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中精神-過去到未來 徵文比賽

Subject: 菩薩蠻 -附中精神 － 高１０３ 王建魯

附中精神 最大的特點 竊以為 第一 師生情誼深，第二同學感情好， 第三以附中團隊為榮。
除了同學 互助，砥礪學習之外； 大家 懷念的 多半都是 曾經受業 的 某些老師 的故事。
加上一些當年生活花絮， 特此 分為 四段， 敘述於後。
其一

-- “附中 無名師”， 聽劉兆玄 學長 訪華府 述說， 深受感動， 故以詞 記之。

菩薩蠻 -- 記 附中 無名師 -- 傳奇 琴痴
衛斯理 05/08/2013
道聽故事亦感人， 自古名師出高徒。
大俠上官鼎， 高二入武林，
問詢何以故？ 只為空氣槍，
急需五百元， 簽約寫小說。

國文老師 忘其名（1）， 西南聯大畢業生。
抗戰流離苦，顛沛失其所，
輾轉逃台灣， 災禍不單行，
遭遇 白恐怖， 進了土城監。

所幸冤案得平反， 求職難於上青天！
正直 黃校長（２）， 聘為國文師，
粥少愁僧多， 宿舍全無著，
南樓 樓梯間， 暂時 且容身。

國學功底 深且厚， 教學負責又認真。
批學生作文， 句句細斟酌，
蠅頭工小楷，動輒數百言，
老師勤如此， 學子俱感恩。

偶爾賽球回家遲， 路過南樓 已黃昏。
隱聞胡琴聲， 抑郁 復悠揚，
循聲探其故， 乃師所演奏，

西皮加二黃， 琴藝竟 超絕！

時光飛逝容易過， 大俠學成功名就。
接掌清華園， 為名校掌舵，
偶觀 演京劇， 琴師似相識，
下場一打聽，正是當年師。

人生何處不相逢， 飲水思源叙舊情。
幫助送論文，銓敘升等級，
既為副教授， 圓滿辦退休，
師生情誼厚， 緣份更難量！

註 (1) :
註 (２)：
其二

劉兆玄 （武俠名家，筆名上官鼎），大俠 提了，而我忘其名。
黃澂校長

--

臨江仙

劉兆玄， 前行政院長，師大附中學長，現任中國文化總會會長。去年春天 訪問華府
-- 聽 劉兆玄會長 演講 有感
衛斯理

03/30/2013

中國文化五千年， 悠久歷史承傳，
王道思想治天下， 孔孟說仁義，儒術獨一尊。
海峽兩岸好兄弟， 合作互惠雙贏，
一中各表九二識， 前車早有鑑， 如今更進步。

兆玄會長兼學長， 德行才學俱足，
文藝復興中國式， 王道為綱領， 霸權旁邊站，
二一世紀大中國， 如何領導世界？
和諧公平大同世， 寄望領導人， 勇敢如好漢！（１）

註（１）： 講題 “王道的世紀─永續發展，還欠東風”，竊以為“東風” 者， 領導人應 ” 勇敢正直“，
言必信，行必果；
”王而不霸“，軌於正義。勇敢的好漢 如 金庸武俠名著 喬峰，令狐冲 等俠客英雄。
其三 －－

下文 記述 我本人高中三年 的老師們， 也都讓人終生懷念。

附中 的 老師們 --１. 教我們高中化學的是江芷老師。身段高挑，一襲旗袍；利落大方，循循善誘；她從不帶書、全憑記憶，
一枝粉筆，一片黑板，邊寫邊講，清晰簡明。為我們許多同學打下以後從事理工的深厚基礎。
江芷（1911—1987），段莘东山人,国立浙江大学化学系毕业，抗战期间回乡，在婺源县立中学创办战时
高中班（婺源中学前身）。1948 年随父迁往台湾，历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台湾私立华冈中学校长。江師
才高，文理俱佳，
其诗词造诣高，著有《春云秋梦诗词合集》，且工花鸟，喜昆曲。
盛傳江老師是浙大校花，後來嫁給教授。她的先生是有機化學家，提名過諾貝爾獎，但後來因精神分裂，
來台後一直無法工作等。上網一查，才知江老師的先生周厚復，早年公費留學法國，獲得有機化學博士學
位，曾任浙江大學化學系主任、四川大學理學院院長。
病上寻梦謠

东山 江芷

一
寻好梦，东山中，东山故里万山中。
桃谷观花先祖植，茶园采叶族人间，
乐无穷，乐无穷。
二
寻好梦，婺城南，南街宅第接云天。
百岁思恩终未极，一生遗恨去留间，
别时难，别时难。
三
寻好梦，婺城西，西城国学有吾师。
六载寒窗曾苦读，一朝捷报举家知，
喜孜孜，喜孜孜。
四
寻好梦，朱子祠，正是私中入学时。
经史子集从头学，歌赋诗词略涉知，
一年期，一年期。
五
寻好梦，到春申，五年生活最缤纷。

