮拜後才曉得甚麼叫做

「Do	 you	 understand?」。他出的題目也不容易，
大家都考得不好，有些頑皮的同學竟在鄉村的路上揍

了他一頓，這事影響很大，大家都很惶恐。師道不

尊，學生沒有辦法學習了。有一次一個學生竟在家中

帶了牛刀到學校上課，出動了很多老師才制服了這個

學生。其實馬謙老師人很不錯，在我們小學畢業時，

全校到梅窩旅遊，幾乎所有同學都去海中游泳去了，

父親卻送了一張紙條給馬老師，到梅窩後，將紙條打

開，原來是「禁止小兒成桐游泳」。馬老師則租了一

乘小艇，帶了我在海灘旁照顧同學玩耍。

鄉村的兒童有很多可愛的地方，我們在學校的山

丘上種菜，常會挖出金塔，是死人埋骨的地方，學校

的洗手間則常有吸毒的「道友」在那裏佔據，有一年

讀范成大的詩時，同學們就順口改為「有條老野想昇

仙，下有尿渠繞野田⋯⋯」讀書讀得最好的同學張梅

號畢業後卻去耕田了。

到小六下學期，老師將我們班分做幾組，每一小

組由組長帶領小組一同讀書以準備考試。我分數比較

好，所以成為我組的組長，帶著六名同學，借溫習為

名，不去上課，到處遊蕩。我每天出門帶著書包，父

母親還以為我很用功，因為父親叫我讀的書我還對付

得了。我帶著我們組的同學在山間田野和海邊玩耍，

也到市區與商販來往。有一次在火車軌道旁邊見到

一群頑童在捉蛇，我們打擾了他們，惹火了他們來追

逐我們。不知那裏來的勇氣，我拿起車軌上鋪的石頭

不停的丟向他們，竟然將他們驅逐走了。以後再見面

時，他們竟對我有些佩服。

這半年當然沒有好好的唸書，去考會考時，我們

組中其他人全軍覆沒，我則僅以身免。考完試後，老

師將考題複述，看我們有多少同學得分，當我舉手說

我答對了某些題目時，同學們都覺得驚訝，不相信我

有這些能力。當時放榜是通過報紙看到的，我正在隔

壁與一群小孩玩追逐遊戲，父親看報紙時沒有看到我

的名字，因而大怒，由三姊負責捉我回來受責罵，

父親已經準備了藤條侍候。我打開報紙一看，很鎮定

的告訴父親第二版還有名單，我的名字赫然在第二版

上，名雖未落孫山，而卻與之並等。

進入培正中學

原來這一年政府官校學位不夠，所以將考生分兩

等，頭等入官校，次等則考生自己找私校，私校願意

接收則由政府提供所有學費。我哥哥已經進了巴富街

中學，是官校。我父親卻需要帶著我到處奔走，找一

間願意收留我的私校。第一所就是培正中學，當然這

是名校，不容易考取。培正中學校長是林子豐博士，

很懂得辦學，他曾經邀請父親到培正任教，父親婉拒

了這個邀請，但也因此結識了林校長和他的祕書長林

雁峰。因為這是最後一次的機會了，我為了準備入學

考試，花了不少時間，破釜沉舟，終於考上了培正，

但我也不排除林雁峰老師幫過忙。

我們家在沙田，培正中學則在何文田的窩打老

道，我們每天走到沙田火車站坐火車到油麻地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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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攝於沙田車站。1961年。

