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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中英先生         錄音段落： 06   時間長度： 60 分 15 秒  
Accession No. YP024 
 
 

 
時間  

受訪者 /  
訪談員  

 
內  容  

  

     
00:00 訪談員：  今日呢係 2011 年嘅 9 月 24 號，咁我呢，就喺呢一個…

灣仔嘅一個辦公室呢，第三次訪問阿石中英先生，咁

呀…石生我哋上次呢就講話《金陵春夢》呀。  

 

  

00:15 受訪者：  係呀，係呀。  

 
  

00:16 訪談員：  (笑 )就你話嗰位作者，唐人，即係阿嚴慶澍先生對你好

好嘅。  

 

  

00:22 受訪者：  係呀，係呀，其實呢我哋 …見面就唔係咁多，但係呢

就係…當時細個，十七歲呢，就已經上去…即係上去《新

晚報》啦，即係日日都 …差唔多每日都上去，因為我

要負責係大概四、五個…日嘅，每日都係半版嘅…編輯

嘅工作，咁我哋喺另外一個地方辦公，即係嗰個地方

呢，都係天樂里，好近 …《大公報》大樓嘅，大概步

行都係三到五分鐘嘅啫，因為嗰度係一個學…即係《新

晚報》嘅讀者活動中心，同時係《學生樂園》嘅編輯

部，咁我每日呢都要大概夜晚呀，吓，好夜呀，十點

以後或者十二點、一點，先去交稿畀個…即係副刊科，

即係《新晚報》，咁副刊科嘅側邊呢，就係坐嘅人呢，

就係正正係呢就係 …總編輯羅孚，再側邊呢，就係嚴

慶澍先生，咁嚴慶澍先生，咁畀我嘅印象呢，就永遠

係左手揸住枝煙，右手呢就 …對住啲原稿紙呢，疾寫

呀，寫到好快嘅，吓，咁寫啲乜呢，當時我哋就唔知

道嘅，收屘個個都話「哦，佢就係有名嘅作家唐人。」

就寫《金陵春夢》，即係國共內戰嘅，咁於是呢，咁我

有幸呢，都大概 er…個零月前呢，就見番 …見到佢公

子，就嚴浩先生，嚴浩導演，咁我就話畀佢聽呢，咁

你爸爸畀我個印象就畀我係點樣樣，反而呢佢係唔係

好知佢爸爸喺嗰個編輯部個形象原來係咁樣樣，同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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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八八卦卦走去睇下啦，佢寫嘅字呢，係潦到冇人

識睇，咁於是呢當時喺《新晚報》有個好有名嘅講法

就係呢，羅孚同埋阿嚴慶澍啲字都好難寫㗎嘞，咁當

時 呢 又 係 由 於 我 哋 係鉛板 印刷 嘅， 活 板印刷 用鉛 粒

嘅，所以執字粒，咁就都好難執佢啲字，特別係嚴慶

澍先生呢，有個專人執佢字粒嘅 (笑 )，咁我將呢個故仔

呢就講番畀阿嚴浩導演聽，佢就覺得個感覺好有興趣

(笑 )。  

 
02:34 訪談員：  (笑 )除咗係即係編嗰半版之外呢，仲有冇其他嘅工作

呀？  

 

  

02:40 受訪者：  編嗰半版就其實呢，除咗接觸呢啲咁樣嘅人之外，當

時《大公》、《新晚》呢，係即係人才嘅輩出，咁呢，

你會見到呢，er…現在一個…去到副刊科，可能你見到

一個 …ok，好有名現在旅法一個作家叫做高潔，高潔

個媽媽，又係一個編輯嚟嘅，好嘞，去到，咦？呢個

大姐，又係副刊編輯部，阿蔣萍，影星蔣萍，同埋蔣

星星個媽媽，又係喺度編輯㗎喎。  

 

  

03:11 訪談員：  蔣星星呀？  

 
  

03:12 受訪者：  係呀，咁突然間呢，就會見到一個 …咦？邊個走嚟探

佢個屋企人喎，係阿周蜜蜜喎，咁周蜜蜜係阿羅孚 …
個新抱嚟嘅，咁但係當時呢，我諗佢應該未同阿即係…
未同阿即係阿海星結婚嘅，咁嗰陣時就已經係認識呢

啲人，咁甚至見到 …〈攝影版〉嘅陳復禮呀，咁呢啲

全部會見到…見到晒，咁亦都聽到好多嘅故仔呢，哦，

當時呢，大概…嗱，即係我 68 年係入《新晚報》，咁

時 …就係仲 …即係 …講到五、六十年代嘅事呢，就係

哎，阿梁羽生嘅第一個武俠小說，喺度寫㗎喎，《七劍

下天山》喎，哦，金庸嘅第一部小說，吓，《書劍恩仇

錄》，又喺度寫㗎喎，《新晚報》，咁即係有個咁嘅…即

係覺得係好自豪同埋一個好有文化氣息嘅一個咁嘅報

章，咁當然後期會聽到 …哦，原來《大公報》仲有啲

猛人喺度啦，好似陶傑嘅爸爸又喺《大公報》做編輯

呀，咁呀後期呢，就撞到…er…好似沈旭暉嘅媽媽，吓

話，尤雷，咁又係喺嗰度編輯，咁當然佢已經遲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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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 …即係遲過我好多年㗎嘞，但係即係我係覺得係好

有幸呢，係能夠即係六十年代末，係參加咗《新晚報》

編輯工作。  

 
04:41 訪談員：  咁仲…要唔要即係呢，處理嗰啲咩讀者活動？  

 
  

04:45 受訪者：  係呀，要呀，嗱，即係我哋嘅身份就好奇怪，我諗呢，

喺 …喺呢個即係個《新晚報》嘅編輯裏便呢，我哋有

一班人係最奇怪，呢個亦都係一個 er…同六七係有關

嘅歷史嚟嘅，咁點解呢？即係話呢， er…67 年呢，嘅

11 月，係有一份呢嘅報章，係被學生嘅讀物嘅報章呢，

係被封嘅，呢張報章叫《青年樂園》， ok，呢個《青年

樂園》呢，當時呢係畀呢個港英當局係封咗，咁嘅情

況之下呢，就係即係我就太過年青，我就唔知咩關係

啦，就應該係有一班人呢，即係我坐監出嚟之後呢，

參加〈學生樂園〉工作，就發覺呢，有一部份人就係…
係舊陣時係《青年樂園》嘅一啲 er…編輯，吓，或者

係同個讀者，或者作者有關嘅，係參加埋《新晚報》〈學

生樂園〉嘅嘢，咁嘅情況之下呢，即係係一個 …即係

可能係一個好 special  arrangement 裏便嚟講，點樣能

夠 …即係《青年樂園》結束咗嘞，但係點樣能夠又有

學生嘅嘢喺《新晚報》一齊做呢咁樣，咁所以我哋 …
即係點解我哋個編輯部呢係會另外一個辦公地方喺 …
天樂里，喺一個九層樓高嘅天台，同埋一個室內嗰度，

咁嗰度呢，亦都成為《新晚報》〈學生樂園〉嘅讀者嘅

俱樂部。  

 

  

06:15 訪談員：  係一層吖？定係整個都係呀？  

 
  

06:17 受訪者：  係一層嘅啫，係要行…喺…即係當時你知道唐樓係九層

高，係唔需要電梯嘅，咁所以嗰度係冇天梯，咁呀我

哋行上去其實行八 F，但係實際上叫九樓，一個地方，

咁室內呢，我哋就做咗個編輯部，咁但係個天台呢，

我哋搭咗啲頂呢，就做一個學生嘅活動中心，咁學生

活動中心呢，佢就係…佢係投稿畀《新晚報》嘅…學生

啦，咁佢投稿，er…就係…我哋會通知佢上嚟有啲活動

呀，譬如咩活動呢？我哋會有啲叫做游水班呀，er…呢

個…呢個電工組呀，即係呢個咁樣…國術組呀，即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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哋會搵一啲 er…國術前輩嚟教佢哋打功夫呀，咁樣嘅

