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離開培正母校已經 45 年了。這次很高興見到了這麼
多舊同學（和他們的配偶），有大半是我 45 年來第一次再見
的。11 月12日的晚上，多才多藝的同學們給 我們精彩的表
演，包括唱詩歌，粵曲，中英文民歌，太極拳和舞蹈。還有
猜謎遊戲節目，歡樂有趣！當晚司儀梁同學及伍同學犧牲了
自己的晚餐，引領我們享受一個非常難忘的晚會。梁同學是
我印象中的小弟弟，現在已是個子比我高出很多的梁處長。
伍同學跟從 前一樣秀 美，看來也很年 輕，她銀玲般的聲音
45 年不變！籌委會用了很多心機和時間，作出詳盡的安排。 
甚至有衛星直播到世界各地叫我們能和其他同學會談！此外
我們還收到很精美的紀念品和書籍，置放在美觀實用的購物
袋裡。

11 月14日我們參觀母校，對母校獻上感謝和祝賀，宴席
間又拍照留念，很讓人感動。張小靈同學給我看了一些我們
培正同學探訪在護養院的同學的照片。讓我深感在校友之間
純潔和真誠的友情和關愛—令我佩服欣賞 ! 當年在培正，
我只是個書呆子，沒有注意其他事情。畢業後，我逐漸意識
到同學們很有才華，和團隊的能力。記得 他們安排畢業慶
祝活動，很用心地照管了其中所有的戲劇背景、中國服裝、 
髮妝材料、燈光和音響。難怪我們大部分同學都有成功的 
事業！

在過去的 45 年裡，我沒有太多的遺憾。天父讓我在金屬
／聚合物／重油行業工作超過 30 年，出差到過美國，歐洲和
中國的一些城市。外子和我都是基督徒，業餘在教會服侍。
我曾兩次辭工追隨我外子的工作，他在同一間聚合物公司工
作了 32 年才退休。我們的女兒，剛和華裔基督徒結婚，現在
多倫多定居。但我也至少有兩件遺憾的事，因為工作，我常
沒有時間為小女兒準備健康的食物。第二個遺憾，是我沒有
傳福音給培正的校友。環顧這個世界，戰爭、恐怖活動、地
震、旱災、水災和飢荒，都應驗了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24 章
的預言，這都是主再來的先兆，也是世界末日的先兆。希望
藉這機會解釋，中國人最初敬拜唯一的真神，他們知道創世
記首幾章的歷史記載。我們的祖先稱神為天（一大）—即唯
一至大的神。其中一些中國字很耐人尋味：＊示（是祭壇的
象形文字；許多與神和祖先有關的字都用示字旁—例如祈
禱、禍福、祖宗、祐、祠、神祇等等）＊禁（上帝創造了兩棵
樹，其中一棵的果子神不允許我們吃；創世紀 2：16-17）＊
婪（創世記 3：6—女人見禁果悅目，首先吃了）＊魔（創世
記 3 章 1 節—魔鬼撒旦最早出現在伊甸園欺騙人在兩棵樹
中選擇吃了禁果）＊單（既是「單」字，為何是兩個口呢？創世
記 3 章 23 節—亞當和夏娃兩口子被趕出伊甸園，離開神，
要開始耕田種地）。＊兄和兇（當該隱殺了弟弟亞伯，神把記
號 放 在 兄長 該隱的額 上；創世記 4：8 和 4：15）。請 注 意，
用普通話讀「兄」和「兇」是同音的。 ＊義（古時獻牛羊替人贖
罪，「義」即當羊代替了我，我就算為義。聖經新約耶穌就是
那贖罪羊—叫人因信稱義。）中國自夏朝（2205B.C.）到清
末（1911A.D.），每年都由皇帝主持“祭天”之禮，內中有獻
祭，以牛為祭牲。亦有祈禱，祈求上天，赦罪賜福。通常是
在農曆冬至日（西曆 12 月22日）那天舉行的。中國字「犧牲」 
自古以來用作代表牛羊犧牲代 罪的意思。要知道用牛羊犧
牲代 罪不單是以色列人在舊約的禮 儀，中國從有歷史以來
就有；這「犧牲」預表耶穌基督如同羔羊替人贖罪的生命之道