兄弟姊妹同攝於家附近之寺廟。1961年。

全家福照片，外祖母也一起合照。二姊成瑚

於該年悲劇過世。1962年。

父母攝於沙田龍鳳台。1962年。

站，再走路到培正中學上課，總共要花一個多鐘頭。火車每小時一班，

趕不上火車，則坐巴士，經過城門水塘，繞著山路，花很多時間。學校

八點半上課，準時到校沒有問題，但是下午課由一點到兩點半。火車在

三點鐘由油麻地車站出發，往往要趕火車，趕上後在火車上氣喘連連。

過獅子山隧道時，油氣和水氣會從窗外衝入車廂內，所以一定要將窗門

關緊。久而久之，在車上認識不少朋友，談天說地，倒不寂寞，有時甚

至沿著火車軌步行到沙田，經過隧道時，漆黑難行，很是驚險。沙田車

站有一株大榕樹，有很多小販賣零食，受我們歡迎，我們喜歡吃他們賣

的咖哩魷魚，錢則是從中午午餐省下來的。

剛開始到培正上學時，由母親做中午飯帶到學校吃，往往給同學譏

笑，以後就在學校門口的茶餐館吃乾炒牛河，一元一碟。在讀一年班

時，小舅和妮姊結婚，住在學校旁邊，有時到他們家吃飯省下一些午飯

錢，這事情最後給外婆知道了，和母親訴說小舅家也很窮，以後就不敢

再去佔便宜了。

在唸中學第一班時，鄉村孩子的野性未改，班主任葉息機老師在我

手冊上的第一段評語為「多言多動」，第二段評語為「仍多言多動」，

第三段則為「略有改進」，可見我上課時並不安靜，父親不見得很開

心，由二姊來管束我。但是教數學的易少華老師倒很喜歡我，她剛從大

學畢業，還在談戀愛，上堂總是笑口常開。我也很高興的用剛學懂的線

性方程來解雞兔同籠問題，我還跑去跟我的小學老師談這種解法，但他

沒有興趣聽。這一年我最頭痛的是英文、音樂課和體育課，英文還剛開

始學，勉強過關，音樂就真的不行了。紀福伯先生教音樂，每課必點名

學生站起來唱一首歌，往往找最差那一名和班上最好那一名，最差的是

我，最好則為宋立揚兄。

我唱歌會嚴重走音，而且根據我三姊說，每次走音的方法都不同，

無可救藥。當時我的表姊教音樂、彈鋼琴，我每週末都到她那裏花兩個

鐘頭學習唱歌，但是無補於事，中學一年級和二年級的音樂課都需要補

考。其實我考音樂課的樂理卻考得很好。有一次在班上考第二。紀先生

派卷子時說：「這次考試使我很驚訝，某人居然考得很高分。」所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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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不在乎我音樂考得不好。

至於體育課，要考跑步、仰臥起座和拉單桿，跑

五十公尺我跑九點五秒、仰臥起座大概有三十次，而

拉單桿則不到兩次，結果都不合格，到學期終，老師

總會加起來使我得到六十分，不用補考。

一個鄉下小孩到一個比較貴族化的中學唸書總會

受同學歧視。有一個體重二百多磅的王同學有空就拿

著我的手臂不放，當時我只有六十多磅，所以拿他沒

有甚麼辦法，只有繞過他的座位而行，以後才從物理

學上知道重力的原理，所幸還有其他同學如吳善強和

彭次山都跟我很要好，互相幫忙。

這年暑期，父親要我讀馮友蘭的《新原道》、《新

原人》，還有唐君毅和熊十力的哲學書，雖然不知所

云，但是也逐漸習慣比較抽象的學術討論。父親在家

中與學生討論希臘哲學和自然辯證法時，使我欣賞到

數學的重要性。	
六一年秋，我從初一正班升初二善班，開始比較

習慣培正的生活。國文由潘寶霞老師教，她剛從臺灣

大學中文系畢業，戴了一對很有稜角的眼鏡，做事很

負責任，管我們很嚴，教書也很用心，她教我們學范

仲淹的詞，很合我的胃口。

我們每個星期都有一次全校在一起的早會，由校

長或其他嘉賓訓話，我們都要穿制服和打紅色領帶，

我有時趕火車，沒有將領帶戴上。有一次早會時，學

沙田海的漁船（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提供）。 崇基書院教學樓課室外望山光水色。（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提供）

生在大堂裏吵得很厲害，林子豐校長很不高興，說我

們學生衣衫不整、領帶不戴。我一聽就趕快將領帶拿

出來戴上，這下可惹火了潘老師，集會後，捉我到她

的辦公檯處要狠狠的罰我，要記我兩個小過，讓我

嚇了一跳，因為父親知道了可不得了，只有向潘老師

求情。潘老師心腸卻是極好，見我衣著並不光鮮，就

問了我很多家中狀況，知道我父親是教授，卻家境窮

困，竟引起她的同情心，不但不懲罰我，還想辦法幫

我忙，送我一些奶粉。這事使我甚為感動，我也由一

個喜歡玩耍的頑童變得一個專注讀書的學生，我二姊

倒是大為驚奇，認為我開始長進了。

50年代，香港的大專院校裏面有很多逃離大陸
的學生，他們工作大多沒有著落。在崇基書院搬到

馬料水時，要闢山建校舍，不少學生幫忙打石頭、

蓋房子，以賺取生活費。炎熱的太陽下，做這些工

作，其辛苦可知。何朋教授就是其中一位，何教授和

他夫人常到我家，有一次還帶了他翻譯雪萊（Percy	
Shelley）的詩給父親讀，父親很高興寫了一首詩賀
他。有幾個山東學生沒有錢，常到我家吃飯，父親還

給他們車錢。有一位香江書院的女同學沒有能力交學

費，要到舞廳做事，父親替她解決了問題，她以後嫁

給父親另外一個學生，父親去世時，她哭得很傷心。

這些學生以後多有出息，除何朋等人外，還有陳耀

南、陳郁彬、李錦鎔等常在我家高談闊論，讓我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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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中學二年級註冊證。1961年。

