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連綿的下雨天造成屋外園地的積水，雨水的不停也使街
道充滿水氣，在車的擋風玻璃向外看時糢糊不清。這樣的天
氣的確使人不願出門，但在二月九日這天快到中午十二時，
卻戲劇性地在車上看見曾昭權學弟開著他的 SUV, 先我到把
車泊在福滿樓餐廳門前的泊車位，我立即也跟著把車泊在他
車的旁邊，我正想穿著雨衣再下車，曾學弟已打著雨傘走到
我車門前為我擋風雨了。當我們走到餐廳大門也看見趙天煜
學弟向大門走來，接著梁喜明學長也來到門口，大家前後只
差一或二分鐘，真準時，我笑稱是否要爭第一？正確排名是
曾昭權第一，我第二，趙天煜第三，梁喜明第四。今天雨天
食客不多，我們選了靠牆角的大枱坐下，點了香片茶及開水
剛坐下，陳秉鈞同學及朱麗萍學妹亦先後來到。在雞年元宵
節前兩天，有六位培正校友共同飲茶，實屬難得。今次大家
話題集中到香港和大陸之間的旅行情況，都認為比較方便，
陳秉鈞特別提到有老人卡在大陸和香港坐車或公園免費或低
價，值得一行。同學們在今年春節期間都預祝身體健康勝過
恭喜發財。想不到今次結帳埋單朱麗萍打破 AA 制規則，她
說現正春節期間她破例請一次客，表達對培正同學的愛意。
趁著元宵節農曆正月十五日前，本人亦向培正同學們恭賀雞

年身體健康，並附上新設計的回應世界各地培正同學會會長
的新春賀卡，表達對世界各地居往的培正同學祝福。最後集
體留影留念，前坐三位是較年老的，由左至右分別是陳秉鈞 

（匡社），梁 喜明（ 堅 社）及楊東權（匡社），後面三位 是年
輕些的學弟及學妹分別是朱麗萍（仁社），趙天煜（仁社）及 
曾昭權（謙社）。

2017雞年二月九日培正同學的茶擋
匡社 楊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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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聖誕節前的二零一六年十二月十曰中午，培英及培正
兩個本 地同學會聯合，在沙加緬度市麗寶樓酒家舉行聖誕
聯歡午宴，參加的賓客及兩校同學共有九十六人。培英培正
兩學校均由基督教在中國廣東省廣州市創辦，培英創校超過
一百三十年，培正亦有超過一百二十六年的歷史。兩校均為
當地著名學校，特別是培正後來擴展至香港及澳門，畢業生
分佈全世界，其中有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第一位華裔美國
大學校長，第一位美國副州長，最高數學榮譽獎得主等傑出
人材外，在社會及宗教各界均有重大供獻。培正中學的同學
會滿佈世界各地，沙加緬度市的培正同學會亦成立了四十八
年了，今年是第一次和培英同學會聯合，為慶祝聖誕節的來
臨，為廣傳基督福音及同學們彼此相愛的友情而共同歡慶。
宴會先後由本地培英校友會會長康偉發及培正同學會會長
楊東權致歡迎及賀辭，接著由加州灣區來的美西培英校友會
副會長朱巧儀及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會長戚嘉慧致辭。然後大
家起立由楊東權指揮同唱普世歡騰聖誕歌後，由司儀黃雅文
請譚健兒領禱謝飯，酒樓開始供應精美午宴。在享用美食的

同時各枱同學朋友開心地互相談心問安，也談及最近互感興
趣的往事，增加同學友誼的感情，同時培正和培英的同學也
相互熟悉，還有幾位培道的同學參加，共同慶祝聖誕和共傳 
福音。

在午餐時為了增加慶祝氣氛和廣傳福音，安排了表演及
文娛節目，首先由河聲中樂團登台演奏三首聖誕歌，這個由
七人組成的小樂團有大小琵琶、二胡、橫笛、小提琴等樂器
奏出了美妙動聽的平安夜音樂，接下來便是培英校友表演獨
唱、雙人合唱及囗琴獨奏，並且在卡拉 OK 歌聲的伴奏下，舞
池很快湧入一對又一對培英校友，翩翩起舞而樂不思食。一
位九十三歲的培英女學長高興地表演太極拳，更獲得大家驚
訝的贊揚知掌聲。今次宴會由兩會長捐出五張大華超市的禮
劵，作為抽獎的助慶，為了增加熱鬧氣氛，楊會長增加了一個
無價的大愛獎，得獎者是河聲樂團的一位女演員，得到神的
大愛賜福和佳音的喜訊。最後由司儀致謝辭及培正同學會副
會長周達堯致謝後，午宴完滿成功結束，大家喜樂的散會平
安回家。