（約翰福音1：29），冀望所有同學都因相信耶穌捨身贖罪，
得著從聖靈重生而來的新生命。希望同學間保持友誼聯繫，
將來再聚！

參考：＊李美基 Ethel R. Nelson M.D., 鮑博瑞，唐妙娟
著“上帝給中國人的應許”。道聲出版社 1998 年＊遠志明“神
州懺悔錄”上帝與五千年中國 2000 年；漢光有限公司出版 
2000 年 11 月初版 國際書號：962-86060-1-8。

陳文思 Susanna Ho

四十五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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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日子我和謙社失了聯絡。當張小靈電郵告訴我謙
社畢業 45 週年同學要重聚時，已是報名的最後一週。實在很
想和自己一齊長大的同學見面，五年後到了金禧紀念時，大
家都將已年近七十了，見面必須趁着有今天。潘雪玲的安排
讓我及時報了名。籌委會電郵了一些小統計來，回顧和某同
學那幾年同過班，還找到中六的座位表。慢慢地同窗之誼就
熱身起來了。

預早了一週從紐西蘭抵港，品嘗了久違了的炸兩和魚片
粥，到文咸西街、銅鑼灣、和九龍城憑弔了年少時生活的街
景，並和浸大的學生、舊同事、和一些城浸和一浸（第一城）
會友短叙。11 月12日下午，從荃灣乘巴士到太子站附近，因
交通擠塞，下車衝鋒陷陣地趕到維景酒店。大部份同學都在
内廳聽去台灣旅行的簡報。而外面大家在簽到，抓着時間和
凡在學時有交集的同學拉在一起拍照，十分珍惜。有些不見
多年、甚至從沒同過班，居然還能說出名字至少是姓氏來。
在回顧已逝同學的 PPT上，表達得莊重，略帶傷感，十分記
念。在以圖題示認人的環節，那氣氛使人穿越時空，喊出至
少自廿年前加冕以來 , 被猜同學的好些名字。我在後方門口
的位置，看見主台旁有一位身手矯健、在處理 PPT 的年青
人，心想謙社某同學的兒子也來幫手, 後來才發現他是吳其健
同學。

11 月13日地質公園之行，不知道趙惠芳練過甚麼獨門
武功，站在大巴前方解釋行程，而不見轉彎時要借力或站不
穩。從綠色的士司機口中，發現一般人平常不容易安排來到
西貢地質公園參觀的。六角石柱和大複式工字破浪石，加上
水壩山水之美，令人讚嘆。等到第二批同學到了，大家在指
定的地點拍攝集體照，或卧地或彎腰、前面歡呼後方吶喊，
那情景不能忘懷。在車程上，和行在地質園中，海鮮樓上，
因座位相近，有機會和阿賢、阿柴、凌小玲、甘魚等同學多
聊幾句。

11 月14日回到母校，大家一起穿上深藍配上謙社火炬的 
T 裇。因為同學到達的時間不同，這片藍色，隨着時間而面
積愈擴大，色澤愈濃。這一天特別和一齊住過宿舍的棋彬、
啓初，加上阿賢重聚。說起昔日宿友的近況，有令人振奮的
亦有使人唏噓的。在禮堂典禮完畢後，大家又聚在樓下有培
正大型校徽的窗前拍照，久別重逢的同學一起拍照像是留
起了情感不讓之溢出心之外。有些沒同過班且不太相熟的同
學，邀我一起拍照，同窗情誠濃也。

大公宴上，因 為 我不去台灣旅 行，就 開 始 和同學 們 道
別。有機會向從中一到中六，關心和扶持過自己的一部份同
學表示感激。在三天中，還有機會了解好幾位同學的近況，
有的和他們在西貢 Cafe 吃菠蘿包，有的坐在旅遊車隔壁，有
的圍在餐桌左右，其中之一是甄 Q。

這次回港，加入了好幾個 Whatsapp 群組。謙社群組的
內容，每天不斷更新，像是跳動着的脈搏。發現同學們若用
英文留言，很少會借用外國的俚語；中文留言則多用廣東俗
語，彷彿舊日平常的閒談，清雅而真摰。這次重聚，就像 陳
靜儀在 Whatsapp 上寫的「尋根記」一樣，使我們多一點地
與根相連。我們這一代人，當日談話只用廣東話，不夾插英
語。當時還沒有自己的家庭、事業、或成就。一起在 E 座上
課，在大禮堂上集會時、常會心不 在焉地趕着温書應付下
一節課的測驗。我們曾一 齊緊張地等「老單」派回作文，在

