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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社同學八月卄八日與梁鑑
澄伉儷午茗歡聚於香港唐宮

2019君社－
忠社獎學金得主

劉映廷2019年級君社社長，1955年級忠社紀念羅慷烈老師

獎學金得主（國文科成績優異）

2019年級君社　品學兼優獎〈1955年級忠社金禧獎學金〉�

文組－羅曉旻(右圖)、理組－葉卓穎(左圖)，葉同學並

獲得1955年級忠社紀念關存英老師獎學金（中文科成績優

異）及1955年級忠社致敬張啓滇老師化學獎學金�（化學科成

績優異）並榮膺2019年香港文憑試狀元。

輝社暮春茶叙
輝社鄭國輝

六月六日輝社同學在三藩市稻香茶樓午膳，筵開二席。

老同學們見面閒話家常，互道近況。黃漢超嫂林波坐在我旁

邊，兩年來未有見面，話語是說不完的，漢超返天家後，遺

物如書籍文章繁雜眾多，不知如何處理，只好慢慢去辦。黃

佑民嫂余惠慈最近和女兒玉蘭、玉蓮往新加坡旅遊。次男偉

強添一千金，更忙於含飴弄孫。說起含飴弄孫，孫必興、吳

冰明夫婦的外孫們已成長，餐後匆匆離席趕赴長孫女的初中

畢業典禮。必興組織的八十大壽會在賭城拉斯維加斯，共三

日二夜，直至現在已有四十七人報名，頗有成績。可惜王祖良

不能赴約，因為屆時他和二哥祖棠往歐洲旅行。霍秀森也不

能赴約，因為她要飛往倫敦。七月初秀森和翁希傑、葉秀瑜

夫婦往Ecuador�的Galapagos群島，乘船穿插各島間去欣賞

各種現場生物動態，如大龜、鬣蜥、火蛇、變色龍、海獅、

軍艦鳥、紅鶴……等。應義勇、陳麗蘋夫婦會在十二月乘郵

輪從三藩市來回檀香山，沿途陶醉於白浪滔滔，海天一色。

何汝顯、蔡煒幗夫婦船遊紐西蘭、澳洲回家。單瓊珠剛會

見李澤洲，拿了他們最近合拍的照片給我看。傳來澤洲致候

訊息。輝社網站掌門人朱啟鵬和嫂夫人蘇昭熹也到了，啟鵬

為了網站，花了很多精神、時間、心血。可惜投稿者不夠踴

躍。都已上了年紀，懶於執筆為藉口。希望此報導能拋磚引

玉。另一掌門人胡露施因有事陪夫婿黃顯中出外，不能參加

此午膳。筆者六月底有中美洲Costa�Rica之行。寓居國立公

園內。主要是享受熱帶雨林內的奇花異卉，珍禽怪獸。餐後

君社劉映廷探訪了北京
清華大學退休教授何衍
宗學長(1950弘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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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壽慶隨筆
胡露施 (1957 輝 )