培正中學學校通知書，可看到 
父親用印回覆。1961年。

大開。父親沒有直接教我們作詩詞，但記得有一次一家人坐巴士從沙田

到元朗的路上，經過大霧山，父親出了一個上聯「雲遮大霧山」叫我們

對，我隨口說「雨洒淺水灣」，父親很是高興，認為孺子可教。

香港暑期時都會有颱風，每次來的時候不用上課。由於市場關門，

我們吃罐頭的魚或肉，我們小孩都很高興。但是風來時，吹得房子動

搖，有天旋地轉的感覺，一家人都惶惶恐恐，希望房子不會倒下，那時

每年都有漁民淹死。1962年秋九月初，颱風溫黛襲港，同時引起海嘯，
早上起來，從半山看下去，整個沙田水汪汪，才陸續知道整個沙田漁

村被毀，大量人口喪生的慘況，漁船都飄到火車路上，過了很久市鎮

上還帶臭味，我家門前高大秀美的玉蘭樹也倒了下來，花木凋零，不

忍卒睹。

這年開學以後，壞事接二連三而至。先是二姊去世，雖然母親多次

帶她看病，終於無救，母親帶我去和合石墳場找她的葬地，第一次遇到

生離死別的傷心事，父親寫了一首悼詩，心情實在難過。

數學的召喚

這一年，梁君偉老師教平面幾何學，講解生動，將優美的幾何公理

系統在堂上一一解釋，使我印象深刻，這是我對幾何學發生興趣的開

始，看到這些定理，使我興奮不已，在火車和在路上都會思考這些問

題。直到中學三年班鍾偉光老師繼續上幾何課時，我已經開始自己找尋

一些有趣的問題，一面自己解答。有一些問題花了我很長久的時間都解

答不出來，使我困擾很久。有一次到書店看參考書時，才發覺這些問題

有人已經考慮過，同時可以證明它們不能夠用圓規和直尺來構造。這些

證明不是中學二、三年班的學生的能力所能理解，但也讓我驚訝於代數

的威力，老師們循循善誘，使我對數學興趣盎然，欲罷不能。

那時學校沒有圖書館，所以常去逛書店，站在書店看書，一看就是

兩三個鐘頭，有空也到洗衣街的舊書店買舊書，外文書太貴也看不太

懂，倒是大陸出版的書還可以買得起，但是程度參差不齊，我也不自量

力去瀏覽。

自從中學二年班喜歡上數學後，我數學的成績都差不多滿分，父親

也很高興。

這一年的秋天，突然有人送信到我們家，說是三伯的兒子丘成標從

家鄉偷渡到了羅湖，要我們去接應，母親帶了二姊一同將他帶回家，在

我們家住了兩年多。父親心地很好，悉心照顧侄兒，但是我們家空間不

夠，又多了一個人，不單是飯菜不夠，父親還決定送堂哥到香江學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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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家庭負擔更重，母親和父親常為這事偷偷地爭

