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五年灣區 

 

         胡劍豪 

 

  九五年靜靜地來臨, 善社同學的活動似乎陷於停頓, 惟見袁慶祥在為卅五

年遊河而奔走. 二月中, 慶祥特為遊河而請飲茶, 幾個同學聚於他家再商大計, 基

本上一切已有了頭緒, 所以水到渠成, 只侯各人報名下定和與旅行社聯絡而已. 又

談及 Pot Luck 敘餐, 多謝許行自願做東, 打鐵趁熱, 訂於幾星期後, 三月四日, 

在他家舉行. 

 

  許行在 Kensington 居往了十多年, 今回孟母一遷, 搬到了東灣的 Alamo, 

捨近而途遠,可說是富在深山. 此居處的設計, 宜於成人生活, 四邊都是玻璃環繞, 

可保證許行以後 一定不會亂揀石頭. 又據慶祥言, 此屋特別加料, 異常堅固, 許

行已經答應, 下次加州大地震時, 在他家開同學會, 以保各人安全. 

 

  談及各健康問題, 威漢有一祕方公報. 他年來都有敏感, 別人春風撲面, 

他卻鼻水長流,近來他日食檸檬二只, 此群醫束手的絕症, 竟然不藥而癒. 於此公

諸同好, 如能造福人 群, 有賴威漢不呷醋而食檸檬之故也. 

 

  四月廿二日, 三瀋市培正同學會舉行春節聯歡會, 在帝后酒家訂了酒席. 

四月中, 威漢突接會長電話. 原來參加者甚少, 所以會長特別向善社求救. 威漢對

善社同學信心十足,  不必拍心口便答應一圍, 幾個電話之後, 已有六對同學, 共

十二人參加, 超額完成. 是日宴開五席, 善社與忠社各出席十二人, 是最捧場之班

社. 

 

  善社同學相聚一圍, 談及近代移民, 威漢言, 大部移民, 不是有 “內在美”

便是有 “外在美”. 內外者, 內子, 外子也; 在者, 身在何方也; 美者, 美國也. 

此乃成語新解, 亦反映近代移民生活. 

 

  在酒家的另一角, 有自助式的打邊爐, 各同學份份去參觀. 邊爐的菜式, 

包括有豬腳薑醋. 姑爺李樂基, 見獵心喜, 面皮比豬腳還厚, 竟然叫伙記送他一大

碗薑醋來試味. 姑爺去年嫁女, 今回相信是食指大動, 而非抱孫情切. 

 

  有見各人對邊爐的熱烈反應, 即興決定舉行打邊爐大食會. 趁酒家未轉季

收市前, 訂在一星期後, 四月廿九日星期六舉行. 在電話聯絡下, 灣區同學幾全部

到齊, 包括有胡炎章一家三口, 共廿五六人. 

 

  高子敏烹飪技術卓著, 年來的 Pot Luck 聚餐, 他分分鐘帶來精美撚手小

菜, 眾人都讚不絕口. 與他打邊爐共桌, 只見他對太太, 直是招呼週到, 我們同檯

食飯, 雖應是各自修行, 但亦穫益不少, 隨時可以不勞而獲, 坐食其成. 

 



  邊爐火一息, 無聲無息幾個月, 突然柳暗花明, 八月十二日, 單寶珠發起

在她家開同學會. 難得梁潔貞夫婦和陳瑞蘭夫婿亦有出席. 

 

  天南地北, 居然談到嗅豆腐. 慶祥引朱達三言, 嗅豆腐含有盤尼西林. 各

同學還記得朱達三之物理治療法, 飲水和敷熱水, 現再加上嗅豆腐的盤尼西林, 可

成為朱子醫學大全. 

 

  由盤尼西林講到傷風藥. 威漢言, 飲醉酒與食傷風藥 Benadryl 的感覺一

樣, 同樣的暈跎跎. 我記得在讀醫時, 內料教授是蘇格蘭人, 他說醫傷風最好是飲

威士忌酒, 威漢與教授的意見, 不謀而合, 可見威漢果有豐富的醫學常識, 可是他

對酒的意見, 未必敢恭維, 因為劉伶之徒, 至多是傷風流涕, 而不會青眼聊因藥丸

橫也. 非酒徒門, 如要一探醉鄉風味, 食傷風藥便知. 

 

  , 都是淺嘗即止, 可是飯後甜品, 卻飛擒大咬. 寶珠煮

出八寶飯,功多料正, 美味可口. 八寶飯出自寶珠之手, 果然如珠如寶, 眾人都讚

口不絕, 除添食外, 很多人更另帶一碗回家, 慢慢再欣賞. 

 

  威漢不甘後人, 客串泡出越南式奶茶. 據云茶葉亦是特殊挑選, 有錢難買. 

