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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盛會
我們誠社最活躍有明星架勢的區紹螽 ( 簡稱：區螽 ) 同學伉儷盛情邀請我們出席在他第二故鄉 —— 
德國漢諾威 (Hannover) 市附近一個美麗的鄉村恩幸根 (Huneingen) 慶祝結婚卅五周年盛會。在朱淑齡
社長號召、組織下，誠社各地同學熱烈響應應邀赴會。

大集合
各地應邀的同學，經多次聯繫協調籌劃，懷着既興奮又期待的心情，於四月廿七日從世界各地同時
奔向區螽的第二故鄉。譚永光同學在英國畢業後在蘇格蘭行醫幾十年，歐洲原是他的“地頭”，眾
人本以為他定會先到。但在 27 號當日，他“擺烏龍”竟然飛到與目的地 Hannover 發音相近的 Hahn 市。
下機久候沒見人來接機，幸好及時通電話才發現走錯“路”，必須再改乘三小時的火車才能回到漢
諾威。恰巧又碰到當日是周末假日開始，遲來的只買到“站票”，只好坐在皮箱上，終於於午夜才
到達漢諾威市，由區螽三公子區海榮把他接回。他是最近而又是最後一位到達的。幾乎失了踪，自
己亦以為趕不上這次盛會的半個“洋鬼子”的阿 Tam，經歷了一段迷途惶恐的旅程，才放心鬆了口
大氣 ; 見到了成班老同學，高興得不亦樂乎，此時已經是 28 日凌晨了。

德國故鄉
區紹螽夫人潘愛娜 (Edda Au) 結婚後居住在其家鄉恩幸根 (Huneingen) 已經 27 年。該地是一處風景優
美，寧靜的鄉村，密林與湖泊分佈其間，原野上綠草如茵，大片的牧場飼養有牛、羊或鹿群活動其中，

配上以紅瓦大斜屋頂為主的農莊零星分佈點綴其中，任何一
個角度取景都會是一幅美麗的歐陸田園風景畫。清爽的空氣
中，滲透了那四月春天的花香。寧靜的空間時而傳來一段段
的鳥語鶯啼，使得我們這批從繁華喧鬧大城市來的人們，有
如踏入了童話中的人間仙境，一種超凡脫俗的感覺油然而生。
恩幸根鄉是位於維仕魯特 (Walsrode) 鎮附近，人口約千餘人，
是德國北部尼打薩斯州 (Niedersachse) 中，處於漢諾威市與漢
堡市之間，交通極為方便。
27 日晚我們全體被安排入住於離區家僅百步之遙的科蘭賀夫
酒店 (Hotel Fae LLenhof)，農莊式酒店之房舍安排如住家般，
座落於樹林與小湖之間，小橋流水，野鴨、塘魚，秀麗而寧
靜。

誠社同學遊德及參加區紹螽同學珊瑚婚慶祝盛會

朱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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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邀到會的同學
當晚從紐約來的同學有 : 周漢良伉儷、曾本生伉儷、黃福州伉儷及鍾博文伉儷，他們
一行八人加上來自溫哥華的黃阜崖伉儷安置於湖邊的獨立旅舍，隨後來自香港的有朱淑齡同學、
郭民安同學、鄺德昌伉儷以及來自台灣先到香港會合後一同到達的朱祖明同學及藍之光同學之夫
人，還有朱淑齡同學在湘雅醫學院時同班同學譚國華醫生夫婦及老友黃綺玲 ( 從美國羅省先到港會
合 ) 總共 20 人，前後安頓好已經是晚上 9 時 25 分。當日區螽全家出動，夫人鎮守主持、聯絡，區
螽親自率領三個兒子、一位千金分頭接機及招待。當晚眾人住宿安置後會同應區螽邀請來自外地的
德國親友，濟濟一堂聚集在旅舍的餐廳中，共用到德國第一頓頗有風味的德國大餐。遠離家鄉在德
國的鄉村中大家共聚一堂，真是想也想不到的一次特殊歡聚。久別重逢，忘記了一天飛行及旅途上
的勞累，眾人在興奮和歡樂中渡過在德國的第一晚。

珊瑚婚盛會
4 月 28 日為區螽伉儷慶祝結婚 35 周年 ( 珊瑚婚 ) 的
大日子，也是我們大家遠從世界各地趕來赴會的主
要目的。區螽四個子女請假從各地趕回一家團聚，
當晚赴宴賓客共 120 人，齊聚在酒店的大宴會廳，
宴會從下午四時開始，直到次日凌晨四時。當晚區
螽親自主持，大兒子區滿榮配合中、德文即場翻譯，
區螽多才多藝，由 M.C. 歌唱表演，介紹戀愛經過穿
插在宴會過程中。區螽在晚會上先後獨唱了五首歌，
德、中文皆備，台風穩健，唱作俱佳。還安排了世
界級德國青年的舞蹈高手，表演跳舞。還有專業的
雜耍表演……。節目一個接一個，精彩極了。到了
晚上 11 時前眾人被邀請離開宴會廳聚集在酒店外有
白橋橫跨的小湖旁，雨後的鄉野，微有涼意，格外
寂靜。突然煙炮齊鳴，伴隨着悠揚的樂聲，在那月
高星閃的夜空，綻放出一簇簇閃灼燦爛的煙花。歷
時 30 分鐘的煙花表演，在當地民間慶典中是空前僅
有的，把宴會氣氛推上高潮。到會者及鄰近的居民，
無不讚賞，大讚主人家 ( 當然是區螽 ) 用心良苦，所
費不菲。翌日，在酒店用餐時，員工及住客都對我
們投以親切致意的目光 ( 我們也“沾光”)，心裡覺
得很是溫暖。這種國民外交，區同學身為德國的外
籍女婿，人在他鄉是我見到的相當出色的一位。我
想他的夫人、子女一定也以有這位中國籍的先生及
父親為榮的。宵夜 ( 自助餐 ) 後，舞會開始，有現場
樂隊伴奏，同學們也同賓客一起漫舞其中。有些丟
生多年的舞技，也漸漸的熟練起來。慢三、快三、
支的巴、Tango、慢四……眾人皆陶醉於暗燈、音樂、
友情、親情中，不知不覺的渡過了 12 小時，真是快
樂不知時日過。晚會結束返回住房時，窗外已晨光
初露，雀鳥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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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車遊
慶祝晚會於 29 日凌晨 4 時結束。上午略為休息後，下午我們全體乘坐酒店的觀光馬車漫遊當地的田
園景色。在綠草如茵，一望無際的農莊及大牧場間一片片艷黃色的芥菜花，春天剛長生嫩芽枝葉的
花木以及密茂的樹林，交替掩映其中。配上了安排得宜的農舍，白牆紅瓦的村屋，空氣中瀰漫着大
地的芳香。在馬啼漫步聲中，寧靜而美麗的景色，一幅幅的使我們目不暇給。大家都在讚美：“田
園風光真美麗”!