普世歡騰歌聲響 兩校同學聯誼福音傳
匡社 楊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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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參加老同學及老朋友常廣原伉儷的三喜慶典，我夫
婦倆樂意接受梁錦琪同學遺孀梁施嗚玉女士的邀請，當晚特
意留居她家。可能由於當晚三喜慶典的餘興還未散盡，我夫
婦倆和鳴玉嫂在她那豪宅的小客廳中談心，話題尤未完而已
到深夜二時半才歸寢。在長達四小時的親切而又坦誠的交談
中，先從香滿樓三喜宴席的菜餚的豐盛開始，聊天到人的最
終旳安排。我們都已七老八十的年齡，自然話題會轉入到火
葬和土葬，鳴玉嫂極力勸解我不要做火化骨灰灑在太平洋的
遺願。她提出天亮後到錦琪的墓地插花的建議，我們直到上
午九時多才起床，嫂夫人煮了她和好友包好放在冰箱內的餛
飩，招待我們作早餐。為了不用再度回到她家中，我們分別
駕駛自己的車，到拉法葉市商業區泊車，在 Safeway 超市我
內子買了鮮花，再坐上鳴玉嫂的車直達墓地。

聖誕節後的墓地掃墓的人不多而冷冷清清，但我們心中
覺得很親切和安靜。我們在行進中，鳴玉嫂介紹沿途所見的
各式的墓 地，最後把我們帶到梁錦琪安眠的墓園。這 是 座
落在山邊用石圍起來約 12X8 英呎的長方形墓地，正面樹立
了雲石的墓碑，左邊有一刻字雲石凳，右邊樹立雲石碑刻有

梁錦琪生前的感恩名句：天意何寛大，贈我樂情多。這塊梁
家花了十萬美元建成的墓地在草坪下已首先埋了梁錦琪的棺
木，施鳴玉的墓碑亦已樹立作她將來安息長伴夫君之處。由
於現已冬天墓園高大的楓樹，前幾天落葉飄下鋪滿墓園草
地，鳴玉嫂坐在左邊的雲石凳上，一邊修剪我們買的蟹爪黃
色菊花並插入花瓶中，一邊談及她 和錦琪前後發現患有癌
症，所以買了這塊離她家不太遠的拉法葉邊界的墓地，考慮
以後子孫方便掃墓。非常巧合當她正坐在到處都是落葉的雲
石凳上修剪菊花時，有一位墨西哥裔的墓地清潔工人來到向
她致謙，說他遲了清掃墓園因他想等到樹葉落盡才來打掃。
說完之後立刻用吹風機把附近落葉請理乾淨，令我們深感天
意何寛大啊。看見墓園乾淨整齊，把插好黃菊的花瓶擺在錦
琪的幕碑前，我也很樂意攝下幾張相片留作紀念。

嫂夫人把整理好的黃色菊花擺在梁錦琪的石碑旁，站
在兩雲石碑之間不願離開，石碑刻有人間八個美好願望的英
文單字在雲石凳邊上這些英文單字是：peace, compassion, 
celebration, humor, friends, joy, love, happiness. 這是鳴玉
夫婦經常念念不忘和一生追求的美事。

天意何寛大，贈我樂情多！
匡社 楊東權

刻有錦琪名句的雲石碑

76

各地同學會消息



我很理解施鳴玉現在的心情，她對日後的安排和精心挑
選的墓園，能給予她極大的安慰和歸宿並帶來她的美好的憧
憬。作為終事從事珠寶首飾設計藝術專家的她，不難想像她
在有空懐念已故丈夫時，可以在風和日暖時候來到這小小的
墓園，坐在左邊的雲石凳上，那時墓園旁高大楓樹的荗密樹
葉䕃下，安靜地看著有她倆在一起的相冊或讀本他和她都喜
歡的書，憑吊逝去的年華和甜蜜趣事的回憶，會使人沈醉神
往的。但作基督徒的我卻緊持有自己火葬的想法，我不反對
鳴玉嫂的精心選擇，無論如何每個人都允許有自己的選擇。