果然香濃美味. 眾人添食之餘, 要勞動姑爺專車到附近市場買鍊奶. 威漢雖是 

Ph.D.  今日證明他的茶道技術甚高, 理應再加封另一博士銜. 

 

  在聚會中, 提到三瀋市培正同學會的秋季郊遊, 健議我們善社舉眾參加, 

利用同學會的活動, 將之變成我們善社的聚集. 很容易便有九人報名. 郊遊於九月

中在 Fremont  的公園舉行. 該地湖光山色, 環境憂美. 我社當然又是到會人數最

多者. 可惜姑爺林國華因事不能到會, 其他八人, 相談至大會散後個多鐘頭才離去. 

會談結果, 大家都認為 Pot Luck  很痳煩, 很多人都有免攪之意. 所以議定試辨

酒樓聚餐, 以謀代替 PotLuck. 多謝姑爺李樂基, 替我們找到一酒樓, 可供我們開

會之用, 於是打鐵趁熱, 訂於十月廿一日在 Sunnyvale  的海景酒樓舉行. 

 

  信一發出, 便有十八人報名, 包括有林瑞華和胡炎卓夫婦. 林瑞華剛從香

港來, 適逢其會, 十分歡迎. 該酒樓的生意不大好, 所以能給我們一大間房, 我們

可以大叫大笑, 不怕影響其他酒樓的客人, 很適合我們開會之用. 

 

  慶祥因事不能到會, 奉他命要影相給善社通訊之用. 三部相機, 竟然有兩

部沒有電池.昔日見姑爺李樂基拍照, 手到拿來, 看似容易, 到自己一機在手, 竟

然錯誤百出. 可說是 Film 到用時方恨少, 拍照不成賴電池. 全世界尚未有相機是

自動入電池者也. 

 

  八男十女共十八人. 不是男女授受不親, 亦楚河漢界, 分姓別而分兩檯而

坐. 這當然是歐西所謂上流人士所不齒, 但我們是善社同學, 怎能以世俗相待. 各

人沒有飲酒, 但都講飽食飽, 十分開心. , 而且質量頗大, 兩檯都



有剩餘物質. 昔日化學實驗的四大要訣: 精整靜剩, 是夜所欠者, 靜訣而矣. 

 

  這次聚餐, 是不過不失, 參加人數, 不多不少, 可說是民意不明. 希望各

同學, 多多提出意見及批評, 以能繼續安排節目, 共渡歡樂時光. 

 

  濫充竽數, 塗鴉塞責, 寫稿又一年. 打字打到慶祥的 "編後話" , 慶祥多

謝各同學做成這本通訊. 很多謝他的 "多謝" , 可惜他忘記了多謝最重要的一人, 

就是他自己. 這份通訊, 是慶祥發起, 年來他亦是主編. 明年的卅五年重聚會, 如

不是他大力聯絡, 恐怕是 "渦河" 而非 "遊河" 了. 所以他才是 MVP. 我非互相拍

膊頭, 只是澄清紀錄而已. 無論如何, 希望各同學繼續支持這通訊, 以能繼續久遠, 

謝. 

 

     最後消息: 李鑫雄女公子李安麗, 是今年三瀋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三位得獎

人之一, 她將會升學 UC Berkeley. 三瀋市培正同學會獎學金今年是第五屆頒獎, 

善社同學後代, 連今次在內, 已是第四人得獎. 後輩人才繼出, 可喜可賀. 

 

        
 

 

             
 



九五年 Ottawa 再會陳慶榛兄 
            

袁慶祥 

 

  早上由 Montreal 市中心區迷宮式的公路網「殺出生路」後, 居然一帆風

順地按時到了 Ottawa.  這與數天以來在 Boston 和 Quebec City  充滿了「艱辛」

和「迷惘」的駕駛經驗, 真可算是天淵之別了. 

 

  原來榛兄已經在酒店留下信息. 我們取得聯絡, 半小時後他已到達酒店大

門. 榛兄別來無恙, 上一次是善社卅年重聚會, 四年前在 New York 見過面吧. 為

了不欲做「婆」做 「媽」, 只有接下了榛兄盛情, 使我們一行七人當晚在首府唐

人街品嚐了美味的廣東菜式. 尤其是我一連幾天地食法國餐, 真是食到頂住條氣, 

今晚條氣順哂矣. 

 

  Ottawa  的唐人街真真實實地是「一條街」. 它乾淨之外, 正是痳雀雖小, 

樣樣皆全也.一眼望去就可以見到有書店、餅店、藥局了. 最開心的也算是 

Parking Lot  和街上的「泊位」充足也. 我們在 Ottawa 的三天又剛逢週末, 又

可能兼逢「吉日」吧, 幾間餐館都是幾伙喜事, 這又加添了這一條小小的唐人街上

的洋溢氣氛了. 