每次大的聚會

後，總要激動幾天，

過往的鏡 頭，不斷

縈迴 腦際，熟 悉的

聲音笑 貌，猶 在眼

前。這次聚會是我們

輝社同學的八十壽

慶，我們 從 青少年

時期開始，一起渡過多少快樂的時光，之後各自為自己的前

程，事業，家庭，子女經歷過無盡的艱辛磨難，如今已到了

休閒安逸的黃昏晚年，可幸有這樣一班難得的朋友，不論財

富多寡，不論社會地位高低，無人理會過往工作貴與賤，甚

至兒孫是否出眾都只是笑談，大家只珍惜眼前這難得相聚的�

一刻。

勞苦功高孫必興、翁希傑
這次八十壽慶聚會的成功，孫必興與翁希傑都可謂勞苦

功高。

半 年 前， 自 從

灣 區 的 同 學 提 議

重 聚 地 點 選 在Las�

Vegas�後，孫必興他

們夫婦便遍尋便利

條件適中的地方，結

果找到新裝修好，價

廉物美，地點適中的California�旅館，必興寫了proposal，

與希傑一起廣發給輝社同學。為了推動同學積極參與，他們

不斷聯繫外地同學。

到了臨近聚會時間，

更要籌劃各種餐會，

交 通工具，不一而

足。

��北美洲的輝社

同學，多有聯繫，但

從未有選過社長或會

長之類的名堂，不言

而喻，孫必興便是我

們心中的領頭人。多

年來他義不容辭地

不斷付出。翁希傑是

輝社的總管，負責財

政，長期以來，一絲

不苟，任勞任怨，總

是默默的為輝社工

作。有必興和希傑這

樣的同學。不怕事情

辦不好。

永不言敗樓永靜
這次大家最高

興的事。莫如見到樓

永靜。在我的心中，

她不但是一位優秀

的同學，親密的朋

友，她還是一個永不

言敗的鬥士。十幾

年前還未得病時，她和夫婿Burt�是大自然的愛好者，經常

登山，露營，滑雪。尼泊爾喜馬拉雅山附近，瑞士阿爾卑斯

山，科羅拉多等等一些地方，都有他們的足跡，2007�年我們

回香港參加離校50�周年慶會，他們還去登獅子山重溫舊夢。

從香港回來不久，卻不幸得病中了風，打擊之大，難以想

像。她需要重新學習講話，艱難地動一動手腳，更遑論要處

理簡單的日常生活。十多年來，在夫婿Burt�的細心照顧和鼓

勵下，她勇敢地面對這排山倒海的困難，每星期堅持到健身

房 去 復健。Burt� 是

一個值得我們景仰

的好丈夫，這些日子

以來，他不離不棄，

因為永靜喜歡吃中

國菜，他學做中餐，

買了cook�book，不

厭其煩地到遠地方買中國蔬菜。他們有時開車到附近聽音樂

會，絕不會完

全脫離社會。他們曾參加2012�年輝社在Las�Vegas�的

聚會，時隔七年，沒想到又一次可以見到他們。我們理解，

每出行一次，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永靜想念輝社同學可見一

回家時深深感謝這午膳東道主人隆情厚意。並想起漢武帝時

兩兄弟。哥哥是十八歲帶兵征匈奴，茂陵墓前有馬踏匈奴石

刻。弟弟是托孤之臣。一手開設昭宣之治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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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日情懷
鄭國輝 (1957 輝社 )

輝社鑽禧加二賭城Las�Vegas之會，參與者五十人。見到

闊別多年的同學，緊握着手，驚喜到熱淚盈眶，霎時說不出

適當話語。正如宋詞所云:�「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

情懷太熱熾!�場面太震憾!已有胡露施情文並茂，字字珠璣報

斑。欣慰的是，永靜精神奕奕，頭腦清晰，記憶力好，真使

人高興。

永葆青春賈士元
我 們 到 達Las�

Vegas�的第二天，適

逢是賈士元的八十壽

慶。女兒女婿及孫輩

們都趕了來，他和夫

人Joan盛情邀請全

部參加聚會的同學

和親朋。和他一起歡

慶這一難得的日子。

晚上大家享受了一頓

豐盛而講究的晚宴，

看到賈士元一家幸

福地團敘，女兒們替

父母招呼客人，介紹家裡各成員，三個孫兒女活潑可愛，真�

令人羨慕。

賈士元如今有說有笑，精神飽滿，非常健康。回想近一

兩年，他也受到一些疾病的折磨，在家人和自己的努力下，

如今痊癒如初。現在他非常珍惜健康，刻苦鍛鍊，如今上樓

梯和斜坡，快步相信無人可及。祝賀你，生日快樂!

