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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弘社校友﹐又2011年﹐在香港參加了弘社聚會一次﹐互數1950級社同學
名字﹐份外起勁。李健和勞錦儀也到了﹐大家談到馮啟異﹐曹婉荷兩位昕
社同學﹐當會長年代﹐多活動﹐多能幹﹐知道我晚上會同昕社同學聚舊﹐
望我請曹同學出山﹐再合作﹐馮同學則回上海上班了。這兒﹐我想推薦鄺
錦宏和鍾少蘭夫妻檔﹐選其一﹐得其二﹐化算。晚上我也沒有打斧頭﹐曹
同學怕同學會開會時間過長﹐三藩市頗大﹐有東﹐南﹐北三大灣區。
正題了﹐ 談SydPCAA﹐ 如何辦2015年世界同學日﹐ 我們以香港2015
年9月25日晚從香港出發為準﹐9月26日早上到Melbourne﹐墨爾本﹐4日3
夜遊﹐再坐大旅遊車北上﹐6個小時到Canberra﹐坎培拉﹐1夜1日﹐再3個
小時車程到Sydney﹐悉尼﹐5日4夜﹐大公宴﹐乒乓球賽﹐高爾夫球賽等﹐
接下是 Auckland﹐ 奧克蘭﹐北島﹐4日3夜遊﹐plus optional 南島3日2夜或
Queensland 大堡礁遊 3日2夜 。
大家很用心去聽﹐ 加上我帶來的澳洲旅遊指南。 眼前美式大pancake﹐大過塊面﹐教你沒時間吞下來。席間﹐我送上悉尼同學會紀念筆﹐
每位一枝﹐又SydPCAA2010-2011年刊兩本﹐趙學長除下他的三藩市同學
會紅藍校呔相贈﹐在此再謝過﹐珍而重之。也收到戚會長的SFPCAA萬年
曆﹐設計獨特﹐十分適合﹐作為活動後的同學大獎﹐因印上SFPCAA。早
餐兩小時就過去﹐ 大家珍重握握手。 戚會長﹐ 11月台山見。 SFPCAA人
齊﹐早餐後開職員會去。
好消息﹐這次外訪﹐途經香港﹐台北﹐台灣劉安乾會長和戚嘉慧會長
答應來悉尼﹐鄺伯答應帶一家30多口外遊﹐ 一起來紐澳﹐ 要是鄺伯一家
成行, 不用等到2015年﹐隨時來﹐ 讓我們四會 Trial 一次。

輝社翡翠禧重聚的回味
五年前在香港母校舉行的
金禧重聚及往參觀省澳母校的餘慶
回到半世紀前的「老巢」那種「鳥
倦知還時」的情景，歷歷如昨。五
年中我們從「七十尚不足，六十頗
有餘」的年齡步向八十、九十的巔
峰，心中不由自主地有點「高處不
勝寒」和那「近鄉情更怯」的感
覺。

趙文權

Grand Canyon Skywalk

這次在Las Vegas聚會，同學和家眷共有六十人，真是難得。世界上十
大奇景之一的大峽谷Grand Canyon和著名的Las Vegas賭城對我們的吸引力遠
不如同學來的電話、報名單中見到的名字。明知年底在香港有另一次聚會，
但「天有不測之風雲」，故不想錯過這次相聚的機會。去時心裏真是千頭萬
緒，不知自己要想甚麼，期待甚麼。不似劉姥姥入大觀園，不像小孩進入糖
果店，可能是想要重溫自己數十年走過人生的路程和每位同學和自己那無可
思議的緣份和舊夢。
霍秀森在過去數月中，一次再一次再次和方鋒培夫婦、朱德堅夫婦來
探望我們，這次見面時對內子健康的關懷深深的發自內心，真情畢露。
沒有見到江達信已兩年多，他在我肚腩拍拍說：「似乎發胖了一些，
缺少了運動呢」，我感受到在言語不易表達的關懷。我聽到的似乎是「老
兄，我明白，這便是人生」，真是知己知彼。
這次見到陳國英和梁燕珍還是畢業後的首次。那熱情、友善和滿面
笑容的陳國英和五十五年前一樣，可算是他鄉遇故知。其實，培正紅藍兒女
一家親，紅藍精神，紅藍園地，我們同出一源，那親情、友情、人情味數十
年一些也沒有改變，變的是我們在少年、壯年時沒有注意或忽略了。到了老
年的階段才真正欣賞和感受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的現實。「重溫舊
夢」使人在精神食糧中有滿載而歸的感覺。
				
