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甘蔗甜味留於口，鑽禧餘熱存在心！       1954 匡社   楊東權

      懷念梁錦琪同學並順讚其夫人施鳴玉女士

踏入今年(2015)二月，接香港郭少潔同學轉來香港培正同學會蕭
寅定征稿及截稿二月八曰的通知，適逢要參加二月四日由施鳴玉女
士發起的匡社小聚會，在美國加州北部灣區Moraga鎮的月華樓及鳴
玉嫂家中進行活動。當日上午雖有薄霧，但被冬天將盡而早春來臨
的陽光慢慢地驅散，因此順利地在上午十一時十分已開車提早到達
月華樓餐館。不像匡社經常聚會的五月花香滿樓，這間小小的餐室
早已排好二席有粉紅餐巾的圓枱，清潔美觀在牆鏡明亮的反射下，
彷彿變成四圍枱。獨坐在桌旁才想起2011年3月15月逝世的錦琪同
學，他夫妻倆長期居住在這個小鎮，二十多年前建的住屋，屋後小
山坡形的庭園仍在，但他卻先我們歸回天家。聯想到施鳴玉女士對
錦琪的懷念及對培正同學的愛心，把無意投稿的打算取消，也不怕
別人說我擦鞋(拍馬屁)之嫌，如實的寫下她為愛對匡社同學的盡心盡
意二三事。首先講述這次在月華樓的午宴，菜單如下：清湯蘿蔔牛
腩，羅漢齋，清蒸盲曹，鹹魚蒸肉餅，香酥鴨，冬菇臘腸蒸雞，豉
椒炒蜆，冬菇上湯芥菜，最末甜點是特制甜橙。和去年匡社鑽禧台
灣、香港、廣東三地旅遊及聚會的精美餐宴相比，這套私家菜毫不
遜色。又健康，又美味，無一吃後讚不絕口。飯後餐室的廣東四邑
老板及老板娘告知這是梁太(鳴玉嫂)和他們切磋商量才定下來的，而
且是餐室老板當天提早採購菜蔬，煮得不鹹不淡正合老人口味。聽
後深感温暖，真是鑽禧餘熱存在心！幾天前曾和鳴玉嫂商量，能否
由我請客？作為我補請匡社灣區同學未被邀請參加我在上月在沙加
緬度市舉行的八十壽宴之欠缺，因同學們離沙加緬度太遠而且是晚
宴，開車居住皆不便，望能借此補過。但考慮到慷慨的同學們會給
生日回禮，反而弄巧反拙，因此上述的美味新鮮私房菜變成典型美
式AA制，每位實付$23元正。鳴玉嫂最後建議買個生日蛋糕在她家
中作為下午茶點和大家分享略表心意即可，這就是新春愉快蛋糕的
來源了。  

                                                                    左起: 麥家龍、李君聰(誠社)、崔家祥、

                                                                        李宗愷、陳慧珍、常廣原、何榮新、

        宴開兩席枱              鳴玉嫂的美容        余煜培、楊東權、吳家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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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參加社友共有九位(上右圖)。誠社李君聰同學是我們拜托他
由Fremont市開車載麥家龍夫婦才邀請他夫婦參加的。培正同學同坐
一席，各位同學夫人們另坐一席，席間大家暢所欲言，海闊天空，
從南到北，由家常到國家大事，笑話逸事，滔滔不絕而從未間斷，
温馨愉快，真人生一樂事矣，謝謝鳴玉嫂精心策劃的愛心使我們能
相聚一堂親如一家人。

離開餐室後，各自驅車直到鳴玉嫂住屋前院。筆者這次帶來從
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家園中收取的水果產品，盡管加州去年乾旱，
感謝神的恩典，仍然收獲了很多較大的沙田柚，光滑熟透的橙色金
桔，和第一次試種成功的棕紫色甘蔗，這些豐盛的收獲，應該和同
學們分享，這也是特別得到主人鳴玉嫂同意而額外加添的心意。由
於柚子較重，而它的芬芳香氣可在將臨春節時留存，故在同學們進
入住屋大門前，作為禮物先分發放在各自車中。說起甘蔗的故事，
去年一月在我的生日慶賀席上，我們教會的一位台灣男教友，在農
貿市塲買回幾根甘蔗，削去外皮再切成小塊，耐心的給我快三歲的
外孫女嚐嚐。看到他的愛心，忽然想起試種這甜甜的甘蔗，學習傳
播這温馨的大愛，於是要求他給我幾根剩下的蔗尾種下，蒙神的成
就，在年尾竟長出了高過人頭的一叢甘蔗，今年能夠分發送人，當
然也留幾根給匡社的同學們試嚐，望甘蔗甜味留於口，把神的大愛
傳遞深入人心。鳴玉嫂的厨房中早就準備了番薯糖水、白果雪耳糖
水、白粥、涼麵、法國麵包、茶水飲料、紅酒、木瓜、梨子、柑桔
類水果齊全，琳瑯滿目。這就是她幾日勞碌的結果，作為招待客人
及提早晚餐的食物，令人感覺羊年春節早已來臨。  

  

                                      特大沙田柚                              高過人頭的蔗

    

