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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一
香港精神的不斷傳承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屹立於世界大城市之林，是個奇跡。
奇跡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香港幾代人雙手創造出來的。香港
人的拼搏精神，被譽之為香港精神。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
實行「一國兩制」，香港背靠祖國，有了施展的更大平台。近
年在世界級的各項經濟指標中，香港一直連續保持着名列前茅
的地位，是名副其實的國際貿易中心、金融中心、物流中心。
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數量和平均高度遠超過紐約，世界第一。

香港社會文化多元，中西文化交融，也是國際大都會的一
個特徵。回歸祖國之後，《基本法》第一章總則第九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
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即中文是第一
位的，中文和英文都是正式語文。香港特區政府推行的「兩文
三語」政策表明，在口頭語言交流中，普通話、粵語、英語，
都可以流通。這些語言文字政策，也是「一國兩制」政策落實
的體現。

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十九條裡，有「國家
推廣全國通用的普通話」的規定，香港社會自然應該將國家的
規範語言普通話，擺到首位來關注。

推廣普通話，是否就會影響粵語在香港的使用呢？答案是
絕不會的。

香港地處粵方言區，九成的香港人以粵語為母方言，粵方
言是最流通的口語，這種情況在香港會長久的存在，不必擔心，
我常比喻說香港的語言環境如同粵語的海洋。就是其他方言區
來香港定居的人，也不少都會說會聽粵語，不然生活很不方便。
加之香港中小學的教學語言多採用粵語，媒體語言多採用粵
語，就連工作語言也是離不開粵語。所以，擔心推廣普通話會
影響粵語在香港的流通，是過慮了。

目前，主要的任務還是要加強推廣普通話的力度。我們看
到，香港政府在回歸後制定了一系列方針政策來推廣普通話。
首先是 1998年將普通話列入核心課程進入中小學，從教育入
手解決這個問題，思路十分正確。為配合普通話成為核心課程，
積極培訓普通話教師，2000年設立普通話科教師語文評核，
教師通過基準試要求，方可任教，保證了普通話課程的基本質
素。基準試已經推行二十二年，每年都在繼續。估計有超過四
萬人通過基準試，而且教師成績在不斷提高。可以說中小學已
經建立起了一支合格的普通話教師隊伍。香港各大學也都有各
類普通話課程的設置，從初級到高級，從普通課程到專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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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色的是各大學都和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合作，成立了
國家級普通話水平測試中心，二十五年以來，有超過十四萬人
次參加這一考試，有力促進了普通話推廣。此外，社會上很多
機構和團體也重視普通話培訓，是不可忽視的民間推普力量。

正是由於上述香港政府和民間的齊心協力，根據政府統計
處 2021年公佈的數字，香港社會已經有 54.2%的人口（5歲以
上）會說普通話了。比起回歸前，數字有大幅度上升。目前，
全國推廣普通話的比例在 80%左右，香港還有比較大的差距。
隨着粵港澳大灣區的建立，對香港推普時間表的訂立有了更為
迫切的要求，香港政府和民間，要聯手增強推普的力度，大踏
步趕上去。如果發揮香港精神，就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我們回過頭來看看香港歷史，一群有遠見的香港年輕人在
半個世紀前，是怎樣學習和推廣普通話的，他們的精神就是香
港精神，學習他們的香港精神，對我們目前的推普工作會有很
大的啟發和推動作用。在《細說香港民間推普七十年》這本書
裡，我們看到，作者張家城先生，還有他的同道許耀賜先生等
等一眾人，是從上世紀七十年代就開始學習和教學普通話了。
他們的老師劉秋生先生又是怎樣一位推廣國語的好老師。這一
群師生自覺肩負起了推普的使命。中華民族的文化、中華民族
的語言，是中國人的命根子，不能隨意的丟掉。也許就是這樸
素的思想支持着他們。那時，還是英國殖民官管治香港的時代，
英文在香港是第一位的，沒有中文的地位，何況普通話？在香
港今天看來十分簡單的事情，那時做起來是十分不簡單的。

《細說香港民間推普七十年》裡，記敘了青年會大專國語
研究學會、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香港普通話教師協會、香港普
通話教育中心相繼成立和開展工作的歷程。書中的第四、五、
六、七部分，用大篇幅記錄了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在七八十年代
的發展和興盛情況，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成為香港民間最大的推
普團體。1976年到 1980年，參與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領導和註
冊的有：譚兆璋、許耀賜、張家城、梁瑞堂、梁復興、羅南華、
鄧錦華、曾慶慧、姚德懷、周天健、張美芳、甘非池、李毅成、
冼錦維等。我們對他們積極推普的態度和忘我工作的精神，佩
服不已。