			
				
這次美滿、成功的聚會，孫必興夫婦、翁希

  

出席校友, 相片左起: 周榮超(1967,恒), 戚嘉慧(1977,傑), 孫必興, 鄭國輝(1957,輝), 趙
善強(1950,弘),  勞錦儀(1976,敏), 李健(1976,捷), 徐兆敏(1975,昕), 周朱樂怡(1967,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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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夫婦所花的工夫是有目共睹，或可想而知，其他如
黃開旺、王曦光、何汝顯等做的工夫也不少。崔琦、
江達信、余日健等給同學們打了許多次的電話，很有
幫助。樓永靜的參加無疑給內子來參加的精神上打了
一支強心針。三藩市灣區的同學得知樓永靜來參加，
都奔走相告。謝謝每一位來參加的同學。有些同學極
想來，但是力不從心或因事不能來，也是無可奈何之
孫必興夫婦 勞苦功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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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安排得很周到，第一天下
午註冊報到，之後便自由活動。我第一個
遇見的是張錦波，他在初中離開培正，由
於那時他是輝社田徑健將，體育老師黃啟
堯常提及他，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刻。
這次他還帶來珍藏了近六十年和黃開旺同
組的田徑隊照片，與大家分享。胡露施對
				
人生有很多的體會，對同學特別熱誠，對
內子的健康很關心，特別和夫婿到房間和
內子敘舊問好，那種人情味，很令人感
動，余日健夫婦亦然，溫暖的人情，珍貴
的友誼，我們深深的感受到。

霍秀森為人很熱心，對我們的女兒愛護備至，她目不轉睛地看著我們
的外孫女，相信是卅多年前初見我女兒的反照，真是人生如夢。

樓永靜，謝謝你來參加聚會

我們這一班猶如一群螞蟻，看來雜亂無章，實在是井井有條。因為我
們只憑直覺，一個傳一個，有人說去吃自助餐，大半個小時內便招集了二十
多個雜牌軍，佔滿了一張大長檯。在進餐時聞企檯說每位要加多十七元比餐
價還高的附加費，理由是我們超過了五人一檯，這是他們的規舉、條例。在
場的黃婉嫻同學隨即以息事寧人那種慈母的自然反應與陪她同來的女兒要搬
去小的檯子。這樣會破壞我們同學間的氣氛。但黃開旺要同學們稍安勿燥，
他自己與孫必興去找經理商議，結果是免收這額外的附加費。由此可見我們
不是「逆來順受」的一群。

同樣地我記得初次見到余日健兒子Brian時他大概只有半歲。聞秀森
說Brian對他的祖母至為孝順，每天從不間斷地和祖母通電話。十多年前我在
「甲子回頭」一文中寫「他們婆孫言語不通，文化背景不同，年齡相差六七
十年，怎麼交談溝通。但知伯母為人，便覺得一切都是順理成章，不是偶然
的」。三年前和內子往紐約參加余伯母的一百大壽喜宴，在座的輝社同學還
有胡健鷹、盧遂業夫婦、鄧鎮郛夫婦和崔琦夫婦。那時我很羨慕那老當益壯
的壽星婆。原來她的福份，精神上的食糧和滿足源源不斷的來自兒孫，心中
的年齡比實際年齡年輕了一甲子，也有道理。
我初次見到陳偉才，他是輝社初中時的田徑健將，他姊姊陳詠嫦是忠
社田徑健將。在他比賽時除了輝社啦啦隊外忠社的啦啦隊也給他加油助威，
聲勢雄厚，是以戰無不克云。
國輝問崔琦的籍貫，說是河南省西寶豐縣。他熟讀中國歷史，腦筋一
轉，童心大發，說該縣應有鄭姓，並與崔琦有遠親的可能。崔琦說未聞有鄭
姓但知是宋朝皇帝趙家的起源地。數千年前同是一家，誰說沒有這個可能？
座中的張錦波、陳偉才和鄭國輝都是在初中時離開培正，現在算是
他鄉遇故知。國輝找了新的知音者，真是相見恨晚。他那層出不窮引人入勝
的笑語使人捧腹。見他們高興，我也高興。相信他們下次聚會一定會再來參
加。