「許牛」數仰卧起坐次數時拼死做到九十幾下，一起聽「肥婆
李」講抗日戰爭，等等。我們在水、陸運會，聖誕校園佈置
比賽，社晨，級夕，都拼盡所能去贏取社譽。黎秀珊同學在 
Whatsapp 上說：「好像在培正中學讀書一樣，跟不上，實留
班。」很能代達我個人中學時代的感受。大家同窗 , 就是那互
相競爭、體諒、向上的精神，催促着彼此儘力跟上去，稍有
落後的就加多把勁。借用電影片名「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昔日點滴磨 擦與激 勵，今已化成生命的一 部分。而回顧昔
日，彼此間的調侃、問候、守望卻還在像 Whatsapp 或電郵
的平台上延續着。

蔡訓生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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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ve been back to Los Angeles now for almost 2 

weeks now and still fighting the jet lag and almost getting 

over it as the days go by. However, one thing that definitely 

won't leave my mind soon will be the reunion I just 

experienced. 

The long-awaited 45th Heem reunion in Hong Kong 

finally arrived with much anticipation on my side. When 

it was over, I was left with fond memories far beyond the 

accumulation of the previous reunions I attended. My first 

reunion was 10 years ago the 35th at Toronto and it was 

very memorable to me as that was the very first reunion 

experience for me and I was completely in awe seeing the 

classmates again after 35 years and I had such a wonderful 

time and felt the very warmly welcome feeling after that 

reunion was over. While I was waiting at the airport to 

depart, I was very emotional and felt sad the party was 

over so quickly. I always experience the same emotion after 

subsequent reunions including the 35th in San Francisco, 

the 40th in New York and especially the 40th in Hong Kong 

because I got to see a lot of classmates that weren't at the 

35th reunion including a lot of classmates who reside in 

Hong Kong that I haven't seen in 40 years. I learned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李大鵬 that he was my very first classmate 

when I entered Pui-Ching at Grade 1 . . . something I was 

ashamed to admit I have no memory of. The Heem Sze 

tour to Guangzhou, the one-day tour of Hong Kong and the 

Heem dinner was equally unforgettable. As usual for me, 

I was feeling down again when the 40th reunion was over 

so quickly and couldn't wait for the 45th reunion to come 

quickly. 

Fast forward to 12th November, 2015 Heem Sze dinner, 

the well-orchestrated dinner program was so well thought 

out by the event's planning committee first started out by 

reminding all of us with a memoriam of all if not most of 

our teachers who we had were no longer with us anymore. 

I remember every one of them especially the ones who had 

disciplined me and taught me to be better student at that 

time. The memoriam for our beloved classmates who have 

passed away was very touching. Some of them left this 

world very shortly after our graduation and never really had 

a chance to experience the meaning of life. I can't help but 

to notice there were also a few added since the last reunion 

which reminded me that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memoriam 

list will get a little longer in the future reunions and I felt 

very fortunate that I am still able to attend this one. I told 

myself I shall not miss any future reunions until I am no 

longer able to attend. That evening's program was on the 

musical side and I learned for the first time that Ken Ng 

was so talented in composing and playing instruments. The 

performances were fun and very entertaining. I will say 

someone should have told Daniel Tse to crack a smile while 

dancing the 1950's Jitterbug with Yu-Ming ! The next day 

trip to the Sai Kung 萬宜水庫 was simply fascinating to me. 

The sophisticated planning of reserving so many taxis to get 

all of us in the correct order from Sai Kung to the reservoir 

was unbelievable ! I was told by one of the trip's organizers 

趙 惠 芳 that they actually tried out their planned logistics 

by test-run the same scheme 3 times and then timed their 

test-runs each time in order to get the most accurate time 

to travel there. The details and the level of efforts spent 

by the planning committee for this field trip were simply 

mind-boggling. Of course as a geotechnical engineer by 

profession myself, the opportunity to see the geology 

expos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am was intriguing 

beyond my imagination thanks to the great introduction by 

classmates Yuen Ching-Wai. 

The 45th year commemorative ceremony was fun 

where we have our blue polo shirt uniform on stage. What 

fascinated me the most was the extremely large group 

of over 100 returning students ( a record by the way） for 

their 25th commemorative ceremony. They look so young, 

enthusiastic and united as a fun group together. Speaking 

of enthusiastic, the most memorable part of the Pui-Ching 

alumni dinner was when our table was surrounded by a 

group of young F-3 to F-4 students signing the various 

school fight songs. Their young faces were so full of energy, 

joy and laughters. We were able to teach them a few older 

school fight songs they have never heard of ! 