遊子歸來陳偉民
我們三藩市灣區的同學們，多數對陳偉民沒有印象。因

為大大小小的聚會，為數不少，可是從來沒人提起或見過陳

偉民。我是在幾個月前，黃漢超病危之際，和漢超嫂Pauline�

談話時，Pauline�提到陳偉民想來這裡看望漢超，只是漢

超已無力接待。我便想“這個同學真是有心，幾十年沒有聯

絡，還記掛着舊時的情誼，實屬難得。”想不到這次卻在Las�

Vegas�有緣和他們

夫婦認識。他們待

人很是誠懇，談到

他在培正高中時的

情形，後輾轉來美

求學，成家立業，

又談到最近身體狀

況，使人覺得並不是初次見面那麼坦誠。在聚會中，他到處

尋找認識的舊友，Betty(樓永靜)，江達信，翁希傑，朱一美

等等。真希望有機會時，再有機會和陳偉民夫婦一起在輝社

聚會。

平板攝影師方鋒培
說方鋒培是平版攝影師好像有點不尊重，在我腦海中

攝影師好像總背着一大堆重重的器材，三腳架，長鏡頭，單

反機。但是這個平板輝社攝影師卻非常專業，他準確地對

焦，取最好的角度和光線，照出令人十分喜愛的照片，這次聚

會的照片，絕大多數都是鋒培的作品，使我們得以留下美好

的念想。各位若有婚宴壽慶，周年紀念，或家庭團敘，盡可

請他到場，一定會給你好的折扣。聽說攝影師身上曾捱過幾

次小刀，不是暴徒所為，而是自願接受，不過要選高明的醫

生，他如今生氣勃勃，不露一點痕跡，你羨慕嗎?�謝謝你，

方鋒培。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這次聚會，還有一些朋友們，親戚們，都和我們一起渡

過快樂的時光，希望有緣再相見。

在臨別的晚宴

上，江 達 信高歌一

曲“For� The� Good�

Time”， 之後 又 應

邀 唱“You�Don’t�

Know�Me”，輪到士

元嫂Joan�唱了“The�

Way�We�Were”，他們兩人唱歌都有很深的根基和造詣。必

興跟着和唱“何日君再來”，充分表達了我們的心聲，只望離

別後，大家一定要保持健康的心境和體能，一起共享我們有

限的黃昏。

而今，我們已是八十高齡的老者，過去我還在寫輝社

金禧簡歷時，曾經非常懼怕老的到來，因為在人生的路上，

“老”意味着“病”，要承受各種疾病的折磨。這些年來，一

些親近的朋友和同學已離我們而去，他們走完了人生的路

程，我懷念他們，現在我覺得也要像他們一樣，坦然地接受

一個個挑戰。老朋友，老同學的鼓勵和互相支持，顯然也是

一個不可或卻的因素。只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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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其盛況。無奈思潮澎湃，塊壘壓胸，要一吐而後快，不能

理會畫蛇添足了。

分手前夕，在新光餐室告別宴中，賈士元嫂郭詩玲演唱

英文歌「往日情懷」The�Way�We�Were。她那清脆嘹亮，繞樑

三日女高音，配合真摰誠懇，情深款款的聲線，將那簡單而

美麗的詞句演繹出來，深深扣動我的心絃，我現在將歌詞抄

下來:

Memories�light�the�corners�of�my�mind

Misty�water-colored�memories�of�the�way�we�were

Scattered�pictures�of�the�smiles�we�left�behind

Smiles�we�gave�to�one�another�for�the�way�we�were

Can�it�be�that�it�was�all�so�simple�then

Or�has�time�rewritten�every�line

If�we�had�the�chance�to�do�it�all�again

Tell�me,�would�we?

Could�we?

Memories�may�be�beautiful�and�yet

What's�too�painful�to�remember

We�simply�choose�to�forget

So�it's�the�laughter�we�will�remember

Whenever�we�remember�the�way�we�were

The�way�we�were

言簡意賅，每一句的含義鑽入聽者的靈魂深處。我們多

麼珍惜久別重逢，異地聚首，緬懷往事，共慶桑榆的一夕。

此時此地，這歌何等貼切道出我們的心境。

追憶照亮了心靈的深角。追憶是水彩幾筆，畫出我們的

多彩多姿的情景，因時間的冲淡，總有點迷濛。散落的舊照

片留下當年的笑容，這是互相給予的臉孔，反影出昔日的模

樣。

難道真是這麼簡單，是時間重寫每一件事物，這回憶也

走樣了，如果我們有機會重來一次，你告訴我，我們會嗎?我

們能嗎?