吵。當時父親一年收入才兩千多港幣，而房租一個

月就要一百元，現在想起來，不能不佩服父母親的胸

襟。他們對小販、對一切窮苦大眾都富有同情心，家

門前常有各種挑擔的小販經過，有很多時家中並不需

要的事物，父親還是願意幫襯他們，他還教導我們需

要照顧窮苦人家。

緊接著重要的事情是父親在香江學院的教席受到

衝擊。父親跟陳樹渠創辦香江多年，做文史哲的系主

任，系務蒸蒸日上，聘請了很多有學問的教授。父親

的意思認為他們系的質素已經超越香港大學，但是陳

樹渠卻與臺灣國民黨勾結，一方面容許國民黨特務到

香江學院做學生，同時容許由臺灣派人代替父親系主

任的位置，據聞臺灣答應反攻大陸成功後，陳樹渠可

被任命為某市的市長。當時學生們都說陳樹渠與紅線

女的桃色祕聞掌握在臺灣特務手上。父親對接受特務

和校方有人欺負女學生的事情極為反感，同時開學兩

個多月後，突然要辭退他的系主任的位置，和已經定

下的合同不符合，遂憤而辭職。

在這三個月，由於二姊去世再加上辭職，父親的

心情很差。而且凌道揚在祟基學院校長的位置不穩，

父親是他的親信，自然影響到父親的職位。因此父親

又到聯合書院兼職，家庭負擔加重，極為辛苦。

父親過世

三個月後，在農曆過年時，父親吃了醉蟹，就開

始不舒服，晚上不能睡覺。由於祖父是中醫，父親也

懂一些中醫的知識，自己開藥來治理自己，一直不見

好轉。經濟環境又不許可到正式的醫院看病，母親到

處奔波，找親戚朋友幫忙。當時她的親弟弟，我的大

舅，竟然拒絕見她，儘管他們一家人從小都是父親養

育。當時大舅在辦一間私立中學，得到天主教的大力

支持，環境很是不錯，一直到1963年的四月，父親
的幾個學生才合夥送父親到養和醫院醫療。當時醫生

斷定為尿中毒，要放尿。

在父親生病這幾個月，我們都很惶恐，外婆求神

拜佛，用了種種不同的手段，父親的病都沒有任何起

色。我從學校到養和醫院，坐巴士、渡海輪，再坐巴

士，在路上都很焦急父親的病。開始時，父親還可以

說話，過了一兩個禮拜後，父親竟不能說話了，真是

悲哀的事。有一天，父親的學生租了港島旅館的一個

房間叫哥哥和我在旅館住，三姊則和母親陪父親。六

月三日深夜我們到醫院看父親，母親大哭，父親已經

去世。哀哉，恍如晴天霹靂，迷迷糊糊，不知如何是

好。

以後兩個禮拜，就是到殯儀館守夜，父親的學生

和朋友們組織了一個治喪委員會，我們兄弟姊妹六人

年紀都還小，母親則很堅強，一面打理父親後事，一

面考慮這個家庭如何維持下去。父親的學生們都很仰

慕父親，無奈他們都窮苦。有些學生則很氣憤，要找

陳樹渠算帳。在靈堂守夜，看著親友們送的輓聯，使

人傷心，至今還記得其中幾首。也可見父親得到朋

友學生的愛戴。主祭的有凌道揚、錢穆、張發奎等父

親生前好友，我們家屬則循中國禮節披麻並跪下來還

禮，我們跟著殯儀館的車子送父親遺體到臺灣華人

永遠墳場入葬。當時整個人麻木，看著母親哭得很傷

心，不知如何是好。親友們送殯時，都有送錢，大都

擔心我們以後的生活，大舅竟然全部收去，說是殯儀

館的費用，經過管事的學生力爭，才追回一部份。大

舅又建議母親停止我們唸書，到荃灣去養鴨。母親堅

決拒絕，以後五年，再也沒有見到大舅的影子。

在這期間，我們都在學校請假，並且補考，所幸

成績還好，然而沒有注意到母親每日淚流滿面，還到

處奔走。首先是住的房子，已經欠租半年，房東同意

不收回欠債，但只容許多住兩個月，所以第一件重大

的事是解決住屋問題。父親的學生李錦鎔和王友浩跟

著母親到處找廉價的房子，終於在沙田白田村找到一

個小房子。房東也姓丘，他有兩個女兒和兩個男孩，

大女兒丘宇美與三姊同學，小女兒宇璧在小學時跟我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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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親去世這幾個月，從龍鳳台搬白田這一段日

