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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校友会新闻动态（2017 年 4 月-6 月）： 

 

1、四月下旬，华大党委副书记朱琦环老师、国际学院院长李勇泉老师和主任张进军老

师、经济金融学院副院长苏梽芳一行拜访了明尼苏达州，明州校友闻讯，欢欣鼓舞，土

木 82 的谢伟柏、化学 83 的俞海慧、电脑 83 的杨培军、通信 03 的姚继兴以及车辆 12

级的王水明等有幸与诸位老师团聚，聚会场面的温暖、感人在杨培军一篇《老家来人

了》的通讯中描述得淋漓尽致，闻者动容。随后，老师们一行按预定行程前往加拿大，

美国校友会理事长霍志敏和秘书长许循一又赶至加拿大，与朱老师一行就美国校友会与

母校之间的交流合作事宜作进一步沟通，特别是针对与在校学生和 1+2+1 在美联合培

养项目的学生的互动交流方面，母校与我们美国校友会都期望在进一步互相了解后，能

迈出出实质性的的步伐，真正帮助到在校的校友们。目前，关于校友子女与国际学院学

生互动方面，理事会已在考虑相应方案争取做成一个常态化的项目，由校友处和国际学

院合作。另外，促进美国在校交流学生成立学生联谊会，以及加强与校友会的互动，包

括建立老校友-老生-新生一带一帮扶制、加强微信平台建设等，校友会理事会也在积极

筹划中。 

2、校友陈文炜是新一届美国校友会理事会负责校友发展及对外交流的理事，他改变传

统点对点的联系新校友方式，充分利用网络及各社交平台，联系到了众多校友。短短几

个月间，校友会微信群人数从 170 多人快速增至 244 人（截至六月底），壮大了美国校

友会的队伍，也让众多流落的校友找到了组织（后附陈文玮的”搜校友“工作总结） 

3、5 月 26 日，美东时间晚上 10：30 到 11：30，美国校友会理事会召开了第三次全

体会议，会议由理事长霍志敏主持，主要针对上一次会议的各项正在开展的工作作阶段

性汇报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沟通。内容涉及聚会活动筹备进展、宣传工作情况（重

点在微信公众号的筹备工作及各区宣传负责人落实）、财务工作总结及会费缴纳事项以

及对外交流活动的新进展等四个方面，相关负责人分别进行了工作汇报，同时也把问题

带来一起讨论解决。会议在预定的一个小时内结束，时间控制完美，效率极高。 



4、5 月 27 日，houstonians 的几位校友（金融 08 马一夫；化工 79 郑卫国；土木 79

林永前；电脑 89 陈刚；旅游 84 秦臻几位校友）

利用中午时段小聚了一场。尽管年龄差别很大（79

级—08 级)，但大家丝毫没有觉得有距离和代沟，

聊得都很开心，只有当永前和卫国说起 89 年在北

京参加游行时，一夫说他那年才三岁，大家才意识

到年岁的差距。而陈刚和郑卫国两位同行业的校友

也找到了共鸣，相约继续饭后私聊去了。旅游 84

秦臻，一个曾经的病号，十年来每天坚持跑

6miles(约十公里），如今的他精神十足，满面红光，据说已经参加了国内外六十几次马

拉松，也是让各位在场的校友得到很多鼓励。 

5、2017 年 6 月 17 日式美国宾州首届中国日 China Day。宾州州府哈里斯堡举行了隆

重的庆祝活动。由大费城地区三十多个社团组织的美国宾州华人侨团联盟的成员出席了

庆祝活动，共襄盛举。我校 63 级校友，著名侨领黄炜秋先生应邀出席了活动。 

6、经过几个月辛苦的工作，太浩湖校友聚会的筹备工作一切顺利，目前，各方工作的

细节已得到落实，加州校友及筹备组的全体成员都在期盼来自美国各地及加拿大、澳洲

的校友们。参加聚会的校友们也兴致勃勃，主动参与到预热互动中，为聚会写诗，准备

配乐朗诵，准备双人 K 歌、双人舞、小苹果集体舞以及筹划相关游戏等节目。期待 

7、本年的校友会会费收取工作已经开始，财务部已经收到部分校友的会费及捐款。请

校友们以您方便的方式缴纳会费。 

 

 

 

 

 

 

 

 

 

 

 

 

 

 

 