追憶往事是很純美的，若鈎起沉痛的經歷，我們就簡單

地選擇將它忘掉。縈迴在腦海中是綿長的笑語。這無限的歡

愉就是我們往日情懷，昔年氣勢。

David�Hume是十九世紀享譽盛名的英國體驗哲學家

empirical�philosopher。他認為真實只不過是給旁人的一束

感應罷!�(a�bundle�of�perceptions)我在世界上的存在是別人

感覺我從前做過甚麼?現在做着甚麼?�及將來預備做甚麼?

若沒有這些給別人的感覺，就無異於與草木同朽，在世上過

眼雲煙的動物了，所以我參加每五年的輝社社慶和往世界各

地和輝社同學的集體旅行。留下散落的照片群像就是我曾存

在世上的有力證據。

從Las�Vegas機場乘車赴California�Hotel至同往新光

餐館參加告別宴，常在我身畔的是趙文權，他是我一生中淵

源最深的輝社同學之一。五十多年前他在Stockton太平洋學

院攻讀化學博士，每月總出來三藩市一、兩次，沒有錯過和

我聚首的機會。記得一次是端午節，母親包了很多裹蒸粽，

她知道文權蒞臨在本市，命我駕車接他來共享，那時他寓居

在Midtown�Terrace黃景輝家。我的車子要飛越Nob�Hill和

Twin�Peak�二山，外面刮着大風，見到了文權，多年友情溫暖

足以抵抗外面風寒有餘。後來他在美國東岸成家，嫂夫人蔡

靜靜和我談得很投機，雖然我不懂國語。二零零零年張家界

遊，靜靜剛讀罷我寫意大利第三篇遊記「亞西西尋幽訪聖」，

在欣賞張家界嵯峨奇峰路上靜靜和我大談地球彼方聖城

Assisi。七年前翡翠禧我們寓居同一旅館California�Hotel，

靜靜已惡疾纏身。她仍面露歡容，擕同女兒Joyce和未足一

歲小孫女Kylie和文權參加盛會。會後文權執筆報導盛況，一

年後靜靜辭世，我們很懷念她，她的嘉言懿行，給我們的感

覺是不能磨滅的，這次Las�Vegas重聚，無論在街上漫步，玩

吃角子老虎機，在閣樓喝咖啡……文權都和我在一起，他儼

然取代了七年前翡翠禧時的張錦波，錦波是我多次旅遊時忠

實伙伴(見四川遊記「蜀有重山之險-續」和「輝社離校五十七

年感言」)嫂夫人趙羅珊年初病逝，我們經常在電話交談，本

來他準備來Las�Vegas和我見面。終因嫂嫂離去後要辦很多

俗務，未能成行。

每晨八時文權和我步上California�Hotel閣樓喝咖啡，

有一張可坐十多人的大枱，是多位輝社同學集會處。常見到

的有朱一美、方德權、黃煥慶和夫人黃新芳、盧遂業和夫人

蔡少鳳、何汝顯和夫人蔡煒幗、應義勇和夫人陳麗蘋……忠

社江心敏也到了，心敏兄和我是文字之交。二十年前他約我

在三藩市嶺南小館會面，請我吃午餐，他的大哥也在座，江

大哥是舞文弄墨好手，他借給我看自傳內一章「名伶千里駒

之死」。他從一十歲孩子見聞為角度，寫得很生動。我對千

里駒並不陌生，雖然我們是不同時代人物，他是第二次世界

前在省、港、澳紅透半天的粵劇演員，父親遺物中留下很多

七十八速旋舊唱片，其中有千里駒的作品。我有機會欣賞到

他的藝術造詣。何汝顯和心敏兄大談生物科課室趣事，他影

印了輝社珊瑚禧紀念刊中他的傑作「劏貓記」給心敏兄看，他

們真是劫後餘灰的難兄難弟。我們在這咖啡座聊天到午餐時

間，第二天的午餐是心敏兄請我們到Main�Street�Station。

客人有趙文權、江達信、朱一美、方德權和我。這是我第

二次受心敏兄邀請，他真是豪氣干雲。我們二十年未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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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已發生了無數大小事，見面後總在回味，重說那往日情