朱社長獻花祝賀
當然我們也沒有忘記遠來賀喜的目標，在宴會進行期間社長朱
淑齡同學代表我們向區夫人潘愛娜獻上集同學心意的一束鮮花，
及眾人親筆簽名的賀卡表示祝賀，獲得了全場嘉賓鼓掌認同。
區螽陪着夫人接受祝賀也高興笑得合不起嘴來，把宴會氣氛也
帶入了另一高潮。本來，在宴會之前我們已經排練了一個大合
唱節目助慶的，把藍之光太太準備好的“月亮代表的的心”的
歌詞，非常認真的排練了多次，由朱祖明自告奮勇擔任指揮。
到德後才臨時組成的合唱團，居然頗整齊的唱起來，準備在晚
上會好好的表演一番。只因晚會節目多而精彩，時間關係，合
唱表演改為獻花祝賀而沒有演出，或者將來在慶祝畢業離校 50
周年的晚會上又可再派上用場也說不定吧 ! 這種臨時組合，老同
學團結合作，同心同氣的難得境界，也是我們這次遊德很有趣
的特別插曲，非常值得回味。

晚會花絮
** 當晚出席的同學，男仕都穿着禮服，女仕們更是穿上旗袍晚裝和貂皮裘外套，雍容華貴，可謂盛
極一時。
** 宴會節目及餐單上，印有下列各款主菜菜式及名酒 : 主菜有法式鴨胸 (Barberie)，鹿肉香菌蔬菜車
厘酒湯，魚肉海鮮雜燴螃蟹肉汁飯，蘇比果汁，白蘭地酒胡椒汁燴猪扒，雜菜 —— 蘆筍，《恩幸根》
火眼雪榚等。酒類除有香檳或“瓦爾思落德夜酒”雞尾酒外，有 1998 年德國白葡萄酒鬼，1998 年意
大利托斯卡納區紅葡萄酒，干紅酒酒廳，1997 年德國白葡萄酒，甜酒，酒廠等。
**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區螽同學本人，他不但能歌擅舞，登山、潛水，在貿易及社會活動等方面亦有
相當的成就，是現任香港體育舞蹈聯盟之會長，對舞蹈、音樂、美術及古董藝術品的收藏皆有相當
的造詣。由於他的國際關係，能邀請到了拉丁舞前世界 ( 職業 ) 賽冠軍，德國 13 年來指定之國家級
隊形舞蹈教練奧匹斯先生親自率領了兩對優秀的年青舞蹈選手，於 28 日晚上臨場客串演出了精彩的
拉丁舞。尤其是他 ( 她 ) 們修長青春健美的身段，隨着熱情的拉丁音樂，翩翩起舞，優美的舞姿配合
一顰一笑吸引了全場來賓及酒店的員工，一再要求再跳，仍不斷獲得觀眾歡呼唱彩，使晚會生色不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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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訪區螽家
下午四時許，區螽邀請大伙兒們到他家飲下午茶。區螽
之家，座落於恩幸根鄉之出路旁，在科蘭賀夫酒店斜對
面，屋旁植有百年大樹和多種花木。馬車送我們回酒店
後，我們一行徒步應邀走往區公館。按響了門鈴，區螽
偕夫人迎出，先把家裡多隻愛犬分隔起來，經過前院把
大家引入了裝飾古雅的大屋內。我們一行大多數人是第
一次進入德國農莊的住屋，出乎大家的想像，外表看似
樸實的大農莊居屋，底層是起居的廳、房 ; 上層屋裡擺
滿了各式各樣文物及收藏品：地氊、古玩、瓷器、字畫、
書籍、古傢具等，琳瑯滿目，陳設在室內各處。配上明
窗暗几，鮮花盤景點綴其間，充滿了一種古雅的文化氣
息。再上到二樓，收藏的中國文物更是豐富。區夫人同
是中國文物的愛好者和鑑賞家，十分好客熱情地為我們
一一展示、介紹，區螽也在旁詳細叙述每件珍品收藏的
趣事，大家都獲益良多，認為區螽伉儷把中國文化能在
他國發揚光大真是值得欽佩。而他們夫婦能有這種心意
及多年同心合力收藏，更是可貴。區螽同學的子女自少
受德文化教育，也同時有中國文物的陪伴和薰陶，因此
他們的成長應該是吸收了兩國文化的精華而會有更廣博
的知識和寬廣的人生觀吧 !