 

  我很喜歡那座 Parliament Building, 它雖然比美國 Washington 的較小, 

它卻更能反影出其較民主的聯邦省制的意義, 同時也保留了一些英國的傳統. 遺憾

者是當我看到樓中唯一的一幅「真本」的維多利亞女皇的畫像時, 相機剛剛影完了 

Film. 

 

  第二天早上, 我們又去沿著河邊踏單車, 迎面微風隨來, 目見山光水色的

時候, 令我心曠神怡之餘, 也使我回憶起卅五年前初來美國時在 Salinas, 每逢週

末, 一班同學踏單車到市外的菜園買菜的情景. 突然間天下起了雨, 我們只得趕忙

踏單車回酒店. 

 

  榛兄陪了我們遊通 Ottawa 兩天之外, 還請了我們到其府上 BBQ. 到了品

嚐過他的「手勢」之外, 才知道這一位「王老五」果然有番幾度也. 除了 

Classical Music  之外,原來榛兄還更喜愛 50 年代的「時代曲」. 我們真算耳福

不淺, 得以聽到周璇、李香蘭等歌后的經典名歌也. 謹此再向榛兄致謝了. 

 

  Ottawa  三天遊之最大收穫乃是能與慶榛重聚也. 臨別時互道珍重後, 共

約明年八月在加勒比海船遊再會了. 

 

 

 

 



 
 

 

 

 

 



 
 

 

 



 

 



 

 

 



          

 

黃馨龍來鴻報導同學消息 
 

慶祥兄嫂: 

 

  謝謝你們六月來信. 在此向你們問好. 

 

  請原諒我們到現在才給你們回信. 很抱歉我在紐約照了的照片, 在半途不

見了. 等我'晒'到在多倫多的照片後, 再寄給你們吧, 很對不起. 

 

  今年六月中旬, 我倆飛去多倫多, 與殷建明見過一次面之後, 促促兩天後, 

便駕車南下去紐約見湯豬 (陳玉安) . 一路順利, 唯到了紐約之後, 變了迷途羔羊, 

轉了很久才找到他, 正所謂大鄉里出城也. 到了紐約的第二天, 湯豬約了幾位同學

在唐人街聚餐 ─ 計有毛主席 (毛紀寬)、 陳潤國、鐸叔 (陳維松) 夫婦、細胞 

(謝景亨) 夫婦及我們四人. 這次在紐約四五天, 多得玉安委任司機, 使得我們暢

遊紐約名勝. 如要我自己駕車,真不知會迷路多少次了. 與玉安、姚十夫婦別後, 

便駕車回多倫多, 參加小兒畢業典禮.他畢業後, 幸得轉回溫哥華工作, 這是我倆

老之大幸, 亦是航空公司之不幸. 在多倫多之幾天, 與臭蛋 (菅家栴) 及陳力見過

幾次面, 又在臭蛋處住了兩天, 才回溫哥華. 這次東行, 能見到了三十年未聚過之

同學們, 實在感覺得十分興奮. 

 

  這封信是在往溫哥華渡輪上寫的. 我現在是去與羅子華見面, 他昨日北上

到溫哥華飲喜酒. 你們下次北上, 請記得通知我們一下, 以便一敘為盼. 我們最近

也沒有想到去那裡,有老在家也! 匆此, 謹祝 

 

  安好 

 

           第 

           馨龍上 

           九七年七月廿二日 
 

 

 

 

 

 



           

編後話 

 
        袁慶祥 

 

  明年是善社離校三十五週年紀念, 希望各地的同學都能找一個日子大家好

好地來聚一聚.我們能夠在同一間學校長大, 離校後又能保持聯絡達卅多年者, 不

是很難能可貴嗎? 「35  週年遊船重聚會」共有廿一家五十二人報了名參加, 日期

是 Aug. 11 to 18, 1996. 已報名者, 旅行社應該已經與你們有聯絡了. 若不, 請

直接與 Cruise Hloiday,(408) - 255-3232  的 Tom Willyoung  先生聯絡. 還有, 

據我最近與他電話得知, 我們 1996 年的價錢將會每人較先前所登出者平 $100.  

這份「善社通訊」的經費近年來乃來自「卅年重聚會」的「基金」, 至今尚有剩餘, 

故再此多謝諸位意欲資助的同學們的好意了. 多謝寄來照片和資料的同學們, 多謝

胡劍豪的中文電腦打字外, 更多謝他多年來的「筆記」文稿. 明年更請大家寄來更

多的照片和文稿, 先此謝過了. 謹祝大家有一個偷快的聖誕假期和一個更健康更美

好, 充滿了親情和友情的 199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