懷。世間事，由它去罷!�「南來征雁北歸鴻，再相逢，展歡

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

言中。」

第二早的茶座，江達信姍姍來遲。我和他淵源更深，告

別培正前夕初三信同班，在美國重逢純屬偶然。五零年代末

我就讀Berkeley的加州大學，在中國學生宿舍碰上他，原來

他的表弟也寄寓在同一宿舍。意外的碰頭驚喜莫名，就在這

月白風清晚上，漫步這洋溢文化氣味的大學城街頭近兩個鐘

頭。這短短的剎那異常寶貴，讓我了解他的個性和人格，發

現他對中國古典文學有濃厚的興趣。「李陵答蘇武書」、「李

密陳情表」、和一些唐詩宋詞能背誦如流，就此鐵定了我們

六十年的友誼。後他寓居New�Jersey，經營美國人參生意，

長袖善舞，甚有成就，我曾在他府上作客三次，拜見了伯母

江景英老夫人，嫂夫人陳御蓮關懷備至，最難忘一次是往

訪Wisconsin人參農場他的別墅，一同作客的還有趙文權和

蔡靜靜夫婦、梁果行和Rose夫婦、莫伯豪和鍾佩娟夫婦。

我們一行九人到寮國移民的賣物會流連及在田野割取紫苜

蓿Alfalfa，晚飯時御蓮嫂用作炒蝦球配菜。倏忽已過了二十

年。老成凋謝，陳御蓮、梁果行、蔡靜靜、鍾佩娟四人已

先後返天家。達信為商業奔波，一年來三藩市三次，留宿在

Royal�Pacific，離舍下只有十分鐘步行路程，我們見面頻仍，

常到意大利埠品濃咖啡、華埠吃海鮮粥、越南埠食火車牛

肉粉。他樂善好施，常給友好甚至陌生人作經濟上的紓解，

在金禧刊我代他撰的小傳已有詳述。伉儷情篤，御蓮嫂已離

去十年。我們在Las�Vegas時追懷往事依稀。我唸了蘇軾的

悼亡詞:�「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縱使相逢應不

識，塵滿面，鬢如霜…」他頓時黯然神傷，泫然欲淚。江心敏

兄問我在輝社內有多少和我特別好的，我說和我交情深厚的

有六、七位，達信是其中之一。於是介紹他們認識，他們氣

味相投，很有緣份，餐期坐在一起，我在旁作陪，達信退休

已有三年，且有腰背酸痛毛病，不再來三藩市了。我們見面

機會頓減。這次Las�Vegas大會，我約了江達信和張錦波，二

中其一，成績總算差強人意。

輝社鑽禧加二大會，客人除了忠社江心敏兄外，還有女

同學善社曾妙珍，她曾和翁希傑嫂葉秀瑜的大姊葉秀雯同

在一醫院服務作護士。一九八九我以三藩市會長身份參加

香港培正同學會辦的建校百年校慶中山、廣州、澳門五日四

夜遊，曾妙珍和夫婿一同參加。我們混得很熟落，二年前即

一九八七年我作絲綢之路全程遊，從倫敦坐火車抵達西安，

沿路停站一夜至三夜(見遊記「鐵馬冰河入夢來」)我曾向妙

珍述說一些旅遊經歷。訪莫哥窟時，在柳園下了火車，改乘

長途汽車赴敦煌。時公路很原始，凹凸不平。車子顛撲得很

厲害，拋上拋下，乘客像跑馬般，車內有一九十多歲老翁，身

體看似仍很健碩。突然臭氣薰天，那老翁忍不住了，索性來

個大解放，妙珍聽罷忍俊不禁:「豈不是跑馬跑出閘」。告別

宴在新光餐室，我和妙珍同席，我問她:「還記得跑馬跑出閘

嗎?這回可輪到我在跑馬呢!」她報以會心微笑。

告別宴後，是分手話別之期，真是依依難捨，望後會有

期。「自古窮通皆有定，離合豈無緣?從今分兩地，各自保平

安。」每人珍重身體為要，五年前我們乘遊輪上溫哥華，在甲

板上欣賞日落景色。深感人生路匆匆步過，回首已是黃昏。

李商隱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雖情真貼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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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輝社鑽禧加二賭城重聚太轟動了，各赴會者都烙下不能

