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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匡社梁永超同學逝世  （匡社）楊東權  
 

 

    

 
 

剛剛跨入新的公元二千零二十一年，一月七日接美國加州北部灣區匡社同學兼好友余煜培

電郵，轉來匡社梁永超同學夫人梁羅秋好女士電郵告知，梁永超在一月五日在加州北部

San Jose家中逝世。永超兄近年來因前列腺癌擴散在睡眠中安祥辭世，終年八十七歲，

我及匡社同窗得知後深感痛心哀悼。梁永超同學在香港培正中學 1951年初中及 1954年高

中畢業（見開頭附圖初中及高中時相片），他亦是香港培正同學會永久會員。他經常轉發

香港培正同學會的通知及電郵信息，他不數典忘祖、愛中國、愛香港、愛培正，直到近大

半年因病才沒有收到他的信息。我和梁兄雖同在香港培正初中及高中畢業，但因培正學生

眾多，同一年級按信、望、愛排多個小班，特別是高中時他在信班我則在愛班，他平時沈

靜寡言，故接觸不多也不熟悉他離開培正後的情況。直至四十多年後的 2000年後，他夫

婦倆曾到旅游勝地 Reno 玩時，中途經美國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探望我，這是我高中畢業

後和他第一次相見。據和永超兄同屬高中信班的余煜培同學回憶，他第一次在美國加州和

梁永超同學見面時大約 1962年左右，煜培特別請假一天陪同他游玩南加州。 

1963年梁永超在美國 U of Illinois 獲得電子工程碩士，接著受聘於紐約的美國 IBM 公

司 的各個分部工作，他主攻計算機的電源及線路設計，是註冊 PE直到 1993年退休。退

休後對股票投資有興趣。他在初中及高中時對音樂有興趣，特別是西洋古典音樂作家，知

之甚詳，故在初中和高中培正匡社同學錄中評他懂樂理但不彈琴，甚至匡社石濟民同學讚

他為匡社的音樂之父，期望在培正理工科名校中出現一位交響樂王，想不到永超兄仍然在

培正理工科大染缸中被成就為電子工程師。他因長期在美國東部紐約地區 IBM 工作及住

在紐約附近的培正匡社同學甚少，故和住在美國西部加州眾多培正匡社同學甚少聯系。因

此他也沒有參加培正匡社在美國賭城拉斯維加斯舉辦的離校四十五周年盛大聚會，聚會後

美國加州北部匡社同學編寫的匡社離校四十五周年特刊中沒有梁永超個人専頁，只有石濟

民的一篇回憶文章提及梁永超是音樂之父。特刊出版後分發給全球的匡社同學，因我曾有

份參預特刊的編輯，可能梁永超得知我住在加州首府，也就有了他夫婦到 Reno 游玩途經

沙加緬度市來探訪我，時正逢五月周末加市老城有復古西部牛仔節日慶祝裝飾及搖滾樂藝

人表演，我夫婦倆和梁兄夫婦倆四人曾共同經歷老沙加緬度城的盛典，這也是我們在高中

畢業四十多年後在美初次見面。2005年梁太 Magdalen 退休，他夫婦倆則由美東搬至美西

靠近兒子的加州 San Jose 居住，以後便經常參加匡社的聚會和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的活

動。有幸在匡社的聚會中多次和他夫婦倆同枱享用餐食，但從來沒有有聽聞他談及西洋古

典音樂，他的寡言及深藏不露，使我感覺大有高人大隱于市之感。 

永超兄在 1971年和羅秋好 Chauho Magdalen 結婚，共有二子一女以及一孫女及一孫兒，

家庭美滿。梁永超夫婦倆生前早有安排葬殯從簡無追恩禮拜，加上目前美國疫情嚴重多有

限制特此告知親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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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附上梁永超同學近年參加培正同學會及匡社聚會的幾幅相片，順序列出給大家留念追

憶。圖一 2014年台灣行戴白帽者蹲坐者為梁永超，圖二 2016年永超及作者夫婦在東灣區

月華樓同檯， 

 

圖三及圖四 2019年三藩市同學會匡社藍星囍慶典席位（右一）及接獎（左三）為永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認識的蔡德成同學       李威漢    善社 

