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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May 2012
Dear TM and Classmates:
I have just received a telephone call from our classmate
Robert Wu (Ng Man Gai) of Kingston NY, this morning,
telling me that Eugene Tong 湯壽仁of Seattle has passed
away due to cancer in the morning of May 16, just two
days ago. He fought hard and has been optimistic on his
progress, but at the end he died peacefully under heavy
sedation. Many of you probably know about this passing
but many of you probably do not know so with heavy heart I
am sending this message out to all of you just in case.
Robert also told me that he has just found out that classmate
Ma Ho Kiu馬浩橋 of Cleveland OH has already passed
away last November from a stroke. Robert only found out
when he called Ma to tell him about the passing of Gene
and was then told by his wife of Ma's passing. Robert has
met Ma a couple of times recently when Ma came to NY for
conferences as Ma had not retire and was still running his
computer company until the end. Ma's wife is German as a
result she did not know how to contact any of Ma's Chinese

classmates on the news.
After I received the news from Robert, I checked through
my email to see when was the last email that I received
from Gene. It was on March 25, less than 2 months ago,
he wrote to Stephanie Leung on "Remembering KK". The
consolation letter was beautifully written, and attached in
the letter was an article written by KK himself on Christmas
2009 on his struggle through his youth from mainland China
to HKG as a refugee in 1950 to Taiwan for university and
to the US for graduate school and settling down to form a
family with Stephanie. KK wrote well as we all know and
the KK's article was moving.
Gene is a colorful and jovial character and he will be sorely
missed in the future meeting of our classmates.
We classmates should all get together more often. I, myself,
actually am one of guilty ones that missing a number of
these classmate meetings. I shall do better from now on.
Yours,
Chow Yung 周 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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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深深影響着無數後輩；個
人攝影事業上，不斷尋求藝術
突破，屢獲殊榮，備受推崇；
致力推動本澳攝影教育事業，
是衆多攝影愛好者的啟蒙導
師，為多個政府部門、社團機
構編排攝影課程、擔任導師，
身體力行推廣攝影藝術、文
化，桃李滿門、成就超卓。他
長期活躍文化界，支持各項文
化 活 動， 擔 任 文 諮 委 期 間，
踴躍發言，建言獻策。他待人真誠、謙虛有禮、仁厚大
方，對攝影藝術的熱情追求和專業態度，對澳門文化的
推動和貢獻，永遠銘記人們心中。
攝影界亦上載有關消息至網頁，對薛老師的離世致
以沉重哀悼，同稱永遠懷念他。培正中學校園網也刋出
消息，讚揚薛老師是澳門培正匡社同學，服務母校四十
餘載，桃李滿門，於二○○二年於訓導主任職位榮休，
退休後仍繼續參與培正同學會工作，關心培正母校的發
展。
（澳門日報消息）2011-01-31

