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呂沛德會長台啟：
首先敬賀你任2010至2012年度會長一職，希望在

你領導下，紅藍精神更上一層樓，我收到你寄來之培正
通訊第171期，非常多謝。在培正大樓與操場上你我不
相識，勤社與1964協社相距10年，不認識不出奇。請
看171期第25頁，我向同學會申辦在西班牙、葡萄牙、
意大利應有比較多人在一群的，為聯絡紅藍精神感情，
是否可以給我組織同學會，我全是義務工作，但我不
懂，請你要多方面指導，如何做才合申請條件，這真是
有意義的事。

更正：在171期登我是協社1964，但我在初一是留
級的，我應是耀社，請代更正。

我已搬新地址：

敬啟者：
永江現已遷居三重市重新路三段100號18樓。歷年

來蒙賜寄培正同學通訊，藉悉母校，新舊老師及同學以
往及近況，至深感謝，雖遠隔海峽，對港、澳、粵三地
培正母親般的思念與關懷時時湧現，只因家中有老弱病

林國雄（林青翰）學長熱愛培正
欲籌立南歐培正同學會

K.H.LAM
C/SAN CALUDIO 71, 
11-E 28038 MADRID, SPAIN
TEL: 0034-650296987
新屋比以前大，客廳可容納20至30人，足夠可以

開會用，地點是主線地鐵家離站口一分鐘，街市及醫院
也一分鐘，可算十分方便，培正紅藍兒女，不論在任何
地方來旅遊，路經南歐，請通知我，當做地主之誼，中
文字老粗，離校40年了，在西班牙也30年，中文字全
回歸給老師了。請諒，看得明就算及格了。

一切謝謝，順此敬祝一帆風順。
林國雄（林青翰）   2011年3月7日

人需照顧，無心執管言謝，茲藉草函通知地址變更之便
附寄港幣壹仟元俾為「培正同學通訊」基金畧盡棉薄。

此致
培正同學總會    

 陳永江（1942斌社）謹啟    2011年4月2日

陳永江（1942斌社）最近遷居台灣
時時思念培正母校 熱心捐贈支持《通訊》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用芳名（排名不分先後，截至2011年6月28日止‧如有錯漏，請予指正，以便下期更正）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姓名 金額
贊助培正同學通訊費
馬秋南（誠） 200
陳月珍（銳） 1000
劉龍聲（正） 100
卡加利培正同學會 加210
梁冠東（輝） 500
劉冠賢（謙） 100
陳漢華（謙） 100
李明慶（忠） 600
余覺湛（匡） 300
彭煥棠（光） 100
梁崇榆（真） 200
單齊東（誠） 200
陳福強（建） 500
黃鍾麒（忠） 500
1955年級忠社 1000
吳國華（匡） 300
張卓濤（瑩） 400
戴蘭蓀（鋒） }1000
戴蘭祥（忠）
鄭樹志（耀） 750
朱柏椿（建） 500
無名氏 1000
羅桂森（仁） 20

林岳鋆（斌） 加10
余秉度（偉） 美30
鍾漢樞（匡） }1000
邵雲微（匡）
李群芳（剛） 2000
林鉅洸（雁） 500
陳兆文（忠） 300
澳洲悉尼培正同學會 澳650
鄭炎霖（昭） 美50
1948年級建社 加100
周時雍（光） 2000
李錦鴻（弘） 100
何約翰（真） 100
余秉度（偉） 美30
汪定武（博） 1000
羅根合會長（匡） 300
何卓威（光） 澳50
李沅芳（昭） 美100
加拿大沙省培正同學會 加200
蕭銳釗（瑩） 100
裴壽康（正） 100
馮玉基（明） 300
何李梅麗（瑩） 美50
張廷傑（偉） 300

伍宏育（忠） 1000
黃愛蘭（銳） 美50
梁麗雲（輝） 500
林學廉（輝） 200
陳永江（斌） 1000
梁乃森（光）  2000
英國培正同學會 英100
唐世煌（昇） 1000
黃靄群（勤） 500
詹史芳（勤） 500
鄧乃鍵（真） 500
黃栢豪（堅） 加20
王輝泰（忠） 300
謝鴻基（匡） 300
李可喬（忠） 1000
朱肇洸（忠） 500
侯寶雲（毅） 200
紐西蘭培正同學會 紐300
1964年級協社 2000
呂國枝（光） 300
1985年級博社 1000
譚錫霖（鋒） 加25
方勁夫 加25
陳康年（昕） 100