On my last evening in Hong Kong while I was walking 

along some street in 旺 角 , I came across a street with 

賴志雄

A letter from Lay Chi-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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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per forming live music or dancing and saw an 

older couple dancing in rhythm to a song titled "Jamaica 

Farewell" sung by the great Harry Belafonte in 1957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OA30EOtjOY.  At that 

instance, I wish to myself that I could be them and just 

dancing freely in Hong Kong and don't ever have to leave 

my own birthplace Hong Kong again. But then reality strike 

and all I could do at that time was watching the older couple 

dancing to the observing crowd and humming the lyrics 

"I'm sad to say, I'm on my way, won't be back for many a day 

. . . . "

As many other classmates already mentioned in the 

WhatsApp messages, I want to thank each of the Hong 

Kong Heem 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s for their hard 

and dedicated work on making such reunion possible and 

better of all, so successful and unforgettable. I think we 

may have forgotten to thank Gloria Ng and Leung Ka-Wing 

梁 家 榮 for their MC duties during the Heem dinner event, 

they both did such a fantastic job in keeping the night's 

program flowing smoothly and pretty much sacrificed their 

own dinner to do the job.

Another thought is one of the many reasons why the 

1970 Class of Heem is so united and remain a close-knit 

family throughout the recent years is because I truly believe 

it was the end product of the first Yahoo Heem Group which 

I was told the infant idea was developed and lead by Yu-

Ming along with the help of a few other classmates who 

was high-tech savvy in creating this internet-based account 

in 2005 to connect as many classmates as it did worldwide. 

This Yahoo Heem Group account was the predecessor of the 

current Google Plus and WhatsApp accounts we have today. 

With this Yahoo account, we were able to exchange so many 

countless e-mails with laughters between classmates for 

nearly the past 10 years before it was migrated to the latest 

Google account last year. Without this Yahoo account, I 

would still be completely lost out there today without the 

fond memories I got to experience the last 10 years. For 

that, a THANK YOU from deep inside my heart to Yu-Ming 

and those who helped her created the Yahoo account!

I can now offici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50th reunion 

and start counting the days !

Thanks for the wonderful memories.

 Sincerely,

 Chi-Hung

東壩地質公園六角柱岩前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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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 箭，日月如梭，轉 眼間我 們中學 畢 業 至今已有
四十五年了！屈指一算，每人皆有六十五歲或以上，简直已過
了半個世紀。當年我們畢業生約有二百多人，可惜有幾十位
同學已離逝，今次我有機會參加四十五周年藍實石禧活動，
真是難能可貴！紀念活動包括謙社晚宴、西貢地質公園及海
鮮晚宴、培正同學日大公宴，以及為期五天的台灣之旅。今
次我選擇了兩個項目，那是謙社晚宴、培正同學日加冕典禮
及大公宴等。

2015 年 11 月12日（星期四），下午四時左右，我懷著興
奮的心情到達九龍窩打老道維景酒店中餐部之唐宮，當我
第一眼看見四十多年沒見的同學時，大家不禁上前擁抱在一
起，那種溫馨情景，真是非筆墨難以形容！當日參加謙社聚
餐的同學，不論男女，大家的容貌均沒有改變，只是各人臉
上都多了些皺紋，而且銀髮蒼蒼，大部份體型都比以前發福
了！有些同學简直是判若兩人，若非每人都掛上名牌，否則很
難辨認呢！

依稀我還認得的有張小靈、徐立言、趙惠芳、潘雪玲、
李若霞、區文輝、李大鹏、朱鎮威、甄佰權等……我们的校
花一顧錚，她風采依然，沒有半點兒改變。晚上與眾同樂，
不一樣的音樂會，勾起了我無限的回憶，尤其是大家一起唱
運 動組曲時，令我懷念過去多年的運 動會，我們男女運 動
員，為了謙社增光，全力以赴，那種激烈比赛的場面，依然
歷歷在目。在晚宴進行中，大會播放一些已離逝同學們的生
活片段，緬懷過去，令人唏嘘不已！

今次晚宴的司儀，除了伍素瑩同學外，還有榮升廣播署
長梁家榮先生，令大會生色不少！也有多位外國同學，透過
螢光幕與我們一起分享畢業後，彼此生活的近況，席上也有
美、加、澳及本港同學代表，分別介紹同學們的生活，令我
們獲得不少的資訊，當晚的聚餐，閒話家常，喜氣洋洋，據
闻多位同學已升阿爺、阿婆及阿公了，真令人羡慕！