好消息分享（请校友们把新工作／提升／孩子毕业／新成果等等好消息告诉理事会成员，以便与其他校友

分享）。 

1、恭喜校友李旗，在美丽的加州四月，心爱的女儿与相恋十年的高中同学喜结良缘。

李旗感慨：“牵着女儿走岀来时，每个瞬间都想流泪。突然听到女儿发出轻微吸鼻涕的

声音。赶紧问了句：咱们的步伐速度可以吧？女儿马上答道：可以，挺好的。就这么一

问一答间，抑制住了泪水。看到俩人相爱，内心莫大的宽慰”。 

2、恭贺 10 级金融的校友李田 MSGF 硕士毕业！ 

3、恭贺 83 级校友杨培军的儿子 Jonathan 大学毕业。 

致谢： 

    1、感谢明州校友们热情接待华大老师们； 

      2、感谢杨培军编辑《老家来人了》； 

      3、感谢陈文玮联系到大批在美校友； 

      4、感谢母校及国际学院热情接待华大校友子弟； 

5、感谢年会聚会筹备组的陈达庆、卢巧玲、赵蔚萍、蒋婷四位校友在五月初亲赴太浩

湖实地考察聚会场所； 

      6、感谢聚会会务组辛勤的幕后付出及其家属们为聚会积极提供的帮助与支持； 

      7、感谢校友们及时交会费以及捐赠； 

      8、感谢黄汉森向校友会捐赠了六幅艺术作品； 

      9、感谢参加聚会的校友主动自愿提供交通服务； 

      10、特别感谢来自澳洲和加拿大的校友们加入我们的聚会，有你们的聚会，别样不同。 

 

 

 

与母校交流与合作： 

     1、六月底，明州校友电脑 83 杨培军的孩子 JonathanYang 和朋友 EricChen 参加了为

期两星期的华大校友下一代和母校的交流学习。他俩都是应届大学毕业生，利用毕业后和工作

前的短暂时间回国交流。这是华大国际学院和美国校友会共同策划的一次“破冰之旅”，目的

是延续校友下一代和母校的亲情，在他们学习了解中国文化的同时，架起中西语言文化交流的

桥梁，并通过这些交流促进不同环境中的孩子们开阔眼界、拓展思维。他们在校期间，国际学

院李勇泉院长委派韩旭老师为他们安排了各种文化交流活动，其中包括社会实践、正式的发言

和比较随意的沙龙。Jonathan 和 Eric 多次借助 PPT 和图片向同学们介绍了他们在美国成长，



学习，求职及旅行的经历和心得。同学们都觉得“收获颇丰，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从不同角度看

世界的大门”。同时，他们不怕失败，不断努力的精神也让同学们感受到美国年青一代开朗幽

默、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正式活动之余，华大同学们热情邀请他俩参加同学聚会，娱乐活动及

体育运动，并带他俩逛学生街，吃小吃，教他俩在中国生活的小窍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

国同学在短短的两个星期里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Jonathan 和 Eric 对这次的交流活动非常满意，认为此行圆满地达到了目的。首先，

他们给同学们提 供了英语交流的机会，并在和同学交流互动中提高了自己的中文表达能力。第

二，他们把真实的美国文化和生活展现在同学们面前，纠正了同学们从好莱坞大片中得到的美

国印象。第三，他们在学习了解祖国文化的同时看到了日新月异的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是他们

和华大同学交上朋友，将在社交媒体上互相关注，互相帮助。让杨校友特别高兴的是

Jonathan 提到“在妈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吃同一个食堂，走同一条小路，爬同一座山，感

觉和妈妈的关系又近了一步。”Jonathan 和 Eric 强烈推荐海外的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行列，为

中美文化的交流尽一点自己微薄的力量。 

        2、“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华大之行。6 月 28 日，乘着厦门航空最新的波音 787-9

首航客机，2017 年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之华侨大学营的师生们出发了。

经过 13 小时的空中飞行，到达了美丽的滨海城市——

厦门。第一次到中国的带队老师和学生们都被城市的干

净整洁、有序漂亮震撼了。 

       接下来的 13 天，学生们入住华大厦门校区，

展开了张弛相间又充满乐趣的中华文化课程学习和周边

游。学生和家长们对华侨大学的行程安排赞不绝口。每

两天校园学习、一天周边游的行程安排让学生们既学习

了文化知识，又游览了周

边的历史名胜和美景风

物。而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中，也让来自美国各地的孩子们结成

了深厚的友谊。临别的时候大家都依依不舍，相约明年。 

 