現任特區政府文化諮詢委員、澳門攝影學會會員
大會副主席、澳門國際青年獎勵計劃協會名譽顧問、澳
門青年管弦樂團名譽顧問、澳門管樂協會監事長、澳門
紅藍體育會副監事長，培正中學前訓導主任、培正同學
會副會長，資深教育家、攝影家薛力勤，因病前日上午
十一時辭世。文化局同仁與文化諮詢委員會全體成員聞
悉後沉痛悼念，對其為本澳文化教育作出的卓著貢獻，
致以最崇高的敬禮。攝影界與培正中學校園網已上載此
消息。
薛力勤生於一九三六年，祖籍廣東中山，本澳土
生土長，從事教育工作近五十年。文化局昨發出新聞稿
稱，該局驚悉薛力勤於廿九日辭世，沉痛悲悼，向其家
屬致以誠摯慰問。讚揚薛氏一生致力從事教育及攝影工
作，全情投入，成就卓著，深獲各界愛戴及推崇。薛氏
於一九九四年起任文化局澳門藝術節諮詢委員，二○○
一年起任特區政府文化諮詢委員會委員，二○○三年獲
特區政府頒授文化功績勳章，表揚其推動本澳攝影藝術
和文化發展不遺餘力的貢獻。
薛力勤是本澳攝影界的先驅者、澳門攝影學會創會
會員，對攝影藝術的熱情探索、孜孜追求，以及專業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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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 月 3 日， 陳 雲 柱 學 兄 在 舊 金 山 辭 世， 享 齡
八十五歲。1945年他畢業於廣州東山培正中學，毅社。曾在
大學攻讀藥劑科兩年。時抗戰勝利不久，青年熱血沸騰，中
國時局又在動盪中，他和數位好友響應國家號召：
「一寸山
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投筆從戎，入
伍中國陸軍，成了青年軍的一員。他們的部隊
被派往邊遠地區：四川省北部，毗鄰陝西省駐
防。數次出巡下鄉的機會讓他憑弔了好幾個古
戰場，包括形勢險要，風景秀麗的劍門關。此
地是三國後期蜀國姜維列營守險，抗拒魏國鍾
會大軍之處。因而挑起他對中國歷史，尤其是
三國時代的濃厚興趣，此興趣終生不渝，至老
不衰。三年前我陪他到舊金山華埠東風書局購
買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軍營中他的理事天
才，專長於簿記，如春芽暴發。長官拔升他協
理行政，包括糧食分配，草擬行軍地圖，衡量
儲備……等。1949年國共內戰的火焰燃燒了整
個中國，家人勸告他拋棄了危險而前程未測的戎馬生涯，遷
往香港謀生。
在香港，雲柱兄繼續鑽研商業管理且以它為終生職業。
考取得專業會計的執照後，先後服務於幾所龐大的機構。藉
此因緣他結識了林林總總的各界人物，碰上了各種人際關係
的矛盾。他發展了他的知人之明，隨機應變。各種疑難都用
他的智慧、心得、世故而迎刃而解。他沒有忘記一基本原
則：無論情況怎樣，他堅持做一個公正的好人。在1985年
移民美國前，他受聘於香港鋼管廠，這是豪門利銘澤家族財
務集團的屬下公司。他以才具過人，管理八個不同的生意戶
口；工作忙得廢寢忘餐。在這披星戴月的生活中，他仍抽閒
款待友人，活躍於一天主教堂和香港培正同學會中。
1985 年， 雲 柱 兄 就 讀 於 舊 金 山 的 商 業 大 學 Heald
College，因為他要學習英文和美式會計（大大不同於他在香
港用的一套系統）。他對會計這一門滾瓜爛熟，所以輕易地
獲得優異的成績和獲取Associate Degree in Accounting的銜
頭。他當時是六十歲，是該校最年長的畢業生。
畢業後，雲柱兄立即被 Millbrae 的香滿樓僱請為會計
師。他一直在彼處服務至五年前，退休時剛滿八十歲。他是
一美食專家，朋友們都驚異他在烹飪學中的造詣。他曾多次
給餐館經理們寶貴的提議。
他曾充任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理事和毅社社代表長達十年
以上。他任內大有建樹，是備受尊敬的老大哥。從理事會退
休後，仍繼續為同學會效勞。逝世前一個月，即去年十二月
四日的理事會的年會晚宴是由他安排的。他的溘然長逝是同
學會不能補償的損失。他是一溫文爾雅，含英咀華的君子。
雲柱兄胸懷曠達，自知健康日益衰退，終點難免，但
從不提及，他追求人生是很正面和熱熾的。他目睹翔社金鑽
禧和鵬社金鑽禧的熱鬧、莊嚴情況。曾對我說：
『我希望你
能代毅社主辦金鑽禧。那麼除鵬社外，毅社將是你主辦兩個
禧的社。我能參加到便此生無遺憾了。』我見他近年來精神
委頓了許多，嫂夫人告訴我他近半年的健康如江河下瀉。我
心中有不祥的預兆，恐怕等不到五年後毅社金鑽禧了。於是