席上我才知道謙社誕生了兩位醫生，一位在外國，另一
位在本港，也有一位大文豪（博軒），他著書立說，每人還送
一 本親筆簽名的大作呢！也有摺紙專家，他用真紙幣摺出各
种栩栩如生的物件，然後送給同學，還有一位同學，把其畫
作拍賣，把拍賣所得的款項捐給謙社，使我深深地體會培正
人才濟濟，培育了不少精英，真是名不虚傳！

2015 年 11 月14日（星期六）下午二時，我們一班謙社同
學，穿上藍色T 恤，在培正師弟的帶領下，一起參觀校舍，
包括生物實验室、地理室、電腦室、化學室、物理室、木工
室、音樂室、戲劇室等……看見母校先進的課室，使我们回
憶起昔日曾在該課室做實驗、解剖、透過顯微鏡，觀察细胞
分裂的情況，以前學習的境況，尤如昨日一樣！參觀完畢，
我们在中學部前面的楼梯拍大合照，又分開拍男女照，昔曰
的情懷，使我們憶起四十五年前，每人均花樣年華，朝氣勃
勃，如今卻白髮蒼蒼，真是歲月催人老！

下午四時左右，我們在梁崇榆、陳允武老師的帶領下，
一行七十多人站在台上唱校歌，參與謙社四十五周年藍寶石
禧典禮時，很有自豪感！晚上七時，我們分別乘坐旅遊巴到
九龍灣展貿中心六楼進行大公宴，會上筵開百多席，其中包
括了1940 年 畢 業 七十五 周至 尊 禧、1945 年 毅 社 金 鑽 禧、
1950 年 弘社 藍 星禧、1955 年忠社 鑽 禧、1960 年正社 翡 翠
禧、1965 年耀社金禧、1975 年謙社藍寶石禧、1980 年颖社
珊瑚禧以及 1985 年博社珍珠禧等多人聚餐。

席上有简單而隆重的進場儀式，還有培正同學會會長鄺
文幟先生透過螢光幕與我們見面，看見他老人家精神奕奕，
越洋與我們道賀，體驗了紅藍兒女，一家親的精神。晚宴中
各級社均上台表演精彩節目，氣氛濃厚，高潮叠起！由於有多
位同學要趕赴台灣旅行，他们要在翌日七點在機場集合，故
晚宴完畢後，即匆匆離開。我们盼望五年後，即 2020 年大家
再有機會聚首一堂，參加謙社畢業 50 周年加冕的大慶典，我
們很期望該天的來臨，现在寄望大家身體健康，享受愉快的
退休生活，迎接人生的第二春！

羅慕貞

藍寶石禧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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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祝賀
退休後定居中國江蘇省南京市的楊棟培同學夫婦，為了

參加大外孫葉士明在六月十日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IT）獲榮
譽生物工程學士的畢業禮，專程從內地遠道再次來到南加州
獨生女家中。CIT 雖屬美國頂尖學府，但畢業禮卻隆重而簡
樸地在校園草坪舉行，在樂隊的奏樂聲中鳴放禮炮時，600
多名博士、碩士、學士及老師們依序入場。在只有校長及一
位哈佛大學教授嘉賓講話後，畢業生按廣播呼名上台，接受
校長給予證書和握手，在觀衆和親友的歡呼鼓掌聲中回座，
前後二小時典禮結束。大家自由拍照留念，棟培將在今年九
月初回國。

兩位匡社同學的關懷談心
廣州培正中學知名音樂老師何安東之女何雅冰（忠社），

她在今年五月初因病進行了手術，她的丈夫梁英生（匡社）亦
是廣州培正畢業。曾就讀廣州和香港的匡社同學楊東權到他
們家探訪。六月廿一日上午十時半，英生同學在居屋大閘門
前歡迎引導我泊車後，一同登上二樓時雅冰嫂已開門等候。
感謝神的恩典，看她經 過一 個月的術後恢復，健 康已很 正
常。我和英生同屬匡社，在 1999 年編寫匡社特刋及 2004 年
12 月英生托人送來何東的四張小提琴獨奏光碟有過聯系外，
盡管相互慕名已久，但只在十年多前在廣州匡社聚會時見過
短暫一面。英生移民美國後，很愧忺我一直未曾登門探訪。
這次聖靈的催 促引導下，大家見面親 如兄弟姊妹，促 膝談
心。從青年時代求學，各階段的人生經歷到家庭父母子女，
孫兒女的大學求學和申請獎學金的可能性等等，無話不談地
長達整整六個小時，人生知已不過如此 ! 雅冰嫂為了不打斷
相互的話題，主動在家中厨房煎了餃子和煮了紫菜蛋花湯，
作為簡單美味可口的午餐。更可喜的是她在餐前提出，要我
帶领謝飯禱告，因她說她的父母（即何安東夫婦）都是基督教
徒。感謝神讓我在關懷訪問中傳送了耶穌的福音，阿門！