陳潔明（捷） 100 
黃漢超（輝） 200
陳均賢（輝） 200
關梓輝（誠） 2234
謝玉貞（善） 加100
戴維雄（昇） 美50
鄺文熾（奮） 2000
鑪峰小廚及晶社同學 1200
美中芝加哥培正同學會 美100
 捐贈同學會經費  
1965年級耀社 19000
黃傑龍（騰） 50000
彭煥棠（光） 50000
高澤霖（誠） 10000
黃阜崖（誠） 10000
朱淑齡（誠） 10000
贊助退休老師關懷基金
1970年級謙社 20000
吳漢榆詩文集義賣
2010年12月1日 1300
2010年12月18日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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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友電告噩耗：王潔心於6月14日上午長眠了。我感到
意外。其實在前年夏天，我就有過一次更大的意外。

文友葛逸凡準備在家中辦一次文學聚會，來電郵，希望
我開車接送潔心姐。我覆電郵說：「王潔心人很熱情，我當
然樂意接送，但要給我詳細地址、電話。.... . .」可是後來，
又說不必了，說是潔心姐患了老人癡呆症，開始記憶混亂，
認不出人了。 

我有點不相信。她雖然年紀不輕，但口才與思才都比我
們敏捷，正是廣東話所謂的「精靈」，怎麼會突然「癡呆」起
來呢？一向以來，大家都認為她感情豐富，而我更認為，她
熱情衝動，常常會激動得無視環境，也忘記自己。 

記得 2005年5月，「加拿大華人筆會」在 Langara 
College  演出的「文學的午後：加西華文文學作品朗誦欣賞
會」上，潔心姐獨自在舞台，朗誦她自己的抒情散文《春光
似錦》，她不停的來回走動，興奮得很，朗誦到最後一段：

「我第一次聽到了我的心。對著這片自由、清新而又壯麗的
大地，發出了快樂的歡呼：加拿大，我愛你！你像一片深厚
的海洋，托住了我這葉小小的浮萍，使我不再繼續那徬徨無
根的漂泊！你將成為我永恆的家，永恆的愛戀！」當時，她
像給甚麼附上了身，亢奮忘我，手舞足蹈，偏離了攝錄機的
鏡頭和屏幕而不自知。這位年近八十的老作家的純真，感動
了我。現在看來，加拿大真的成為她「永恆的家，永恆的愛
戀」了。

後來我還聽說，她常常和兒子就政治、宗教話題激辯，
逢辯必勝，可見她是個有正義感、有社會承擔的、熱血剛烈
的女性。我也是個愛恨分明、衝動好辯的人，逢辯不敗。此
生無緣與她舌戰過招，可算遺憾，寄望於來生吧。

潔心姐 1927 年春生於河南省孟縣，國立河南大學畢
業，1949 年隨夫移居台灣，任教於板橋中學、成功中學。
50 年代末遷居香港，任教於蘇浙小學、培正中學。1983  年
移居阿根廷，1988 年隨兒子移來溫哥華。

教學之餘，愛文學創作，出版小說、散文十多種。《春
蠶》一書獲台灣青年文藝獎。《愛與罰》及《小樓春曉》（即

《玉樓三鳳》 ） 均改編成電影，分別由王豪、李湄及葉楓、
葛蘭、尤敏、陳厚主演。移加後，編寫出《中原音韻新考》
及長篇小說《雙女魂》。她歷經軍閥統治、中日戰爭、國共
內戰，先後居中、台，後遷港、加，閱歷豐富，她的長篇小
說反映了多變的時代。

我本以為她主要的寫作地是台灣，而晚年在加拿大也寫
出了重要的作品。後來才知道，香港時期也出版過幾本書，
堪稱是個「香港作家」。

三年前，有一次會面，我告訴她：香港有一本季刊叫
《文學研究》，是我的詩友方寬烈老先生所辦，2006 年春之
卷是創刊號，開始連載由方寬烈輯錄、凌亦清整理的《香港
作家筆名別號錄》，見到有「王潔心」條。我說：「潔心姐，
我清楚你的底了，原來你也是我們的香港作家，筆名很多，
蕭瑤、海蓮、谷蘭、胡晝等。胡晝，是胡謅的意思嗎？」她
聽了，驚喜，要我把《文學研究》帶給她看。