意大利餐
當晚，他們一家人請我們到附近小鎮一間頗有特色的餐室品嚐意大利餐。餐桌一字排開，20 多人分
兩邊排排坐，好不熱鬧。我們對菜單上的德文一字不通，個別單字與英文相似的也只是“靠估”，
只有經他的大兒子滿榮翻譯並作了詳細的介紹，才為我們解決了點菜的問題。
新地方，新環境，多彩多姿的節目安排，大家都很興奮、愉快的渡過了來德的第三天。特別需要提
出的，我們一行廿多人這三天的食宿全由區螽伉儷款待，盛情厚意，特此再次致謝。

旅遊開始
4 月 30 日是我們起程出發到柏林觀光的日子。早餐後，大家依依不捨的辭別，離開區螽夫人的故鄉。
譚永光因要趕回英國行醫，由區螽小兒子送機 ; 其餘一行 20 多人包了一架大型旅遊專車，作為期 11
天德深度之旅。旅程之安排食、宿、路線、行程在我們到德國前區螽全家已為我們策劃、聯繫、訂妥，
全程由區螽本人率領、副領隊是大兒子區滿榮 ( 具有德國和中國法律學位的德國律師 ) 學藝術的大女
區滿婷和學醫的二兒子區啟榮陪同嚮導兼作德→英翻譯。旅遊目的地首站是波茨坦、柏林遊覽兩天，
南下東邊歷史名城德律士頓 (Dresden)。

   ( 站 ) 右一 : 大孫區德洋 ,  右二 : 三兒區海榮 ,
                       ( 坐 ) 右起 : 三孫區德華 , 媳婦區王曉穎 , 區紹螽 , 區紹螽夫人區潘愛娜           
                                     大兒區滿榮 , 二兒區啟榮 ,  ( 前中坐 ): 二孫女區德雯

區

螽

全

家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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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這些獎牌想起，在這新添補遺篇上，應該加上匡社同學中平凡而又偉大的人和事，
以增添浩然長存的培正至善至正紅藍之氣。今年七月初，傳來馬鴻福同學在加拿大沙
斯加通市榮獲醫療服務 50 年大獎，作為一個醫生，這是醫德的最高榮耀。我永遠記得
他的愛心和友誼，我們雖同是香港培正高中愛班的同班同學，但當年並非深交，他原
為了希望退休後到美國常看望兒孫，却誤購了遠離住在 San Jose 的兒子約 120 英里的
Sacramento 市的房屋，因此卻和住在 Sacramento 的我，在畢業後 30 多年在北美加拿大
和美國相逢，20 多年來成為莫逆之交，我想這是神的恩典彰顯祂的愛心。僅舉一個美
好的見證，2008 年 8 月我曾因五條心血管栓塞要做開心手術，手術後在長期恢復期間，
鴻福兄長達二年多每周至少两次以上，從加
拿大北邊打長途電話至美國加州問候我的病
情及健康情况，逢他出遠門也提早告知我。
世上有幾位家庭醫生能夠如此關心病人？更
何况 2010 年內人梁小蘇動脊椎手術後，鴻福
兄夫婦也一樣長期電話問候，我們內心深為
他們對同學及朋友的愛心所感動，只有體會
神的奇妙大愛，彰現在人間，激勵我們學習
效仿。 

琴音喚起新舊事，慶匡社鑽禧補遺添新！ 

 
54 年級匡社    楊東權  2014 年 7 月 25 日

二零一四年七月十二日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為紀念匡社梁錦琪同學的乒乓球日館門外，坐着一位戴眼鏡年約七十
的培正 1964 年協社黄雄熙同學，按著樂譜架上手抄的古典浪漫小提琴曲譜，一首接著一首，非常賣力地，聚
精會神的拉出非常優美的小提琴音，深深地吸引了我。音色純正準確又充滿感情，無論高音階及低音都很動聽
迷人，後來才知道小提琴手是用他那喜愛的 2003 Joseph Curtin violin，琴身合一的送出這天籟之音。他用美妙的
琴音，奏出了一首「沉思 (Massenet’s Meditations) ，喚起了我的回憶。
六十年前匡社為了籌款印製高中畢業同學錄，由紅藍劇社演出「萬世師表」，配樂效果組除了選擇抗日歌曲「松
花江上」外，需要一首動聽的小提琴曲，在劇情悲傷高潮時播出。剛好黃振墀同學家中有一張新出的 45 轉速
的 Massenet 作的 Meditations 小提琴曲，我們幾個效果組的同學便在振墀家中一遍又一遍圍在唱機旁傾聽，都被
這首樂曲迷住而選擇了它。當話劇中男主角老師抱著病重的幼兒，因貧病交迫心情沉重時，這首婉轉動人的小
提琴旋律盡情播出，再在幕後女声遠遠唱出「松花江上」一曲，我彷彿又看見當時台下許許多多眼晴流下了止
不住的淚水。但突然間，我被崔家祥同學的到來喚醒。他拿著三個獎牌及三張獎狀到我面前，提出我寫的「匡
社慶賀鑽石禧」一文，沒有提到匡社體育乙組在香港學運界稱王的報導。當我眼見在 1951 年、1952 年及 1954
年三塊冠軍獎牌及三張冠軍獎狀時， 我為上次沒有寫上梁營堅同學及崔家祥同學當年連續取得四百公尺接力
及八十公尺低欄全港冠軍的榮譽深表歉意，也深為他能保存這珍貴的歷史見證而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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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我要提出的是曾任香港培正同學會會長的周國強
同學，近年來因健康原因才减少同學會活動。他出身珠
寶黄金買賣世家，却為人平和易近，毫無闊少惡習，中
文寫得端正，非常美觀悅人。他從無要搶風頭之舉，踏
踏實實。平常慷慨解囊助人。匡社 2004 年金禧泰國遊，
國強兄全家在泰國首都盛宴全體旅遊同學，值得回憶讚
謝，

  

匡社有一位能唱能講，大家都願意和他交往的羅啟發同
學，他經常到大陸、香港、美國及加拿大探訪同級同學。
他住在香港，曾遠道到訪遠離北加州灣區，住在美國加
州首府 Sacramento 的我至少四次以上，真是難能可貴，
其他可想而知。按匡社慣例，外來探訪者由本地同學們
宴請，但有一年春節期間，北加州灣區同學 20 多位同學
歡迎他，卻被他暗中慷慨付帳，使我們措手不及。啟發
兄善唱流行曲，曾錄制歌唱專輯光碟，聚會時卡垃 OK 主
唱，喜氣洋洋！