我 1985年到香港定居，那時中英《聯合聲明》已經簽署，
香港未來的走向已經明確，1997年 7月 1日回歸祖國。作為一
個國家培養了多年的語言文字工作者，一個中文教師，我抵達
香港後就十分自覺地關注香港本地的推普工作，也希望投入到
香港的推普工作中。1986年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成立十周年的大
會，我作為嘉賓與會。接着，我在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開辦普通
話教學法班，也在普通話教育中心任教；後來我成為香港普通
話研習社的學術顧問。我也有幸成為香港民間推廣普通話的一
份子。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現在已經成立四十六年了，《細說香港
民間推普七十年》還沒有完整記敘她四十多年的歷史。希望創
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的同仁和後繼者，完成這歷史的敘述。特
別是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有遠大眼光，在香港政府支持下，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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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二十年來，該小學全部課
程（除英語之外）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可以說在教學語言
方面，是香港小學校中的一支標桿。

此外，推動香港中文和普通話工作的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1979年 4月 24日註冊成立，至今也成立四十三年了。當年註
冊創辦人有許耀賜、梁熾焜、馬蒙、毛鈞年、莫天隨、黃繼持、
姚德懷、游社煖等，他們都為香港的推普工作立下汗馬功勞。
也希望在創會者領導下，組織寫作小組，完成學會歷史的記錄。

除了本港的推普人士，我們看到作者在自序裡，特別提到
感謝語言學界的前輩學者對香港推普工作的關心和支持。兩位
泰斗王力先生、呂叔湘先生在八十年代先後訪港，支持香港民
間的推普工作。這方面我也有同感。1985年我準備到香港之
前，就出版了《普通話》雜誌的創刊號，準備到香港後，繼續
通過《普通話》雜誌講解國家的語言文字政策，用深入淺出、
生動活潑的短小文章為香港讀者介紹普通話的知識。王力、呂
叔湘、倪海曙、周有光、張志公、朱德熙六位先生，接受我的
邀請，出任了《普通話》雜誌的顧問。他們心繫香港，為雜誌
做封面人物、題詞、撰文，至今回憶起來還令我感動不已。《普
通話》雜誌辦到 1997年結束停刊，後期也曾和香港普通話研
習社合作編輯出版。現在翻看《普通話》雜誌，那上百位作者
名單的組成是國家語言學界裡的一支推普先鋒隊伍。深深感謝
每一位作者對香港推普工作的支持，他們也是香港推普工作的

成員，由此可以看出香港的推普工作者從不孤單。這件事情也
算是我對本書內容的一點補充。

任何事物都有它產生發展的歷史進程，瞭解歷史，是為
了更好地推動事物向前發展。希望讀者從《細說香港民間推普
七十年》一書中，看到香港推普先行者的精神，這也是香港精
神的體現。讓我們一起不斷發揚香港精神，把香港的推普工作
做好。

田小琳
2022年 8月

 



10 11序言

序言二
為早期推普歷史留下珍貴記錄

我與家城相知相交五十年，拜讀家城寫的《細說香港民間
推普七十年》，帶給我和家城很多共同的美好回憶。

我和家城先後受業於劉秋生先生，在九龍窩打老道青年會
大專國語班學習國語。我是 1971年參與創辦「青年會大專國語
研究學會」時認識家城。當時我在香港大學理學院讀書，家城
已在社會工作。我們通過「青年會大專國語研究學會」一方面
學習團體組織工作，一方面也給我們練習國語的機會。

1974年，我和家城義務為東華三院護理人員會舉辦國語
班，自編講義，採用漢語拼音教學。就這樣開展了普通話教學
與推廣工作。

1975年，我們一起創辦香港國語研習社（香港普通話研習
社前身）。租用香港大會堂會議室開辦第一個國語班，採用漢
語拼音教學，開創香港用漢語拼音教學普通話的先河（當時青
年會劉秋生先生任教及香港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劉銘先生任教
的國語班都是採用注音符號教授國語）。

1976年 9月，香港國語研習社正名為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租用九龍城聯合道 54號四樓為社址，在社址開辦普通話班。
家城此時也辭去白天的工作，成為研習社第一名非受薪的全職
普通話教師（薪酬按教學小時計算）。

1980年 12月，香港普通話研習社註冊為非牟利社團（保
證有限公司），宗旨為推廣普通話。我當選為第一屆和第二屆
理事會主席，家城擔任總幹事。

1976年至 1984年，特別是 1981年至 1984年，在理事會、
幹事會（家城為總幹事），以及輔導員和全體教職員的努力下，
研習社的普通話教學和推廣工作全面展開，社址也從聯合道搬
到地鐵沿線的彌敦道 318號（佐敦地鐵站附近），學員人數大
幅度增加。研習社在短短幾年間，迅速發展成為香港民間最大
的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機構。有完整的教學體系（初、中、高班，
深造班、文憑班、貿易班、兒童班）。有完整的普通話教材，
出版了《普通話課本》（一至三冊）。1984年還購置了第一個
永久社址（位於旺角彌敦道 788-790號利美大廈）。