                                                                    筆者在切甘蔗成小塊易於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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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吸引第一次到鳴玉嫂家的客人不是豐富的食物，而是她屋後
小山坡形的庭園，大多人跑上了高高山坡上的圓亭及涼棚。興奮有
如兒童，吳家瑋竟高舉雙手作勝利的姿勢，有圖為證如下：    

  涼棚上的女士們    高舉雙手的吳家瑋               夫人們在階級上留影

回憶梁錦琪有一首詩，其中有[少小離家江湖去，老年相聚談笑
欣，走遍大江南北，看透世界萬千，取碩尋博當年事，兒孫繞膝有
今宵！]，想不到我們這些老翁及婆婆輩，返老還童，盡情歡樂如
斯，真奇事哉！鳴玉嫂禳老頑童們在後園笑閙，她卻默默地把皮蛋
和瘦猪肉切碎，重煮白粥變成可口的皮蛋瘦肉粥，涼麵添加炸醬成
為有味的炸醬麵，筆者也把削皮去節的蔗塊，切成易吃的小塊，相
熟的太太們，也自動幫忙準備其他，等待老頑童們的歸回用餐。原
計劃放影吳漢榆兄拍的去年十一月廿二日香港培正同學曰及鑽禧活
動的DVD光碟，惜美國格式的DVD機皆不能放映，另外因吳家瑋有
電話會議，部分同學要提早在下年四時多離開回家，只剩六到七人
繼續享用豐富的晚餐。這真是一個預祝新春愉快的團聚，也是北加
州培正匡社大家庭的温馨晚會，願神像賜福給教會團契般的也賜喜
樂予她吧！

執筆至此，不得不提起去年九月廿七日在灣區Cupertino市王朝酒
家舉行的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同學日，該日的重磅程序是1954年匡社
鑽禧及1964年協社金禧。鳴玉嫂對同學會是慷慨無私的貢獻，自費
特別請了專業舊金山永恆攝影公司為大會、匡社鑽禧、協社金禧活
動攝影錄像，制成DVD光碟两張留作記念欣賞。除此之外，還自制
匡社旗牌及選購新鮮黄色(匡社旗色)大蘭花十數朵，親手為當晚匡社
社員配戴胸前，增添鑽禧的氣芬色彩，並且在兩席匡社同學的宴席
上，攞了用紅藍絲帶捆着的黑朱咕力糖送給各同學。為此，我深深
感到鳴玉嫂的愛培正愛同學的心，值得我們學習和推廣，當晚三藩
市培正同學會會長也特別授予她匡社社員同樣的鑽禧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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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太為章以洵戴上蘭花          梁太給常廣原戴上蘭花       受鑽禧壽章後的同學及夫人合照

新約馬太福音第十章22節耶穌說:”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我天
上的父面前也必認他。”錦琪在離世前反复在牧師面前背誦約翰福
音第三章16節:”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
他的， 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這是錦琪弟兄得到永生的確証。雖
然他只有在高中三年就讀香港培正，但他熱愛培正，一直積極參加
培正同學會活動，出錢出力，他的家也常成為匡社與其他級社同學
聚會的地方。鳴玉嫂在錦琪逝世後，繼續為愛培正盡心盡力，以上
只是報導一二，篇幅所限，只能如此，望有別的機會，再次補上。
時近晚禱，想起錦琪夫婦的愛心，彰現出主耶穌基督的大愛，現引
用分享我最喜愛的晚禱歌詞如下：

「若我今日傷害他人心靈，若我今日使別人走錯路，若我今日照
己心意偏行，求主赦免。

若我今日言語不合體統，若我今日不關懷人需要，因此使別人
受傷害虧損，求主赦免。

若我今日對人冷落頑梗，若我今日只顧貪圖安逸，不願堅守神
所交付職分，求主赦免。

求你赦免我所承認眾罪，求你赦免隱而未顯罪愆，求你常常引
導愛護保守。阿門。」

這首歌激勵監督我，使我不再失足，就此擱筆，順祝大家羊年
新春愉快！

寫於二月十四日，最後修改稿部分照片是忠社薛又梅所攝，致
以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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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政治家眼中的21世紀 ——評介《李光耀觀天下》 
          

         石齊平 (香港鳳凰衛視資深評論員)

《李光耀觀天下》為首任新加坡總理李光耀(1923-2015)於2013年8月6日發布的新
書。全書348頁，分11章，其中真知灼見，相當精彩，值得一介與一評。

本書與以往多本與李光耀相關的書比較，有兩大不同或特色：（1）主要的不是回
顧，更多的是向前看；（2）主要的關注點不是新加坡，更多的是國際事務，特別
是世界格局不同力量的變化。其中，最引起大家興趣的，或許是一下幾個方面：

一、關於美國。李認為美國前景持續樂觀。雖然美國現在或未來會遇到一些
挑戰，但不意味著美國會走下坡路。因為美國的經濟活力及創新能力無與倫比。
即使，美國就像有些人認為的那樣，在走下坡了，但從下坡路衰落的時間也會很
長。因為，美國迄今為止，還是全球人才匯聚的中心。李光耀說，一些新加坡人
在美國留學，也會留下來，“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歡給獎學金把學生送往英國，因
為我知道他們肯定會回來”——“得人才者得天下”，這即是李光耀的政治智慧
與治國之道。