磨滅的印記在心頭，散落的照片刻上每人的笑容以供多年後

「往日情懷」的追思。

美國獨立節匡社紀事
深切懐念梁錦琪伉儷

（匡社）楊東權
二零 一九 年六 月中 旬

後，美國加州北部灣區匡社同

學的藍星囍前奏曲結束不久，

迎來了美國獨立節日慶典的

煙花，但居住在美國加州北

部灣區附近的匡社同學卻有

一次有意義的懷念活動。大

家都記起在二零一七年七月

四日的美國國慶的煙火，在萬

眾歡騰仰望天空光輝燦爛的

一朵朵彩色煙花的那天，一位熱愛培正校友的匡社梁錦琪夫

人施鳴玉女士，卻像上空散落的煙火永遠消失了，帶著對丈

夫的愛及對孩子們

的深情甜蜜的微笑

魂歸天國。孝順的梁

錦琪伉儷的二位兒子

Gordon� 和Omar，

深切懐念父母的恩

梁氏墓圖的鮮花

匡社同學在墓園

Gordon family 和 Omar 在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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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和對培正匡社同

學的大愛，特別在七

月四日這天邀請美國

加州北部灣區的匡社

同學好友，到他們父

母的墓園獻花致意。

匡社同學回憶起梁

錦琪伉儷對培正同學會所做的無私奉獻和表現至善至正的紅

藍精神，大家像一家親人般應邀相約在當日上午十一時許，

陸續來到位於拉法葉鎮的�Oakmont�Memorial�Park�紀念墓

園內的梁氏宗親墓園，筆者楊東權夫婦帶著預早準備好的兩

束白色不同品種菊

花，在早晨九時由加

州首府沙加緬度市

開車一時半較早到達

墓園辦公室時，施鳴

玉女士的Mary�knoll

英文書院同學兼好

友匡社崔家祥同學

夫人Miriam�亦剛剛

到 達。Miriam� 自 梁

施鳴玉逝世後自願

接替鳴玉幫助聯絡

匡社同學的義務，這

次聚會活動也是她

負責安排的，施鳴玉的胞妹Cindy�Wu及親人也在辦公室內。

接著李宗愷夫婦、何榮新夫婦、陳慧珍夫婦、余煜培夫婦及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戚嘉慧會長也跟著到達，根據辦公室人員