可以說，家城在研習社工作的八年（其中有三年多擔任總
幹事工作）做出了成績，為研習社打好穩固的根基。

1984年，由於成立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全資附屬機構香港普
通話教學中心，研習社內部出現矛盾。同年 10月，張家城、
田勤先離開研習社，與黃思仁先生共同創辦香港普通話教育中
心。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是一家專業教授普通話機構，我獲邀
擔任該機構教學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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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1984年到 2005年，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開辦了一系列
普通話課程，包括：普通話初、中、高班，普通話文憑課程、
普通話教學法課程、公司普通話培訓課程。出版了成人普通話
課本《標準普通話》（一至三冊）、編寫了中學普通話教科書
《中學標準普通話》（一至三冊）。此外，還出版了香港第一
本《普通話教學法》專著（作者許耀賜、王晉光、歐陽汝穎）。

2000年起，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為朗文出版社編寫中學
普通話教科書《普通話新紀元》（中一至中三）、《生活普通話》
（中一至中三）、《新編生活普通話》（中一至中三）。這套
教科書至今廣為學校採用。

可以說，家城參與創辦香港普通話教育中心，也取得成功，
為普通話的教學和推廣作出積極貢獻！

1986年至 1990年期間，張家城也參與創辦香港普通話教
師協會，擔任第一屆和第二屆理事會工作。這段時期，恰逢香
港教育署在中小學推行普通話教學試驗，普通話成為高小和初
中自由開設的科目。香港普通話教師協會的會員主要來自中小
學普通話教師。協會為會員籌辦了多次普通話教學講座，出版
了多期《普通話教學通訊》，舉辦了三期內地普通話進修班（兩
次北京普通話進修班，一次黃山普通話進修班），開創教師普
通話沉浸課程的先河。

香港普通話教師協會還發表了三份《建議書》，為推廣普
通話作出建言，包括：《普通話公開測試建議書》、《大眾傳

媒應積極推廣普通話建議書》和《小學普通話科暫定課程綱要
修訂建議書》。

香港普通話教師協會雖然只成立了短短的五年時間，但也
為促進中小學的普通話教學工作作出很大的貢獻！

過去五十年間，我見證了家城的教學相長，從跟隨劉秋生
先生學習國語，到成為一名專業普通話教師，為香港的普通話
教學和推廣工作，付出不懈的努力，作出無私的貢獻，無悔青
春！

往事歷歷，不能忘懷。感謝家城為香港普通話教學歷史留
下寶貴記錄，特別是劉秋生先生對早期香港普通話教學的貢獻
也留下寶貴記錄。

許耀賜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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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這本《細說香港民間推普七十年》能夠與讀者見面，完全
是一個偶然。2019年末，我在內地網站「西去東來中轉站」田
小琳老師寫的一篇文章留了言。沒多久，田老師告訴我，「西
去東來中轉站」主編劉海燕教授希望我寫點關於普通話的東西
（後來我才知道劉海燕教授是中國傳媒大學教授，也是傳媒大
學公眾號「西去東來中轉站」主編）。我說不知道寫甚麼好，
不過，我以前寫過一篇回憶 1979年參加「第五屆全國普通話教
學成績觀摩會」的文章，從來沒有發表過，不知道是否合用？
田小琳老師說：行！那麼，我就交稿了。

之後，田小琳老師說我的文章反應不錯，鼓勵我繼續把過
去推普教學的經歷寫出來，所以才有了該網站的《香港普通話
教學往事》的系列文章。

在這兒，作者要特別感謝田小琳老師的鼓勵和支持，中國
傳媒大學劉海燕教授的精心編輯和版面設計，使文章得以完整
刊登在「西去東來中轉站」，與內地讀者交流。作者衷心感謝！

由 2020年初到 2021年 8月，文章陸續完成，並在「西去
東來中轉站」刊登。後來，田小琳老師說文章的資料豐富，鼓
勵我結集成書。

這次文章在港出版，我作了一些修訂，並更名為《細說香
港民間推普七十年》。整個《細說》系列一共有十章，主要是

講述筆者自 1971年學習國語（普通話）後，跟隨許耀賜學長
（我們倆都是劉秋生先生國語班的學生，耀賜學長是研究班第
二期，我是第四期）參與大專國語研究學會的活動，到後來創
辦香港普通話研習社，一步一步走上推普教學路上的往事。

為了方便讀者瞭解近代中國國語運動發展歷程，筆者在第
一章的前言記述了自清末學者盧戇章於 1892年呼籲推廣國語
作為起點，期間一百多年來國語運動的扼要發展。2021年 12

月，國務院印發《關於全面加強新時代語言文字工作的意見》，
該《意見》提出到 2025年普通話在全國普及率要達到 85%的
目標。2022年 9月 8日，教育部公佈普通話全國普及率達到
80.72%。關於香港民間推普的歷史，我選擇以香港抗戰勝利後
作為起點，把時代背景和我的普通話教學經歷結合起來細說，
時間順序由 1945年戰後的民間國語教育萌芽，以及 1950年劉
秋生先生南下香港開展國語教育，一直寫到 2017年香港普通
話教育中心停辦普通話培訓課程為止。