      家长们也纷纷发表了感谢之词，下面摘录了几个家长的发

言： 

    “谢谢老师和领队，辛苦了，孩子们在你们的带领下，度过

了充实快乐的两周” 

    “恭喜夏令营圆满结束！我相信这次夏令营对孩子的影响是

深远的，希望他们真的寻到自己的根，并且为之骄傲！” 



     “恭喜夏令营圆满结束！从孩子们的脸上看出来，他们是多么喜欢这次学习交流的经历。

办的这么成功全靠各位老师领队的辛勤组织和带领。非常感谢！” 

(注：每年暑假的“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多年来一直由黄惠铭老师组织领队，欢迎校友子女联系报名

参加。) 

         

母校新闻： 

         1. 国际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于 6 月 26 日做客我校“世界杰出华人科学家讲堂”第六

讲，为我校师生作《语言演化的三个尺度——涌现、变迁、习得与消失》专题报告，并受聘我

校名誉教授。王士元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休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中

文大学研究教授、《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创办人及主编、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首

任会长等。他提出的“词汇扩散理论”在国际语言学界有广泛影响。王士元学贯中西，研究兴

趣广泛，在语言工程、演化语言学、计算语言学、实验语音学、认识和神经语言学等领域都卓

有建树，在《Nature》《American Scientis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Scientific American》等顶级国际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402.htm 

   2.由华侨大学主办的金砖国家智库国际研讨会于 6 月 24 日在华侨大学厦门校区举行，

研讨会以“深化金砖国家国际合作、共创全球治理新未来”为主题，来自金砖五国，以及美

国、加拿大、英国、丹麦、澳大利亚等共 14 个国家的 60 余名智库专家与会。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381.htm 

   3.日前，经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批准，我校正式获批成为中国政府奖学金资格院

校。中国政府奖学金旨在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资助世界各国优秀

学生、教师、学者到中国的大学学习或开展研究，目前有 200 余所中国大学承担中国政府奖学

金生的培养任务。中国政府奖学金按学生类别分为本科生奖学金、硕士研究生奖学金、博士研

究生奖学金，汉语进修生奖学金、普通进修生奖学金和高级进修生奖学金，另外按项目分为长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402.htm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381.htm


城奖学金、优秀生奖学金、HSK（汉语水平考试）优胜者奖学金、外国汉语教师短期研修项目

和中华文化研究项目等。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023.htm 

  4.华侨大学二十四节令鼓队第十二届校园公演暨第三届国际邀请展演 5 月 20 日晚在陈

嘉庚纪念堂观众厅精彩上演。2017 年是华侨大学二十四节令鼓队成立二十周年，本届主题为

“廿”。演出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分别以不同的鼓点节奏诠释了四种不同的时令，

纪念鼓队二十年来走过的风风雨雨，同时与 1988 年世界第一支节令鼓队表演的第一支节目

《四季》相互呼应。本次公演邀请了上海交通大学二十四节令鼓队、潮州潮响二十四节令鼓

队、凡音造二十四节令鼓队、厦门竹坝小学二十四节令鼓队等队伍同台演出，共击廿四气节。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7894.htm 

        5.记者从校图书馆获悉，根据 2017 年 5 月最新一期 ESI 数据显示，我校材料科学学

科首次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材料科学学科成为继工程学科、化学学科之后，我校第三个

进入 ESI 世界排名前 1%的学科。据了解，ESI 是基于 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科学引文索引）和 SSCI（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所收录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该指标对近十年内全球所有大学及科研机构的

SCI、SSCI 论文及其引用情况等进行统计和比较，按“总引用次数”排列在前 1%的学科方可

进入 ESI 学科排行，排名数据每 2 个月更新 1 次。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7789.htm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8023.htm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7894.htm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7789.htm


6.教育部于 2017 年 3 月批准华侨大学设立临床医学本科专业，这对于进一步提升华侨大

学综合实力、推动学校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4 月 21 日，华侨大学举行医学院揭牌仪式。华

侨大学董事长王刚致函表示祝贺。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0527.htm 

 

 