子，母親和三姊實在辛苦。三姊剛好中學畢業，決定

不唸大學，到小學教書，以維持家計。一個月只能

夠有150元的薪金，又替小孩子補習，爭取更多的收
入。剛開始時，母親將惡訊瞞著在英國的大姊，怕影

響到她的學業，但是她在報紙上看到父親去世的消

息，她也很辛苦，間中會寄五鎊或十鎊回家幫忙解決

問題，母親和三姊會寄一些手工品到英國由大姊幫忙

販賣，母親、三姊和大妹又幫忙車衣服去賺取工錢，

往往深夜以後還在工作。

母親則認為搬家到白田始終不是解決的辦法，就

到政府救濟機構商量在沙田火炭拔子窩的山地上申請

一塊地作為蓋房子的用途，母親人緣很好，有位堂哥

自願幫忙，收取很少的費用，材料則用父親出殯時親

友贈送的金錢來購買。當時沙田市區很小，母親和販

賣蔬菜、肉食的小販都很熟，其中有一個寡婦綽號叫

做牛肉婆的，揹著小孩，販賣牛肉，卻借錢給母親渡

過難關。據她們說，在她們遇到艱難時，父親和母親

都曾幫過她們的忙。父親的學生李錦鎔在經濟上也幫

了很大的忙，錦鎔先生和陳慶浩先生在黃大仙的徙置

區頂樓辦了一個天台小學叫做普賢小學，前者的父親

在美國做餐館生意，後者則由佛教寺院支持，三姊以

後也到這間小學教書。

困境中的成長

從前父親叫我唸書，我總是心不甘情不願，父親

去世時，我沒有流淚，但我總是不願相信他已經去

世，我們一家人的精神支柱一下子去了。我就從父親

教過我的書去找尋父親的影子。從前唸的古文一下子

都容易懂了，這時最喜歡讀陶淵明的詩文。

母親很堅定，對大舅的態度極為不滿，到這時我

才暸解到甚麼叫做「嗟來之食」。母親要繼承父親的

遺願，堅持我們繼續讀書，當時培正的學費每月50
元，以後加到100元，幸好我有政府的補助，不用交
學費。但是政府的錢要在學期尾才送到學校，所以每

年我都要去找教務長林英豪老師容許我遲交學費。英

豪老師仍健在，大概他沒有想到我會難為情，但是他

每次都很爽快，使我感激。大概我家的窮困和父親去

世的事很多老師和同學都知道。有些老師竟表示驚訝

我還可以繼續讀書，使我心情沉重，但也使我更為

努力。

在白田住的地方離火車站更遠，每天和隔壁兩個

漂亮女孩坐火車和走路，卻始終沒有交談，直到五年

前才跟宇璧碰面來往，宇美則五十年來不知所蹤。住

家門前是一個養豬的地方，每天早上不到六點鐘，豬

隻起來吃飯，吵鬧聲將我們叫醒。

由於白田離火車站比較遠，錦鎔先生建議我住在

他辦的天台小學。我在那裡住了一年半，黃大仙到窩

打老道的巴士非常擁擠，每天都要想辦法才擠得進

巴士裏面。在天台小學，有時一個老師同時帶兩班同

學，其中一班上堂，另外一班則坐在椅子上做功課。

這些都是貧苦的兒童，很是可愛，我也代過課，同時

睡在學生的長木桌子上，有時不小心會掉下來，有時

睡得晚了，學生會進來推醒我，竟然習以為常。水渠

和廁所都是公共的，當然不太衛生，每天要忍受，倒

是學了不少廁所文章，其中有一些還記得。「寧欺白

鬚公，莫欺少年窮」，吃飯有時跟一個姓容的工友一

同吃，有時則到樓下的廉價飯店吃，一元一煲煲仔飯

就可以飽餐，每兩個禮拜回家，帶衣服回家洗。

錦鎔先生和他的朋友常到學校來，高談闊論，很

多是學問的問題。他有個朋友正在研究許慎的《說文

解字》這本書，我也聽了一些這方面的理論，他有一

個朋友也是我父親在香江學院的學生，被發現是臺灣

特務，被香港政府捉去打了一身，遞解出境。陳慶浩

是潘重規教授的學生，研究《紅樓夢》，很多中學女

生跑來問他文學的問題。我不同意潘重規先生對紅學

的見解，所以和陳慶浩會有辯論。

但是大部份時間都是自己在讀書，每天晚上八點

多以後就只有我一個人在那間小學的辦公室讀書，學

校的功課和課外書都有涉獵，我看了不少歷史書，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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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范文瀾的書，和古典的《史記》和《漢書》。所以