我自 1975年參與創辦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開始，在推普工作
的路上，一直感恩有非常多的朋友、普通話老師，特別是前輩
語言學家王力先生、呂叔湘先生、倪海曙先生、徐世榮先生、
張志公先生、孫修章先生、程祥徽先生、田小琳先生、黃伯榮
先生、吳積才先生、宋柏堯先生，還有宋欣橋先生、遇靜女士、
張衛東先生，以及任伯江先生、姚德懷先生、張群顯先生、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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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謀先生、梁仲森先生、王晉光先生、歐陽汝穎女士等人的支
持攜手前行，留下了很多美好歲月的回憶。

我希望通過這個《細說》系列文章，再次向他們致以最崇
高的敬意、最真摯的感謝和懷念！

再有，感謝香港普通話研習社早年的夥伴，大家不負韶華，
為了推普的使命，奉獻了寶貴的流金歲月，在青蔥歲月的成長
過程中，豐富了各自的人生，留下了可以一一細數的足跡！

讀者閱讀這個《細說》系列，可以與作者一同走進時光隧
道，瞭解 1945年戰後國語教育在香港民間的萌芽和發展，以
及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年輕人是如何充實自己、如何懷抱理想、
如何肩負推普使命、如何燃燒自己青春的歷程。

隨着作者的足跡，讀者可以瞭解到當年一群年輕人，是如
何從零開始，手空空、無一物，開展推普教學的歷程，瞭解我
們如何集思廣益編寫教材、如何培養推普骨幹、如何廣結善緣
凝聚力量，共同推動本港學習普通話的風氣、經歷成長過程中
的必然。也可以瞭解當年在普通話教學的過程中，我們如何探
討最理想的教學課時和模式、如何思考漢語拼音教學系統、語
音教學面對的問題等等。我們總是帶着問題前行，把語言學理
論和教學實踐作為解決教學問題的法寶。

更難得的是當年本港的推普工作，是榮幸得到內地眾多當
代著名語言學家的支持，才有那千載難逢的緣分；也榮幸得到
本港學者的積極支持和參與，才譜寫了這一篇篇動人的樂章！

1950年，劉秋生先生由北京南下來港後，在為各大廣播
電台撰寫文教節目稿件的同時，積極建議電台開設國語節目。
六十年代，劉秋生先生有機會走到講台前教學國語，就把學習
國語和學習中國文化融為一體，以學習國語為橋樑，引導學員
學習偉大的中國文化，通過詩詞歌賦豐富學習國語的內容。劉
秋生先生更以個人豐富的歷史知識、文學藝術修養魅力，結合
自身才華橫溢的吟誦藝術造詣教授國語，開創了獨特的國語教
學的大道。劉秋生先生獨一無二的教授方法，如父輩關切學生
的成長，造就了不少人才，他也是本港民間普通話課程設計的
奠基者！

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的課程級別：初、中、高班及研究
班，以及推普活動模式，很多是源自劉秋生先生的國語班以及
YMCA大專國語研究學會的。

另外，細心的讀者看完整個系列後可以瞭解到，自 1950

年劉秋生先生南下香港播下推普種子，到七十年代「大專國語
班」研究班，劉秋生先生最引以自豪的學生許耀賜是個中的關
鍵人物。許耀賜自 1971年參與成立 YMCA大專國語研究學會
開始，其後參與創辦了本港所有重要的推普團體。他一直走在
前線教學普通話，由英華中學的普通話課，到擔任教育署成人
組普通話師資培訓班導師，再到中小學的普通話科開設、普通
話水平測試，以及推普政策的建言，編寫中學普通話教科書和
成人普通話課本等等，都積極參與其中。他是一位理論與實踐
並重、宏觀和微觀結合的推普旗手，貢獻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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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耀賜先生是 1994年將軍澳景嶺書院的創校校長，該校是
全港中學「普教中」的典範！他也是 2001年香港普通話研習社
科技創意小學的創辦人之一（全校除了英語課用英語授課外，
其他科目全部用普通話授課）。

作者有幸五十年來一直與許耀賜學長及黃思仁先生並肩前
行，不斷開創新猷，在專業教學及推廣普通話路上，留下了豐
富的印記，是我人生之幸！

清華大學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這兩句源自
《易經》的《乾》、《坤》二卦，是近代中國一百多年來激勵
華夏民族奮鬥自強、勉勵炎黃子孫安身立命、成就自己的金句。

回顧過去近七十年本港民間推普的歷程，可以看到推普工
作者在自覺或不自覺地踐行着這種華夏精神。當年眾多的年輕
人不斷努力，自強不息，在推普路上不斷加磚添瓦，在社會推
普活動上厚德載物，凝聚力量，共同譜寫香港民間推普的華美
樂章！