 校友风采： 

                              一载华大缘短  卅年异国情深 

                                                       ——记校友陈传英先生 

         陈传英，华大化工 80 级校友。虽然他只在母校学习了短短一年，随后即随家人

赴美，但他对母校的感情，却从未因这短暂的一年而变得的清淡，他跟同学的友谊，也

并没有因着三十余年的分别而变远，在三十四年后，当同学联系上他时，他依然憨直淳

朴如初，当美国校友会需要他帮忙时，他同样义无反顾不计名利奔忙在前……（详情请

看） 

        正文： 

      （附 2016 聚会时陈传英校友照片） 

        还未见过陈学长，先听到他的声

音，带着浓厚的福州腔和“美籍华人腔”

的中文，夹杂着一丝忙碌中的急切……其

时，我也刚与美国校友会取得联系，认识

的人，一只手就能数完，听说校友会聚

会，就兴匆匆地拖家带口赶去了。由于大

雨延误，到达酒店时，已经是错过了接待

时间，茫然不知去哪里，就打电话找聚会

联系人，就是陈传英校友。他在电话里匆

忙地跟我说请稍等一会儿，他正带着另外

的校友返回酒店……见到他本人的时候，

“福州腔”和“美籍华人腔“强化出来的

印象已经消失殆尽，惟有眼前憨厚的兄长。忙碌的脚步，十几度的户外温度，他脸上的

汗珠却还未褪去，匆忙领着我们去了住处，又匆忙给我们解决各样问题和解答疑问，最

http://www.hqu.edu.cn/info/1067/70527.htm


后还又抱来两个大盒子，一个装满点心，一个装满水果，细致暖心。就这样开始认识他

——这个在整个 2016 年美国校友聚会期间，一直忙碌着为我们大家服务的人。 

第二天上午，他提前为大家准备好了早餐，并邀请校友们到他的住处吃早餐。我们

自是一番热闹，他依然是在旁

边忙，递这个，送那个，等大

家吃饱喝足，他又再收拾和清

洁，然后带着我们出去辗转山

间，看漫山秋景。中午座谈会

时间，我们在会议厅里就坐，

怀旧，颂诗，自我介绍，热热

闹闹高潮不断，而他在进进出

出张罗着午餐需要的饮品水

果。会长给他颁发突出贡献奖

时，他依然不在会堂。因提供

食物的商家有所延误，他担心

大家饥饿难耐，又去采买了一

些吃的，之后，我们在前面听讲座，他在后面现场做三明治，还要应付不时来骚扰的小

朋友们……第三天的早晨，又是忙碌的各种送别及热闹的早餐……这样的节奏直到第三天

下午四点，我们几个最后走的校友在餐厅里话别，也就在那时，我才知道这位特别热心

的校友居然特别得只在华大念过不到一年书，他和校友会的绝大多数人也是素昧平生，

他与华大的同窗，同样在美国的韦江华师兄也是在 2015 年初才再次见到，这中间隔了

整整三十四年的光阴。回程路上，我和先生还一路感慨，这样的校友，这样的真挚情

感，这样的热心奉献，真是让我们深受感动！ 

 终于有机会采访他，可以有机会细细梳理那些爱心和热心后面的故事，可以说是一

种莫大的荣幸！ 

       1980 年，陈传英和所有的高考幸运者一样，带着天之骄子的光环来到了了华大

化工系，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涯。在学校期间，他一如中学时一样，尊敬师长，努力学