    徳成父親蔡念恩和我父親李錦棠是同鄉三水人。雖然異姓，但情如親人。徳成在越南

時名可堅。五七年到了香港奉母親之意改為徳成。自小因家庭關係我們在一起玩耍讀書。

在越南海防市時我們一齊受教於一位梁老師。五一年後因為越南分南北越蔡李兩家都搬到

西貢（現在的胡志明市）。我們也共同在越南嶺南中學就讀。五六年越南開始排華，徳成

（可堅）和他哥哥徳光（可華）在五七年去香港。離開越南多要買公文才能離開。當時台

灣為了這排華事件派專機去接僑生回國。李家兄弟準備去台灣，而蔡家兄弟去香港。那知

道命運安排台灣接了數班學生後，便終止了。我們兄弟濟留下了。所以五八年我們才能去

香港。那知道在培正我重見回徳成。至於改名一事我母親也求龍華寺的超塵法師替我取了

一名字—維岸。但是我們在香港不覺得有改名字的必要。幸而沒有改 。我祖父名維新 。

清末民初流行的名字吧。 

蔡李兩家的關係微妙。主要是德成母親和我母親關係至親。數位西貢名流太太買地建立一

龍華寺從中國請超塵法師來主持。眾婦人拜師超塵 。互以姐妹排行相稱，如某某是阿八

等等。 

 

     來到了美國，再見到徳成己是七三年我搬回三藩市之後了，徳成大學畢業後不靠父

蔭。曾經營古董珍物，後來又代理各種雜貨糖果。徳成夫妻感情至深 。不幸徳成有腎病

時，夫人 Margaret 同時發現有末期直腸癌 。夫人 Margaret去世後，徳成將過去夫妻一

段感情編了一書作紀念。 

 

     數年前德成裝修了居所邀請了同學去參觀，更在西貢漁港晩餐。往事記憶尤新 。 

徳成（可堅）己仙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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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吾友陳樹衡       張均策       64 皓社 

 

     得知陳樹衡同學於二 O一九年十一月在香港去世, 消息來得突然, 我默思了很久, 

心中有 說不出的感慨, 感到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 他是培正皓社同學, 畢業後到台灣師

範大學攻讀國文, 師大畢業後回香港, 從事教育工作 , 曾任中學校長, 退休後仍然從事

詩詞寫作, 詩詞書法印刻尤精, 詩書印三绝, 跟從他學 習的學生衆多。我培正畢業後來

美國讀書工作, 我們常有保持聯络。 在中學時, 他與我及其他幾位同學一起, 每週都到

校外一位國學老師梁子江老師家, 學習 古文詩詞, 因我們都對國學有濃厚的興趣, 因此

亦特別熟識, 梁老師授我們儒學, 嚴然儒 者的風範, 我們卻書生意氣, 揮斥時事, 論述

古今. 他住在師大的宿舍時, 我畫了一張孫中山先生遺像, 寄送给他, 他很喜歡, 掛在他

書枱旁 邊, 後來被一位他說神經錯亂的學友撕壞了, 他非常氣憤, 很想打他, 後來作罷, 

叫我再 畫一張大馬巨作给他, 作為補償. 這倒给我難倒了 。 他曾寄给我, 刊載在師大

書刊他的詩作 "七歌", 他憂國的豪情, 溢於言表, 謹錄其中數 句: "十年磨剑又九年, 

風雲不變奈何天, 古傳蓬莱煙水間, 今築蓬萊在東南" ...... " 六出祈山諸葛亮, 以一

敵七文天祥, 周旋漠北熊廷弼, 斬虜江南戚继光, 廊廟難求史閣部 , 朝中多是阮侍郎, 

.... 哀哀諸公愧汗青" 我最喜歡的, 是他用草書寫给我的懐日月潭詩作, 詩中有畫, 有

說不盡的美境:  "墨潑崚 巒濃欲淡, 潮言微落扣洄瀾, 湖痕遠向波心漾, 盪出水雲月一

環",樹衡深耕詩作及書法, 印刻亦精, 他和一班文人同好, 刊行"磚玉集", 交流詩画書法

及印刻藝術, 是現在少有的 中華文化守護者, 值得我們佩服. 皓社離校三十五週年, 那

年秋天, 在温哥華重聚, 他遥赠我們贺詩一首: "卅五韶光皓皓 風, 相期而遇說西東, 雲

歌花樣年華事, 红萝楓丹藍夢穹" 皓社同學聚舊, 有甚麽比這個 更為快意的呢?2013年, 

我随我太太的合唱團, 到福州大學演唱, 隨後遊武夷山廈門, 經香港到張家界, 四川等地

旅遊, 經香港時與樹衡及數位朋友相聚, 並得樹衡以詩相赠: "歌行君自閩, 感舊尙存身, 

史事膺天蔚, 英文頌彩恩; 從心所欲近, 骚首更相親, 明發張家界, 嶙峋鬼斧 神" 這一

首是我得到他最後的贈詩, 情至寳贵. 樹衡交遊廣闊, 喜歡轉傳電郵, 我近幾年每天都收

到他轉來的電郵帖子, 但去年就少接了 , 我知他詩人愛酒, 雅集時少不了杯中物, 因此

胃不好, 我曾傳给他一位台灣醫師以甩手 功治好他自己胃癌的示範, 囑他練習; 他去世, 

是因為肺部岀問题. 樹衡留给人的印象是豪放, 不拘小節, 詩人的作風, 他喜歡徐志摩話

別劍橋的詩---- 輕輕的我走了, 正如我輕輕的来, 我輕輕的招手，作別西天的雲彩 ---- 

樹衡輕輕的走了, 他带走了他家人對他的牽愛,朋友對他的思念, 留下了等身的詩作書作; 