給予墓圖地圖的指引，大家各自開車駛到梁氏宗親墓園。各

人把自己帶來的各種鮮花擺在墓園內，恭敬地親手放在鏛琪

及嗚玉的墓碑前，為

了使我獻上的兩束

白色菊花開得更長

久些，特別從家𥚃玻

璃花瓶中選個合適

的注入清水，為了鮮

花更好看些我從家

中後圔摘幾枝藍色

花朵配上白菊，表達

我夫婦對梁氏夫婦

的深切思念。� 錦琪

的大兒子Gordon�帶

著全家也到了墓園，

他也背上一部好攝

影 機 拍照，並一 一

向長輩親友們表達

謝意。然後我拍攝當

天在墓園的匡社同

學及戚會長的合照，

也拍攝了錦琪的兒

子Gordon�及Omar以及錦琪的孫女孫子親屬的合照，當然

也拍攝了鳴玉胞妺Cindy�Wu�及�親屬的相片，這些照片記下

了錦琪及鳴玉的子孫和親人對他們的思念和敬意，也表達了

美國北加州匡社同學

的深切懷念，三藩市

培正同學會戚嘉慧

會長來到墓園獻花，

也表達了每年夏季在

北加州的灣區紀念

梁錦琪伉儷乒乓球

比賽即將舉行。�大家掃墓獻花致敬後，Gordon�代表梁家親

屬邀請我們全體到鳴玉逝世前幾年曾經幾次邀請匡社同學午

餐甚得我們好評的月華樓聚會午宴，這次仍然宴開二席，各

式菜餚仍然保持其色香味美的特色。當餐廳老闆娘送菜到我

坐的那席枱時，我懷念曾經嚐過的飯後水果去頂鮮橙每位一

個的甜點特別難見，不禁開口詢問老板娘今次是否有這種去

頂鮮橙？老闆娘笑而不答，在送上紅豆糖水甜點後，當我們

吃完糖水後，正感有些失望時，想不到接著送上每位一盅去

頂鮮橙，我心中昇起了溫暖感謝的激情，飯後大家依依不捨

離開回家前，請餐廳老闆娘為我拍了一幅合照。這次掃墓及

午宴的聚會時的種種感情，使我想到培正母校為我們打開了

一扇大門，沿著至正至善的人生目標前進走出去，激勵我們

發 揮 紅

藍 精 神

勇 往 邁

進。更值

得 信 賴

慶 幸 的

是 母 校

亦開啟了

一扇天窗，令我們看得更高及更遠的人生觀及世界觀，讚揚

創造主創造萬物及人類的奇異作為，從靈魂深處感謝基督的

救贖大恩，享受今生的喜樂及永生的平安寧靜。理會畫蛇添

足了。

戚會長及匡社同學在墓園

梁氏親屬在墓園旁

Cindy Wu 及家人在墓前

月華樓午宴一席

月華樓第二席

Gordon 全家在墓園

月華樓第二席

月華樓午宴後全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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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社同學在三藩市聚會

昇社寇懷誠教授和剛社梅璐屏、呂沛芬同學在波士頓喜相逢

剛社月會兼歡迎
由巴西訪港李榮基同學

2019年8月31日剛社月會兼歡迎由巴西訪港李榮基同學。

榮基在北京參加世界中國式摔跤總會之成立大會後專程

抽空訪港。他今晚用了三個半小時講解竹炙，氣功必知，親

自示範教授纏絲功，拍手功，和八段錦等日常健身功課。我

們今晚受益良多！榮基還答應日後如果母校和同學會需要，

他會儘量配合回港教一個短期課程傳揚我國傳統武學和養

生保健氣功給校友和在校學生！

剛社林英傑

2019年10月27日及28日，
李榮基同學(1971剛社)在巴
西主辦之泛美洲中國式摔跤
（功夫跤)國際邀請賽。勁！

剛社同學在三藩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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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社四十週年
紅寶石禧慶加冕感懷
胡婉霞 1978 英社

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這天是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同學日，亦是熱烈慶祝各級社社

