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筆記 

 

           胡劍豪 

 

 

      通訊又出版, 已忘記了是第幾期, 只知每年一次, 已成為生活的一部份, 年年難寫

年年寫, 只靠蛇王真傳, 一味照車. 可惜去年慶祥銀婚一文, 車得太利害, 害至慶祥要另

文闢謠, 是小弟無心之失, 罪過罪過. 小弟雖非文人, 亦有大話, 每就文句而彎曲附會,

都是無的放矢, 望各同學附之一笑, 如愛班昔日所言 "係笑話嚟架" . 各人不看和尚面看

佛面, 多多包涵, 就此謝過. 

 

   善社同學, 在去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果然不負眾望, 出席人數又中五甲, 得獎

朱古力一盒. 接著幸運抽獎, 中獎者五六人, 其中余光源得 CASSETTE PLAYER, 何鈿德有

一席 酒, 都是明貴獎品, 善社今年果然大旺. 所以余光源挾中獎餘威, 獲選為三藩市培

正同學會會長. 今年培正同學會活動, 應當是歌舞昇平. 

 

   四月初, 梁燊成突作不速之客, 第一次以遊客身份來灣區. 離校三十年, 風采依

然而一 塵不染. 汪桂麗見之曰 "你與三十年前一樣咁靚仔" . 要隔三十年才提出別人的

好處,  相逄恨早乎. 梁成後腳剛走, 林雅淑前腳又到, 週末飲茶時, 談及各人的勞氣事, 

袁慶祥大吐苦水, 原來他玩至 "樂極忘形", 兼且 "玩物喪志", 害至個人 "老而憔悴" , 

所以唱起歌來 "冇咪唔得". 慶祥似乎日趨墮落 , 威漢卻老當益壯, 每日聞雞起歌, 清晨

對著卡拉 OK, 大練歌喉. 惠翠可以省下鬧鐘, 亦可不必養雞. 此外他買了一架紅色跑車  

PORSCHE . 鄭國輝在三藩市同學會春宴講 "推背圖" 時, 他在台下只想著按摩. 蛛絲馬跡, 

是何用心, 是多少年之癢. 

 

   高空核爆, 是經特殊批准, 局外人請勿誤會. 言歸正傳, 今年第一次聚會, 在慶

祥家舉行, 他安排了看圖猜謎的題目, 伍子英深明  see through blouses 之妙, 得獎糖

果一大包, 可保証他以後生活更加甜密. 六月中在單寶珠家聚會, 第一次全沒有兒童參加,

並非兒童不宜觀看, 而是仔大仔世界, 有毛有翼, 自行作怪. 

 

   灣區今年喜事重重. 周哲賜第一個報喜, 他長女在六月中出嫁. 哲賜共有四女一

男, 假以時日, 必對婚嫁大有經驗. 兒女已到婚嫁之年, 父母結婚自必多日. 繼袁慶祥去

年銀婚盛會, 今年輪到威漢. 在七月十七日, 在同一地點, Santa Clara 狀元樓, 大排筵

席.有煩袁慶祥, 安排賀禮, 善社同學送威漢大金魚缸一個. 祝他如魚得水, 並在股票市

場大勝. 

 

   威漢這宴會, 十分賣座, 除灣區外, 各同學來自四方八面. 香港來的有蕭舜儀, 

媒人專家陳瑞蘭夫婦, 和勇敢的人黃今是夫婦, 帶著三個稚齡小孩, 途經三藩市去波士頓. 

聖  地牙哥來的是林藻勇老師, 盧國常夫婦. 昔日伴郎何孔賢, 自羅省專誠而到. 再加上

東岸的陳玉安夫婦和鐸嬸, 筵開十多桌, 濟濟一堂, 十分熱鬧. 

 



   袁慶祥以不必找數的心情, 與惠翠的唐妹夫共做司儀. 開場白, 威漢談及廿五年

結婚, 只是婚姻的一個中站, 借著銀婚慶典, 給婚姻再行‘充電’, 以達久遠. 可想威漢

自此已是帶電之人, 只不知他是如何放電. 他是否會如弓上弦, 刀出銷, 一觸即發, 問惠

翠才知. 

 

   威漢自言, 過去多年, 一直都以實用為主, 全部禮物, 都是有用之物. 經過廿多

年, 雖是老夫老妻, 有點羅曼帝克, 亦未為晚也. 所以今日, 送上一些‘無用之物’, 作

為銀婚之禮, 於是鮮花一束, 鑽戒一隻, 再度定情. 望其他太太小姐們注意, 鮮花與鑽戒

是無用之物, 願能切記作為坐右銘. 威漢為這 "無用之鑽戒",亦大費苦心. 特別祕密地托

人由香港帶來. 真正是千里送鑽戒, 物重情義重. 在鑽石光芒照耀之下, 惠翠眼神, 遍露

愛意, 可能暗示, 即使海枯石爛, 再長相廝守幾十年, 亦是所心願. 所以若說鑽石是無用

之物, 可能是言之尚早. 