晚餐後餘慶未盡的可以跟著黃開旺去觀賞附近的夜景和參觀另一間高
級一些的賭場。他解釋詳盡，與職業導遊無異，可見他做足了功課。
				
第二天中午在旅店的大會議室聚餐，六十人中大多數是聚會中第一次
見到，崔琦向我問起黃秉權，我向孫必興問及單瓊珠。陳滇生問我澳門小學
時的梁奧泉，我上次在王祖良家見到梁奧泉，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這次陳維龍夫婦和他們的兒子也來參加聚會，陳太說維龍來前還「開
夜車」，重溫金禧刊的同學小傳和照片，做了一個晚上的功課。
我的女兒和我將近一歲的外孫女
Kylie也頗得人緣，尤其是在筵開五席非
常熱鬧的那頓中國晚餐〈Chang’s Hong
Kong Cuisine〉，她坐在國輝旁，安安

靜靜，自得其樂地坐了兩個多小時。
真不知他用甚麼八寶來使這一老一幼
相處得這麼愉快，想想來大概是緣份
吧。聞說王祖良以前的寵物小貓，對
國輝也情有獨鍾，每每從人群中挑出
來走到他身旁。一定是聞到他身上放
輝社的第二代、第三代前途無量
出來的特別氣味，信不信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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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錦波，鄭國輝，黃佑喜相逢

