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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1999 年，重慶南開中學 1948 級鄭華級友發起在華盛頓舉行北
美南開級友聚會。經過將近一年的聯絡與籌備，聚會於 2000 年 11 月 3，
4 日在華府水晶城舉行，出席級友共 17 人。兩天的活動，除了老同學交
誼敘舊之外，特別安排半天時間討論母校現況及發展。主席鄭華提出一
個嚴肅的題目：
「呼籲大陸領導人改南開為私立學校。」同學們發言踴躍，
雖然意見不一，但對鄭華熱愛母校，恨鐵不成鋼的心情由衷欽佩。許多
同學認爲，母校若能保持校訓「日新月異、允公允能」的優良校風和教
學環境，則勢須脫離那指導式的訓育教條，而以私立學校的型態，沿襲
昔日南開的傳統精神走向自力更生的道路。當然，以海外校友有限的力
量以及鑒於國内的現實環境，要把母校從公立改為私立，談何容易。這
只是南開莘莘校友的一個理想、一項願望。
國内級友也十分關注對這個議題，不過他們態度比較保守，認爲玆
事體大，在提出呼籲更改校制之前，似應先就落實錢、人及組織等基本
問題縝密思考，從長計議。今天，我們非常欣喜地看到母校在校長教師
們孜孜經營之下，無論在教學、訓育或硬體設施方面，均臻完善，早已
是成績斐然的頂尖重點中學了。
在華府聚會的討論會上，我們決定辦一份通訊（Newsletter）報導同
學們的動態及提供音訊交流的園地，同時計畫次年（2001）在加州再辦
一次聚會，時間原則選在 9 月，由居住加州的同學主辦。
十五天後的 11 月 18 日，在同學們大力支持之下，第一期 Newsletter—
取名北美《南開通訊》，正式出版。加州聚會，也於 2001 年 9 月 8,9 兩
天，在屋崙（Oakland）凱悅酒店順利舉行，活動包括研討會、交誼、聚
餐及灣區觀光。這次聚會共有 31 人參加，包括自東部、中部遠道而來的
同學。
北美《南開通訊》定為季刊，每年 3, 6, 9, 12 月之一日出版，以彩色
雷射（激光）印刷。2003 年 3 月，
《南開通訊》網絡版與印刷版第 11 期
同步發佈，在網絡版上可瀏覽更多的同學音訊、照片，以及檢索各舊期
的内容。兩個刊物定期出版、更新，12 年來從不脫期。另有值得一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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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6 月，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認爲《南開通訊》是一份
傑出的校友通訊，要求我們每期寄送印刷版一份，供師生及外界人士閱
讀。
2010 年 12 月，由大陸各省市級友輪流編印的年刊《48 通訊》
，宣佈
第 20 期為終刊號。這本自 1991 年創刊以來，每年為我 48 級級友人手一
冊的精神食糧，終因稿源不足、人力匱乏而無以為繼，同學們聞訊不禁
悵然若失。我們僑居美加的級友，20 年來每年都如期收到這本內容豐富
的通訊，卻少有回饋，感慨之餘頓然興起接續《48 通訊》，在北美出版
第 21 期的念頭。這個想法得到許多海外級友、校友的支持與鼓勵。我們
決定重讀北美《南開通訊》第 1 至 47 期，縂共 1400 多頁、250 餘萬字
（其中級友校友撰文 473 篇約 140 萬字、書信交流 70 萬字）
，從中選出
精彩文章彙集成書，呈獻給多年來愛好及支持北美《南開通訊》的國内
外讀者。
好文章實在太多，捧讀之際甚難取捨。經過反復斟酌，選出 102 篇
約 30 萬字。由於篇幅所限，不得不捨棄若干較長的作品。文章的作者除
48 級級友之外，還包括了上下級校友（41~54 級）和師長。在此，我們
謹向蒙受遺珠之憾的作者致以十二萬分的歉意。
在美國自費出版書本，費用甚高，印刷店的報價均超出預算。我們
幾經研議，決定去大陸尋找適當的印刷廠商。七月間，嚴欣榮級友把封
面設計和排版稿帶往上海，在酷暑之下經友人介紹，覓得一家可靠的印
刷廠為我們效勞，他們的報價比較合理。
感謝眾多級友、校友的熱心贊助，使這本書得以順利出版。嚴欣榮
級友于百忙之中，為選取文章投入大量時間和精力，復親自坐鎮上海處
理印刷、分裝、郵寄等工作，並慨允負責超支部分的費用。陶恒生同學
負責封面設計及編輯、校對、排版、聯繫等工作，務求書的外觀和內容
達到專業水準。他們兩人熱愛母校、追求完美的精神，值得我們敬佩。
南開中學 1948 級北美校友會謹啟
2012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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