我認為人死後土葬或火葬或其他形式最終都成為塵土，根據
聖經創世紀神造人就是用土按祂的形狀做好後，由祂再吹一
口氣給予生命成人的（創世記二7）。骨灰（塵土）灑在太平洋
則將隨著風浪瀟洒地飄回到出生的故鄉。但信耶穌的信徒屬
於神的兒女的靈魂會復活而得到榮耀身體（啟示錄廿4~6），
在新天新地和主同在，那時再沒有悲傷和痛苦的眼淚，直到
永永遠遠（啟示錄廿一 4）。

墓園正面樹立的梁家墓碑 鳴玉嫂在修剪黃菊

嫂夫人把整理好的黃色菊花擺在梁錦琪的石碑旁 鳴玉嫂站在兩雲石碑之間不願離開

刻有人間八個美好願望的英文單字在雲石凳邊上 墓園正面樹立的梁家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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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金婚慶典邀請卡 02 舉行金婚宴會的秀麗遊艇 03 這對伉麗是金婚的明星！ 04 主人兒女致祝賀詞 05 視而不見的交頭接耳密諶 06 甜蜜典型
07 主人們和我們這席共影留念 08 匡社同學的四個良伴 09 搶著和陳慧珍合影  10 一家人自拍留念 11 抱著孫兒女最好 12 精美尾點前留影 13 東方遇著西方 14 請簽名吧老同學

天氣預報是降溫有雨的二零一六年十月十五日，很奇妙
在中午起忽然迎來了陽光普照。被邀請參加匡社陳慧珍同學
及其德國裔夫婿 GeorgeDoerfler 金婚紀念活動的親友及匡
社同學們，準時到達 Hornblower Yacht 公司在 Berkeley 的
碼頭，陳慧珍夫婦早已在碼頭入口處迎接參加各位賓客。各
親友和匡社同學伉儷陸續受到主人熱情的歡迎，一個接一個
在船員的扶持幫助下通過跳板，登上遊艇進入船艙。這艘外
型秀麗白色的遊艇主艙內，排列了十枱可坐六人的小圓桌，
滿滿地共約六七十位嘉賓。主人陳慧珍夫婦及他們的兒女孫
輩和親友佔了大部宴席，剩下三席為匡社同學伉儷，計有余
煜培夫婦、崔家祥夫婦、何榮新夫婦、李宗愷夫婦、楊東權
夫婦、麥加龍夫婦、梁永超夫婦及梁錦琪遺孀施鳴玉女士，
原計劃有常廣原夫婦但因 Ruth 身體欠佳而缺席。多位服務
餐廳 船員早已 奉茶送 酒及各種小吃，服務有禮 周到。中午
十二時半，主人及船長宣佈遊艇起航直駛至三藩市外海灣，
在大家的歡樂聲中伴有動聽的古典意大利歌劇詠嘆調，遊艇
穩定的乘風破浪前進。沿途賓客憑桌旁大窗口可欣賞大平洋
西岸三藩市海灣的迷人風景，又可見不少高樓及電報塔城市
遠眺。這時外面陽光普照，麥加龍嫂對我們說這是她向神禱

告的回應。在船前進時大家都看到灣區大橋及金門大橋宏偉
的近觀，船上的美妙的音樂及歌聲觸及每個人的心田，多麼
浪漫多麼溫馨的金婚紀念啊！午餐的主食是鮮味烹煮正好的
高貭牛排，每人都覺易切入囗品嘗到肉的原味。席間金婚夫
婦的兒女致詞祝賀父母的幸福甜蜜和多謝賓客出席助慶，接
下來和每席賓客合影留念。設立在上層小廳由金婚夫婦的兒
女制作的歷史生活視頻，吸引我們賓客分批到上層觀看，聽
取主人兒女的講解，高興地看到兒女幼時的活潑好動而哄然
大笑。主艙餐廳的尾點也是美觀可囗，大家都贊不絕囗。匡
社同學特別在北加州居住的，都和陳慧珍夫婦有超過三十多
年深厚密切的交情。一起參加過往的重大喜慶，有如今日的
二十年前，我們也曾參加他們的三十周年結婚記念，現在再
次分享這對夫婦這天甜蜜回憶的溫暖。同學們看到常廣原夫
婦的空座，都想念和祝福 Ruth 早日恢復健康，也等待著今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常廣原夫婦的三喜慶典。這次金婚慶典邀
請卡註明不收禮物，但主人卻送給我們每位一袋裝有記載他
們生活的精裝本書和小禮物，同學們都排隊要陳慧珍簽名留
念。下午三時半遊艇平安地回到 Berkeley 碼頭，我們依依不
捨陸續和主人擁抱互說珍重再見。