草擬了一條龍的計劃，呈孫必興會長，蒙他首肯。在同學會
一條龍大巡遊中，雲柱兄手持毅社社旗，率領藍星禧（離校
六十五年）的同學和嫂夫人，昂首邁步，在Strauss和Mozart
的行軍音樂中，他笑容滿面，舉手投足，異常興奮。我亦為
在他臨終前替他作最後一次服務而告慰。
在孩童時老師教我們要仿效歷史上的偉
人作處世方針。這目標是很難達到的。我們不
可能成為一個孔夫子、一個諸葛亮……雲柱兄
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偉大的普通人，這就顯得
他不平凡了，我們欣賞他對朋友的忠誠和對家
庭的熱愛。我們敬祟他處世圓通，理事聰睿，
和對塵世俗務的謹慎抉擇。我們尊敬他正直不
阿，樂於助人，深潛的宗教信仰。他作為我們
的人生的模範比歷史上的偉人切實得多。他的
名字雲柱典出於聖經的出埃及記。
「雲柱」是在
曠野中給以色列人的指南針。在夜晚變成一火
柱，散漫出光芒，給人們在黑暗中作一嚮導，
指點迷津。雲柱兄的存在，豐富了我們的生命。我們很珍重
對他的追憶，永不會忘懷和他的交往。
對他的遺孀，陳夫人王加烈女士，我斗膽改了十八世紀
英國散文家Thomas Grey的文句：
『在這艱難的時候，任何
安慰的話語亦不能減輕你的哀傷。如果你容許我們，我們很
想靜默地和你坐在一處，分擔你的悲痛和回味你摯愛之人的
燦爛一生。雖然他已逝去，但他永恆地活在我們的心中。』
鄭國輝（1957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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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正毅社（945年級包括桂林及坪石培聯的民三四社在
內）陳雲柱同學於2011年1月3日在美國三藩市醫院病逝，
享年八十五歲。1月8日上午在華埠聖瑪利天主教堂舉行彌
撒追思，到場有一百三十餘人，包括培正校友及家屬約四十
多人，其中有五位是毅社及民三四社級友。教堂內沒有花圈
之類的繁瑣佈置，帛金也全部捐給聖瑪利學校建校之用。彌
撒依天主教儀式進行，鄭國輝校友（培正輝社）作代表，闡
述陳雲柱生平和高尚品德，最後開棺大家列隊瞻仰遺容，全
程簡潔、肅穆、隆重。
值得提出的是遺體繫上培正標誌的紅藍領帶，以示至終
也不忘母校培正教育之恩。雲柱自幼入廣州培靈幼稚園，繼
而入讀東山培正、香港培正、桂林培聯。他為人處世的高尚
品質作風，與母校培正的教育不可分開。
雲柱從不誇耀自己，待人友善，忠於職責，樂於服務大
眾。他移民美國，非為政治非為財，純出自個人志趣。從香
港居住高寧花園擁有寶馬私家車，遷到三藩市打工租陋屋而
不改其樂。本身俱有豐富學識和會計經驗，為要工作更好，
業餘時間到希路特學院（HealdCollege）進修電腦會計英語課
程，六十歲畢業成為該學院最年長的畢業生。他一直在香滿
樓酒家工作到八十歲才退休，本來愛好旅行，到了退休之
時，病體虛弱，已無法旅行了。他熱愛培正，為培正校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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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不遺餘力。他創立毅社級友每月一次的茶會，十幾年如一
日，現在不止毅社同學，已擴大至很多校友經常參與。大家
高興參加這茶會，非單為吃食，而是老同學難得歡聚聯繫；
雲柱因病需要戒口，吃食很少，卻與別人付同樣食資，純粹
是為同學服務。不論雲柱當三藩市培正同學會理事或退休之
後，他都是校友們的餐飲主事和顧問。要搞大食會，想吃什
麼好的，找陳雲柱準沒錯，他出主意又出錢出力，大家開心
又滿意。
陳雲柱久患腎病，依然堅持工作和服務，可謂鞠躬盡