二、關於歐洲。李認為衰落無可避免。根本原因，如所周知，就在歐元。具體
說，就是只有貨幣一體化，卻沒有財政一體化。所以他說，歐元先天就是要出問
題的，“它的基因決定了他的消亡”。未來走向，不外三種可能：（1）實現財
政統一，但難度極大；（2）解體，會有混亂及痛苦，但可能性大；（3）介乎兩
者之間，重組。即形成一到多個集團，第一集團核心必然是德國，可能還有荷、
比、盧。法國則可能是第二集團的核心。李認為歐洲之終將走向衰落，在歐元之
外，還有兩個原因，就是福利制度與勞工法，這將繼續束縛歐洲的生產力與活
力，特別是當它們面對包括中國在內一眾新興國家快速崛起形成挑戰的時候，將
會益發吃力。

三、關於日本。李認為將慢慢走向平庸。李對此感到可惜。核心的問題是出
生率太低及人口老化。每一個老人需要對應的工作人口，1950年時是10人，現在
是2.8人，2020年時為2人，2060年時降為1.3人。李光耀說，新加坡靠移入大量青
壯人口來解決人口老化問題，但日本人似乎很堅持自己民族血統的純正，迄今未
作調整。因此，雖然日本人有很好的素質、紀律與團隊精神，但終將流於平庸。
李說，“如果我是一個年輕的日本人，又會說英語的話，我也許會選擇移民離
開。”

四、關於印度，雖有年輕化的優勢，但長期李並不看好，主要是“尚空談，少
實幹”，另外，基礎建設落後，語言不統一及種姓制度也都一一制約了印度的能
量。

五、關於中國。李光耀把中國放在第一章，足見他的重視。有幾點有趣的觀
察：

（1）中國有自己5000年來的文化與歷史，相信中央強大，國家才能安全。
中國絕不可能發展為一個西方概念下的民主國家，“中國有自己的方式”。中國
會小心、逐步地進行改革，包括黨內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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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對外政策方面，中國會繼續“低調地”強大起來，使影響力提升，
但必要時也會展現力量。

（3）講到西太平洋局勢，李認為中美兩國在爭奪亞太地區主導權的競爭已
經開始，並將延續到21世紀後中葉。未來二、三十年，中美兩國實力將實現平
衡，中國有可能把美國勢力趕出12海裡、甚至是200海裡的專屬經濟區，屆時，中
國將成為區域大國。但中美應不致發生軍事衝突，唯一的“危機”是台灣問題。
但李認為由於經貿依賴，兩岸統一只是時間問題。

（4）中國應有潛力繼續維持8%上下的增長率15到20年，但前提是要順利推
動各種改革。

作一些總結或評論吧：

（一）李光耀觀世局，洞察力驚人，絕非“推背圖”之流，靠的主要是邏輯與智
慧。
（二）國家興衰，一取決於人才，二取決於制度，三取決於民族性。
（三）與我一再指出的21世紀的主旋律是“全球一盤棋，中美大博奕”，若合符
節。

不能不佩服李光耀。

     

   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   

    年級  社     姓 名          獎學金     通訊              年級     社    姓 名           獎學金      通訊  
     1939  鵬    李兆康           $30             1940   毓    區   東                       $99
      1945   毅    陳翹邦                     $80             1945   毅    陳雲柱夫人              $100
      1946   雁    張周素芳                 $10             1947   虹    王國顯                      $30
      1951   明    蔣健生      $100                          1952   偉    梅漢泉                      $20
      1954   匡    崔家祥                     $20             1954   匡    楊東權                      $20
      1954   匡    麥家龍                     $20             1955   忠    羅愛平       $50
      1955   忠    周興文      $10         $10             1955   忠    鄧國謀       $10         $10
      1955   忠    伍維章      $25         $25             1959   光    黄維亷                      $40
      1961   善    余光源                     $20             1964   協    范更生                      $30
      1964   協    何宇登                     $20             1964   協    廖芷瑩                      $20
      1964   協    梁立智                     $20             1964   協    潘恩惠                      $20
      1964   協    邱偉大                     $20             1964   協    李幗賢                      $20
      1964   協    劉    璞                     $20             1964   協    鍾寶寧                      $20
      1964   協    李曉篷                     $30             1964   協    朱永朝                      $20
      1965   耀    劉德光                     $20             1967   恆    朱寶盛        $15        $35
      1967   恆    吳令謙                     $20             1967   恆    劉榮相                      $30
      1969   昇    黄錫海                     $20             1969   昇    郭瑞偉                      $20
      1969   昇    王紀壯                     $20             1969   昇    寇懷信                      $30
      1969   昇    蔡助山                     $20             1971   剛    吳淼垚                      $30
      1971   剛    陳宇萍                     $10             1972   勤    劉肇穗                      $20
      1973   勤    勞美妮                     $10             1973   勤    陳美玲                      $20
      1973   勤    許永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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