香港要完成普及普通話的使命，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展望未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依然可以作為我們推普
的動力，激勵我們一步一個腳印，繼續推動推普工作向前發展！

2023 年本書的出版適逢是國語運動一百二十五周年，

《漢語拼音方案》頒佈六十五周年，謹以此書作為磚瓦，鋪

在推普大道上。

2022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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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語研習的殿堂— 研究班

高班畢業之後，多數學員會繼續升讀研究班。當時研究班
還沒有課本，劉秋生先生（他喜歡學生稱他導師，下稱劉導師）
是親自手寫教材，然後油印發給學員的。也經常早到課室，板
書寫滿上課要學習的重點內容，讓同學抄寫。

研究班的學習內容豐富多彩，以古典文學作品的活用為主
軸，從詩詞歌賦到歷史戲劇對話，學習形式多樣，有朗誦、相
聲、作報告、廣播、旁白、司儀、演講等，甚至還有唱歌呢！

我在班上學朗誦時，劉導師就親自示範吟唱北宋柳永的
《雨霖鈴》，「（朗誦）……今宵 -酒醒 -何 -處？（吟唱）楊 -柳 -

岸、曉 -風 -殘 -月。（朗誦）此去 -經年，應是 -良辰 -好景 -虛 -

設。便 -縱有 -千 -種風情，更與 -何 -人 -說！」用飽滿深情
的聲音展現了柳永的離愁別緒。詠唱屈原的《離騷》，「（吟唱）
彼 -堯舜 -之 -耿介 -兮，既遵道 -而 -得路；何 -桀紂 -之 -猖 -

披 -兮，夫唯 -捷徑 -以 -窘步！」演繹了屈原無奈慨歎的放歌，
古意盎然，令人沉醉回味再三。我至今還可以吟唱幾句呢！

《雨霖鈴》柳永

寒蟬悽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

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

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

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

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離騷》（選段）屈原

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

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惟夫

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

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

還記得在研究班上，導師還好幾次帶
着正在上初中的女兒劉文采來班上與導師
一起示範朗誦歷史故事呢！

戲劇對話  研習聲藝

研究班上，劉導師為了同學們在口才訓練方面有所啟示和
參考，還特意挑選了曾經在香港電台播放發表的《中國文化特
寫之一》的「古代外交家」，人物包括：晏子、向戌、燭之武、
申包胥、端木子貢、蘇秦、張儀等。並附帶介紹《觸讋說趙太
后》、《趙威后問齊使》、《齊國佐不辱命》、《司馬錯論伐蜀》、
《諫太宗十思疏》、《孟子對齊宣王》、《馮忌止平原君攻燕》、
《叔孫豹論不朽》、《李密陳情表》、《諸葛亮舌戰群儒》等
篇章，讓同學們從古代歷史故事中學習口才應對的技巧。

研究班的內容以古典文學為教材，通過聲藝方面的學習深
入掌握各種表情達意的技巧，演繹作者的情懷。劉導師編寫了
大量的二人對話教材中就有：「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
「韓信拜將」、「少年詩人」（白居易的故事）、「霸王別姬」、
「優孟衣冠」、「關公大戰秦瓊」、「方山子傳」（蘇東坡的

●  掃二維碼聆聽劉導
師 吟 唱 的《 雨 霖
鈴》和《離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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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酒迷傳」（杜康的故事）、「崇禎皇帝測字」、「曾
國藩看相」、「孔雀東南飛」、「美人劓鼻」（鄭袖的故事）、
「聞雞起舞」（東晉將領祖逖的故事）、「推敲的故事」（賈
島的故事）等。

詩詞歌賦就有《古詩十九首》、屈原的《離騷》、蔡琰的
《悲憤詩》、《木蘭辭》、王維的《竹里館》、陸游的《示兒》、
柳永的《雨霖鈴》、程顥的《春日偶成》、岳飛的《五嶽祠盟記》
和《滿江紅》、陳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孟郊的《遊子吟》，
還有《蘇武牧羊》和《論語》（為學與做人）選篇等。

「其人其詩」的介紹有：曹操、曹丕、曹植、阮籍、左思、
陶淵明等。

近代人物有陳衡哲的《揚子江與運河》、王天昌的《劉半
農先生和國語學術》、劉嗣的《白髮鼓王劉寶全》、趙元任的
《施氏食獅史》等。

古典智慧  精神盛宴

劉導師以國語學習為橋樑，引領學生們進入中國古典文
學的殿堂，吟賞三千年詩詞歌賦的美學人生，從歷朝歷代士人
的身上感悟他們面對歷史動盪時的風骨！帶領我們仰望群星璀
璨的夜空，認識在詩詞歌賦星空中閃亮千古的巨星；瞭解歷史
的長河裡，領悟士人懷抱經世濟民的應世哲學中，如何安身立
命！在這些認識的過程中，我們不知不覺間也得到了薰陶，啟
迪了自己的人生。