陳啟潛老師教歷史時，很喜歡我，他做班主任，還特

別表揚我的歷史知識。我們班上有一位同學鄧文正，

綽號「大飛」，坐在最後排的位置，啟潛老師決定將

他由後面調到前面，由比較安靜的同學來包圍他，我

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圍棋。這一著棋卻讓鄧兄學業進

步，以後成為飽學之士。	
國文由高曉夫先生教，他問的問題很有意思。有

一題作文題叫「豬的哲學」，他是我父親的朋友，他

說好的書和不好的書都要看，可以做比較，所以我到

理髮店理髮時，也看那些下流黃色的報紙。那一年上

學期我的中文和歷史，數學都基本上拿了滿分。數學

由黃逸樵先生教，他很喜歡我的同學徐少達和我，徐

少達用中四到中六光班都坐在我的旁邊，互相切磋，

中學這三年間得到良師益友的熏陶，大有長進。

在這一年我開始教補習生，當時要找補習生不

易，做了廣告，但要用電話，當時同學曾英材家裏有

電話，本來我們講好一同去教補習生，最後他父親不

准他去，結果由我獨自一人去做補習老師。有一次找

到了一個補習生叫阮偉亭的，住在九龍塘，曾英材本

來跟我說是一個月100元學費，結果學生交學費時，
卻是25元一個月，大概是誤會罷。
我在中學四年班替三年班的學生補習，倒還得心

應手，他在拔萃男校讀書，他母親很喜歡我的教學方

法，還開車送我回家。第二次的補習學生是一個小學

六年班的小女孩和小男孩，他們的父親重病,我也不
負所望，將他們教好。跟著到培正中學對面山上一家

人教他們的女兒，她的名字叫做譚玉潔，大概跟我同

年罷。她的妹妹在讀小學六年班，數學不行。她媽

媽很擔心，也找我教導她的妹妹。我認為雞兔同籠應

該用線性方程來解，就開始教線性方程，她母親大吃

一驚，認為我在胡鬧，她女兒小六的課程都還沒有搞

好，我居然去教她初一的數學，我要求她給我一個月

的工夫。結果，她女兒學懂了如何計算線性方程，一

下子這些問題都變得容易了。結果她每次考試都拿一

百分，她母親很高興，認為我甚麼都懂，要我也教英

文，那當然不是理想的事。

補習的生涯要到我大學二年班才放棄。那段時間

讓我跟中小學生直接接觸，樂趣無窮。有些學生家境

不見得很好，有些則很富有，但都還尊重我。在中學

六年班時我教李伯榮先生的外甥，住在他們港島羅便

臣道的家。靠山面海，是香港世家，有傭人招待。由

徙置區搬到香港有錢人家住，經驗實在難得，也常聽

伯榮先生述說香港有錢人家的趣史。他的妹妹還未結

婚，常有精采的言論，以後她嫁給一個哥倫比亞的歷

史學教授。

由於我在高中時數學很好，老師要求做的習題都

懂得做，我的同學如蘇志剛，黃維榮等人常來找我

借我的習題答案，有些體格比較強壯的同學想欺負

我時，我可以用不借習題做為扺抗的辦法。有一段時

間，我到培正飯堂吃中午飯，十二點一下課，就跑步

到飯堂，遲了就吃不到好的飯菜。十個同學一圍檯。

談天說地，很有意思。也踢球，打乒乓，但我的運動

比不上他們，大部份時間是旁觀者。

最後的中學時光

中四和中五讀物理和化學，以張啟滇老師教化學

最為傑出。我雖然想學物理，但從老師處所得收穫不

大，我的同學徐少達讀得很好，大概是他的兄長教

導罷。

黃逸樵先生上課時口沬橫飛，使我們聽得津津有

味，記得他講三次方程和四次方程的解法時，講述意

大利數學家為了爭取這些數學成果時的種種故事，即

使天氣炎熱，我們也不至於打瞌睡了。在中學四年級

時，他教射影幾何和立體幾何，中學五年級則教微積

分，比其他的中學先進得多，所以在五年級下學期考

中學會考時，我們都覺得很輕鬆。

英文老師李晉庭老師是一個很慈祥的老人，他不

斷的強調分數並不重要，只要過得去的話，他都會通

融。剛巧我當時的分數是59分，李老師還是給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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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紅分，因此做不了優異生，但我不覺得遺憾。老師