  
  住在北加州灣區的匡社李宗愷同學，默默無言而任勞任怨的幫助同學做
事，是常見的汽車司機，是管理匡社關懷基金的帳目的好管家，是慰問卡
及鮮花的及時寄送者。大家都知道，30 多年來，從印制 45 周年特刋到匡
社同學活動，只要有他經辦的事，全都放心。而住在南加州的余煜培同學，
是神賜給匡社的福氣，也是我就讀香港培正中學所認識的第一位同學。我
們 65 年前第一天上學在九龍第 16 号巴士站相遇，同班後成初中玩伴死黨
的知交。平時在家辛勤家務，他也熱心培正同學會活動，南加州匡社茶檔，
歷次匡社的大小聚會，他都兢兢業業的負責辦事。記得第一次世界培正同
學大會在美國南加州洛杉磯舉行，他負責大會交通巴士接送，有條有理，
準時安全。為了靠近兒孫，近年購屋北加 Fremont，加州南北兩邊居住，
因而和同學來往更多，亦是我灣區留宿的理想場所。今年他負責匡社鑽禧
台灣八天遊，早已安排妥當，参加者大家稱讚，只等大汗 ( 余煜培渾名 ) 
十一月一聲令下，會師台北桃園機場。

  值得寫的匡社同學實在太多，例如，1955 年郭少潔已開始出版「匡社通訊」，接
著李學易、郭少潔編輯了《匡社銀禧特刋》。匡社各慶典的金牌司儀梅慧根，住在
德州小镇匡社元老、現在自稱 Grandpa 的余松蔭，加州灣區同學聚會安排美味食譜
的常廣原夫婦…等，整整幾頁紙是寫不完的。最後只有對匡社跳級至誠社的吳漢榆
同學說聲多謝，他天資聰敏，雖專業工程設計，却是羅慷烈老師的得意弟子，精通
古詩詞，加上寫得一手好字，更使他的詩詞增添畫意。他對匡社活動一向長期極力
支持。筆者由於見聞淺薄，修養及看物事極偏，此文有錯之處，懇請包容指正，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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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年級輝社離校五十七年感言

這「雙五七」標題是在郵輪上澳校女同學歐陽壁芝、賀秀英提供的。我覺得很有意思，便毫不猶豫地引用了。這次
重聚是從舊金山乘「公主號」到溫哥華去。在船上住宿了四晚，上岸後在溫哥華住宿三晚。一同乘船的有二十七人；
參加溫哥華大公宴的有四十四人，是翡翠禧後盛況一時之會。皓首重逢是人生難得的驚喜，金禧是年近古稀的慶祝；
翡翠禧是年逾古稀的慶祝，而這次呢？是我們在桑榆美景中，仍擁有青春活力和心情的不停繼續慶祝。

五月十三日是上船的那天，是日舊金山在驕陽烈日籠罩下，流金鑠石，火傘高張，船在下午啟航。這 Grand Princess
有很大的容量，包括多層樓宇。黃顯中，胡露施夫婦和我結伴同行，在船頂的甲板上蹓躂，遙觀海景。舊金山令人
心醉神迷的風景線，在目前展示無遺：市中心 Transamerica 金字塔，電報山的 Coit Tower，海旁的漁人碼頭和海洋
公園，甚至我的蜗居，雖然肉眼不可能分辨，也隱蔽在「白雲深處有人家」的 Nob Hill 內重重疊疊樓房中。我在初
三讀了一個段考，便離開了輝社，和露施就讀時緣慳一面，但在銀禧時結識，直至現在，已有三十二年交誼。多年
來蒙她在植字和各方面上多有幫忙。她的夫婿黃顯中先生和我談得很投契，在賭城 Las Vegas 的吃角子老虎機大堂
內曾共闖幸運之門。我們在吃飯前船的頂樓三層流連個多鐘頭，拍了很多照片，後來又碰上從洛杉磯來的黃煥慶，
黃新芳夫婦。那時紅日西斜，涼浸浸的海風將暑氣驅走，給人帶來清新舒暢。輝社同學間有密切的情誼，經常組團
往各地旅行，從壯年到老年，從未沖淡這共同遊山玩水的情趣和雅緻。正是人生路匆匆步過，回首已是黃昏。目前
的景象多麼美好，不久便是黃昏夕照，李商隱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我們雖對這美景有依依情繫，
也要回房準備晚餐。李商隱詩雖是很情真貼切，總有點傷感頹喪，還是每句加 兩個字，將它變成七言詩方妥：「既
道夕陽無限好，何必惆悵念黃昏」。我們很珍惜這同堂聚首的歡愉，又何必想到這已是人生的黃昏呢？如這黃昏是
永恆的，這享受也不是無窮盡了嗎？ 

最高一層的餐室是自助快餐店，有二十四小時的食物供應。這是半露天的，店分靠海的兩邊，中間面對四面洞開的
戲院劇場，店名 Horizon Court，頗有深義，因為可望到遙遠的海平線上。第一次在此享用是剛踏進郵輪，在房中稍
作梳洗，約了賀秀英，單瓊珠前往。取了食物後，秀英和我坐在一角，久候不見瓊珠到來。而不久孫必興，吳冰明
和何汝顯，蔡煒國兩對夫婦出現了。於是同桌閒談，半個鐘頭後，瓊珠突然在我身邊抱怨我「甩底」，拋開了她。
我想我們分別坐在 Horizon Court 的兩邊，這因地理環境陌生造成的尷尬場面，不容我多所解釋，只好連聲道歉。
Horizon Court 也是我在看戲後享用西點之處。「黑森林」蛋糕水準之高，可以追上三年前在福州賈士元生日時，嫂
夫人郭詩玲特別訂購的，那時總有幾位同學在此敘舊。賈士元對我說，他很懷念我們一同旅行的快樂時光。現在見
到我車禍後行動如常，大概已全部復原了，期望我再編一次中國遊覽的旅程表。我立即答應他，回家後編洞庭湖、
鄱陽湖、南京、鎮江、揚州之旅。士元嫂郭詩玲發表此偉論：「士元和我結髮多年，感情彌篤，已是老夫妻了。我
知道他非常喜歡和兒時同學相敘，我希望每年總有一次一、兩星期集體旅行製造此機會。」這番話太意義深長了。
所以我記下來作為此報導的主題。也許是我們輝社在平淡生活中屢攀奇峰，迭起高潮的原因。