自 1971年以來，研究班的學習教材都是由劉導師親筆書寫
油印的，直到 1978年得到研究班同學們的支持，才把課上的
學習材料編輯成書。1978年出版了《聲藝研究資料》第一輯，
1983年再出版第二輯。

● 研究班的教材

● 劉秋生先生手寫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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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導師還經常邀請他文化界的好朋友來班上或者在大專國
語研究學會做專題演講，豐富同學們的視野，鍛煉國語的聽力。
還記得來演講的嘉賓有：

1、李輝英教授主講「白山黑水的獨有風光」。

2、蕭輝楷教授主講「從戲劇藝術看戲劇語言」。

3、梁海天先生主講「中國美術史概論」。

4、�胡殷（熾輝）教授主講「新聞學的實用價值」（1976

年 4月在研究班上主講）。

5、�朗誦名家彭永才先生主講「口才的訓練」（香港電台《朗
誦藝術》節目的主持及監製）。

6、許耀賜先生主講「漢語拼音方案介紹」。

另外，記憶中還有文學家徐訏教授和名作家劉以鬯先生來
班上作過專題演講，可惜忘記了講題！

劉導師也親自主講過「漫談演講學」、「北方人過年的風
俗談」、「五四運動的背景和當時的情況」等專題。

劉導師除了讓我們努力學習國語的同時，也讓我們從古典
文化入手認識中國，鼓勵我們作為中國人，應該學會國語，學
好國語，推廣國語！

【大專國語研究學會是劉導師於 1971年聯絡第一、二屆
研究班畢業的學員組織起來的，同年 12月 15日正式成立，是
YMCA大專學生部的屬會小組，宗旨是為了讓各班在讀的、畢

業的學員可以保持聯繫，共同創造一個可以學而習之、豐盛人
生，輕鬆活潑講練普通話的同學會。每月的「國語聚會」讓同
學們定期聚在一起練習普通話。用「研究」一詞是鼓勵我們要
不斷深入學習。同學們通過參與各類活動也磨煉了自己的溝通
能力、統籌能力、領導能力和執行能力。】

五、輔導員的創立

劉導師為了倡導、推廣國語，非常重視學生們的學習，千
方百計創造應用國語的環境給學生們操練。所以，研究班畢業
後，劉導師非常歡迎畢業生回來免費聽課，繼續練習。成績表
現優異的畢業學生，劉導師就邀請他們在研究班上當輔導員。
劉導師把在讀生分成若干小組，起初每個組有一個資深的研究
班畢業生擔任組長，協助同學練習課上的功課，也讓組長們教
學相長。後來研究班畢業留下來當組長的也多了，一個小組十
個成員中竟然有四個是輔導員，差不多一比一了。研究班上的
教學時間分三個部分，除了劉導師的講課外，就有組長的輔導
和組員的學習報告（包括朗誦、戲劇對話、作報告等）。

研究班就是這樣豐富的國語學習殿堂，吸引了眾多的畢業
生留下來旁聽和當輔導員，班上最年長的一位同學張恩麟老先
生竟然當組長和旁聽了十二年！

1972年 7月，我研究班畢業時，因為劉導師親切的一句
話：「家城，有空兒回來啊！」我就繼續上研究班旁聽，一直
到 1976年參與創辦香港普通話研習社後才離開研究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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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師生關係如一家人

劉導師以作育英才為樂，在班上雖然嚴厲要求學生認真學
習，但是課下對學生是和藹可親的，正如孔子給學生的印象「望
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早年有研究班的同學要往海外深造，如高君堯、劉子平等，
劉導師都開歡送會。（後來導師還寫了一篇《送君堯》的對話
文章作為研究班上的學習教材。）比劉導師年長的同學譚思若
先生要跟隨子女移居加拿大，劉導師更設宴北京菜館松竹樓餞
別（位於旺角區，已經結業了）！

大專國語研究學會每次主辦的國語月會、綜合晚會表演、
遠足等，劉導師一定出席，積極支持！

每年聖誕節導師收到學生們的賀卡，一定親自把自己設計
的，用毛筆素描國畫、題字的賀信回郵，回信的數量多達一千
多封！

1989年元旦，導師設計的賀卡還寫了祝福語：

盼望着，

祝福着，

我們的眼前，

都有一座燈塔，

光明永遠展望。

象徵着我們的康莊大道，

很多志士雖然不知道五柳先生的歸去，

但是他的田園之樂，

我們是一直嚮往着。

深願多年老友，

鴻雁長傳、尺素長通，

無論天涯海角，

都能長享人間的溫馨。

在邀天之幸，各安其居的幸福中善養身心。

我們最古風讚美的君子之交，

唯有細水長流，永恆不變。

每逢農曆年初三是劉導師和師母最忙的一天，很多畢業多
年的同學，也會分批上、下午到導師家拜年，我和許耀賜、劉
子平等幾個同學通常是年初三中午到導師家拜年，師母一定熱
情請我們吃自己做的餃子，大家聊聊天敘敘舊，臨走的時候導
師還吩咐我們自己在新年糖果盒裡拿紅包呢！