時候，咁樣嗰陣時呢，都應該前前後後都有幾百人 …
學生上嚟，而且全部上嚟嗰啲呢，er…乜嘢學校都有，

當時因為《新晚報》嘅讀者嚟講你 …唔係淨係叫做香

島、培僑、漢華，反而嗰啲係少數，大多數呢都係所

謂出便學校嘅嘢，同埋寫得好好文章嘅，咁當時嘅 …
呢個《新晚報》〈學生樂園〉呢，係…同《新晚報》〈學

生樂園〉呢個版面，係同時存在，由 1968 年，吓，即

係直到 1973 年結束為止嘅， (停頓 )咁呢個《新晚報》

學生讀者中心呢，即係我喺嗰度呢，係 …瞓埋嘅，咁

係冇床，咁我哋每日呢，即係我每日同另外一個同事

呢，係每一日呢，係將張乒乓波檯呢，因為當時有乒

乓球組，係搬落地下去瞓，瞓完之後呢，就係 …再執

番起佢，咁呀實際上… 

 
08:16 訪談員：  你喺嗰度住嘅其實。  

 
  

08:18 受訪者：  我喺嗰度住㗎嘞，我冇喺返屋企住，我係 …六年啦，

即係我自從上《新晚報》嗰度呢，我直程住埋喺嗰度，

住咗六年，係瞓呢個…波檯，咁呢樣嘢就同我嘅思想…
有關係，因為當時呢，就係 er…即係喺赤柱嗰陣時我

係瞓咗一年地下，到後期嗰幾個月呢，先至有轆架床

瞓，咁呢就當時係…你知啦，即係我哋係都係…差唔多

一種 …近乎宗教嘅信仰嘅熱情，咁覺得呢就係咁多人

受苦，咁我唔應該係享福，咁舊陣 …咁我亦都係繼續

保持我哋個受苦喺度，咁所以實際上當時呢，本來我

嘅 …即係人工係兩百蚊，我係自己減自己 …係減一百

蚊，所以我係一百蚊一個月，咁呢就做咗六年，咁我

記得呢，就最清楚 …六年之後呢，我個存摺只係得二

十七個半，嘅儲蓄。  

 

  

09:24 訪談員：  你六年都係一百蚊一個月呀？  

 
  

09:27 受訪者：  係呀，我覺得我係…即係貢獻咗畀個 er…國家呀、社

會呀、年青人呀咁樣，即係係一種好宗教嘅…一個嘢，

係冇人要求我咁做，咁所以佢哋呢，會覺得 …嘩！即

係 …你都好辛苦喎，當時好多學生呀上嚟，或者有啲

大我少少，所以我一般到二十號度呢就冇錢㗎嘞，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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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一百蚊你話點搞呢？咁佢哋到時會買個飯盒上嚟畀

我食呀咁樣，我記得嗰度住呢，個生活都好 …好艱苦

而家諗諗下，即係我十八歲到廿三…廿二、三歲咁啦，

即係 …係 …會係 …我諗你未試過 (笑 )，係會用鹽嚟刷

牙，同用呢個洗衣粉愛嚟沖涼，咁嗰度係冇熱水係沖

涼，咁所以我哋會係煲啲熱水，到冬天嘅時候，然後

凍水 …然後淋身，然後又有少少熱水咁樣，咁樣 …嘅

嘢…咁嗰度… 

 
10:25 訪談員：  你…你願意咁樣過，六年喎。  

 
  

10:28 受訪者：  係呀，因為 …其實你睇清楚，好似一種好清教徒式嘅

生活，好清教徒式嘅生活。  

 

  

10:34 訪談員：  係有咩信念可以堅持，六年喎，即係六個冬天。  

 
  

10:39 受訪者：  就係一個清教徒式生活，當時係 …好信仰呢種嘅 …即

係…直程係共產主義，毛…毛派，即係呢種咁嘅…即係

我哋係混雜咗呢種咁嘅嘢，即係同我小學 …即係我同

你講過我喺真光讀書，即係基督嘅精神，基督嘅救世

嘅精神，同埋釘十字架嘅精神，以血嚟流洗你嘅罪過，

同埋呢啲咁樣嘅 er…所謂即係 er…共產主義呢種思

想，即係毛澤東嘅 …話嗰啲咩雷鋒精神呀，即係裏便

嘅 一 個 …即 係 好 怪 胎 地 組 合 埋 一 齊 一 種 自 己 嘅 …自

發，即係冇人會要求我哋咁做，但係我哋係咁做囉。  

 

  

11:23 訪談員：  咁你嗰陣時願意咁樣做，相信啲咩嘢咁樣做？即係或

者你…個目標係咩嘢？  

 

  

11:29 受訪者：  其實相信…相信呢個世界會更加好，吓，即係…要救貧

苦嘅大眾，er…要引導青年係呢個…愛自己嘅國家，唔

好淨係 …殖民嘅統治，同埋幫 er…其他人，咁所以係

好多嘅嘢呢，就講 …家下講番呢有啲自豪㗎，就係點

呢，上過嘅人 …即係當時係點呢？我係嗰便呢就差唔

多一個幹事咁上下，即係除咗編輯，實際上我喺學生

活動中心，佢係《新晚報》嘅讀者，上嚟就參加活動

㗎嘞，吓，咁參加組，咁我實際上呢，就都冇乜身分，

因為我係一個編輯之嘛，咁實際上就係一個幹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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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哋安排啲班組呀，上嚟，咁講幾個 …有啲咩人物

上過嚟啦，即係上過嚟嘅有啲咩人物呢？就係 …嗱，

講幾個啦，有一個就係即係我舊年六十週年搞咗個… 

 
12:27 訪談員：  即係你六十歲生日嘅時候。  

 
  

12:30 受訪者：  係嘞，搞咗一個 …即係叫做五湖四海當年情嘅一個聚

會，咁呀請番晒我喺唔同時候嗰啲朋友嚟，大家見面，

食飯呀，睇啲表演嘅，咁呀其中一個人呢，即係由於

我旅遊界，我以後會講我做咗旅遊 …都做咗六、七年

嘅旅遊，嗰個時候識咗個中國旅行社嘅…朋友，咁呀…
咁呀我其實呢，我做旅行社，八十年代做呢，已經覺

得佢係好熟口面呢，係 …應該識嘅，咁就咁嘅情況之

下呢，就…差唔多我係…最後嗰三日我先報名參加，咁

呀好奇怪佢嚟到啦，咁嚟到呢，佢嘅身分就係 …香港

中國旅行社嘅董事長，盧瑞安先生，咁你知中國旅行

社呢就係差唔多係國家喺香港機構，咁佢係有三個董

事長，其中兩個係外派嘅，即係國家派落嚟，一個係

土生土長香港人嘅啫，咁喺當晚嚟講呢，就係 …呢件

事呀三幾個月前啫，當然嚟講呢，我專登走去佢嗰圍

就…敬酒，即係多謝佢嚟，咁我就問，「多謝你嚟呀，

盧瑞安，你家下中國旅行社董事長，真係大面你嚟呢

度，但係你老老實實話畀我聽，我喺邊度識你嘅先？」

我真係唔記得咗嘞，「到底我係咪就喺旅遊界度識你

呢？定係之前呢？」佢話「乜你唔記得啦咩？我喺九

樓識你㗎喎，我喺《新晚報》〈學生樂園〉識你㗎喎。」

我話「係？有咁嘅事？」我真係淡忘咗嘞，佢話，當

時佢就某某書院讀書，投稿上嚟嘅，咁上到嚟就參加

活動，咁收屘我就唔知同佢講咗啲咩嘢仲 …收屘我哋

仲推介佢唔知做咩工作，然後佢先入咗中旅社，由做

旅遊部嘅職工做起，一路到現在 …我諗佢都接近六十

歲嘞，五十到 men3（邊緣、盡頭），就成為中國旅行社

嘅董事長，所以當晚呢，係一個好奇怪嘅事幹呢，我

就將 …(笑 )發現呢個秘密之後呢，我就將佢帶咗去羅

孚…個總經…即係當時嘅…嘅呢個總編輯身邊，即係將

佢帶咗離開佢張檯，叫佢同阿羅孚敬酒，咁呀同阿羅

孚講，「你睇下，當時你就係 …一個《新晚報》〈學生

樂園〉，曾經教養過、影響過嘅人，現在中國旅行社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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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長。」我仲開玩笑，喂，第時如果攞回鄉證有咩