（1954）匡社楊東權

報導匡社同學今年六月活動二則短訊

楊棟培同學夫婦及外孫葉士明畢業相

英生（左）和東權促膝談心

71

級社消息



今年四月十七日匡社羅啟發同學在加州灣區太平洋海邊
的希爾頓旅舘，他的女兒們為父親舉辦八十壽辰晚宴，他和
他的子女們廣邀上百親友包括匡社的同學參加。共有十七位
匡社同學及其伴侶，應約分從香港、加拿大和美國各地重逢
於旅舘，祝賀他的生日，使我想起中國唐朝著名詩人杜甫一
首詩的片斷：「…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鬂
髮各已蒼！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
何方。問答未及己，兒女羅酒漿。…」。公元一九五四年我們
畢業離開培正時，同學們皆未成婚，現在六十多年後慶祝壽
星公生辰，匡社同學大多鬂髮皆呈現條條銀絲，要由孝順的

兒女敬父執，把酒高歌同慶壽辰。
這次匡社同學在 2016 年四月的聚會，可以說是本年度首

次有較多的同級同學，有機會互相見面寒暄。也可以說是即
將來到的五月中旬匡社畢業後六十二周年，周雍同學發起計
劃在加拿大多倫多市聚會的前奏。羅啟發同學的慶祝生辰慶
典是特別以歌唱他心愛的流行歌曲來助慶的，他家請來了两
位歌手登台演唱，啟發也高歌助唱數曲，音樂濃厚而歌聲嘹
亮，他也預先制作一片有他唱的十六首喜愛歌曲的光碟，作
為慶祝八十生日的回禮分贈給每位嘉賓，值得一提的是他把
所有嘉賓送給他的全部生日禮金，捐贈給三藩市東華醫院造

匡社楊東權

今夕重逢祝生辰  明日續聚話舊情

部分匡社同學在東海酒家之二

匡社同學晚宴在月華樓海鮮宴之二

部分匡社同學在東海酒家之一

匡社同學晚宴在月華樓海鮮宴之一

左起余松蔭、余煜培請飲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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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華人大眾。匡社到賀的十多對同學伉儷 , 我在這裡不一一
列出，相信大家看到相片時便能認清，唯一我想介紹的是我
久未見面，退休後居住在西雅圖市，我的青年時代好友王釧
同學，他夫婦倆和我夫婦同席。曾經風度翩翩的他，現在要
手拿拐仗助行，我也差不多認不出他來了。幸他有位醫生賢
內助，生活一切仍很方便。感謝神我們都是八十左右的老人
了，我會經常為大家禱告，願神保佑我們及各自珍重。

生辰慶宴後的四月十八日，匡社同學餘情未盡，除羅啟
發，常廣原夫婦，梁永超及王釗夫婦外，全部决定移師至東
灣，在離海灣大橋不遠的東海酒家，由两位自稱台山阿伯的

余松蔭和余煜培同學做東，請大家「飲茶」醒酒，並品嘗該酒
家的精美點心，再續昨晚未盡的話題和享受優美迷人的海
景。接著在梁錦琪夫人施鳴玉家中稍事休息後，當晚的重磅
戲晚餐是在匡社同學去年初曾讚美的家常菜館月華樓再聚，
這次鳴玉嫂和餐館老板更精心設計的如下菜單：首先象拔蚌
冷盤及清蒸大蟹上桌時，大家已是急不及待的食慾大動。芥
菜海參，香芋炆鴨，清蒸石斑，梅菜扣肉，咸魚蒸肉餅…接
下來的菜肴令人眼花暸亂，不知如何是好？唯有心中感到東
道主的丰盛友情。加上郭少潔同學的表姐送來了幾瓶紅酒，
更是錦上添花，為了不引起讀此文的讀者的食慾，就此收筆。

羅啟發和歌手同唱

同檯宴席的王釧伉儷合照

壽星羅啟發同學及其子女孫兒賀喜合照 當晚參加壽宴的匡社同學伉儷們

啟發和我祝酒時前坐者為王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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