习，与同学的关系也很融洽。然而不到一年，他因要随父兄赴美，不得不停止了在华大

的学习。那时候的美国，相较之国内，自然是天堂一般的存在，但是，对于在语言、学

识上都尚未做好准备的他来说，初来乍到的日子也是艰辛异常。在克服了语言关后，勤

奋聪慧的他先后在纽约理工大学（Polytechnic University）完成了电机工程本的本、硕

课程，随后又在雪城大学（Syracuse University）取得了计算机工程的硕士学位，拿着



两个硕士学位，他从此一头扎入当时正在兴起的通讯行业：他先后任职于 IBM、Merrill 

Lynch 和 Lehman Brother，后转入 Barclays capital 工作至今，采访中，说起他的专

业和行业，隔着电话我依然能感受到他的兴奋和自豪，我们的电话采访从晚上十一点持

续到凌晨两点，他几乎给我上了一门美国通讯发展史的课，说的人激情昂扬，听的人也

津津有味，不觉时间流逝。他说自己很幸运地见证和参与了这个通讯业飞速发展的时

代。说起同学情谊，校友情深，他也是感慨良多。他说，他与同窗过的人，都保持着很

好的关系，尤其是中学同学，多数人在家乡或国内，每逢回国，他这个曾经的老班长，

总是热热闹闹召集大家聚会。华大的同学们能遇到的不多，但是每次见到也是很激动，

就像亲人一样。说起 2016 年的美国校友会聚会，正是因为有他本人和筹备组的特别付

出，才有了我们整个完美的聚会，我问他是让什么样精神让他能如此尽心尽力地服务大

家，从筹备到聚会期间的吃、住、行，他不仅全程主导统筹，而且还在经济上对校友会

做了很大的支持。陈师兄说，我这个人很简单，无论在什么岗位，都是兢兢业业努力做

好。来美这么多年，除了本职工作，还亲自管理着自己的几处物业，做事认真是我的习

惯，而经济上也没什么压力，我也愿意无论是在精力上还是经济上，尽心去帮助有需要

的人，校友聚会这样美好的事，更是如此，大家住好、吃好、玩好，我也很开心，能为

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也是很有意义。能在华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也是和学校和

师长同学有缘，现在能在异国他乡再次相逢，这样的缘分太难得，太值得珍惜。 

        简简单单人生路，浓浓烈烈校友情，感谢陈学长，在忙碌中还抽空接受采访。

但采访完了他却说：“说实话，我觉得我的人生很简单，也没什么突出的成就，我就是

努力地过好自己的日子，尽自己的心去帮助别人，平凡得没什么写的价值。”从这番平

凡质朴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努力认真的执着，最闪耀的爱心，真诚不作伪的纯粹和天

然的良善。我想这正是这个世代最稀缺的东西，这样的美好人格，虽然没有站在改变世

界的科技的顶峰，没有带着大师的光环，但依然成就了人生的丰盛，犹如海上的灯塔，

给人性予引航的光明。正如他寄语后辈校友的话：尽力去做事，认真地去做人，少些个

人得失，多些天下情怀。 

 

峥嵘岁月：岁月如歌，往事如风，总有些日子，经年难忘，总有些往事，萦怀难释……本栏目为“老故事”

专栏，欢迎各位校友踊跃投稿，“你有故事我就酒”，无论隔着多少年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坐下来，慢慢重温、

欣赏。本期隆重推出 土木 79 林永前校友的部分“老故事”。 

我的故事 

                          土木 79  林永前 

       我从小就想出国。 47 年以前我爷爷一家在印尼做生意赚了些钱，47 年印尼政府排华，

有天我爸被当地人抓住，被打，问他钱存在哪里，我爸没说，第二天趁着看守人睡觉，他跑



了，和我爷爷一家子设法回到了祖国。他们用他们在印尼賺的钱在仙游买了 80 亩地和 6 处房

子，还在地的边上盖了一栋全村最高最大的房子，继续做生意，并免费给穷人提供吃住。到 50 

年，所有田和房子都被没收了，还评了“华侨地主"家庭成份。文革期间批斗我奶奶最凶的那几

个人，就是免费在我家吃住的那几个人。由于家庭成份，我上初中都不允许，村支书的儿子成

绩很差却能上。幸运地是我遇到了一个老好人班主任，他让我爸去买套书给我，让我坐在后排

旁听，班主任不管——我就这样上了二年初中。76 年“四人帮”倒了，高中按成绩上了，78 

年国家政策落实了，我们家的成份改成“华侨小商”了。可惜，地没了，房子也只退回一处。

79 年，我这个从小学到高中共花了 9 年半的特殊学生考入了华侨大学土木系。遗憾的是我奶奶

在我收到录取通知书前三个星期去世了。这个好班主任的不仅带给我人生的重要转机，没有他

的帮助就没有我的今天。他的故事也一直影响着我的孩子，大女儿就经常帮助成绩差的同学，

免费教乐队里其他同学学习黑管。 

      在华大上完英语班，本想留校，没想到北京市给我们系三个去北京工作的名额，没有人

愿意去，最后只有我和另一人去了。我的单位是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工程抗震研究所，我是所