問題，快啲搵佢先 (笑 )，咁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故仔，咁

另一個又係好極端嘅故仔，就係長毛（梁國雄），咁長

毛呢，個故仔呢，長毛個故事其實就係咁樣嘅。  

 
15:34 訪談員：  梁國雄呀即係吓？  

 
  

15:36 受訪者：  即係梁國雄議員，立法局議員，咁實際上呢，佢係 …
我哋係唔收佢梁國雄嘅，我叫佢小喇叭嘅啫，因為佢

係 我 好 細 個 識 佢 ， 咁 其 實 我 已 經 忘 記咗 …喺 邊 度 識

佢，我係冇見佢…即係四…就喺你呢個訪問我呢個地方

嘅樓下，大概三 …大概兩年幾前啦，一日八號風球嘅

地方呢，我喺呢個辦公室樓下撞到佢，八號風球我返

工 …唔係，我放工，大概傍晚六點鐘，我離開個電梯

口，佢就入個電梯，咁當然啦，我係識得佢啦，細個

已經識得佢，但係冇見三呀幾年，咁我又唔知佢認唔

認得我，於是我好大聲叫「長毛！」咁佢居然一秒鐘

唔使，就識叫我舊陣時個花名，「阿咩！」咁樣，好嘞，

我話「乜你認得我咩？」我話「你去邊度呀？」「哦，

我上你嗰度六樓，嗰個網上電台。」網上電台，作一

個廣播，咁我話好，我同你一齊上去，咁我呀一齊上

去，咁呢就…佢喺度跟住傾幾句，咁個…但係佢趕住做

一個訪問，一個 interview，咁我亦都趕住返屋企，咁

佢第二日佢就寫封信畀我啦，就用立法局嘅信箋，寫…
重逢，即係三呀幾年過去，重逢…即係八號風球之下，

希望能夠 er…即係同我繼…即係同我保持聯絡，即係

出去飲個茶食個包點樣點樣，咁於是我就開始同佢 …
恢復嘅接觸，咁恢復接觸之後呢，就係大家講起 …我

話我實際上喺邊度見你嘅呢？雖然你係金文泰，我話

你係…嗱，我 67 年就畢業，我一畢業之後呢，就去咗

赤柱，咁…我應該冇見過你喎 (笑 )，咁佢就話呢，佢實

際上就 68 年先入金文泰，咁當然唔係喺金文泰見到我

啦，咁我話到底喺邊度見你呢咁？我真係唔記得咗，

佢話我咪喺九樓見你囉，就係《新晚報》〈學生樂園〉

囉，咁我話你係《新晚報》讀者咩？佢話我都唔記得

係咪嘞，雖然佢媽媽就係洋務工會嘅，佢係肯定有睇

過《新晚報》，但係當時應該有一班同學仔呢，都係金

文泰嘅，就帶咗佢上嚟呢個〈學生樂園〉度玩，即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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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班 人 嘅 ， 即 係 上嚟 玩 嗰 啲 …即 係 我哋 有 乒 乓 波 檯

呀，即係做下啲咩實驗呀嗰啲，嗱，完全 …百分之百

冇任何政治嘢嘅，冇嘅，即係玩嘅啫，吓話，即係班

組國術呀嗰啲，即係另外有興趣傾政治嗰啲呀另外一

個故仔，呀就唔會特登 organize 去做呢樣嘢嘅，即係

冇 …冇呢啲嘢，完全冇，佢話你唔記得咩？我就喺嗰

度見到你，我話真係唔記得咗喎，因為講真當時佢只

係得十三…十二、三、四歲，我就係…十八、十九，最

多二十，咁我話你實際上 …幾時上嚟，上到幾時呢？

因為我係 68 到 73 喺度，佢話我應該呢，大概 69、70、
71，間中上嚟，即係唔係成日上，佢話你仲記唔記得

呀？你煮飯畀我食㗎喎 (笑 )，我話我唔記得喎，邊度記

咁多嘢，我乜都唔記得咗，年紀老邁我真係唔記得咗，

真係，我唔係假嘅，真係唔記得咗，佢話你仲要煮飯…
我淨係記得一樣嘢，當時好多學生上嚟呢，我哋 …即

係做埋幹事呀，夜晚做編輯呀，咁我哋會係晏晝煮飯

呀，即係輪流我哋有幾個編輯呢，就煮飯，就畀佢哋

食，咁呀收錢㗎喎，咁呀唔知收幾多錢，一蚊呀、兩

蚊呀一餐咁樣，就即係煮大鑊飯呀嗰啲呢，吓，佢話

你記唔記得呀？你仲話小喇叭上來，加五毫子餸先，

哎呀佢呢個長毛仲要提醒我呢啲咁嘅嘢，我話我真係

唔記得咗嘞長毛，吓，真係嘅，佢仲記得好清楚，呢

件事，咁所以呢，呢個就係一個咁嘅 …例子，即係就

好似好極端，一個就 er…即係…一個中國旅行社嘅董

事長，咁就一個就現在係咁反對呢個… 

 
20:15 訪談員：  咁反建制嘅。  

 
  

20:17 受訪者：  …建制嘅一個咁樣嘅 er…立法會議員，吓，都係能夠

上呢個…〈學生樂園〉，吓，仲有一個係近…上兩個禮

拜先發現嘅啫，上兩個禮拜先發現，真係我完全未發

現到，就係呢，原來上嚟 …所以我就話幾百人唔係好

多，但係原來裏便呢，《新晚報》讀者…即係含金量真

係好高㗎喎，咁點樣呢？就係呢 …我哋就中秋節就有

個聚會，咁有個呢都係《新晚報》嘅 …嘅讀者，即係

嗰陣時已經識落嘅，就冇見好多年，咁就近日有啲聚

會，咁就講開，咁佢呢就係香港唯一一個呢，攞中華

人民共和國紅色外交護照嘅人，唔知你有冇聽過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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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可以攞紅色護照呢？冇呀？嗱，呢個故仔就涉

及到喺…97 回歸前後，中英聯合聲明規定咗一個叫…
中英土地委員會，土委，咁呢個土委呢，就話呢，當

時呢，大陸呢就驚英國佬使晒啲錢去，賣地，咁於是

成立一個土地委員會呢就管一筆數嘅，即係大家賣咗

之後分錢，唔知五呀抑係幾多，分咗之後就嗰筆錢就

要擺喺度，然後到 97 年就要移交畀特區政府咁樣，咁

呢個呢 …呢個女士呢，呢個女仔呢，今時今日仲喺金

管局做緊事，吓，咁或者我叫佢個名叫「阿叔」啦呢

個人。  

 
22:00 訪談員：  唔講得佢個名出嚟㗎？  

 
  

22:03 受訪者：  哦，可以講，因為佢攞紅色護照冇咩特別嘅，叫做高

順卿，咁呀當時呢其實呢，就《新晚報》嘅讀者，咁

呀仲有其實佢…就已經幫一啲編輯嘅工作，吓。  

 

  

22:18 訪談員：  佢有幫手做編輯工作。  

 
  

22:20 受訪者：  但係佢唔係完全編輯，佢幫一啲 …同埋其實主要幫一

啲即係 er…學生活動嘅工作，咁呀好早呢，其實佢已

經去咗華潤公司做，即係去咗華潤公司，可能有啲即

係…我哋有啲…《新晚報》畢竟係我哋中國嘅一張報紙

吓，咁所以佢畢咗業之後呢，就去咗華潤做，咁但係

華潤做之後呢，就係到八十年代呢，中英談判開始呢，

就喺華潤借咗佢過去，成為中方四人代表團嘅 …其中

一位，咁四人代表團裏便呢，個組長應該係鍾瑞明，

咁當時係四個呢，由於都係中方代表，所以唔能夠用

香港人身分，係用中國公民身分，而且佢係有個外交

豁免權，所以佢係拎紅色嘅外交護照。  

 

  

23:14 訪談員：  所以換言之除咗佢另外嗰三個都係呀，係咪呀？  

 
  