初学填词擎友辈，再循数理悟迷真，
正娉娉，正娉娉。
六
寻好梦，到杭州，西湖处处好勾留。
天竺六桥寻达路，月潭水静更通幽，
不知愁，不知愁。
七
寻好梦，到台湾，半身生涯在此间。
兰桂满庭枝挺秀，桃李遍植品非凡，
喜开颜，喜开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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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羅崇光老師，是我們高中的數學老師，湖南国语，短身圆颅，颇俱性格，（貌似 美国老明星
Edward G.Robinson), 上课
幹脆利落，專攻難題，A 窝（O）加 B 窝（O）等於 C 窝（O）；解得好。 他和趙汝倩老師“铁哥兒们”，
朝会晚会，二人低頭谈笑，绰号 “ 老蜜斯“
與 “老虎狗”。
３. 程敬扶老師教過我們初中的公民訓練，他是一個閱覽豐富、很有見識，在文學、社會科學幾方面都有
很高的水準，而非空談主義、思想的人。他不用課本，口說筆畫，要我們記筆記。他的教學代表了附中的
“自由人文精神”。
程老師 多才艺，“附中青年”曾刊载他的 言情小说， 笔名 “程大成”，真情流露， 非常感人
４.

高一的生物老師李慶濤，一口京片子，講課時 一臉正經，其實幽默風趣；口若懸河，滔滔不絕。

５. 附中還有一個很成功的課程，就是勞作。當時由秦彥斌老師主持的「勞作工廠」
有各種工具及機器，使我們能養成動手、使用工具的能力，在以後一生的求學做實驗，從事工程業務，修
車修房，也都 雙手萬能。
６.附中的音樂課程最主要是由楊、柳二位老師（楊蔭芳、柳挹群）
柳挹群老師 教学认真，不但要学识谱打拍子， 每学期 还要背一首歌，做为考试，培养了我们对音乐很
大的兴趣。
７. 高一，高二的英文老師 兼导师 趙汝倩，正宗京片子，端莊大方，頭髮總是挽 個美人髻，一身旗袍，
处处合身，每天更换花样，胜过
“花样年华”的张曼玉 多矣！一口美国英语， 字正腔圆； 为了实验，学校也曾邀请 驻台美军眷属太太们
来校教会话，带我们听洋歌，跳
恰恰，多美的文化交流。
８. 我们高二时的国文老師 何宗周老師， 一口浓厚的甘肅腔，国学底子亟好，对学生要求也嚴，课本
裏的古文，篇篇要背，背得不好，不能回家，

下课後到 他的宿舍 前继续背 （和羅崇光老師一样 都是单身，住单身宿舍）。
当时頗以为苦，後來却培养了我对文学濃厚的性趣。何老師 讲究衣着， 夏天 白草帽， 白皮鞋， 黑墨
镜，口含大烟斗， 西装领带， 做派十足，
正是大名鼎鼎 的 “ 西部”。 记得当年上课时講 詩經， 當老師唸到 “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顧我
覆我，出入緮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時， 語帶咽哽，滄滄然淚下； 我們也於心戚戚，不勝悲傷， 何老師 真性情中
人。
９. 葉嘉穀先生 ，北平人,畢業於輔仁大學國文系;是我们高一 国文老師，也以 黄老之术 教学， 一
派无为而治，
高个子，背略驼，深度近视，，听说他当年是抗日英雄，对他格外尊敬。
記得有一次 作文題目 ：
“ 論 日本將纖維廠 售中共事”，
時值六零年代，反共抗俄，勢不兩立； 加上對日本極度的反感，多半的同學 都 敵愾同仇，大罵日本人
混蛋； 我也 氣憤填膺，滿紙國罵，結果
幾乎得了滿分， 加上 葉老師的長篇評語， 獎譽有嘉； 真是愛國青年，熱血沸騰！等等
１０.

地理老師 佘其玉， 也是一身旗袍， 逍瘦，中等身材，和蔼端庄，教学認真， 我们都受益匪浅。

１１. 美术老師 张杰， 美髯飘飘，仙风道骨， 小个头， 神似 小 “ 张大千”， 不多言， 可能因我
无 绘画天分， 所学不多。
张杰 1921 年出生于上海。早在江苏「正则艺专」求学期间，成为校长吕凤子旗下的门生，得以近距离研
习书法及绘画的独门技巧，为他日后成为绘画技巧与艺术学养兼具的近代画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毕业
后,辗转来台,
开始了他二十年的教书生涯。 1968 年成为业画家,并以系列「荷画」在台湾画坛走红。
１２. 物理老师 應再寧先生。騎部摩托車, 講起課來毫不含糊,满重的 江浙 鄉音，讲课 简单呃要，
清楚明白， 果然一副瀟灑派頭。
１３. 三民主义 老师 方傑， 好像当过 训导， 南京人， 正宗南京腔， 总是笑嘻嘻地 给我们说故事
-- “内地山区， 地瘠民贫，
男人娶不起老婆， 兄弟合娶一女，轮流行房，老大进漆 （去），老二 就进不漆 （去）了！“， 於是他
的绰号 便叫 ” 进不漆 “ 。
１４.
體育老師 温展宏， 矮壮结实，混身肌肉，体操专业， 示範单 双杠，颇有奥运体操隊的风範，
讓我們十分佩服。
其四 －－