禧之紀念日。我們在�1978�年畢業的英社同�學，近者來自加

州灣區不同城市及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遠者來

自加�拿大卡城�Calgary，以喜悅的心情來參加這四十週年之

紅寶石禧加冕典禮和感�受其他社級禧慶的熱鬧氣氛。

大概在�20多年前我和外子黃德仁�(1973�勤社)曾到唐人

街康年酒樓參加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春茗之聚餐，當時有點失

望因我在春茗中沒有遇見一位英社的同學。但開心的是我竟

然巧遇曾教我中二自然科兼班主任張春煦老師，想不到她一

口講出我的名字，她還那麼好記性，真是使我佩服和尊敬。

自此以後，我和�張老師一直保持聯絡。多年來我因忙於家庭

和其他工作事務也沒有空再參加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之活動了。

英社譚淑儀同學和我一直在二埠�Sacramento�居住。自�

1985�年以來我們也參與�加省省會二埠培正同學會之活動和

為同學會辦事。我們非常感謝三藩市戚嘉慧�會長多年來不斷

支持我會，同時她也帶同其他學長長途駕車來捧場參加二埠

培�正同學會之春茗和夏日郊遊會。並且推廣培正同學會之世

界培正同學日及報告�培正同學在各地之動向和消息。嘉慧之

勞心勞力和發揮培正紅藍兒女之精神真�是居功至偉。由於今

年�8�月份她參加了在加拿大的第五屆世界培正同學日，拜�訪

卡城�Calgary�期間提及三藩市同學日加冕之事。何鐵樑及李

婉莊夫婦，沈婉�華及丈夫�Harry�都一同答應從�Calgary�飛來

相聚。這消息一出，灣區同學更雀躍�不已。其實九月中我從

香港探親回美已十天，時差還未適應。感謝譚淑儀和丈�夫鄺

永光�Wayne�自願駕車一同出埠参加聚餐加冕。由於今年�11�

月�17�日我不能�回港参加加冕典禮，難得李婉莊等同學也從

加拿大飛來三藩市参與盛會。今次�也是我自中五畢業離校後

第一次加冕，所以非常興奮。真想不到相隔數十年後我有機

會在�Millbrae�的香滿樓感受這盛典熱鬧的氣氛。

加冕日當天我六時多已起床準備，晚上只睡了約四小

時，可能因為太興奮和時差的�關係輾轉不能成眠。7�時半

便駕車到了淑儀夫婦�Elk�Grove�家中。�我們�7�時�45�分便�出

發，駕車需時約二小時才到�Millbrae�香滿樓。沿途交通順

利，約十時正已抵達目�的地。在地下入口我們已見到有些年

老的培正學長，男的學長打了紅藍校呔，而女�的學長也以紅

藍色作為衣服配襯。我們雖然不相識，但大家也互相打招呼

問候一番，感覺非常親切。我們上到二樓，見到嘉慧已在打

點酒席一切。我們向職員報名交款後便到一樓英社的餐枱

位置安坐。一樓共安排五席，英社有兩席共�22�人。據�嘉慧

說以往通常有十四或十五枱酒席。今年報名踴躍約有二十三

枱之多。真是盛況�空前。因二樓沒有空間，我們被安排坐在

一樓，但是仍感覺很歸一，同學更可醉心傾談。酒席期間我

們英社到二樓参加加冕，加冕的同學共有十七人�(見下圖)。

由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學長為我們每人掛上紅白藍仿絲帶的

古銅紀念牌。紀念牌設計精美，外圍以紅白藍之花形圖案環

繞，內圍是可轉動之白色圓形牌。圓形牌內亦以�紅白藍三種

色來配襯。正面以紅色字印着“三藩市培正同學會”形狀似校

徽，中間印着藍色字“紅藍兒女”，下面還有三藩市金門橋的

圖樣。白色底轉動紀念牌之後面，是紅色印字“情繫培正”及

“紅寶石禧紀念”，設計非常別緻。當時學長還講�笑說我們

這級是最年青的一群，各同學不禁大笑。而同學之家眷及工

作人員亦互相為我們拍下全體紀念照。當時我也看見一些高

班的學長，頭上戴著不同款式的加�冕帽子。坐在旁邊�1968�

年仁社黃澤球學兄也戴着一頂精美的加冕帽子。我們講笑�說

要等多十年我級才有資格戴這頂帽。在此感謝這位學兄，為

我們英社同學拍下一幅完整的加冕照片。之後我們返回一樓

坐位，互相自行拍照留念。大家同學繼續暢所欲言，興高采

烈。約二時多聚餐慶典圓滿結束。我們互相擁抱和握手說聲

再見，�真是依依不捨，希望後會有期，日後有緣再聚。

因�Calgary�同學遠道而來，我們當然作地主之誼與他

們繼續暢聚。感謝孫掄和丈夫�敏社陳學恒已一早安排了到�

Napa�Valley�暢遊和享受本地之下午茶和晚餐。那麼我�們部

分英社同學仍可繼續餘慶的節目。我們到了著名的�Bouchon�

Bakery�品嚐西點和咖啡。大家還一同分享無花果批�(fig�tart)�

和其他西點，真是美味可口。之後又到了有名的�Rutherford�

Grill，幸好嘉慧和黎世嚴及時趕到與我們一同共進晚餐。

我們真是精力充沛，仍然互相高談闊論，總之有停不了之話

題。可是歡樂的時光過得太快，夜已深了，看見嘉慧也非常

疲倦。同學日加冕的活動，她何止忙了一整天，事前事後勞心

勞力為培正同學會四處奔走，真是功不可沒。於是我們各同

學互相祝福對方說聲再見，踏上歸家之路途。

筆者對這次加冕盛典感慨良多，真是畢生難忘。寄望有

緣千里能相會，希望能以年長的學長作為學習的榜樣，能保

持身體健康，才可發揮培正紅藍兒女的精神，繼續邁向更多

次的禧慶紀念慶典!

後排左起 :  何鐵樑、何英偉、黎世嚴、羅志傑、陳仲思、傅賢亮

前排左起 :  戚嘉慧、譚淑儀、李婉莊、黃可英、胡婉霞、莫凌芷、

 何潔瑩、譚蕙芳、孫 掄、沈婉華、邱婉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