每夜晚餐都被安排在八樓的 Botticelli 餐室一角內，筵開四席，我與黃秉權，陳瑞君夫婦及方鋒培，Cecilia 夫婦同座，
這是聯絡人孫必興給我非常愜意的安排。我和黃、方二位同學時有電話聯繫，此次溫哥華之行是我傷愈後第一次遠
出，我對右腿還沒有足夠的信心，未知能支持頻頻步行，上落樓梯的運作否？自恃船上有黃秉權，上岸後有張錦波
照應著，大可放心了。去年八月一日被車撞傷，裂了右脛骨三處，被逼困在輪椅中，在療傷院住了個半多月。蒙輝
社同學密切關懷，遠自美東、加拿大、澳洲、香港各地。尤其是翁希傑，葉秀瑜夫婦，黃漢超，林波夫婦多次到院
探望。外地的趙文權、黃秉權、盧遂業、譚偉贊、江達信、龍基逸的電話垂詢病情，張錦波遙寄食物。隆情厚意，
銘感於心。所以這星期內，我和黃秉權，方鋒培結伴同行，無論是早、午餐，看歌舞表演和魔術，下午茶中室內管
絃樂隊演奏，都是形影不離，兩位嫂夫人自己結伴他往。孫必興笑說：別人很難攻入這堅強的鐵三角。船上設有小
型賭館，方鋒培取代了二年前在 Las Vegas 的張錦波，陳偉才，陪我玩吃角子老虎機。下場後不足二分鐘，初試啼
聲，便知英物，竟中了一小 Jack Pot。贏了二十塊錢。在旁觀戰的郭詩玲說，可以收手了，鋒培和我覺得再塞角幣，

鄭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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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是畫蛇添足。第一夜見到了魯德華，匆匆將巫峽，西陵峽兩篇遊記給她，是未在香港培正同學會刊物上登出，
因為她是遊三峽團員之一。同時結識了在澳校畢業的黃振邦，頂健談喜交客的。晚飯時碰到王曦光，徐玫夫婦。
曦光精神奕奕，自他在療傷院探病後，首次見到他。徐玫是一位很能幹的經理級人物，經常風塵僕僕，往返於
中國大陸、台灣、美國各地，見到她真是一個驚喜。

孫必興夫婦、何汝顯夫婦、陳國英，梁燕珍夫婦是公主號郵輪的常客，憑他們的情面，和業務經理商榷，下午
借得餐堂一角，開了兩次座談。第一次在 Da Vinci 餐堂，第二次在 Botticelli 餐堂，都是下午二時開始，每次參
加人數有近二十人，這是挺有意義的。秉權和我都準時參加。藉此機緣，我和澳校畢業現居檀香山的林淑明和
夫君 Raymond  Ma 先生詳談；後來同遊 Nanaimo，更顯得熟落了。有人說：「你們見面就訴說幾十年前舊事，
已說過很多次了，令聽者頗感厭煩。」說這話的真不懂人情世故。往事不單只能回味，且值得慢慢細嚼，就算
不堪回首的，事過情遷，也成了歷史的寶貴殘骸。譬如三國故事，經南北朝史評家，唐宋說書人，明末小說作
者，直至清朝京劇、粵曲、崑曲及很多地方戲和歌唱，現在的電影，連續電視片集，莫不推陳出新，翻覆渲染，
就被演繹了上百次。我現在準備執筆闡述三國收場時的大悲劇「假投降巧計成虛話」，一箭三鵰，姜維、鍾會、
鄧艾同歸於盡的慘痛事跡。我們敘首時每談舊事，何嘗不是如此。故交如醇酒，其韻味隨時日更演變得濃香撲
鼻。我們很珍惜相見的機會，共同陶醉於已消逝流失的歲月中，將這鬢髮斑斑的黃昏時期推回到遍地青翠，朝
氣蓬勃的少年。

船擬停第一站是 Astoria,Oregon，這是界於 Washington 州的小鎮，瀕 Columbia 河岸，是河水注入太平洋的出口港。
船公司在 Astoria 有火山 St. Helens 半日遊，索價每人二百七十元。我知道岸上遊都是很昂貴的，是船公司斬乘
客一頸血的機會。秉權、鋒培和我三人討論此事，認為此乃畢生難逢的機會，決定明早往上岸處報名付錢。奈
何次晨六時左右，在房中聽到播音：Columbia 河急流洶湧，白浪滔天。輪船泊岸有一定的危險性，所以臨時取
消了此站，輪船直接駛入加拿大境，往 Nanaimo 去。當然給予我們多半天聚舊。喜聞最近鋒培夫婦移居洛杉磯，
靠近兒媳，生活甚為舒暢，每日享受著含飴弄孫的生涯。