我看他後來的詩稿, 多處有說到上教堂, 做禮拜. 相信他現在亦輕輕在主基督的懐裹。  

 

 

 

                              

右圖: 驀然回首 陳樹衡題字印刻 張均策画馬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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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灣區點滴                             戚宗棠  榮社 

 
     去年 2月、灣區首宗新冠病毒、患者是剛從武漢回來的僑胞、之後只要看到戴口罩、

甚至手套的、我們都會猜想是中國人。當時個案並不多、政府沒有明確指引、大部分人、

尤其是非華裔、都沒有戴口罩的習慣。 到了 3月 17日、灣區政府攀下了家居避疫令、 

餐館不能堂食、 兒童不能上學、其他室內的商業如理髮店、美甲店、健身窒等全部要關

閉。  因為來得突然、而且是第一次、所有人都束手無策、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搶購……衛

生紙、水、食物; 中國人搶米、外國人搶麵包、麵粉、一下子超市所有貨架都一掃而空。 

不到一週又有保持 6呎的社交距離指引、去到哪裏買菜、都有人龍等候。 後來更加大部

分能夠用電腦上班的、全部都變成在家中上班、兒童也變成在網上上課、一下子公路上看

不到車輛、偶然看到的幾部、都是風馳電掣的。 那段時間、人門唱得最多的歌、就是生

日快樂、因為當時政府指引、洗手要用肥皂搓手二十秒、也就剛好是一首生日歌的時間、

我自己也有試過、沒有計過時的您、可以試試。 

     因為之前中國的疫情比較嚴重、加上春節假期、口罩工廠都停工、很多有心人都在

這邊替國內的親友買口罩和消毒液寄回去。沒多久連空運都停止了。等春節過後、國內出

產的口罩供不應求。美國的疫情開始嚴重、突然這邊口罩消毒液等都成了稀有物品。幸好

政府未有硬性規定一定要戴口罩、 只是外出時有遮蓋口和鼻的都可以。 消毒液更加一瓶

難求、直至 2021年 2月、我才在商店看見之前也只能在網上以高價購買到的消毒噴劑。

記得疫情前、消毒噴劑大概是七元一瓶、後來看見提升到 80元一瓶、真是天價。而口罩

也從頂峰時的五十美元一盒 50個、回落至 15 至 20元一盒。 

     在這個疫情下很多人留在家中上班上學、愈來愈多朋友研究廚藝、現在經常在社交

媒體上發布照片、令人垂涎欲滴。亦有人當初買不到口罩、也成裁剪高手、更有人除了縫

製口罩給自己及家人外、更熱心地縫製給素未謀面的醫務人員或其他前線工作者、這些溫

情、在這奪命的疫情下、令人窩心和感覺到人間溫暖。  

     疫情尚未消除、在灣區最高峰的時候曾經一天有四千多宗個案、隨著政府強制六呎

社交距離和戴口罩、疫情稍為緩和、投稿當天、 新冠病毒的個案就已低於一千宗、明顯

的進步了。加上疫苗已開始替前線工作人員及 75歲以上長者在去年底接種、現在第二階

段是 65歲以上及多接觸顧客的工作人員、如護理、餐館樓面等、下一步希望是教師、讓

小孩可以早日回班房上課。長幼有序、我們未到 65歲的只好乖乖等排期、只要疫苗不停

生產、應該很快整個灣區的人都可以接種得到。 看到今天的消息、在灣區已接種起碼第

一劑的人數已達六萬多。 

     今年因為疫情灣區的餐館都只能外賣、農曆新年期間、因為方便攜帶、我們訂了一 

個盆菜、然後帶到姊姊家裏的後院、輪流自助到自己的盤中、在後院吃了一個年日飯。之

後沒有逗留太久便離開、因為政府指引是不要與不同住的親友室內相聚。我們培正出品、

聽教聽活(YEAH!) 在此衷心期盼疫情早日過去、我們可以回復正常生活、祝願各位牛年安

好、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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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三藩市培正同學會沒有任何活動、沒有機會跟各位見面、各位如有地址更改、想繳交

去年及今年的會費、或想捐助獎學金、通訊、同學會基金、可用以下表格: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 
地址更改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級:________ 社名: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費(2020) $20; (2021) $20      $_____________________ 

 

通訊捐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金捐助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合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第一次買盤菜、料足味好、

只是盤子跟我想像中的圓瓷

盆有點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