 

   卡拉 ok 開始, 威漢帶頭, 唱出幾首情歌, 以曲代話, 山盟海誓, 此志不渝. 威

漢雖然情深款款, 惠翠卻頑皮以待, 答詞之際, 說出威漢過去幾月來, 苦練這幾首歌, 惠

翠由聽出耳油到聽出耳塞, 今日開心能得到解脫. 原來這是夫唱婦捱, 是卡拉 ok 不言之

祕. 

 

   音樂開始, 即有美酒佳餚, 有些人亦難禁其口. 惠翠一親戚以小提琴 " 拉出 " 

一首  Anniversary Song之後, 上台歌者不絕. 甄旭輝一直潛龍勿用, 經同學及太太力

催之下,啼聲初試, 聲大而遠, 一嗚驚人. 黃今是不遠千里而來, 亦叫出一首「紅豆詞」. 

其他例牌歌者甚多, 母庸多敘. 

 

   酒過三巡, 威漢夫婦, 表演一首 Anniversary Waltz. 看他倆步伐清楚, 合作愉

快, 可見訓練有素, 可惜惠翠沒有透露他們練習多久. 袁慶祥見之技癢, 以過來人身份, 

照辦煮碗, 與靜觀共舞一 "Anniversary + 一" 舞. 以後, 各人歌舞不停至深夜. 

 

   威漢的女兒, 不甘後人, 亦安排了節目以賀雙親. 以錄影機錄入舊照片, 

威漢夫婦在美國, 自東至西的簡史. 講完歷史後便考歷史, 選出四對夫婦, 包括威漢, 余

光源,  及另兩對年青夫婦. 夫妻分別作答各項問題, 夫婦心心相印, 答案相同者得分. 

問題大都是與各人戀愛史有關, 例如: 兩人在何種場合第一次見面, 第一次拍拖在何處, 

. 這四對夫婦, 雖然男歡女愛, 一提到歷史, 便貼錯門神, 亂點鴛鴦,

最普通的答案是  Restaurant, 難怪餐館多數大發. 袁慶祥做公證, 在千奇百怪的答案中

找尋公道, 例如鴨會游水, 燒鴨是否算海鮮. 勿論仲裁是否公正, 威漢夫婦以「銀婚人」

身份, 與另一對青年, 平分春色. 「銀婚人」果然是心有靈犀, 所以能同諧白首. 

 

   整個銀婚過程, 由余定一錄影. 一哥自上次 Santa Cruz 大演身手後, 一套名貴

的錄影器材, 一直未再有機會為同學服務. 今次威漢在當日的早上, 才請得余氏幫助. 余

氏以影務在身, 在宴會上, 分分鐘遠離餐桌, 而他樂似不疲, 因為一方面是英雄有用武之

地,  另一方面是有助他減肥節食之功. 所以以後如有關照, 多多益善. 

 



   銀婚會一直到深夜才完, 可是餘興甚長. 玉安, 瑞蘭等幾個遠道旅客, 留在威漢

家, 一直長期雀戰整一星期. 

 

   九月廿五日, 是單寶珠次女于歸之喜. 於是婚宴代替了例行的 Potluck, 灣區同

學大都到賀. 是日天氣大熱, 整個婚禮, 絕無冷場. 下午在 Sunnyvale 的 St. Thomas  

Episcopal 教堂舉行了簡短愉快儀式後, 舉眾轉到 Palo Alto  的明苑酒家, 已有舞池及

音樂在等侯. 本社的歌皇舞后, 雖然喜出望外, 亦按兵不動. 在年青人玩拋繡球, 脫襪帶

的玩意時, 亦只是隔酒觀看. 但筵席一開, 拷杯拷碟最烈者是本社同學. 這一班老頑童, 

雖然為老不專, 尚不至作弄子孫, 箭頭是指向兩位新岳. 先請得兩位新岳在堂中高坐. 寶

珠雖然沒有明顯地垂涎三尺, 善社同學亦送她一「口水巾」, 由姑爺李樂基當眾替她帶上, 

寶珠含笑不拒, 是得物有用之故乎. 

 

   接著, 慶祥宣佈, 要實行一培正傳統, 是由各男同學與新任岳母的女同學熱吻以

作賀.  不知這傳統是出自何經何典, 或這是慶祥特別為寶珠而設, 有待慶祥慢慢解釋. 

不論是新是舊傳統, 各男同學聞訊, 紛紛爭前排隊向寶珠「道賀」, 使得寶珠應接不暇. 