陳偉才，希望可以常見到你

對我來說，羅柏泉夫婦，羅愛碧和夫婿Wilson，王端嫻和黃婉嫻都
是生疏的面孔，但在這次聚會中，看到他們高高興興地與大家融和在一起，
我們也充分體會到他們的友善和熱情，輝社有了他們，實是熱鬧不少，王端
嫻、羅柏泉夫婦及羅愛碧及夫婿在玻璃橋照片上的活躍可見一斑〈見首頁〉
。
旅店老板似乎在賣大飽，夫婦兩人四天的住宿包括兩人每日三餐頗多
選擇的餐飲，全部共五百元。我們和老板非親非故，能這樣差不多「免費」
的招待， 用心可能是希望在別處賺回，  真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我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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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在晚餐後回旅館時，經過一分錢玩一次的「食角子老虎機」前，思量不知
場主怎能賺到錢，後來明白每賭一條線是一分錢，要賭一百二十五條線幾秒
鐘的時間便被吃去一元二角五分。張錦波拿出二十元鈔票放入機中給我和國
輝示範，也算是交了他住在這旅館裏的娛樂費吧。
第三天有一半同學去遊大峽谷和Skywalk。余日健夫婦，樓永靜和夫婿
及我早已約好晨早上去吃早餐。四十二年前我還在加州時余日健從美東波士
頓飛來，主要的節目是去Yosemite National Park露營，我沒有讓他失望，而自
己也得到那珍貴的經驗和回憶。樓永靜和丈夫以前是戶外遠足活動的能手，
世上很多名山大川都有他們的足跡。我們分享一些過去甜美的回憶。
後來吳瑞文也來和我們聊天，瑞文是以前輝社美東同學聚會活動的主
將和台柱，多次主辦得有聲有色，對同學們的友誼和感情的培養有極大的貢
獻。時光倒流，三十多年前在新澤西州的露營，雖然同學中有兩對夫婦臨時
打退堂鼓，晚上搬去附近舒適的旅館，但我那四五歲大的兒子還是破天荒的
第一次camping，聽說要在天還沒有亮時，拿手電筒照路去捉螃蟹，興奮異
常，每人將所有的收獲放入蟹桶中，後來蟹桶被人打翻，算是名副其實的「
倒瀉簍蟹」，那種驚喜和雜亂的情景到現在我的兒子還記得。瑞文說得津津
有味，我亦有共鳴之感。中學時答梅修偉老師的歷史試題，我有一個萬無一
失的絕招，其秘訣是「影響甚大」，且說那次露營對兒子以後的人生過程，
影響甚大，因為他經過一次再經過無數次的露營，終於在童子軍中達到Eagle
Scout，歸功於輝社的uncle和 auntie們和紅藍園地培養出來的。
我們知道樓永靜很難得也很不容易來參加這聚會，我和內子亦然。
這幾年來雖然同學間互相關懷，但能做到的也極有限，只憑猜測病情令人惆
悵，這次能互相見到是最好不過。我知道還有許多同學想要和永靜聊聊，雖
然我們談得高興，但看到她有些疲倦，我們離開時，已坐了兩個半小時，心
裏突然有點過意不去，因為分享彼此的時間固然好，但她實有需要休息的時
間。
聞說這裡的牛尾湯煮得很特別，值得一試。第四天早上是最後的機
會，因為明天早上乘飛機橫渡美國回到東部。早上八時多到餐館去，原來崔
琦夫婦比我們更早，已排隊在前面。看到羅柏泉夫婦在我附近，我們三人一
檯，他們老馬識途，日前已嘗過牛尾湯。相信很多同學也入鄉隨俗地吃過這
道名菜。相約不如偶遇，當我付單時，內子、女兒和孫女也進來，同時見到
江達信，霍秀森，陳滇生，魯德華，於是我們八人一檯。我們吃完後又見到
胡露施和夫婿黃顯中，更見到翁希傑。正如我說過的螞蟻，每人忙著自己的
工作，這裡碰碰頭，那裡碰碰頭。在我回房間的途中見到何汝顯和王曦光在
交誼室〈Lounge〉優哉悠哉地嘆其雪茄，我和何汝顯在六十年前同在初二下
午班的善班，班中有一位引人側目的「女人型」同學何森，言行舉動與女孩
無異，現在想來可能是他天生的女兒身或他心理上接納了自己是女兒身份。
那時同學們對他的偏見，大概是他比時代早生了六十年。我們升上初三全日
班時已沒有見到他，可能是轉校去了。崔琦記得同班中有何森其人，那必然
是初二善班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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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在偶然的機會和崔琦夫婦、孫必興夫婦閒話家常，最重要的是
對方的健康情形，有「借鏡」之效果和收獲。我這兩年來身體方面，不如理
想。手術上，吉人天相，有驚無險，現在算是一切正常。崔琦和夫人，盡量
過著有規律的正常生活，散步是每天不可少的運動。孫必興夫人吳冰明有豐
富的醫學常識和經驗，對必興的飲食起居照顧得無微不至，是健康上理想的
保單。吳冰明說我們很幸運還有能力而且願意照顧我們的親人。崔琦以「老
吾老與及人之老」的天性去思考這社會如何照顧老人晚期那段時間的問題。
多希望他能早日得到完美的答案。
在結束這次聚會晚餐中，孫必興將由全體同學簽名的賀卡給黃開旺、
黃笑珍夫婦為慶祝他們結婚五十年金禧之喜。其實必興結婚也有四十九年。
他們起步比我快了足足十年。從鄧鎮郛及夫人處知他們的幼子也已為人父，
很為他們高興。真是大功告成，以後來的應該算是花紅，這是我自己的想
法。對我自己未來的日子，這是我們的花紅，可以過得特別寫意了。
加省對醫生似乎有特殊的吸引力，在座同學中如賈士元的女兒，伍綱
常的兒子，翁希傑和我自己的女婿都先後回到加省工作。
應義勇和李郕材與五年前見到他們時一樣。黃佑和張錦波沒有見面至
少有五十八年，見到他們初見時傾談得很興奮，姚心聲欣賞並念念不忘化學
老師的教學方法。
我們默念並聽到已作古社友的名字。光班在兩年內失去了梁果行、蔣
中寬和五月初去世的黃起常，有些傷感。有些同學報導一些同學的近況。李
澤洲那飯前禱告，意味深長。
臨別前王祖良問我黃景輝的電話。黃景輝、林龍鈞、李福麟和王祖良
在小學童年時的情景，盡在眼前。相信是自己離不開那「劫後餘生」時的情
感，那似夢一般的活生生片段的憑據吧。
我同意胡露施說過這次聚會成功之處，不在物質上的享受而是「因為
大家只是坐在狹窄的小房屋，促膝談心，只顧問過得怎樣，身體是否違和」
這看來似乎平淡的「閒話家常」，但實際上包括了那金錢買不到的溫暖的人
情、熱情、友情、溫情和親情。
				