七、人生導師 傑出長者

劉秋生先生（1916-2008）畢業於北平中國大學新聞系，畢
業後從事新聞記者工作多年。1950年由北京南下香港，來港後
致力於劇本寫作。1952年開始為香港麗的呼聲廣播電台撰寫文
教節目，稍後香港電台和商業電台也爭聘劉秋生先生為文教節
目撰稿。劉導師寫作期間並在各大專院校擔任中國語文講師，
曾任香港中國語文教師協會執行委員兼《語文教協》主編、《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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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日報》朗誦版主編。1960年開始在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大專學生公社和大專學生部教授國語。六十年代末，新雅中國
語文研習所（現中文大學雅禮中國語文研習所）聘請劉導師教
日籍交換生國語，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請他錄製了三套朗誦作
品。1963-1972年也曾經在中文大學崇基學院任教國語課程。

1972年在麗的呼聲廣播電台主持《大眾國語講座》以及
1973年在商業電台主持《大眾國語》節目教授國語，為倡導、
推廣國語的學習，為傳揚中國文化奉獻一生！

劉秋生導師在班上，除了傳道、授業、解惑外，更關心學
員的成長，有些學生遠赴海外升學後，還經常跟劉導師保持書
信往來，劉導師每年收到學生的聖誕卡，都會親自設計，用毛
筆寫幾句鼓勵的話回覆學生。

劉導師是個嚴師，在班上如果有學生遲到、回座位拉開椅
子的時候不小心聲量太大、坐姿不正、上課不專心等等，他都
會當場嚴厲批評。

劉導師以誨人不倦、百年樹人的教育精神，諄諄教誨、循
循善誘，讓同學們如沐春風，愉快地成長！

1987年香港電台和金馬倫山獅子會聯合主辦「全港十大傑
出長者選舉」，劉秋生先生以三十多年來的大力推廣文化教育
和普通話教學榮膺「全港十大傑出長者」之一，實至名歸！

劉秋生導師三十年多來的教學育人，有四萬多的學生在
為學與做人方面深受裨益。讀者細閱下面兩位最年長同學的文
章，就知道劉導師對我們的影響有多深了！ ● 《華僑日報》刊登的校際朗誦節朗誦材料

● 榮獲十大傑出長者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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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學國語，學做人

文／張恩麟

大概是 1972 年的夏天吧，我在報端看到一段青年會大專

國語班招生廣告式的新聞，導師是劉秋生教授。我早有意把

國語學好一點。有一天趁下班之餘，前往九龍青年會國語班

劉導師跟前報名。劉導師和我晤談幾句，把我編到高級班去。

那時就讀該班的同學有三十餘人，男的多，女的少，看

年齡我是老大哥。許耀賜是我的前輩，張家城也是同班。

畢了業應該離校，但自問國語的程度距流利的階段相差

還遠哩，而且要向劉導師支取的東西還多的是，捨不得離開

國語研究班。於是請求導師予我留在班裡，繼續領教。導師

滿口答應，且拒收學費。如此厚恩隆情，令我銘感不已：決

定以後更加努力學習，圖報萬一之恩。

學語言一科，必須多聽多講，尤以多講為要，導師乃鼓

勵同學純用國語交談，不久則養成此良好習慣，用「活動學

習方式」來練習談話，也是很重要的；上課時部分時間由導

師授課，另部分時間則由同學「開口」練習，如：誦讀、講

故事、街頭偶遇、辯論會、演講、演劇、相聲、甚至歌唱等等。

同學演習後，導師提出評示和改正。這樣一來，不但說國語

的進步神速，而在文藝、聲藝和「做人」的各方面的知識，

大為增加。

為要聯絡國語班現讀與舊同學的感情和推廣國語計，劉

導師又領導成立「國語研究學會」，成為青年會大專學生部

科別小組之一，開辦至今已有十八屆。在各屆理事會委員努

力堅忍工作下，大有成就，所舉辦之各種活動，使會員獲益

良多。「學會」又出版季刊《國語天地》，現在已出版了第

四十五期，內容相當豐富。由於歷屆委員辦事有宗旨、有精

神、有意義，故在其各種表現中顯示他們是有用之才，是社

會上將來的棟樑無疑。

我追隨劉導師門下有十二年之久。一方面學習、一方面

稍獻微力，協助導師安排一些課前課後的瑣碎工作，使導師

可以將上課時間專心用在教學方面。這樣合作非常愉快，同

學們也得益良多。我和導師雖是師生關係，導師不吝賜愛，

當我是「知交」看待，我在此良師及眾多的誠摯同學的群體

學習生活中，就好像活在一個快樂的大家庭，不願分離。

（節錄自《國語天地合訂本》第五至七頁）

【張恩麟先生跟我同班，是一位年紀跟導師差不多的華籍
英兵。1972年研究班畢業後留下來旁聽，一直到 1984年，長
達十二年。他後來因為搬了家，路途遙遠交通不便，加上走路
沒有以前那麼靈活，才停止了旁聽，退任輔導員的工作。他是
班上唯一旁聽了十二年的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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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誨人不倦的劉導師