船在 Nanaimo 停靠了一整天。Nanaimo 是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省第三大城市。一衣帶水，隔離了遼闊的 Georgia
海峽，和 Vancouver 遙遙相對。一八五一年此地發現了蘊藏豐富的煤礦，跟著海面上運煤船隻頻繁，Nanaimo
很自然被發展為頗具規模的商業小鎮。一九四九年存煤幾乎被取竭，林業和漁業起而代之。Nanaimo 地位屹立
不動，直至今天，仍然是一深海漁船停泊港口。五月十六日從朝到晚，公主號船供應觀光車運送乘客到市中心
四景點蹓躂去。早餐後我和黃秉權、方鋒培、賈士元、林淑明四對夫婦結伴同遊 Nanaimo，市中心面積不大，
像一個向港口傾斜著的大盤口。樓宇林立，戶盈羅綺，市列珠璣。尤其是沿 Commercial Street 角落中餐館和精
品店甚多。方鋒培陪我到一商店內買了一些紀念品，不遠處小山崗上
有一漢字紀念碑，銘刻了華人幫忙發展乃磨〈即 Nanaimo〉事跡。沿崗
步下鬧市的石級喚作唐人梯級，有告示說將來會在此處重建中國城。
看來 Nanaimo 要步 Vancouver 和 Victoria 後，蛻變成一旅遊城市呢！因
為時間不夠充裕，我們只能驚鴻一瞥了兩景點：〈一〉博物館在一簇
新的樓宇內，陳列市的歷史文物，尤注重身為煤城時期。〈二〉圓筒
形的稜堡 The Bastion，建於一八五三年，Hud-son’s Bay Compay 為保
護屬下員工，免受土人襲擊築的炮台。現在建築物很新潁，原來是二
零一零年重修的。每逢夏季中午六月至八月期間，穿了制服的炮手，
緊隨著吹大笛的樂者，操至稜堡前放炮。可惜我們不適逢其會，稜堡
附近有一典雅小公園，陳瑞君坐下憩息，因她膝蓋手術後不宜作持久
步行。公園裡面有一小廣場，出賣本地民間工藝品和快餐，我們稍作
流連，便走往在火車站毗鄰的 King’s Cross Station，吃了一甚為可口，
愛爾蘭式烹飪的海鮮餐。

五月十七日清晨，船已在 Van-couover 港靠岸，孫必興未雨綢繆，早約定
本地一旅行社送我們到 Richmond 鎮的 La Quinta 旅館，這是 Vancouver 會
的大本營。想不到第一班車子壞了，我們在碼頭等待了一個鐘頭，好不容
易方抵達 La Quinta。翁希傑，葉秀瑜夫婦早在客廳中。他們沒有隨船到
Vancouver，自行早達，以便尋覓物色當晚大聚餐的適當菜館。他們辦事一
向心細如髮，明智果斷。我在希傑手中接過他代我兌換足夠四天開銷的加
拿大幣。加拿大同學中只有陳國英、梁燕珍和我們一同在舊金山出發乘船；
其他同學都選擇今晚在大會中見面。片刻，陳偉才、李郕材和郭慧珍夫婦、
林文鑛和 Lisa 夫婦、張錦波和趙羅珊夫婦陸續來到旅館大堂。

這是我第四次和陳偉才見面，五年前我們同遊 Victoria 和 Vancouver 有幾許
快樂時光〈詳情已記在前遊記內〉。他的家在 Nanaimo；聞知船在那裡靠
站，準備往碼頭迎接我們，怎料到公主號已有私家碼頭，不再用公共碼頭

了。他出示船泊在港口照片作証據。這是很可惜的。遊 Nanaimo 時，有識途老馬作領導，總勝於我們在街上亂
闖多矣。李郕材夫婦也有參加兩年前的 Las Vegas 會，曾和我到中國旅行多次，包括絲綢之路、內蒙古、寧夏、
河北、天津等地。林文鑛和 Lisa 也在十五年前和我一同旅行，我還保留著和他們在蘇州攝政園的照片。自金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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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逢後便沒有機會見到他們。張錦波，趙羅珊更不用說了，是我在兩年前在 Las Vegas 玩吃角子老虎機的賭伴。
二零一二年三峽、重慶、四川之行，不幸中了食物毒，一連數天患上河魚之疾，幸得錦波在旁照料，已見前諸
遊記。自車禍受傷後，錦波恐怕我不能獨立生活，遙寄罐頭三文魚，並頻頻電話慰問，且給我此次參加重聚無
限的鼓勵，令我勇氣陡增，毅然作傷後第一次遠行。擾嚷了整個上午，頓覺腹如雷鳴，是午餐的時間了。因小
兒子和媳婦當天從香港回家，錦波夫婦有要事和他們磋商，暫時離去，下午再來聚舊。這次重聚熱鬧極了，別
來滄海事，真是說不完，欲罷還休。確引證了賈士元嫂郭詩玲在船上一番話，以年齡計，我們應踏入人生的黃
昏，但我們將這美好的夕陽無限期的延長，在一狹窄的空間，短暫的時期共同生活，同舟共濟，彼此關懷之情，
油然而生，而這狹窄的空間隨旅行不斷的移動，接觸著外界的景物，呼吸著新鮮的空氣，心靈常有新的啟發，
這就是能履行「既道夕陽無限好，何必惆悵念黃昏」的秘訣。

La Quinta 環境幽靜，位於「掘頭路 Alexandria 的尾端。Alexandria 外通 Hazelbridge Way，轉右便是香港仔購物中
心。黃秉權夫婦，方鋒培夫婦和我到附近 Four Point Sheraton 對面的麥奀記吃雲吞麵。門前出現人龍，王曦光，
徐玫夫婦早在座中大快朵頤。二十分鐘後方有座位給我們。方鋒培認為雲吞麵很夠水準，可望香港的項背。
Richmond 有稠密的中國人口，中華美食，譽滿天下。Alexandria 有食街之稱，餐館鱗次櫛比，南北山珍海錯兼備。
午餐後回到旅館大堂，等候房間門匙，並繼續我們的不了情。