23:17 受訪者：  係嘞，有四個人係攞，咁呢個高順卿呢，就係攞紅色

外交護照攞十二年，即係 97 後呢，先至移交，即係先

至冇咗。  

 

  

23:27 訪談員：  即係唔再用嗰個護照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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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9 受訪者：  嗄（是），唔用嘞，但係…好搞笑，佢話畀我聽呢，其

實 過 咗 兩 年 之 後 啲人 出 外 仲 …話 你 應該 係 嗰 本 護 照

嘅，佢話唔係嘞我已經 (笑 )，吓，你知外交有外交豁免

權唔查得咩嘢。  

 

  

23:42 訪談員：  行嗰個出…即係嗰個通道都唔同嘅。  

 
  

23:46 受訪者：  咁呀我哋好 proud 呢，就係呢個女士呢就係…其實就係

我哋《新晚報》〈學生樂園〉嘅…一個所謂骨幹啦，吓

話，咁就係成為一個土委嘅成員，紅色護照，同埋呢，

佢同我講，根本 97 之後呢，就個土委結束咗，邊個人

拎 …點樣個技術上移交畀特區政府，個庫務局同金融

管理局係冇人做，係佢做嘅啫，即係嗰一千七百幾億，

係佢將佢技術上點轉交去特區政府係佢做，咁佢嗰晚

呢，同我提咗另一個嘢出嚟，就係 …原來四個人裏便

除咗佢一個係《新晚報》之外，原來另外一個仲係，

嗰個呢，亦都可以講個名出嚟，叫姚少瓊，亦都 …佢

係百分之百呢，當時係睇《新晚報》嘅讀者，係呢個…
投稿啦，上嚟啦，同埋收屘呢就上到呢個 er…上到我

哋參加唔知 …電工組呀，學做電工嘅，即係做原子粒

機嘅，咁其實電工組我哋仲有啲好巴閉嘅人喎，包括

現在培正中學校長葉賜添，佢拍晒心口佢就係《新晚

報》嘅，學生活動 …當時就係佢爸爸呢，就係《新晚

報》讀者，就叫佢 …即係睇到我哋有啲通知，有啲班

組，就話你上去啦，第時冇嘢做你都識焊 …呢個揸住

個焫雞嚟整收音機吖嘛，係咪？就咁樣上嚟嘅，吓。  

 

  

25:18 訪談員：  哦，即係嗰陣時你哋嗰個〈學生樂園〉或者嗰個讀者

中心…仲有呢啲咁嘅技能嘅… 

 

  

25:27 受訪者：  有，就係呢啲活動班組我哋叫做，唔係 cer t i f icate 嘅，

係叫活動組，興趣組，因為當時我哋有嘅時候呢，仲

未有明愛呀，你記住呀，係 68 年嘅時候搞呢啲，即係

未有咩明愛呀，社聯呀嗰啲咁多嘅…政府…你知麥理浩

嚟咗之後先至贊助畀咗錢搞呢啲嘢，所以我哋嗰陣時

好 popular，即係係好受歡迎，因為冇呀，即係成個

market 裏便呢，係冇一個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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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2 訪談員：  咁呢個構想係你諗吖？定係仲有啲更加高層嗰啲人諗

出嚟？  

 

  

25:59 受訪者：  我都唔知邊個諗出嚟喎，咁係 …冇咩高層諗出嚟喎，

係我哋成班仔自己諗出嚟，因為當時係…即係連我都

會教埋游水班，(笑 )即係要有人識教㗎嘛，即係有個編

輯識教焊焫雞，即係我哋冇錢請人返嚟，學生好平，

可能好似一蚊呀，或者幾蚊呀，吓，即係你諗下人工

一百蚊，係幾蚊係可以學到樣嘢，好似國術就最巴閉

嘞，係漁職工會，即係叫漁職工會有個阿富叔，吓，

有個曾師兄，喺長洲嘅，上嚟教，咁可能好平嘅啫，

幾蚊雞嘅啫，吓話，咁呀佢就教打拳，咁講埋嗰個先，

嗰個就姚少瓊嗰個呢，就係喺即係 er…因為佢都攞咗

紅色護照咁我諗個名係可以講㗎嘞 (笑 )，因為佢係呢就

係九龍工業，就係佢又係投稿上嚟。  

 

  

26:50 訪談員：  即係九龍工業中學嘅。  

 
  

26:52 受訪者：  係嘞，咁嚟到之後呢就係 …又係參加班組，咁收屘搵

嘢做呢，我記得好似當時呢，就係 er…即係我識得新

華社科研室嗰個主任，好怪嘅呢個人，佢家下已經過

咗身嘞，佢亦都係土委其中一個成員，咁佢嗰陣時呢

就…因為我係做《新晚報》〈學生樂園〉嗰啲版面，佢

大概呢，幾個月呢就會 er…約我喺天樂里樓下 coffee 
shop 嗰度飲杯咖啡，就問我有咩學…最近啲學生有咩

思潮 (笑 )，好笑嘅，咁我…問啲學生有咩思潮，咁我咪

照講囉，有啲…最近鍾意啲咩嘢呀，咁我哋睇啲稿呀，

咁佢作為一個 …即係佢唔係一個決策部門，佢係一個

研究部呀，即係佢係一個研究室嘅主管，吓，咁 …我

記得好似係佢話我哋新華社好乾喎，冇咩人識英文，

又冇咩人 …可唔可以介紹嚟，應該就差唔多係咁我就

介紹嗰個姓姚嗰個呢，就應該七十年代初呢，就去咗

新華社，就唔係話現在咩社工部呀，咩部搞政府活動，

係做一個科研，唔係科研，係做一個研究嘅，即係做

資料，資料，咁可能就因為呢，咁嘅情況呢，就我聽…
啱啱兩個禮拜前我先聽呢個高順卿講呢，就係去中期

到呢，就十二年嘅土委，即係高順卿就十二年參加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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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㗎嘞，所以十二年外交護照，但係中期呢，就

係呢個姚少瓊都參加埋土委，咁所以我聽見我都真係

好開心呀，原來呢，即係唔好講話編輯，編輯咩嘢我

唔知啦，即係嗰班人活動裏便，都有咁嘅人，至低限

度土委裏便四個人，有兩個係上嚟活動嗰啲《新晚報》

嘅讀者，四個人裏便有兩個攞紅色外交護照，吓話，

咁即係 …鍾瑞明又係另一個故仔，因為我都好熟，因

為佢 …港大嘅，另一個故仔嘞，嗰啲唔講人嘞，即係

講番《新晚報》呢，呢啲係一個好精華嘅嘢嚟嘅，亦

都好…我哋覺得好…即係慢慢…好 proud of 呢段嘅歷

史呀，咁其實仲有好多人才，不過即係被 …即係冇乜

接觸或者冇乜聯繫就唔講嘞，不過頭先就係講呢三個

故仔，一個就係長毛啦，一個就係呢個中國旅行社嘅

董事長啦，一個就係呢個兩個 …拎紅色外交護照嘅香

港人，都係同我有關係。  

 
29:30 訪談員：  但係你喺《新晚報》做咗呢個青年樂園成六年啦… 

 
  

29:34 受訪者：  〈學生樂園〉，再講，唔係青年樂園， (笑 )係呀，《青年

樂園》已經畀人封咗嘞。  

 

  

29:36 訪談員：  唏，成日都睇錯咗，講錯咗，改番佢先，寫錯咗，吓，

〈學生樂園〉，有六年都喺嗰度，有冇話即係…諗過要

變動，可以做《新晚報》嘅其他版呀，或者係 …轉做

第二啲工作？  

 

  

29:56 受訪者：  冇喎，好開心喎，即係已經忙到你唔識點樣諗嘢㗎嘞，

嗱，當時你係…十七…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廿一、

廿二，即係六年，由十七到廿二、廿三歲，根本忙到

你係唔得閒諗任何嘢，我哋每日係忙到不得了，你諗

下我要負責個版面個編輯工作，所謂編輯工作就係嗰

啲友仔如果唔夠稿呢，即係嗰啲稿鮓呢，就改晒佢，

咁如果唔夠稿就可能自己填幾段都要塞滿佢，咁裏便

又有 …又有啲好幽默嘅嘢，又有啲好文藝嘅嘢，有啲

呀小說性嘅嘢，有啲呀散文嘅嘢，咁呀仲有啲好小朋…
小朋友，小學生嘅，咁當然呢，有幾個編輯，咁但係

我應該呢，叫做統旗城嘅一個編輯，即係主紮㗎嘞，

我統旗城，咁仲有呢收屘呢，就…即係形成《新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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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屘最有名嘅一個版，就叫做星期日嘅〈風華版〉嘞，