浪子回頭-- 略談 校園 “ 幫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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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 附中 網站， 學長們的大作 多半說的是 “當年之勇”， 以及 後來 如何 “學成業就”， 或
“聲名顯赫”，或
“功業彪炳”，成為國家棟樑 ，社會賢達 的正面報導。
今天 學弟 不才， 熱血上升之際，(受到 姚學長 所說 -附中的優良傳統 絕非 ”一言堂“，乃
十足 ”百花齊放“ 校風的鼓勵），
也想加入交談，說說 我的 另類 “當年之勇”，多是負面教材， 以為後學者戒。
話題一轉，現在來說說 校園 裏的 幫會史， 附中 既是名校，
又崇尚「自由思想」，學生們正值青春期，精力無窮；活潑好動，調皮搗蛋者，比比皆是。 讀多了水滸，
三國，以及金庸，臥龍生，古龍等
武俠名著，心響往之，膽大的 於是 拉幫結夥，以武犯禁，行俠仗義，以”俠“自居，混起 “太保” 來。

（古龍 為著名武俠學長，文采婓然，嗜酒如命，無論上課下課，寫作不斷，每寫一頁，全班爭相傳閱，不
但俠氣十足，
而且深諳女性心理，天生聰明，多屬自學，可惜英年早逝，因飲酒過量 卒，如此酒膽，為飲者留名，應勝
古人 李白，劉伶 多矣！）
首先少年愛美耍酷，服裝需要 略加改變，不能穿得像個土包子
（前衛特異的打扮，以別於保守俚俗），褲襠收短，褲腳放大，到中华路訂做一身低襠喇叭褲，順便買雙
“叩叩鞋”，鞋跟釘上马蹄铁，行走時叩叩有聲，因此得名。三飛
（三段變速）脚踏车的座位拉得高高的，学生大盤帽壓得扁扁的 （作納粹军官狀），上衣領口 留三不扣。
髮型 就更講究了；一起到後校門
中廣公司理髮部， 來個 “中廣飛機頭”（ 貓王從軍入伍時的 造型），時常到附近 彈子房 打兩桿，
（一聽教官來，便閃！）甭提有多時髦了！
學子們 讀書之餘，有好勇鬥狠的，也順便一“混”； 校園裡活動 無聊時，遇見 “不順眼的”，便上前挑
臖
：“你混哪裡的？”，答的不對：“沒混！”，完了-- 一顿 “痛贬”（現在叫做 “霸凌” ）。於是痛定思
痛，贬不能白贬，不能老受欺負，找幾個
“哥兒們” 商量一番；別無出路，咱們也上梁山吧！ 於是按都市區劃，幫派林立，四海，竹聯，新店，
三重，南門，北門，不一而足， 時常
群居瞎混，幹些“雞鳴狗盜”的勾當。
閒來沒事，精力過剩，發發邪火，打打群架，“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多半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 很夠
哥兒們，
大夥也知道輕重，點到為止；偶爾幹點 狗皮倒灶 的小過犯，至於 作姦犯科，殺人放火的大罪，是
絕不敢犯的。（ 識時務者為俊傑，也更該感謝
戒嚴時期 槍支管制嚴格，不像美國學校裡，學生一言不合，見面就開槍 ）正如姚學長 所說 －在校園
裏“大過不犯，小過不斷”；常向
“老甘”甘子良（訓導主任）報到。 “老魯”魯訓組長 （警總少年組）是不認識也不敢招惹的。
回憶當年， 少年荒唐，維特煩惱，（一半應該怪罪男性荷爾蒙作祟）；也多虧了 附中精神，出身名校－
－雖然調皮搗蛋，仍然不忘讀書。
考試之前，開幾個夜車，也多能勉強 過關。還記得 高三下學期，為了準備聯考，前排二樓教室，為同
學們 徹夜開放，許多同學每夜
開到天亮，方才回家。（ 校友們有個笑話，說 可惜當年小馬哥 沒有讀過附中，否則總統會做得更好，
也不會那麼不粘鍋，害怕 反對黨了！）
留了一年，也幸運的考上了大學 （你猜的對，當然是二流， 像古龍一樣），上了大學，人長大了；遂
幡然覺悟，痛改前非。也開始努力上進，考過留考，出國留學。
拿了學位（你又猜對了，當然不是博士），任職矽谷 IT，結婚生子；日子過得像流水；時光匆匆，離校去
國，將近四十年了。
當年的老師同學們 多半已經失去了聯繫。最近看到附中網站，讀了學長們寫的精彩文章，喚起了少年荒
唐的回憶。
對師长，同學們的懷念 與日俱增，往事如煙，不堪回首； 興之所至，不怕淺陋，也來湊個熱鬧，以一
個邊緣人的角度，說些
“另類故事”；瑕不掩瑜，唯其存真，姑且 妄言妄聽， 以為談笑之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