們都很和氣，也很鼓勵我們上進，我還記得早會時常

唱的一首「青年上進歌」的幾句：我要真誠，莫負人

家信任深。校歌中「培後進兮其志素，永為真理之

干城。」都是我一生的理想。老師們鼓勵我們要有

志氣，正如我父親從前教我魯國叔孫豹提出的三不朽

──「立德、立功、立言」。父親去世後，我想人生

在世，終需要做一些不朽的事罷。六三年時楊振寧教

授到香港演講，對我們有莫大的鼓舞。我雖然沒有雄

心去爭取諾貝爾獎，但卻想做一些貢獻，能夠對人類

有益，而能夠傳世的工作。

我們班上的同學一面競爭，一面互相幫忙，當時

老師在課餘會替學生補習，直到中學五年級以後，我

才知道這些事情。我還是很樂意跟我的同學們切磋。

幫忙同學做習題對我大有裨益，所以我鼓勵我的學生

們互相幫忙。

劉茂華老師是很有學問的學者，他是我父親的朋

友，在中五時教我們中文。他很同情我們家的情形，

他從我們的班主任吳榮招老師處知道我各個學科的分

數。發覺有兩門學科有問題，一門是體育，劉老師認

為我身材不錯，我的體育考分不高是毫無理由的，他

的結論是我上課時不用心，得罪了老師，將我臭罵了

一頓。第二門學科就是英文，吳榮招老師教英文。經

過劉老師向他解釋我的家境後，吳老師就替我們幾個

同班同學補習，有徐少達，蘇志剛與我和吳老師的女

兒吳日晶，每個禮拜上一次課，吳老師沒有收我的補

習費。

直到如今，我衷心感激教導我的老師們。這幾位

老師去世已經十多年了，在他們沒有去世前，我工作

很忙，沒有太多時間去拜候他們，等到要拜候時，他

們已經不在了，真是遺憾終生。當培正中學極盛的時

代，確實是人才濟濟，今日說往事，有「白頭宮女說

玄宗」的感覺。

1964年秋，我們從白田村遷家到火炭的拔子
窩。那個剛蓋好的小屋居住的面積很小。我一個人住

在閣樓上，要用梯子爬上，地方剛夠躺下。夏天時常

有蜈蚣光顧，水是從附近的小溪引來的山水，燈則用

煤油點的燈。廚房是農村式的，大鑊放在灶上用柴草

燒飯。家事大部份由母親和大妹承擔。母親每天要到

市區買菜，拿著很重的食物和家庭用具，長途跋涉，

真是不易。由於我和哥哥都要準備會考，母親很緊張

我們的學業，趕著回家給我們點燈燒飯。

從這裏走路到火車站是更遠了，母親早上六點多

就要叫我們起床。如今想來，我一生對父母虧欠真是

不少。這個地方背山而面對一片沃野和農田。旁邊有

很多松樹，清風徐來，松濤聲和蟲聲，伴著讀書聲，

真是心曠神怡，我們在園子裏種了很多果樹。又養了

三條狗，一群雞、鵝，養鵝的原因是因為常有蛇出沒

在家中，養鵝可以趕蛇，有多次我要用竹竿來將這些

爬到園子來的青竹蛇打死。我們跟鄰居和農夫們關係

都很好，唯一遺憾的是我們的狗常跑到農田上踐踏農

作物，結果給農夫們毒死了，弟妹們很傷心。我在補

習完後回家往往是明月當空，一路走一路唸蘇東坡的

詞：「明月如霜，好風如水⋯⋯」只不過在對付農村

的狗追逐時，卻得提心吊膽。同時每天返家要經過一

條沒有橋的山溪。大雨後，溪水大漲就過不去了。當

時家裡主要的娛樂除了看小說就是聽收音機。

對我來說，讀書不成，便無退路。每當看到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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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中的期望，她辛苦的為我們工作，豈能無動於衷，