下午出現了幾位意想不到的人物。方德權從 Philadelphia 來，姚慶同，李
雪雯夫婦從 Florida 來，他們都是沒有報名，臨時參加的不速之客。在主
人錦波嫂趙羅珊鼓舞下，姚慶同捐了二百美元，方德權捐了一百加幣以
補晚宴加人和日後輝社運作的經費。這即席揮毫的豪情，我們甚為感激。
晚宴是在金粵軒，這皇帝蟹三食的豪華大餐，是三日前翁希傑，葉秀瑜
夫婦精心為我們選購的。屆六時，要到餐館去，可以步行朝香港仔廣場
方向抵達。陳偉才從 Nanaimo 駕了車來，請我上車，這可好極了，我拉
了黃秉權，陳瑞君夫婦一同，這可免了秉權嫂一段步行路程。偉才為了
見同學，刻意在 La Quinta 租兩晚房間，當然飯後也是偉才送我們回旅館。
是夜筵開四席，見到了本地居住的梁泳標，五年前的 Vancouver 會時見過。
還有金禧年的社長王忠椏，陸潔貞夫婦，都是久違了。席上我右邊是張

錦波、趙羅珊，左邊是陳偉才，對面是黃秉權夫婦和方鋒培夫婦，還有方德權和第一次見面的麥翠玲，有她的
公子陪著，確是美食良朋，大快平生。我有機會往鄰桌和王忠椏夫婦稍道寒暄，他們奔走香港，Vancouver 兩
地間，聞知有此大會，立即報名參加。 

五月十八日晨早餐時有幸和麥翠玲母子同桌，她也是從 Philadelphia 來，和方德權是多年舊交。在初中時肄業輝
社，因為夫婿身體不適，要照顧他，很少出外，去年夫婿辭世，決定回見舊同學。她寓居費城多年，若將來在
彼處開會，她可以盡力幫忙，她記得初三望班時，陳偉才坐在她的後面，我驚訝說，去夜偉才和她同席，怎麼
當面錯過了。我深切期望在偉才返家前能見到她，能有「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客」的場面。

五月十八日是旅遊日，全部旅遊節目由張錦波安排。兵分四路；魯德華，黃振邦作市內遊。黃煥慶，黃新芳和
麥翠玲母子往 Victoria 去。歐陽壁芝、賀秀英，張錦波夫婦、黃秉權夫婦，方鋒培夫婦，賈士元夫婦和我，一
共十一人，浩浩蕩蕩往 Whistler 去。這是我故地重遊，此行目的，不在觀光，而是和錦波夫婦同敘舊情。攀上
那北上的海天公路，左依太平洋，右倚群山，迂迴盤旋，湖光山色，車移景異。在 Shannon 瀑布小歇，未見其
景，先聽如雷的水聲。行到密林深處，只見一條白練，從高峰上潺潺降下，界破了墨綠的樹葉，「疑是銀河落
九天」，此話誠不虛也。Whistler 小鎮為了籌備二零一零年冬運，大有發展。增加了奧運廣場。我們就在奧運
標誌五大圓環的雕刻前拍了團體照。午餐在 Old Spaghetti Factory，是一頗有歐洲風情的地牢內吃了一意大利餐。
回程時經過 Lost Lake，這失落了的湖泊隱蔽在山林內，似乎是世外桃源。回 Vancouver 在勝意吃了紅燒白鴿餐，
齒頰留香，餘味依迴在喉舌中。 

五月十九日張錦波夫婦陪我一整天，早上接了我，
先送賀秀英到 Seattle 車站，然後請我到鏞記吃那馳
名的蝦腸粉。下午到他府上飲茶，並赴 Steveston 漁
人碼頭。船艇都泊在岸邊，並開放出售各種海鮮。
錦波嫂買了一條大魚，是夜醃製了送給葉秀瑜的二
姊葉秀屏，因為她次日請我們在他的渡假別墅吃午
餐。二十日錦波送我機，行前在葉秀屏家午餐，客
人還有賈士元夫婦。最大的收穫見到了希傑、秀瑜
女兒芷茵，和只有幾個月大的外孫女李迪珊。嬰孩
有靈活的眼睛，天真爛漫，很惹人愛。

此次重聚令我太滿意了，感謝神賜給我們有健康的身體，愉快的心靈，真摯的情誼，無限期地享受那永不落日
的黃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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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萬水千山人已老  久別重聚情更濃
明翔兩社同窗每年一次大聚會起源於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我是 1992 年首次參加，也是我自 1948 年離開廣州，
離開培道後，首次再返廣州。當我重逢舊日的同窗時，思緒萬千，歸結起來三個“不容易”。分別了三、四十
年，同窗們分散在世界各地，經歷了多少坎坷，多少酸甜苦辣，國內的同學要面臨“海外關系”、“家庭出身”、
“社會關系”、“臭老九”等問題，在海外的同學也要經歷異國他鄉的適應過程。當大家沉浸在久別重逢的激
動和歡樂中，珍惜這短暫的相聚時光，都不願意提及個人遭遇的往事。在聚會的過程中，從同窗們的談話裡，
聽說了一些感人的事蹟，某同學 60 年代去了洛杉機，為了生計，開辦豆腐場賣豆腐，起早摸黑，十分勞累，
但生意興隆，幾年後由於合作方退出才停止。如今她的手掌上仍留着操作豆腐的痕跡。又如某同學放棄了北京
的工作，隻身帶着兩個女兒去了香港，起初沒有合適的工作，生活有一定拮据，同窗們得知她的狀況，有意幫
助她，但她拒絕物質上的支助，連一件衣服也不要別人的，堅持貧賤不能移的美德。為此同學為了給她一件新
衣也得使用美麗的謊言，聲稱新衣是為自己買的，尺寸有些不合，只得給她。大家是老同學，心照不宣，她才
收下同學的善意，諸如此類。我聽了都十分感動。我感到經過幾十年的磨礪，同學們都從以前的少年變成了成
熟的老人，她們比以前更老練了，更督智了。同窗之間的友誼也由此更加濃了。