咁呢個就 68 年…即係呢個 73 年《新晚報》結束〈學

生樂園〉之後呢，佢仲保留到係好耐嘅，咁呢個… 

 
31:03 訪談員：  〈風華版〉係一開始就有定係中間先出現㗎？  

 
  

31:07 受訪者：  一開始咪就係我哋搞囉。  

 
  

31:09 訪談員：  即係逢週末嘅就係… 

 
  

31:11 受訪者：  逢星期日，咁但係〈風華版〉呢唔係完全我哋功勞，

不過當時裏便呢，係我哋 …就係有一班人呢係 …大學

生，即係港大呀，中大嗰啲呢，係會交稿係整嘅，咁

所以係 …呀，到後期就唔係嘞，到後期就全部係阿羅

孚自己親自…(笑 )因為佢好鍾意，佢自己好鍾意，所以

佢冚唪唥（全部）即係 …嚴慶澍、羅孚嗰啲佢哋冚唪

唥搞番晒，所以形成到七十年代嘅〈風華版〉就係一

個思潮活躍嘅地方，即係各種思潮嘅萃會呀，包括後

期呢，後期我講到，所謂批托文章，我就係喺風華嗰

度發長嘅。  

 

  

31:55 訪談員：  咁 你 頭 先 講 啦 ， 主 要都係 啲大 學生 即 係提供 稿件 過

嚟，咁但係大概運作咗幾耐之後呢，之後阿羅孚佢哋

先攞番嚟做？  

 

  

32:03 受訪者：  咪就直到…我離開《新晚報》，我 73 離開《新晚報》。  

 
  

32:06 訪談員：  即係 …即係換言之有六年時間〈風華版〉主要都係大

學生供稿。  

 

  

32:13 受訪者：  係呀，〈風華版〉唔係一開始有嘅，佢〈學生樂園〉有

咗幾年先開始有〈風華版〉，即係禮拜日啦，不如有個

大學嘅思潮，咁呢啲嘢呢，老實講呢，《新晚報》現有

嗰啲編輯呢，係冇辦法做嘅，嗰班老實講呢，副刊嘅

編輯全部都係…第一，係女士啦，基本女士，除咗〈攝

影版〉啦，但係佢好開放，〈攝影版〉佢搵陳復禮做，

佢係主編，陳復禮係中華攝影學會嘅…會長，即係《新

晚報》係好開放嘅一張報紙，佢 …呢個專門佢就搵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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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班人去做嘞，學生，佢就搵有啲學生，有關，〈風華〉

大學生，你就搵大學生，咁其他嗰啲 …嗰啲副刊科嗰

啲其實全部都係啲女士嚟嘅 (笑 )，啲女士，好有文化嘅

女士，但係嗰啲女士係整唔到大學生思潮㗎嘛，咁所

以 …連我哋都做唔到，咁所以我哋都係約嗰啲大學生

呢，港大呀… 

 
33:04 訪談員：  即係由番啲港大學生佢哋主編番。  

 
  

33:08 受訪者：  佢哋差唔多主編晒，成嚿稿交畀我哋，我哋再執執就

交畀《新晚報》嘅啫，吓，即係我哋將佢排番版，嗰

陣時仲有排版嗰啲。  

 

  

33:17 訪談員：  咁你知唔知嗰陣時 …嗰幾年嘅主編係邊個呢？港大嗰

便。  

 

  

33:22 受訪者：  你真係要我講呀？  

 
  

33:24 訪談員：  唔講得㗎？嗱你唔講得就唔講得，唔緊要㗎。  

 
  

33:28 受訪者：  嗱，我其實我呢，就已經唔係好記得好詳細㗎嘞，但

係我可以講畀你聽有兩 …即係嗰啲 …有兩個人呢應該

係有關係嘅，一個呢就係現在成為呢個培僑校監嘅羅

慶宗，唔係校監，係校董，另一個呢，亦都有關係，

但係可能佢同港大冇關係，但係都係知 …比較知名人

士，後期做到《廣角鏡》嘅總編輯嘅李國強先生，咁

我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呀，呢兩位當時都係一個好主

力，成為〈風華版〉嘅一個開創，但係佢哋係唔係直

接同…即係去羅孚呀嗰啲…因為佢係 through 咗我哋，

即係我哋約咗佢哋去做呢樣嘢，organize 咗然後先整去

佢度，咁呢個係一個開創期嘅啫，頭嗰幾年開創期，

到我哋結束咗之後佢哋係…基本上係 er…《新晚報》

自 己 …阿 羅 孚 佢 哋自 己 做 番 ， 但 係 佢哋 會 搵 番 呢 班

人，或者再轉嘅人去做，咁所以我哋都好開心〈風華

版〉係堅持咗好多年，應該係八十年代喺度。  

 

  

34:38 訪談員：  咁到你廿三歲嘅時候唔繼續做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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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4 受訪者：  即係有個問題就真係 …即係我好忙地，嗱，夜晚就要

編稿啦，日頭呀要應付咁多 …啲學生呀，即係學生上

嚟，連…煮飯畀長毛都要做 (笑 )，咁呀唔好講，好在佢

嗰陣時唔識掟嘢，唔識掟我 (笑 )，吓話，即係連咁樣都

做埋，咁嘅時候真係好忙，咁所以時間過得好快嘞，

咁所以從來冇諗過 er…即係人工少呀咩嘢，覺得好有

意思，即係你會 er…又編一啲嘢啦，又有啲學生上嚟，

即係畀一啲…即係好似…好似教會，傳道咁樣，即係你

畀一啲…即係唔係 hard sell，而係畀一啲…做人要積極

意義呀， er…研究下國家呀，睇啲 …畀啲咁嘅思想佢

哋， er…即係好開心，咁但係有一日呢， (笑 )突然間有

一日，有一日呢就會 …《新晚報》嗰度話畀你聽，哦，

我哋唔準備再有學生版嘞，(停頓 )即係一個通知啫，我

哋研究過我哋所有嘅副刊嗰度呢，係唔需要再有呢啲

學生版，我哋會保留〈風華〉，但係唔需要呢個〈學生

樂園〉嘅編輯部再存在，一個通知啫，我記得呢個係…
應該 73 年嘅大概係…夏天。  

 

  

36:12 訪談員：  邊個通知你呀咁樣？  

 
  

36:15 受訪者：  梗係報館啦。  

 
  

36:17 訪談員：  報館邊個層級嘅人通知你呀？  

 
  

36:20 受訪者：  都高㗎，嗱，所以講 …所以呢就好笑嘅一樣嘢呢，就

通知我，咁我呀好嘞，即係我又冇諗啲咩嘢，好啦，

咁我哋班人，各有各散咯，咁呀有啲就係 …即係好似

有個編輯阿風儀咁樣，咁佢返番去《新晚》嘅副刊科，

直 程 返 番 去 ， 即 係 唔喺出 便做 埋學 生 活動中 心嗰 啲

嘢，或者去第二啲報紙，我唔記得《商報》定《星島》

嗰啲，有啲真係返番報館裏便，吓，做，有啲就 …總

之就解散，咁我記得呢，嗱，我唔知有冇老糊塗嘞，

我記得羅孚呢，就講過一句嘢，佢話「咁點呀你到底？」 

 

  

37:05 訪談員：  即係問你。  

 
  

37:06 受訪者：  係呀，咁我話咁咪出去搵嘢做囉，你哋都唔要，佢話

唔好，留番喺《新晚報》咩，但係我唔係喎，我仲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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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我哋呢，個活動中心唔存在，但係我哋個寫…即係