7月5日下午，「王潔心追思會」在烈治文喜來登酒店舉

行。會場上，一幅從未見過的青年時代的黑白相片，長直
髮，閉嘴淡笑，穿小方格紋的高領旗袍，端莊。白布小几上
臥幾朵鮮花，立一枝白蠟燭。

朋友們逐一發言，緬懷故人。啞弦說，潔心是他的鄉
姐，河南人偏愛家鄉話，抗拒學國語，河南人國語講得最好
的，就是他們兩人了。

我記得潔心姐曾經自豪的對我說，在香港培正中學任教
時，她是全校唯一能講標準國語的人。今天這追思會純用國
語，出我意外。「培正」校友也全都用國語發言，發音都很
好，相信是潔心姐的功勞了。

啞弦又說：潔心到加初期，曾租住他的屋，寫出了巨著
《雙女魂》，他自己住那屋時卻沒有寫出作品。

「培正」的老師、校友來了不少。香港影視紅星曾慶瑜
也是她的學生，從台灣趕來，當追思會的主持人，白衣黑
裙。20 多年前我在香港時，常常看到她的演出，是演技派；
現在胖了，仍是一樣的青春照人。她出示帶來的「寶貝」：
潔心姐在「培正」時手寫的朗誦隊隊員名單，朗誦過杜甫的

《麗人行》；從圖書館借來的或舊書攤買來的潔心姐的著作。
一位女校友述說，她是香港妹，母語為粵語，因為得到

王老師的悉心教導國語朗誦，居然獲得 1977 年全港校際音
樂節朗誦比賽的總冠軍。 

另有三位女士，大概是潔心姐的「歌友」，合唱了一曲。
「加拿大華人筆會」主席余玉書追憶：潔心姐感情豐富，

遇悲遇喜都愛哭，大家叫她「哭姑娘」。她酷愛京曲，一次
在北京，聽見京曲之聲，她循聲尋覓，跑出馬路，差點被
汽車撞倒。「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會長陳浩泉評價她在教
育、文學兩方面的成就；又談到《風在菲沙河上》的出版。

葛逸凡敘述為潔心姐的詩譜曲的經過，當場由凌秀、談
衛那朗誦《問月》、《為甚麼》兩首，並由鍾麗珠唱出片段。

其後，逸凡姐對大家說：潔心姐曾與韓牧合唱情歌，
「請韓牧先生出來講一講經過。」我只好硬著頭皮走出去，
我說：剛才一位「培正」同學說曾與潔心姐合唱一段京曲，
我也和她合唱過一首《星心相印》。我愛唱歌，但只在家裡
唱，移此十多年，從來沒有在文友面前公開唱過，大家也不
知道我愛唱。在一次「加拿大華人筆會」的聚會中，我欣賞
到潔心姐的歌聲。2007 年 6月，我們在烈治文的南海漁村
酒家辦洛夫先生80歲慶生宴會，我向同席者透露，王潔心
甚麼歌都會唱：京戲、河南戲、藝術歌、時代曲、民歌，都
唱得很動聽，應該請她表演。接著她徇眾要求，唱了，記
得是京戲《蘇三起解》和《玉堂春》的片段。唱後，她突然大
叫：「叫我唱歌，是誰出賣我的？誰！」我隔了兩桌，舉拳
大叫：「我！是我出賣你的！」洛夫太太在旁，輕聲說：「你
真勇敢。」

我繼續大聲說：「王潔心不但會唱京戲，甚麼歌都會，
我聽過她唱周璇的《星心相印》，很好聽，請她唱一次好不
好？」

她拉我出去，要我陪著，我問為甚麼，她說忘了詞兒要
我提醒，說：「你出賣我，我當然要出賣你！」結果是我和
她合唱了這首歌。

韓  牧

純潔光明，星心相印                          
──懷念王潔心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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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慶生宴會將近結束，唱完了才散會，當晚是我在
文友面前公開唱歌的開始，也是和潔心姐合唱唯一的一首。
現在讓我把這首《星心相印》再唱一次，我知道，潔心姐現
時在天上一定聽到，也一定和我合唱的：「天邊一顆星，照
著我的心，我的心也印著一個人。乾枯時給我滋潤，迷惘時
給我指引，把無限的熱情，溫暖了我的心。她（他）的一顆
心，就是天邊星，照著我的心，我倆星心相印。......她（他）
的一顆心，如同我的心，星心相印，純潔又光明。」