团支书书记。87 年所里公派我去 Washington university （Seattle ) 进修了半年，回国后我

就自费去上补习班考 GRE 和托福。有了这两个成绩就想开始申请出国，结果单位不同意，说

需要工作五年（payback)才能出国。只有等待。 

      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小故事： 

      当时，我之所以答应我的班主任杨老师去北京工作，是因为杨老师是北京人，他告诉我

如果我不喜欢北京，几年后我俩可以对调。没想到我很适应吃大馒头和大炸糕。后来杨老师也

回北京工作了。也不怪福建人不适应北方的生活，84 年一起分配到建研院不同所共 32 人，一

年后我室二个四川人调回去，一个常熟的、一个无锡的也调回去，原因是吃不习惯。当时每月

58 元工资，单位周末只供应二餐。为了生活，我们七、八个单身男聚一起去农贸市场购物，

回来做菜，几乎毎个周末我都被选做大 chef, 做好多菜，填饱这些哥们。当然，吃完后我是不

用管洗的！最有趣的一道菜是干海蛎煅土鸡，毎年我回老家过春节，回北京时都会带很多干海

蛎，每次还没熟，这班哥们就拿着碗在旁边等着。就是这群在厨房里结下友谊的哥们，在后来

我办出境卡和签证时帮了很大的忙。 

       有个周末，我正在我们单身楼的公用厨房做菜时，突然被一个新分配来的女大学生问傻

了。她问我：“下干面是跟冷水一起下，还是等水开了再下？“我答：”我只会做米饭，不会

做面!对不起!”可怜的南方人啊！ 

       86 年和其他二位工程师一起设计了“公安部大礼堂”抗震加固，去现场考查时，站在

礼堂中间，我心想一定要把这礼堂加固好，因为它是当时审判“四人帮”的地方。 



       有次我生病了，去农贸市场买了四个北京鸭梨。当我正在吃着时，这班哥们来了，不到

一分钟，其他三个鸭梨就被抢光了。当时大家饿的要命，有什么吃什么，根本没有听说过什么

三高。 

       86 年我所跟建筑系黄老师合作，做了个“台湾饭店”的模型，我送去泉州参加评选，

有了这一层铺垫，就有了 89 年时我们所和泉州市建委合作研究框架结构异型柱的抗震性能的

事，6 月初我又刚好出差在泉州，不在北京，这为我后来办第二张出境卡提供了有力证据。

（未完待续） 

美文欣赏：中文 84 杨青校友的美文 

《                                 《最美五月天》 

五月 

斑斓了桃园 

亮丽了双眼 

争妍了群芳 

缤纷了世界 

芬芳了气息 

陶醉了心灵 …… 

五月 

在淅沥的小雨中推开 

在轻烟的薄雾中泛滥 

在明媚的阳光中铺洒 

在金色的晨曦中微露 

在紫色的晚霞中浪漫 

在朦胧的月夜中徘徊 …… 

五月呵 

最美的五月天 

我们怎样从春天迎接明天 

我们也将怎样从明天欢送秋天 

春天和秋天同在 

春夏之际，秋冬之交 

因而 

五月呵 

自然是最美的五月天！ 

 

 

 



美图（节选） 
   日本的藤花植物园内有各色藤花：生长在春意盎然的五月天，紫藤花，玫瑰红藤，浅粉色、淡黄色、白色的藤花，开得漫

山遍野！藤蔓蔓延，藤花烂漫！那一串串挂着的藤花，密密匝匝，层层叠叠，人行在其中，犹如置身藤蔓王国！相信每个华园

女子都喜欢校园内的那个紫藤廊，只因

她旁观了无数的风和日丽，也见证了许多的风雨

飘摇，更承载了岁月的洗礼沧桑……这！ 

里的藤花，也许经历得更多？一片辉煌的淡紫色、淡黄色、白色 像一条条瀑布，从空中垂下 

不见其发端，也不见其终极 一簇簇或清新或淡雅挂满藤架 细碎的花瓣纷纷扬扬随风摇曳…… 

想起一首唐诗： 藤花无次第，万朵一时开。 不是周从事，何人唤我来。【唐】白居易  

（以上六张藤花照片都由中文 84 的张清提供，摄于日本藤花植物园。) 

 

 

澳洲悉尼的五月应是深秋了：层林尽染，红枫黄叶绿枝，与蓝天白云互相呼应，美得层次分

明，美得多姿多彩！ （以下三张由电脑 80 的仇宽林校友提供。） 

         
 

 

 

 



        新西兰的奥克兰的五月，仍然是养眼的绿！看着都觉得氧气从绿草坪上蒸蒸日上，阳

光普照下的大地，除了绿还是绿！或许秋天如成熟稳重的中年人，仍然充满了勃勃生机；或许

这里只有清秋，淡淡的黄绿，隐藏在山谷丛林。 以下照片收集于数学 85 黄晴同学分享的海外

群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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