仲會 …佢哋嗰班人呢，仲準備轉成另外一個社團，即

係註冊一個社團，就唔係一個活動中心，一個社團呢，

就做番相同嘅嘢，咁我話我仲都好有興趣繼續做一啲

面 …即係面對面接觸啲學生、後生，希望佢哋即係有

個 …即係思想，進步嘅思想，即係好似社工咁樣，咁

我話唔係我咩，咁我記得呢，就佢講一句話「你都留

番喺我哋報館啦，可能過多幾年，即係…即係我退休，

總經理…總編輯個位畀你做。」(笑 )嗱，呢句嘢呢，我

真 …嗱，第一，嗱，我唔會老作，但係第二呢，就即

係我唔敢講，即係我唔敢講呢，阿羅孚老先生有冇講

過呢句嘢，我係記憶佢講 …係對我，企喺度，我企喺

佢張檯側邊講嘅，吓，係好 serious 咁講定點我真係唔

知，吓話，我真係…即係立此存照啫，吓話。  

 
38:30 訪談員：  即係意思佢都未必記得佢講過。  

 
  

38:33 受訪者：  係，佢未必講過，但係我就記得 …會唔會，嗱，我就

覺得我唔係老作嘞，但係有冇啲修補性記憶定係創造

性出嚟呢 (笑 )，我唔知，但係呢句嘢係喺我腦海入便係

幾十年嘅，係總言之佢嗰陣時叫我留番喺報館真係參

加佢個編輯嘅工作，吓，就將來做到唔知咩位嘞總言

之 (笑 )，即係其中一個小故事喺《新晚報》呢就係…係

我係帶阿曾德成去見羅孚見工。  

 

  

39:01 訪談員：  哦，幾時嘅事嚟㗎？ 68、 69？  

 
  

39:05 受訪者：  呢個故事呢就應該係 68 年，嗱，我應該…唔係，唔係，

係 69 年，嗱，我個情況呢，我 68 年呢，我坐完監大

概 9 月底就參加…《新晚報》〈學生樂園〉，嗰陣啱啱

創版冇幾耐嘅啫，已經有人搞緊㗎嘞，咁但係呢，因

為我個年期呢…就 YP（Young Prisoner）刑期呢，我呀

十八個月，咁呀實際上坐一年嘅啫，咁而曾德成呢，

即係佢係…St. Paul Head Prefect，着住 Head Prefect 嘅
衫去派傳單，所以佢係判得重過我嘅，即係我記憶中…
唔知有冇記錯呀，應該佢係二十四個月嘅，即係我十

八個月，佢二十四個月，兩年，咁呀 …根據個折扣嚟

講呢，就應該係實坐大概年半多啲，咁個…我就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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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入獄嘅，佢應該 11 月先至入獄，咁呢佢就遲過我出

嚟，咁佢係 69 年先至出嚟，就唔係 68 年，我 68 年大

概 9 月幾，佢 69 年大概…唔記得咗，大概…上半年，

佢出嚟，咁嘅情況嚟講就當時我應該已經喺《新晚報》

做事㗎嘞，咁…我直程係啦，直程喺《新晚報》〈學生

樂園〉做啦，我記憶中呢，因為當時所有出獄都係嗰

架車呢，有架囚車係送到域多利監獄，即係域多利拘

留所先至放嘅，咁當日呢就應該係 er…佢接受張家偉

嘅訪問嗰陣時呢，就講係《青年樂園》嘅，就呢個迎

接佢嘅，你睇番嗰篇嘢得㗎嘞，咁實際上當時呢，因

為 …實際上喺歷史記載呢，曾德成係冇上過《青年樂

園》嘅，上《青年樂園》係佢阿哥係曾鈺成啫，咁而

實際上呢，呢件事佢嘅入獄同《青年樂園》亦都係冇

關係嘅，基本上係冇任何關係，你話受唔受影響呢個

冇得講，吓嘛，咁呢個情況之下佢出獄嘅時候呢，就

應該係即係 …一班學生界接咗出嚟，而我呢？實際上

當時亦都係即係…你見到我嘅情況啦，除咗《新晚報》

嘅編輯仲有做啲學生青年工作啦，咁我呀當時有個 …
即係有個 mission 呢，就係呢，就係要同佢開個歡迎

會，我記憶中呢，就係我當時搵咗間…要四圍搵地方，

邊個同你開歡迎會啫，吓，因為 69 之後嗰陣時已經係…
即係 69 嘅時候已經係淡化晒，因為 68 已經淡化啦，

吓， 69 年更加淡化，咁我居然係搵咗間呢…即係我唔

記得咗點做嘞，我真係唔記得咗，完全唔記得咗，我

居 然 會 搵 到 個 叫 …喺 大 概 中 上 環 一 個地 方 叫 鹽 業 銀

行，鹽業銀行呀，鹽，賣鹽個鹽，事業個業，而家已

經歸咗十三行嘞，鹽業銀行嘅 …所謂大廈，嘅一個會

所，頂樓嘅一個所謂會所，咁上下嘅嘢，開咗一個大

概四百人嘅歡迎會畀佢，咁嗰個會係我主持嘅，係我

主持即係歡迎曾德成戰友出獄 (笑 )，當時係用呢啲名詞

㗎啦，咁呀嗰啲… 

 
42:35 訪談員：  但係嗰個歡迎會嘅名義呢，就唔係〈學生樂園〉嘅名

義。  

 

  

42:39 受訪者：  冇，冇〈學生樂園〉，冇《青年樂園》，乜都冇，冇，

冇名義嘅，直頭冇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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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4 訪談員：  就學生界… 

 
  

42:45 受訪者：  你學生界，任何人都話自己學生界㗎啦。  

 
  

42:49 訪談員：  但係你咩嘢名義都冇？即係嗰個歡迎會，你四百幾個

都係學生吖嘛。  

 

  

42:53 受訪者：  咁你咩名義呢？咁我都唔 …即係佢 …各有各方法通知

啲人參加啦，嚟啲咩人我都唔知㗎，即係嗱，我係作

一個歡 …作一個介紹，嗱，呢個就曾德成乜乜，咁由

佢講，咁講咗我就講…咁呀散囉。  

 

  

43:10 訪談員：  但 係 嗰 個 活 動 叫 咩 名 呀 ？ 就 曾 德 成 乜乜 …歡 迎 曾 德

成… 

 

  

43:16 受訪者：  咁上下啦，曾德成戰友出獄呀，都係歡迎咁上下，其

實唔記得咗，太耐嘞，呢件事係 69 年，69 年你話距離

家下四十幾年，就邊記得咁 detail，即係我覺得我記得

鹽業銀行已經好好㗎嘞，嗰間嘢都已經拆咗嘞已經，

咁歡迎咗之後呢，咁呀過一排呢，我記得應該係又咁

樣，即係要到時…即係好似我咁樣，到時會有人話喂，

不如你係去 …《新晚報》做啦咁樣，咁但係今次呢，

佢就唔係《新晚報》〈學生樂園〉嘞，就真係去《新晚

報》，應該做記者，咁就係…即係係我約埋佢，帶佢上

去國華大廈嗰度，第一個人就見羅孚。  

 

  

44:06 訪談員：  係咪有人通知你係去帶阿曾德成見工呢？  

 
  

44:10 受訪者：  當然係啦。  

 
  

44:11 訪談員：  嗰個係咩方向嘅人呀？方面嘅人？  

 
  

44:14 受訪者：  嗰個係…嗰個就…(笑 )真係舊陣時《青年樂園》啲人嚟

㗎，真係舊陣時《青年樂園》啲人嚟嘅，吓。  

 

  

44:23 訪談員：  方唔方便講係咩身分背景嘅人？即係譬如有咩 …《青

年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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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9 受訪者：  社長，但係佢而家唔喺 …佢而家已經唔喺香港住嘞，

我哋仲有間中會見下佢老人家，八呀幾歲，一個好好

嘅老人家。  

 

  

44:39 訪談員：  就佢就叫你帶曾德成去見工。  

 
  