瘁，如今以高壽安詳辭世，息勞歸主，親友固然痛失良朋，
亦為他脫離痛苦而慶幸。
陳雲柱夫人王珍妮女士也是值得尊敬的人。她陪伴雲
柱一生，來美國三藩市總醫院做義工，無微不至地照顧丈
夫，雲柱得以延年，全都得力於夫人。她既是賢內助又是賢
外助，對朋友服務熱情一如其夫。雲柱走了，她隱藏內心苦
痛，帶給大家安慰。雲柱天上有知，亦足以為傲。
2011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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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公 天 錫 先 生， 廣 東 省 台 山
縣人。幼受庭訓，知書識禮，勤奮
好學，且常抱「飲水思源、落葉歸
根」之情懷。少年時，曾在廣州培
正中學就讀，十五歲時移居香港，
並在香港讀中學。翌年，又隨父由
香港移民來美謀生。其後，曾徵召
入伍，加入美軍，參加韓戰。退役
後，考入大學鑽研電子科學，在華
謝天錫（49堅）學長
府經營 CTL 謝天賜影視電訊工程
致富。
謝公事業有成後，於一九八七年，回鄉探親，親眼見到
自己的故鄉鳳翔里，荒蕪落後，於是下定決心，盡了自己的
能力，出錢興建自來水塔和發電站，徹底為村民解決衛生、
食水和用電的困難，從此改善了村民的生活。樂善好施的謝
天錫先生，早在孩童唸小學時，其所讀的學校，課室既狹小
又破舊，枱櫈殘缺不堪。每遇到風吹雨打，課室四週牆壁便
滲水、屋頂又漏水，根本無法上課，這情景一直縈繞在謝先
生的心頭，始終不能忘懷。於是斥資興建謝天錫中心學校；
其後，又和他的夫人興建一間林寶珠幼園，並捐款贊助台山
培正中學。直至目前，謝天錫先生在興學育才方面，已花費
二百萬美元。
謝天錫先生從小就受到他父親的薰陶，崇尚自由民主，
熱心僑社服務，早在一九八三年開始，已加入美京中華會
館做議員，一直以來，都熱烈支持和愛護中華會館，熱心
公益，屢次募捐運動，他總是一馬當先，並且捐錢最多最熱
心。台灣發生風災、海地大地震、青海玉樹地震等，他都首
先樂捐數千美元賑災，善行可嘉。
謝公天錫早己事業有成，於二零一零年當選為中華會
館主席。主席任內，不負眾望，團結僑胞力量，增進僑社福
利。二零一一年，適逢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華府僑學界推
舉他出來擔任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大華府僑學界慶祝活動籌
備委員會主任委員，今年四月中旬，謝公天錫又出錢出力，
和幾位僑界友好，連袂共創美京五邑同鄉會，惠澤鄉親，懿
行可嘉。
謝公天錫先生生前是一位忠公體國、愛鄉愛家、熱心公
益、犧牲奉獻的僑領，又是一位愛護妻兒子孫的好丈夫、好
父親以及好爺爺。可惜天不假年，確係社會與僑界的捐失。
如今，謝公遽歸道山，未受病魔糾纏，足證謝公生平的修
為，可說得來也瀟洒，去也瀟洒。
古人視「考終命」為「五福」之一，謝公堪稱福壽全歸，
生榮死哀矣。謝公生前育有六位兒女、十個愛孫，個個學業、
事業有成，堪稱兒孫滿堂，加上賢妻健在，照顧家庭，呵護兒
孫，個個聽教聽話，謝公在天之靈，亦可含笑瞑目矣。

全美昭倫總公所美東總長
美京觀音堂董事長
全美昭倫總公所永遠元老
美京中國文化中心副董事長
ROC 建國百年慶祝籌委會主任委員
美京中華會館前主席
美京昇平音樂社永遠名譽顧問
曾任華埠發展公司董事長
美京五邑同鄉會會長
曾任中華社區基金會董事長
謝 公 天 錫 總 長， 祖 籍 中 國 廣 東 省 台 山 市
三 八 鎮 鳳 翔 里 人 氏， 生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九
月 十 九 日， 慟 於 二 零 一 一 年 五 月 廿 八 日
逝 世， 積 閏 享 壽 八 十 歲。 謹 訂 於 六 月
十二日（星期日）上午九時，在馬里蘭州
銀泉鎮Hines-Rinaldi殯儀館（11800 New
Hampshire Ave, Silver Spring, MD電話：
301-622-2290）舉 行 公 祭 追 思 禮， 瞻 仰 遺
容，禮成旋即移靈安葬於馬州 Fort Lincoln
Cemetery 墓園。 忝屬
宗親戚友世鄉誼 哀此訃

ၘ

美京昭倫公所
謝公天錫總長治喪委員會
主任：謝濂清
副主任：謝榮暢
委員：譚景芝 許恒生 許捷輝
謝凱璋 譚兆桓

附註：謝公天錫總長靈柩入土為安後，敬請各位親友於
當日下午二時駕臨漢宮大酒樓（1100 Wilson Blvd.,
Arlington, VA 22209）飲解穢酒。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