號角吹響金婚慶  乘風破浪匡社情
匡社 楊東權

匡社陳慧珍同學與其德國裔夫婿GeorgeDoerfler金婚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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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豬助慶迎三喜，妃蚌濃情托終身！

今年聖誕節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晚，在三藩市國際機場
附 近的香滿樓 舉行了一次三喜同慶宴會，宴會主人與主角
是培正匡社同學常廣原伉儷。常廣原八十大壽、常𤅀 (Ruth)
七十大壽、及他們金婚五十周年大慶在當日同時舉行，這就
是三喜同慶的由來，但他們喜稱八十加上七十再加上五十共
整整二百年的美好姻緣之大喜慶典。當晚在香滿樓的大廳擺
滿十多席，培正匡社同學伉儷被安排在不同的三席坐，和我
夫婦同席的有剛由加拿大飛至加州兒子家過節的馬鴻福伉
儷，加州 Fremont 的麥加龍伉儷、余煜培伉儷、梁永超伉儷
及仍在化療的陳慧珍同學共十一人，陳慧珍的外子則安排在
不吃乳豬的歐美賓客一席，李宗愷伉儷和余則誠同學及梁施
鳴玉女士則加入廣原的美國大學同學們同席，崔家祥伉儷及
何榮新伉儷則和誠社的李君聰伉儷等安排一席，全部賓客親
友同學共約百十餘人出席助慶。Ruth女主人身穿紅色中西合
併樣式的合身女服，臉帶微笑的眼神，透過黑框眼鏡頻頻向
道喜的賓客致以謝意。詢問下才知她這禮服是最近飛返香港
去找服裝設計，像天意特別賜給她似的，見到這剛完成而無
需任何修改，如特意為她量身設計定做的合身禮服，使她大
喜過望而感恩無限。

當晚的菜餚盡展香滿樓豪華酒家特色，首先是全隻燒烤
乳豬上枱，正是金豬助慶迎三喜，大家都覺豬皮爽口而廋肉

增添好味，慧珍大姐掛念外子 George 那席無此美味，大家
𢤦她心意都頻頻送乳豬到鄰席給 George 分享，最後的乳豬
頭也打包讓慧珍帶回家中煮粥，席間老年夫妻情深意重頗受
大家感動。另外要提的是特大的貴妃蚌味濃鮮美，取其意為
Ruth 歸入常家而終身不變之濃 情。清蒸深海紅 班魚，正是
魚中的極品，同學們都知我喜吃魚頭，都手下留頭讓我盡嘗
特大魚頭兩眼旁滑嫩的魚肉，不負我遠程由沙加緬度到此一
行。接著是紅燒鵝掌鮑魚炆芥菜，又是一道難得好菜，很可
惜我已年老不及年輕時能豪吃，只能眼看口勿動交給內子打
包了，其餘的蟹肉釀蟹蓋，鷓鴣燉野菇湯，北京烤全鴨，龍
蝦伊麵，炸蝦肉米粉角拌合桃糊，四式甜點都樣樣精美，盡
顯大廚的手藝色香味美，賓客歡喜滿意。

為了鼓勵我夫婦參加這個三喜慶典，同學們知道我住在
沙加緬度較遠而宴會是當晚九時才開車回家，余煜培建議我
去他在 Fremont 家留宿，第二天上午開車回家。但鳴玉嫂則
提議我先開車到她在 Moraga 家中，她再開車帶我們 Orinda 
Bart 站 一 起 乘  Bart 到 三 藩 市 國 際 機 場 下 車 ，再坐出
租車或約定到香滿樓赴宴的匡社同學帶我們出席宴會。這個
建議打動了我們是因為我們在美國住了三十八年從來沒有坐
過 Bart, 真想試試學俗語說大鄉里出城看看新奇體驗新的經
歷，因此跟著鳴玉嫂由她開著她的奔馳車帶我們到 Bart 站
後，還特地發給我們準備好的特價車票，像旅遊導遊領隊般
帶著我們順利地登車，坐上那略嫌陳舊並且嘈雜聲振耳的車