44:41 受訪者：  係嘞，佢通知我不如你帶曾德成 …因為嗰陣時係好緊

要，因為我哋細路仔係唔知佢哋做乜嘅，因為《青年

樂園》畀人封咗，吓，咁咁咁咁咁，吓，所以你話曾

德成嗰個訪問記…張家偉呢，又啱又唔啱，吓，就《青

年樂園》，〈學生樂園〉，你諗下兩個樂園咁近都有啲關

係㗎啦係咪先？即係又《青年樂園》，又〈學生樂園〉，

咁就係我係只係做一個帶佢 …咁所以我帶佢上《新晚

報》，見羅孚，咁我就好自然…咁呢件事呢，就似乎好

多人已經淡忘咗，咁所以呢係舊年阿羅海星，搵我做

一個訪問嘅時候。  

 

  

45:22 訪談員：  羅海星個細佬。  

 
  

45:24 受訪者：  海星個細佬羅海雷搵我做一個訪問嘅時候，我再講一

次畀佢聽，咁當然呢，阿海雷對曾德成後期 …即係羅

孚出咗事之後個態度點，但係我同佢講，呢啲唔係點…
唔係我嘅…即係我 concern 嘅嘢，我亦都唔希望你喺我

嘅訪問入便出任何對曾德成有任何即係 …嘅嘢，因為

當時嘅背景係好複雜，我亦都唔想評論，但係我總之

就係講 …歷史嘅真相就係 …我就係一個抱 …事實上真

係係你爸爸，係羅孚，就請咗佢，同埋係一路係培養

佢上去，呢個係真係，咁即係《新晚報》呢，即係呢

個事件就係 …其實就係喺舊年，海星死咗之後，舊年

嘅即係 …春節後呢，我約埋羅孚，冇見咗成差唔多三

呀年，同佢茶聚嘅時候，我哋《新晚報》〈學生樂園〉

幾個編輯，大概三個呢，就約阿羅孚一齊茶聚嘅時候

呢，就大家講起《新晚報》，咩子弟兵，《新晚報》出

過啲咩人物，入便我就再強調一句呢，即係羅孚前輩，

曾德成，就係你請佢，就係當時呢我再講個事實，係

我帶佢上嚟，即係我係一個證人， witness，係佢係上

嚟，帶佢上嚟見工嘅，吓話，而係你請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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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2 訪談員：  佢決定請佢嗰陣時呢，你都喺現場嘅。  

 
  

46:55 受訪者：  (笑 )我當然喺現場啦，我喺現場，當然啦。  

 
  

46:58 訪談員：  即係佢見工嘅過程好簡單。  

 
  

47:00 受訪者：  好簡單，我諗佢哋有人已經互相之間會溝通咗㗎嘞，

即係你諗下成班呢班 …坐監出嚟嘅人，你話何去何從

吖？即係當然都有啲人要 …安撫或者安排一下一啲咁

嘅工作，亦都好合理嘅，吓，好合理，亦都所以係好

快脆，咁我就交咗畀羅孚之後，傾咗，咁我就走嘞，

阿曾德成就 stay behind，即係就咁樣樣，咁佢哋跟住

點我哋好間中會見，咁呀 …都係好朋友，我結婚佢都

有嚟吖。  

 

  

47:31 訪談員：  跟住係點你就唔係好清楚嘞。  

 
  

47:35 受訪者：  嗄（是），我唔清楚嘞，我亦都…即係我都…我離開嗰

度我就一般我唔再理嗰度啲事㗎嘞，吓話，所以就係

頭先講番就係…即係 73 年呢，有人通知我 er… 

 

  

47:46 訪談員：  停辦〈學生樂園〉嘞。  

 
  

47:48 受訪者：  咁又唔係晴天霹靂嘅，即係哦 (笑 )，咁阿羅孚叫我留喺

度，我話 …諗得好快嘅我，唔好嘞，我都做咗六年編

輯，er…我…試下出去做其他嘢啦，吓，其他我唔知，

咁但係呢個就…留低咗一條尾巴嘞，就話…其實我喺嗰

度未用過任何一個 …未用過我現在石中英個名發表任

何一篇文章嘅，喺《新晚報》，喺《文匯報》，反而一

個契機就係呢，我離開咗報界，就反而造就咗我寫嘢

(笑 )，就係呢個好奇怪嘅事，我…可能以為我喺報界係

寫嘢，我喺報界係改嘢，我係編、改。  

 

  

48:32 訪談員：  寫嘢反而…正正經經寫嘢反而就少。  

 
  

48:36 受訪者：  同埋用一啲…奇怪嘅名呢，就寫一啲…攝期嘅文章，即

係一個鍛鍊期，係冇自己拋身用自己個名去寫散文或

者論文係冇嘅，只係係離開咗《新晚報》，開始我嘅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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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涯呢，我先做呢件事嘅啫。  

 
48:55 訪談員：  石生，先講下你嘅教學生涯，即係或者咁講，出去闖

下啦，點樣開始？即係點樣搵工呀？  

 

  

49:03 受訪者：  哦，第一份工呢，除咗《新晚報》份工之外呢，就係

73 年呢，就由於係一個暑假，暑期…中，即係我唔記

得係 5、 6 月，定係 6、 7 月，宣佈我係…即係《新晚

報》我停辦，晴天霹靂 (笑 )，咁到底點辦呢？咁冇人工

點搞呢？雖然一百蚊啫，好似我都話畀你聽點解睇我

存摺，二十七個半，國華銀行，因為就喺 …因為就喺

《新晚報》大樓，咁呀大樓地下有間國華銀行，就永

遠喺嗰度出糧吖嘛，開個存摺，咁呀發覺原來做咗五

年 幾 得 一 …二 十 七 個 半 㗎 咋 ？ 咁 點 生活 呢 咁 樣 ， 好

嘞，咁呀…咁呀我第一個…咁我又唔想離開呢個咁樣嘅

〈學生樂園〉，因為佢會轉，轉成另一個…一個社團，

即係另一班人搞，就係我哋同學去搞呢，就雅健社，

咁我呀唔會去做嗰啲… 

 

  

50:00 訪談員：  叫咩社話？  

 
  

50:01 受訪者：  雅健呀，雅健體藝社，一啲咁嘅，咁嗰個社團呢，我

唔係發起人喎，我乜都唔係，就我只係一個導師，但

係我好 …好鍾意同一啲後生仔呀、學生呀，傾偈呀，

吓，去補習呀，搞活動呀，即係我都好百厭，咁 …咁

呢就 …咁我諗下，咁最好都係做教書啦， teacher，咁

但係我個 problem 就係…即係我學歷變咗唔高，冇大學

履歷，即係因為你知啦，我大學履歷就赤柱大學，冇

乜人承認㗎嘛，咁嘅情況之下我點辦呢？哦，咁蹺呀…
個世界就好蹺，咁當時有一個就喺〈學生樂園〉嘅《新

晚報》嘅一個…讀者呢，咁佢同我好 close 嘅，咁佢…
咁講句 (笑 )  《新晚報》停辦我唔知做乜好，咁呀有…
咁呀想教書又唔知點咁樣，佢話唏，有機會喎，我阿

哥呢，見咗份工，喺中環聖思定英文中學，喺堅道嚟

嘅，咁係教 Form Five 嘅 Mathematics，數學，咁你有

冇興趣吖咁樣，我話，唔㗎，英文數學喎，Form Five
英文數學喎，我未試過㗎喎，我夠唔夠料，佢話唔怕

啦，因為我阿哥見咗份工呢，佢啱啱收到加拿大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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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通知，去加拿大升學喎，咁呢個 job 呢就冇人做，