母親從不罰我，父親卻會用藤條罰我，但是他罰我的

時候，卻於心不忍。有一次哥哥和我爭著用洗手間，

父親認為我理虧，用兩手推我，讓我走開。看著他的

額頭上都是皺紋，兩手無力，很是衰弱的樣子，使我

差不多哭了出來。父親死後，我遇到挫折時，喜歡唸

梁啟超翻譯拜倫（George Byron）的詩：「在那波
斯的古墓前，我憑欄遠眺，⋯⋯難道我今生今世為奴

為隸便了，不信我今生今世，為奴為隸便了。」

除讀書外，我也喜歡看悲劇的小說，看《紅樓

夢》看了好多遍。父親在時，很多情節沒有欣賞，到

這時始有感觸，也背誦裏面的詩詞。父親曾經帶我們

去看過一部電影「越劇紅樓夢」，看王文娟演的林黛

玉。在父親剛去世後，回想這部電影特別有感觸，會

想起劇中紫絹唱的曲：「問姑娘眼中能有幾多眼淚，

怎禁得春流到夏，秋流到冬。」讀司馬遷自傳，我會

感懷他的身世，但是他後半生為完成史記的精神卻使

我欽佩，讀他寫的〈報任安書〉，如血淚書成，使我

不能自已。讀〈李陵答蘇武書〉，屈原的〈離騷〉、

〈哀郢〉等文章。蕩氣迴腸，使我畢生難忘，這些文

章成為我以後消閒吟詠的重要著作。

有一次我生病在家，兩天後回到學校。我事先不

知道要考試，林俠魂老師堅持我跟同學一齊默寫歐陽

修的祭文。我因為喜歡這篇祭文，很早時就在家裏唸

過這篇文章，所以默寫時只錯了三個字，林老師也有

點驚訝。我述說這件事情的原因是指出我當時對唸古

文有很濃厚的興趣，所以背誦它們並不覺得困難。

除了中國的文學外，我也看一些外國的翻譯作

品，花了不少時間讀歌德的浮士德。也看父親寫的西

洋哲學史，慢慢吸收了一些西方的哲學思想。

準備進入大學

我們中學會考是由中學五年班和中學六年班學生

一同考，所以我和哥哥一同參加這個考試。我得了個

兩優五良，還算差強人意。在考完會考那個暑假，除

了做一些補習外，也無所事事，就響應老師的號召，

到徐少達兄家做了一個數學模型，他父母兄長們對我

都很好，過得很愉快。但是我們這個模型在參加比賽

時卻是以失敗告終。

母親認識一個法國回來的華僑，她教法文，自告

奮勇要教我，於是我找了徐少達、曾英材、黃維榮、

蘇志剛和他的妹妹，一同去學法文，語文實非我之所

長，學得最差的還是我，倒是我們這些男生們在漂亮

的女生前有不同的表現甚為有趣。

中學六年級時，因為是新學制，老師們有些手足

無措，不知道教甚麼內容，而同學們很多想留學美

國，所以沒有靜下來讀書。我自己也試圖申請獎學

金到國外留學，但最後因為連申請學校的費用都出不

起作罷。所以去考中文大學和臺灣大學。我們沒有資

格考香港大學，因為他們規定只收英文書院的學生。

我和我的同學蘇志剛去申請考英國的GCE的考試，
這個考試本來也不准我們去考。但是我出動了渾身解

數，終於說服了把關的職員讓我們報名。當時理科需

要考實驗，但是培正中學並沒有好的實驗室，也不教

這個考試範圍內的實驗。我獨自跑到我從前鄰居江夏

台的地下室做化學實驗，所幸沒有出事。但考試時將

儀器打破了，結果自然是不合格。我考臺灣大學卻考

得很高分，他們錄取了我還給了很豐厚的獎學金，但

我決定留在香港，可以照料家庭。

這一年我們考中文大學的入學考試，很多同學已

經得到海外大學的錄取，所以考試前並不挺用心功

課，倒是花了不少時間編寫同學錄和話劇。茂華老師

開始鼓勵我們寫文言文，我這年的作文大部分用文言

文寫，用了很多科學名詞在文言文裏，劉老師竟然大

為讚賞，但是在考中文大學中文時，培正同學的成績

不如理想。我則僅以身免，大學給我的助學金因此

比不上其他數學系的同學。畢業那天，茂華老師到處

找我們同學來教他的女兒數學，結果只有我願意去，

他女兒長得很美，卻不用功，想做電影明星。我很慚

愧，因為沒有教好她的數學。但是回想當時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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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華老師的興趣可能不止於教女兒數學。

我們中六光班只有兩名女性，坐在最前排。我和英汝興兄坐在兩位

女士後面，既然大家無所事事，年齡也差不多，那時候很多男同學約會

坐在我前面的黃希真，勞煩我傳遞信件。她學貌兼優，得了個品學兼

優第一獎，吸引力很大，但是我的「春心」未動，在中學時從未約會女

孩。

中學以前的教育和人生經歷可以說是多采多姿，在時間的浸化裏，

我學到了影響我一輩子的知識，繁花如夢，何曾夢覺，對我影響最大的

仍然是我的父親。我父母親從未要求我為富貴而讀書，這一點影響了我

的一生，我至為感激。

我父親對曾祖母、對祖父、對叔伯、對侄兒、對母親和對我們的愛

護，發自內心深處。他對貧苦百姓、對國家的愛，是他終生不渝的他終

生不斷的思考著中華民族的文化，與西方思潮的異同，希望建立一個文

化基礎，來完成一個和諧中庸的社會。他的早逝，使他不能完成他的志

願，只留下了一本《西洋哲學史》。但是他留下的熱情，留下的愛，使

我終生受用不盡，也讓我終生感激。父親的去世，對我是一個很大的打

擊，但也因此使我成熟。孟子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

骨苦其心志。」對我來說，甚有感受。今年是他的百歲冥辰，希望他死

而有知，會為兒孫們的成就而驕傲。

父親去世時有一幅輓聯說：「亡尚有風規留梓里，哲人其逝，空餘

熱淚灑桐棺。」我想父親的熱淚未有空流，遺愛尚在人間。謹作〈憶江

南〉一首：「百年夢，蒼海月明中，還想舊時慈母淚，師友如磐父愛

濃，世代守儒風。」

我父親和我的大兒子明誠都喜歡讀《三國演義》開章的第一首詩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

紅？⋯⋯」只可惜沙田青山已改，滄海亦成為跑馬場，培正的同學大多

白髮滿頭，無復當年意氣，但是楊振寧教授喜歡的陸游詩句：「形骸已

隨流年老，詩句猶爭造化功。」卻仍然鼓勵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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