我又說：前幾天才發覺，歌詞裡就有一個「潔」字，
十二個「心」字。這些天，夜裡見到星星，會懷疑，這一
顆，會不會是她呢？還是那一顆是她呢？以前，每當我見到
星星、星天，我一定會想起這首歌，從今以後，每當我見到

杜紹光在 1912年1月1日出生於中國廣州，他成長
於香港和廣州。在1940年代，因著日本侵略和中國內
戰，他遭受了不少苦難。 1950年，他移居香港。

畢業培正中學後，他於中山大學法律系畢業。他曾
是多年的中學老師，先在香港，後在華盛頓特區。

1942年他與宋淑逑女士結婚。他們有兩個孩子，6
個孫和4個曾孫。

他珍惜寶貴的基督教傳統，是他的祖父於 1850年
在舊金山信基督開始的。2009年中風之前，他經常參加
教會及讀他的聖經。

在過去的幾年裡，我們為不尋常的恩典感謝上帝。
我們感謝幫助不同的人來幫忙照顧他。我們感謝天父免
去他肉身的痛苦，於 10月22日接他回家。在他住院期
間，他的特別喜歡一首讚美詩，是他從父親那裡學到：

世事猶如浪海浮   馬太福音 8:23
有時歡喜有時憂   馬太福音6:25
人生短暫如客旅   雅各書 4:14  彼得前書 2:11
恆心禱告望主恩   哥羅西書 4:2

Daniel Li 李本沃（1966 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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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星天，不但想起這首歌，也一定想起王潔心來。
吃點心時，林婷婷見到我，說：「剛才你把我的眼淚也

逼出來了。」原來她倆感情深厚。
散會前，我向曾慶瑜借閱她在舊書攤買到的《中原音

韻新考》，是民國七十七年在台北出版的。她見我一頁頁翻
看，愛不釋手的樣子，就主動說：「我回台灣替你到舊書攤
找，你給我個地址，我寄給你；但不保證一定找到。」我想：
那當然，「保證一定找」就是了，我相信她的熱誠。

告別了，我與勞美玉肅立，向年輕的、淡笑的潔心姐輕
輕三鞠躬。白蠟燭頂上那朵微顫的火，正像一顆閃爍的星，

「純潔又光明」。       
                  2010年7月5日，星夜。

一九三六年級翔社張倬文學長於2011年2月19日逝
世，已定於3月18日（星期五）晚上七時於香港灣仔皇后大
道東271號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國際禮拜堂舉行安息禮拜。

李逢定先生於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九日生在美國
三藩市，後於一九二二年隨父母移居香港，先後畢業
於培正中學（一九三六年）及嶺南大學（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再攻讀於中國海關大學，二次
大戰抗日時期駐守蘭州，後被派往內蒙古（綏遠），服
務國家至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澳門
海關工作， 五零年與許少芬結婚。 婚後於一九五一年
回美定居及在 Acme 運輸公司工作，其後一九五六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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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學長畢生從事教學工作，作育英才，桃李芬芳。
張學長熱愛培正，長期任香港翔社社代表，對翔社及培
正同學會會務熱心支持。

一九八九年在國務院美國之音從事導播工作。
李先生與許少芬女仕結婚六十年，育有女兒瑞珮 

（Ruby Pui）、兒子瑞麒 （Ernest Keith）、瑞麟 （Andrew 
Alan）及瑞麃 （William Roy），有五位孫兒女，澤儀 

（Danielle）、康儀 （Kristine）、淑儀 （Samantha）、靄心 
（Alison）及圖法 （Christopher）。

Daniel Li 李本沃（1966 皓社）  

1. 1937年級藝群社 彭拔奴學長，不幸於2010年10月19日去世，享年92歲。
2. 1951年級明社 曹文虎學長（49年級堅社 傅忠樂之夫婿），不幸於2011年1月27日
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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