三喜同慶宴會
匡社 楊東權

筆者和廣原紅藍精神在頭上

甜蜜的熱吻

男女主角迎客

鳴玉和 Ruth

Ruth 合身的禮服的正面及背面美觀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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廂，在不斷振動的車廂內還有幸見到一位彈著吉他唱歌的非
裔藝人的演唱，鳴玉嫂特別大方給予多張美鈔打破無人給錢
的冷清情景。到機場國際離境區不久，我們匡社樂於助人的

（車伕）李宗愷同學伉儷開著他們的奔馳車很快趕到，整個赴
會過程高度表現匡社同學的互相關懐而令人感動。

在報導當晚筵席同時，筆者要先談談當晚男女主角的故
事，我和常廣原成為同班好同學及好友是在一九四九年香港
培正中學，當年在九龍十六號巴士中轉站認識的余煜培成為
第一好友後，在培正中學入學考場卻找到正在考入學試的常
廣原，他很快成為我在校同班的第二好友。我和常廣原都是
廣州培正中學初中一學生，因初中仔在廣州母校人數眾多，
我和廣原有見過面但不熟悉。我因舉家遷港後立即插班進入
香港培正中學初中二年級，廣原先到澳門入讀澳門培正後，
不久也舉家遷港因而他要參加插班入學試。我在考場外看見
廣原似曾相識，對他大加讚揚鼓勵一定過関入學，果然他順
利入學和我及余煜培同班，我們三人頓時成為好友。廣原因
為後到九龍住在當時還未完全發展的黃大仙區，我家住在九
龍城，煜培家卻在九龍塘，我們經常互相探訪。我記得很喜
歡觀看廣原家院內，幾個半埋在土的大金魚陶瓷圓缸，養了
體 型希奇古怪、水泡大雙眼、各種 顏色的大 金 魚。當時黃
大仙自來水設施仍未滿足供水，大魚缸的換水需找人挑水供
應，才能保障昂貴的各式金魚自由的游來游去。

常家和陳家（Ruth 未婚時姓陳）兩家是世交，兩家都在

廣東江門及新會的兩大歐美石油代 理商工作。廣原比陳瀛 
(Ruth) 大十歲，但倆人青梅竹馬情投意合，Ruth 時時跟著
廣原哥身後難捨難分，兩家父母長輩看在眼裡，互相認可默
許。廣原香港培正中學畢業後升學到台灣大學，原培正同級
同學早長成已過青春少年期，紛紛開始尋找異性伴侶，如何
榮新緊追培正忠社薛友梅，常在大學女宿舍門前徘徊為睹佳
人一面，成為當時同學間話題和笑料，幸運的結局在榮新的
多年追求下，友梅最終歸入何家。余煜培及詹益邦亦開始找
非培正的大學女同學，但常廣原則目不斜視從不心動，心中
只念著比自已小十歲的 Ruth 妹妺。從來沒有桃色誹聞或花邊
故事而衆所周知，廣原台大畢業後留學美國名校康乃爾大學
直到學成後工作，同級培正同學多已成家，他單身直至年滿
三十而 Ruth 亦長得亭亭玉立年滿二十，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就
讀時無視眾多的男同學，兩人才好事成雙結成連理，也就有
了這次三喜慶典中，慶祝金婚的兩人浪漫的故事。為了証實
這段美好的姻緣和兩人甜蜜感情，筆者特意要求和賓客的熱
烈響應起哄下，廣原三次親吻 Ruth, 我攝下了三次的親吻鏡
頭，但由於報導篇幅的限制，只選出最甜蜜的一幅供大家欣
賞，其他的如 Ruth 的禮服，和同學間的合影相片也應在此文
中給大家一個交代。總言之這次三喜慶典是成功的、完滿、
浪漫、幸福、難忘、開心的宴會，最後祝
願廣原伉儷白髮齊眉實現他們結婚禮時莊
嚴誓言的諾言，作為人間美好的見證！

Alice 和 家祥

問候坐著帶帽的 Alice 大姐 匡社同學多在此席

李宗愷伉儷

李宗愷伉儷和余煜培及余則誠

楊太和馬太

介紹內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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