				

又見面了，還是活力非凡啊！

為輝社默默耕耘的翁希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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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培正同學會二零一二年同學日
日期:
時間:
地點:
餐費:

   

十一月三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
康年酒家 Far East Cafe, 631 Grant Avenue, San Francisco
每人三十元

十月三十日前，請與各級社代表聯絡或直接向三位會長報名:
戚嘉慧
510 701-6368
Gugu823@prodigy.net
勞錦儀
510-206-3709
kamyee912@aol.com
蘇學勤
408-391-4876
stanleyhso@yahoo.com
      
並將個人或團體名單及支票/匯票(抬頭請寫:SFPCAA)郵寄回李 健:
Connie Hui
20 Santa Ana Ave
San Francisco, CA 94127
建議附近停車場:  St Mary’s Square Garage, 433 Kearny St. (Enter on
California St)

三藩市培正同學會  SFPCAA
San Francisco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P.O. Box 33-0083, San Francisco, CA 94133-0083

                                    請找尋適合的國家
    1.      師姑倚靠你
    2.      島  
    3.      能使昏迷人醒來的靈藥
    4.      重慶
    5.      充沸水入冬瓜盅內
    6.      驛站
    7.      古代站旁大水槽
    8.      單于吸血鬼
    9.      馨香的春花
    10.    出入口處(捲簾格)
    11.    今天(捲簾格)
    12.    上廁時淋漓浹背(白頭格)
    13.    中東儀仗隊
    14.    選美會
    15.    聰明絕頂

                     (國名謎答案在第2頁)
歡迎下列永久會員:
        1962年 旭社   宋允娟

地址更改:

多謝各位校友的捐款:

      中文姓名:______________  英文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獎學金捐款名單：

   年級: ______  社名: ______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  手提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16.     詳述援助遠東計劃
17.     輕視規矩的客人
18.     太陽剛出
19.     山東省成禁區
20.     周圍海岸全被封鎖
21.     宋、齊、梁、陳、都犯了錯
22.     絕對增添好處給遠東
23.     春夏之花兼備
24.     吉祥人
25.     青春的花都(捲簾格)
26.     難得冬至後祭百神
27.     聚沙成丘
28.     不識歷史
29.     過險境有賴名駒
30.     你有口難言

        1950年  弘社   李朝勇         $   30      1967年   恆社   朱寶盛       $   20

通訊捐款名單：
        1939年   鵬社   林浩章        $   20    1939年   鵬社   李兆康       $   25

會費(2013) $15  : $ ________
永久會員 $150  : $ ________
               通訊捐助          : $ ________
獎學金捐助      : $ ________

      合共  : $ ________

支票抬頭請寫:  SFPC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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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   毓社   區    東        $   65    1946年   雁社   周素芳       $   20
       1948年   建社   鄭國樑        $   40    1948年   建社   趙允中       $   10
       1949年   堅社   鄧慶鍾        $ 100    1950年   弘社   李朝勇       $   30
       1953年   誠社   劉培培        $   20      1953年   誠社   楊素堅       $   10  
       1962年   旭社   宋允娟        $ 100    1964年   協社   許    政       $   35
       1967年   恆社   朱寶盛        $   15    1969年   昇社   黃錫海       $   15
       1970年   謙社   陳正康        $   50    1972年   賢社   黃兆永       $ 100
       1974年   基社   吳智誠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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