文／譚思若

我本着「活到老，學到老」的宗旨，參加青年會大專國

語班學習國語，成為劉導師的學生。啊！我四十年前的宿

願，終於得以實現。

回憶四十年前（1934 年），我已經從學校畢業，跑到

社會做事。當年我是從事教育工作，做起「人之患」來！有

一次，我去參加一個教育問題的演講會。當時的主講者，是

一位德國籍的博士，他是教育專家。他開始便對我們說：「我

雖是外國人，但我不想用英語講述，因為你們的英文程度不

甚了了，所以我現在用你們的國語來講述，相信你們一定會

覺得方便吧？」啊！誰知，當時我們全是廣東人，國語的程

度比英語還差；但是，當時我們不敢承認自己不懂國語，這

真是一件最丟臉的事！當時，我心中感到無限慚愧！我不知

其他聽講者的感受怎樣？我只覺得為甚麼外國人能夠把我國

的國語說的那麼流利，而我身為中國人卻反而不懂？

我經過這一次的教訓後，曾立下志願，要學習國語！可

是，因為生活與工作環境關係，雖然也懂得說幾句半南半北

的國語，但是始終沒有機會正式從師好好地學習國音字母的

符號和發音法。故此有時查了字典，也不能把字音正確讀出

來。而我的「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的官話」會令人

聽起來毛骨悚然！

我從大陸來到香港後，從此也就離開了教育工作的崗

位，從事商業，藉以謀生。為着工作的需要對英語的接觸機

會甚多，反而學習國語的心情，也丟下了！

可是，年前我終於擺脫了工作上的困擾，加上居住環境

的方便，於是就毅然地參加了大專國語班，做了劉導師的一

名年齡最大的學生！從前我做過教師，而今竟然有機會再嘗

試學生生活，心情特別興奮；在心理上，我似乎年青了許多，

時光倒流，重返四十多年前的意境中！當我每次跑上青年會

書院四樓的教室裡，跟其他年青的同學們一起挺着鼻子端正

地坐在座子裡，聆聽導師的講解時，總覺得有一種莫名其妙

的興奮！

劉導師的教學方法固然令我們佩服不已！而我覺得劉導

師的負責，循循善誘，不厭其煩的誨人不倦底精神，使我們

深深感動！我們同學也提高了學習的興趣，在學習方面不敢

馬虎，甚至每次上課都不敢遲到，這完全是受了劉導師所感

染也！

劉導師的文學修養甚深，我們從他的講詞中可領略得

到，而其教學方法有如一個藝術家達到完美神奇的境界。我

們除了接受導師的國語指導外，還可以領悟到導師的崇高品

格，實在是我們年青人的一位好導師，又豈限於學國語的範

圍？

（節錄自《國語天地合訂本》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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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告別

文／譚思若

由於劉導師的啟發和不斷鼓勵我努力學習，本着我那一

股蠻勁由初班、中班、高級班及研究班，一口氣在國語班裡

研究了一年，後來又參加研究班的旁聽歷時半年之久；雖然

我受了年齡的影響和誤音的定型，在發音和拼音方面比不上

其他年青的同學，但是我在學習過程中，收穫豐富並不限於

學習國語。首先我感到的導師在授課當中，常談論品德的修

養問題，以他豐富的人生經驗，使我們潛移默化，受其陶冶，

更注重中國的文化傳統精神。導師的「誨人不倦，教而不厭」

的精神，使我們萬分敬佩！

導師自從獲悉我會在最近期間移民往加拿大，他發起為

我舉行一個歡送會。接着又在松竹樓約同十多位同學為我餞

別，厚意隆情，無以復加！導師席上諄諄誨勉，而在座諸君

猶如兄弟姊妹，依依不捨，此情此景，寧不黯然！

臨別依依、不盡所言，謹錄東坡先生詞句：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

長久，千里共嬋娟！」

（節錄自《國語天地合訂本》第七十九至八十三頁）

【譚思若先生與民國同年，比劉導師年長，來港前在內地
當教師，來港後任職六國酒店。退休後，1974年參加國語班。
譚同學比我年長很多，但比我晚兩年進入研究班，我在研究班
旁聽的時候，每次下課後都一起去附近的茶餐廳用國語天南地
北聊天，是忘年之交。

譚思若學長此文寫於 1975年 9月 6日離港移居加拿大前
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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