在旁的姑爺, 傳統上沒有明言如何處理. 慶祥提意, 可以打破舊禮教, 新時代男女平等, 

男同學一樣可以與姑爺熱吻, 豐儉隨人. 可惜各善社同學都是孔店門生, 對此敬而謝之,

交由女同學向姑爺「道賀」, 皆大歡喜. 

 

   男同學們雖然沒有用「傳統」來賀姑爺, 但亦不會輕易地放過他. 李樂基剛回座, 

男同學們又排隊, 以車輪戰法向樂基敬酒. 李樂基豪氣千雲, 酒到杯乾, 威風勝於呂布戰

三英. 小第幾杯落肚, 已經不知人間何世, 當夜是以三分醒的手法駕車, 好險. 回顧姑爺, 

談笑自約, 毫無酒意, 必是借新岳的正氣, 以一敵七而無患焉. 

 

   筵席散而歌舞不停, 善社同學跳至最後一歌一曲, 是最後離場的幾人. 再多謝及

恭喜寶珠和樂基, 女兒成家立室, 了卻一頭心願. 新娘李慧恩 Venessa, 是他們的次女, 

在 92 年於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得理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anagerial Economics. 她現在三藩市 Arthur Anderson & Co.任職為 auditor and CPA. 

新郎羅廣興 Steven 亦是 UC Davis 畢業生. 他在 90 年得理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Science in Microbiology. 更在 92年在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得碩士

位 Master in Health Administration. 他現仕職為 Director of Operations Analysis 

at Kaiser Permanente Medical Center in Walnut Creek. 這一對新人, 的確是才貌雙

全, 天生一對. 祝他倆琴瑟和諧, 百年好合. 

 

   每年的壓軸節目是三藩市同學日. 今年改在亞卅園舉行. 慶典班人數甚多. 出席

人數, 善社自加冕以來, 第一次名落孫山, 吃少一盒朱古力也罷. 

 

   多蒙威漢指導, 今年學會了中文打字. 這編報導, 是自編自道自打. 原稿留在磁

碟中, 每有消息便加上. 每次聚會後, 我的餘慶是對著電腦打中文, 等如上堂抄筆記一樣, 

每上一堂, 加多幾句, 由年頭寫到年尾, 所以難免零碎斷續, 請諒. 謝. 

 



 
 



 
 

 



 

 



─  善社周哲賜學長千金出閣之喜 ─ 

 

    六月十九日 (星期六) 乃周學長伉儷長千金周婉儀小姐與司徒偉健先生新婚的

良辰吉日. 兩位新人都是三藩市 Lowell High School 的畢業生. 司徒先生在三藩市州立

大學畢業後, 現任職于 Chevron Co. 周小姐于 Eber International 任職, 乃 Heald 

College 會計專科畢業生. 是日, 經過傳統的拜祖先, 斟茶等儀式後, 男女家在華埠新杏

香酒樓擺酒, 中西親友出席者逾兩百人. 七時許, 由社友袁慶祥司儀, 歡迎新郎新娘入場, 

然後介紹男女雙方家長親屬, 並向一對新人祝賀. 新郎哥上台答謝後隨即吩咐廚房起菜,

立時博得全場掌聲. 想除了是司徒先生長得英俊瀟灑, 一表人才之外, 大家確實也有點肚

餓了吧. 酒席間, 親友們齊齊敲杯十數次之多, 一對新人居然十分聽話, 每次均迅速   

地親嘴謝眾, 後來的數次更起立來作亂世佳人式的親嘴, 看來一定是平常訓練有數吧.當

然也博得更響的掌聲了. 新娘當晚更換靚衫凡三數次, 每換一次新衫後出場時, 又是全場

掌聲. 當晚主家席上的男仕們穿的是西式禮服, 女仕們, 姐妹團則全是中國長衫,可算是

中西合璧矣. 九時許, 新人切結婚蛋糕後, 與親友拍照時, 側見潘靜觀與許惠翠在微笑中

喁喁細語, 大概是在羨慕周夫人的「正宗唐人」乘龍佳婿吧. 唔怪得成晚周夫人都是笑容

滿面了. 至於 Father of the Bride  周學長就顯得有點緊張, 那是可以了解得到的. 袁

慶祥則與威漢說, 今晚的菜式一流之外, 他最喜愛者還是那道蓮子百合尾檯也. 卻不知道

他真的在讚糖水夠靚, 還是另有弦外之音呢. 這時周學長行過來對袁慶祥說「大家影番張

相, 好久沒有與你一齊影相矣」. 真的, 上一次該是八七年一月在三藩市同學日善社慶祝

銀禧之時吧. 不覺又已是六年半之前的事了. 周學長伉儷除長女外有第二第三孖女, 剛大

學畢業, 現五準備入醫學院, 四女在三藩市大學準備讀 law ,五子則仍在中學求學. 想不

久之將來, 周府又當喜事重重矣. ( 本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