二 . 聚會旅遊兩相宜  羊城風物釋鄉愁
明翔兩社每次同窗聚會都選定一處風景宜人的旅遊地，並詳盡地安排聚會的活動表及有旅遊景點，旅遊活躍並
豐富了聚會氣氛，聚會使旅遊更有人氣更為熱鬧。廿多年中的聚會選定了廣東省內的許多地點：江門、清遠、
深圳、廣州、汕頭、韶關、開平、中山、南海、惠州、肇慶等地。省外還去過桂林、成都。名地有各自的特色，
最值得重點說說的是成都、桂林和廣州。成都聚會是從廣州包機往返的，百卅多人的隊伍，規模壯觀。成都有
許多人文和歷史價值的名勝古蹟 : 如反映未被歷史記載的遠古文明社會的三星堆，李冰之子修建的舉世矚目的
都江堰水利工程，唐代開始開鑿的樂山大佛，紀念我國著名歷史人物武侯祠和杜甫草堂等，桂林則以自然風景
著稱，“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山水甲桂林”，桂林地區山青水秀，奇洞石美，旅遊在桂林，就是人在畫中遊。
  2001 年兩社共慶金禧於廣州鳴泉居。這是我最感動的在廣州聚會。在廣州我住過兩年，家住沙面，1946 年抗
日戰爭勝利後由重慶遷到廣州，我祖籍湖北，自從日本發動戰爭，我家就一直在四川省四處躲避警報 ( 轟炸 )，

培正明社培道翔社 25 載聯誼感想

歡樂的聚會  珍貴的友誼

 2011 年 12 月 5 日明翔兩社共慶鑽禧於廣州碧桂園鳳凰城舉行

2006 年 11 月 10 日明翔兩社在深圳小梅沙共慶 55 周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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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後父親工作調到廣州，全家也來到廣州，
一個外省人，對廣州有什麼印象呢 ? 太多了，
而且很深刻，沙面的對面就是六二三路，沿路
有許多小吃店，綠豆沙、及第粥、魚生粥、香
蕉大蕉….. 都很好吃，價廉物美。沿六二三路
往東走，滿耳聽見“叭哒叭哒”的木履走路聲，
看見了廣州當時最高的樓房“愛群”，看見了
海珠橋。出了沙面西橋往北走，就會看到更多
代表廣州的一風光，一個小巷子，街邊擺了許

 1991 年 11 月 16 日明翔兩社 
離校 40 周年紀念活動於順德仙泉賓館 

多梳頭行檔，穿着全身黑衫黑褲的年青女子坐在那里請人梳一根大辮子。再往北走，便是上下九、十八甫，那
里有廣州特有的帶騎樓的商業街一蓮香樓，陶陶居都在這裡。西關一代的房子建築與東山大不相同，厚厚的兩
扇大門還有先把搞攏搞開才能開門，屋內高高的帶天門的天井，天窗，這些風景竟成了我對廣州的鄉愁。離開
廣州後，時刻想念着，甚至有時夢回沙面。借着明翔聚會的機會，我多次來到廣州，有一次專門組織廣州遊，
乘遊船沿着珠江航行，看見了愛群，海珠橋，還去上下九，蓮香樓買了雞仔餅，陶陶居的燈火輝煌，美觀。倒
是沒有看見昔日的“蛇王滿”哪門口籠子里的蛇，挺着前身，昂着頭看着路人的景象。再也聽不見“叭哒叭哒”
的木履聲。也看不見小巷裡梳大辮子的地道廣東姑娘。我也專程去了沙面，沙面的房子建築較好，老房子還在，
我還去了我家原來住過的樓房，我們原住四樓，當我走到樓梯口，本想再上走時，對着這條我走過成百上千次
的樓梯，我意識到自己是個陌生人了。當年和我一起上上下下的父母都離我而去了，想到這裡，無限傷感，黯
然離去。我萬分感謝明翔兩社的同學聚會活動，它使我有機會多次來到廣州，重遊了當年我熱愛的故地，釋放
了我對廣州思念的鄉愁。

三 . 天時地利人和  聚會歡樂記心頭
明翔聚會已經歷 25 載，年年舉辦，歷久不衰，是天時地利人
和共同作用的結果。
天時方面是攻革開放以來國內環境出現了重大變化，正當的
同學聚會不會被扣上莫須有的罪名。地利方面是明翔兩社同
學有相當數量生活在穗港澳地區，成為聚會的基本核心的群
眾基礎。人和方面是同學們熱愛廣州，熱愛家鄉，熱愛母校，
思念故鄉和老師，同學殷切盼望重返故鄉，母校和同學相聚。
出現了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熱情局面，劉榮駒同學慷慨解
囊，出巨資資助聚會的費用，為聚會提供了有力的保障。還
有許多同學或多或少的為聚會出資，數以百計的同學聚會，
年歲一年又一年變老的一群人，要出排好吃住行的工作複雜，
他們大傷腦筋，尤其是多年來不辭勞苦的大總管賴燦耀同學，
永遠排着不知疲倦的笑容，有了他一群刻苦耐勞的熱心人，
大家才能無優無慮地享受聚會及旅遊的快樂。大家也滿腔熱

情地支持他們的工作。現在，聚會已成為同為同學們每年的企盼，也成為每一個參加過聚會的同學難忘的回憶。
多年的聚會，我也有一點遺憾，有不少明翔兩社同學，從來沒來過一次，長年與同學們失聯，不知他們現在何
處 ? 他們也不知同學們在想念他們。如當年我初到培道不懂粵語，出現困難，當時同班同學陳蕊馨、趙惠琼等
給了我很多幫助，我一直盼望她們出現在聚會中，但一直沒見她們的蹤影，其實現在要和舊日同學聯系是不困
難的，各地各校有校友會，只要與校友會聯系上，就打通了與同學聯系的渠道，我盼在今後的聚會中能見到她
們的身影。

再一次深深感謝以劉榮駒為代表的為同學聚會出資出力的同學們，天長地久友誼萬歲 !

四 . 改革開放春回吹   夕陽普照晚年樂。

文 : 黃藍華
相片說明 : 賴燦耀

 1996 年 11 月 9 日明翔兩社離校 45 周年於花都

 2001 年 12 月 11 日明翔共慶金禧於廣州鳴泉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