我記得嗰陣時已經係開咗學，冇錯嘞，係 9 月開學，

大概一個…兩個禮拜之內嘅，咁呀上上下呢，就唔得，

咁…不如咁啦，咁佢去…你去見工啦，即係去同個校長

講一聲，咁我記得阿貴仔，即係佢阿哥呢，就真係同

個校長講一聲，咁呀要…要人㗎嘛，即係走咗去點搞，

即係嗰陣時係 …即係你如果記得啦，七十年代突然間

就好多私校，好多學生，因為政府係唔夠位嘅，政府

官校好少，er…呢個津貼補助都唔夠學位，咁呀啱啱嗰

陣時又有啲難民呀，即係七十年代嚟咗好多難民呀，

新移…所謂新移民呀等等，突然間人口呢嗰陣時…即係

啱 啱 就 學 人 口 係 好 高漲， 咁所 以私 校 突然間 好多 人

讀，咁又唔夠老師，咁好嘞，於是我就話點搞呢咁樣

講，我同佢講 …仲好笑喎，喂，我連一件見工衫都冇

喎，你知我嗰陣時《新晚報》〈學生樂園〉編輯部呢，

都 係 求 其 咋 喎 着 啲 嘢，即 係我 連一 件 似樣嘅 西裝 都

冇，吓，佢話唔怕啦，我阿哥借畀你，咁呀佢同我高

高瘦瘦差唔多呢，就即係借埋成 set 畀我，就去見工，

咁呀見工過程呢，就個學校 …就好搞笑，見工唔夠十

五分鐘就問下你讀邊啦，金文泰， ok，Maths，哦，會

考原來都好高分喎，吓，即係有良呀咁樣，咁 …得㗎

嘞，得㗎嘞，聽日嚟返工，聽日喎仲要！咁呢就 …咁

易得米？人工唔好講喎，嗱，你接手佢份人工，咁啦，

七百蚊啦吓，咁呀見完工出嚟呢就好似發場夢喎，點

樣由一百蚊可以變七百蚊嘅，即係 …我心諗喺度做一

百蚊㗎咋喎，七倍喎，七百蚊喎，點解係七百蚊呢？  

 
53:40 訪談員：  真係一場夢呵？快到咁。  

 
  

53:43 受訪者：  一場夢，咁但係呢我就…唔能夠再喺個團體度…即係社

團住，因為你一定要 …即係裝扮好，咁你仲瞓地下咁

點搞啫嗰啲，咁於是我就搬番同我媽媽住，我媽媽當

時喺招商局住呢，佢係 …有個宿舍，所謂宿舍就係呢

(笑 )，就係畀佢有錢，就租咗一間房，咁我係轆架床上

下格嘅啫，咁呀就叫宿舍㗎嘞。  

 

  

54:12 訪談員：  佢係咪比較…因為都係香港島吖呵？方便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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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7 受訪者：  咁呀…即係…喺北角嚟㗎，咁都係返番中環，中上…即

係喺一個半…Mid-levels 嗰度囉，堅道返，堅道對我嚟

講冇問題，因為我細就喺堅道一百一十一號，咁佢呢

就喺唔知堅道一百二十幾號嘅啫，即係根本就係佢嗰

間學校同我童年嘅時候係 (笑 )…相距咁鬼死近，咁於是

就毫無困難地…開始教書，咁呢就…教上晝、下晝、夜

晚，咁呢你 …其實個收入就唔只七百蚊㗎嘞，咁因為

你七百蚊你教嗰啲嘅啫，咁你夜晚佢就會加錢畀你。  

 

  

54:53 訪談員：  哦，夜晚佢有補番錢畀你。  

 
  

54:56 受訪者：  咁所以佢呀係…都過千蚊人工，即係你當係 73、 74 年

都唔係太曳嘅，吓，咁…又發覺我原來教 Mathematics
都有少少天份喎，即係我對數學我不嬲都好有興趣，

咁呀 …唯一嘅問題就喺邊度呢，就係因為私校就真係

第一日返工就真係出問題嘞，一班裏便成四十幾人嘅

可以，咁我叫…一叫 stand up class 呢，就跟住叫佢哋

sit  down 嘞即刻，點解呢？原來企第一排嗰啲同我一樣

咁高呀，即係原來我嗰陣時唔知廿二、三歲教呢，嗰

啲友係二十、廿一歲㗎，即係私校嗰啲有啲學生係好

大年紀嘅，吓，同埋裏便係 …你講呀，咩黑社會都有

呀真係，我已經喝過幾次啲黑社會唔好打交，我因為

坐過監我都知道晒佢啲嘢，鬧佢哋，吓，就咁樣，咁

呀於是喺聖思定教咗四年，教咗四年書，咁呀全部都

教…我係獨孤一味嘅啫，數學。  

 

  

56:03 訪談員：  淨係教數學科，都係教 Form Five 嘅。  

 
  

56:07 受訪者：  都係教 Form Five，咁所以就越教越…就比較精，咁但

係呢就…occupy 我好多時間去備課吖嘛，因為你由中

文…我讀嘅係中文數學，教呀教英文數學，咁呀 occupy
我好多時間備課，備到半夜三、四點鐘，咁呀但係 …
我 仍 然 都 係 去 …放學 時 間 有 啲 去 呢 個雅 健 社 做 下 義

工，即係唔收錢嘅補習呀，活動呀，就咁樣過，咁跟

住就係 er…即係教咗四年之後呢，就再轉咗一間 …即

係四年之後又烏 sê4 sê4（不清楚、莫名其妙）走喎，

係呀，烏 sê4  sê4走，點解突然間請我嗰個校監四年，

突然間呢就 …有一日，即係已經續約嘞，每年續約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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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咁之前呢就叫我入個房，咁我呀做咩鬼呢？傾續

約呀？就…73、 74、 75、 76、 77 度啦， 77、 78 度，咁

呀個校監突然間…女校監嚟嘅，er…我走啦噃，你離開

間學校啦噃，你都聽到啦，我同嗰個校長唔啱，其實

個校長就係 …即係佢哋係有啲咩親戚關係我唔知，但

係個校長就係金王胡漢輝個細佬嚟嘅，唔知細佬定大

佬，總之有個家族，咁 …唔係幾啱，所以我要走嘞，

咁呢，我請你嘅，你跟我一齊走，咁我話哦，走呀？

咁 …好簡單咋喎我諗，咁佢請得我入嚟，咁家下走，

叫我走我咪走囉，我問都冇問過一句佢去邊喎，原來

佢冇地方去㗎喎 (笑 )，即係佢唔係帶我去另一個學校

喎，佢直程 …我走嘞，哦，咁我真係辭職，唔續約就

係 …即係唔使辭職呀，直程唔續約，咁嗰個校長又 …
吓，即係又冇 …又冇再好努力咁搵我，咁呀真係有幾

個老師好似佢咁樣，就跟住個所謂 …吓，宮廷鬥爭咁

樣，咁無端端佢走咗又我走咗喎，咁走咗呢，我又唔

係好徬徨喎，咁當時呢，我係集中呢，就係開始呢，

就係我成個暑假就集中寫咗二十萬字托洛斯基批判，

咁就出書嗰度。  

 
58:27 訪談員：  哦，咁就其實嗰幾年教書嘅時候呢，就已經開始批判

托派嘞，咁你講下你批托嘅源起先嘞。  

 

  

58:34 受訪者：  係嘞，其實就應該講係寫嘢嘅源起，嗱，因為當時呢，

我係 73 年離開《文匯報》，咁到 77 年，呢幾年發生咩

事呢咁樣，咁我係行住嘅人嚟嘅，教書已經好忙，搞

嗰啲學生團體亦都 …我有啲新嘅嘗試，新嘅嘗試就有

幾個…兩個契遇，一個契遇就係《文匯報》，《文匯報》

當時仲喺波斯富街，咁當時有個副刊嘅編輯，叫王永

峰，咁我未見過佢㗎喎，突然間呢，就唔知 through 邊

個呢就 call 我，即係叫我…約我上去波斯富街，即係

佢識得我唔知係咩人嘅，因為我當時都 er…老實講吖，

新…我喺《新晚報》期間呢，〈學生樂園〉我介紹咗幾

個人去《文匯報》做記者嘅，所以當時 …點解同現在

個張雲楓呀，係相當熟識，因為張雲楓係一個 …佢現

在係名譽董事長啦，佢當時係採訪科主任，我識佢嗰

陣時，咁佢識我呢，就一日到晚打電話畀我「阿咩，

介紹啲人嚟我度做吖。」即係佢點解係咁呢？即係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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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 recruit 呢，就係一啲香島、漢華，佢 recruit 唔到

一啲所謂叫做呢啲官津補校，識英文嗰啲人，佢永遠

到唔到，咁呢啲人呢，however 就好多啱啱上我哋《新

晚報》〈學生樂園〉都係呢啲咁嘅學生，咁我記得我介

紹咗幾個畀佢當時，即係 69、 70、 71，年年都畀幾個

嘅，年年一、兩個介紹過去。  

 
60:14 訪談員：  年年都幾個嘅，吓。  

 
  

 

（本段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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