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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學長

致祭於蕭濟鵬校友之靈前

維公元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七日 歲次乙未九月卄六 華中

科技大學香港校友會同仁 謹具鮮花致祭於蕭濟鵬校友之靈

1930敬業社廖壽柏
1941磐社張樂天牧師
1942斌社林岳鋆
1953誠社胡仲偉
1955忠社余松光
1955忠社陳志偉

前曰：

憶自二戰勝利 倭寇投降 香港重光 舉國歡騰 余等同

學年少 有緣相聚培正匡社 共硯同窗 抱報國之熱忱 同奔江
城武漢 習醫學工 各有所成 所恨命途多舛 飽嘗文革悽風
去國含悲 一切從頭再起 所幸濟鵬天資聰穎 醫科執業考試

一戰功成 從此懸壺濟世 救心救人 於玆四十春秋 扁鵲仁心
仁術 宏揚香島 同濟醫大嘉名 傳頌海外

嗚呼 今天妒英才 老成凋謝 哲人其萎 草木含悲 所幸

仁醫摯友 音容尚在 親夫嚴父 遺愛猶存

陳福慶老師主懷安息

陳福慶老師自上世紀四十年代初以十八歲之齡入培正服

務，任小學部學生宿舍舍監，至 60 年代 學校不設寄宿，轉
任學校事務員。

中、小學分家後，任小學書局職員直至 80 年代末退休。
她任舍監期間，對所照顧之宿生生活、學習之照顧督導

無微不至，極為家長、學生之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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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觴清醴 載擷

芳葩 含悲淚以陳詞 冀英靈之降鑒 哀哉尚饗

紀念陳福慶老師。

華中科技大學香港校友會敬輓
香港培正同學會 吳漢榆恭撰

追憶中学同窗好友蕭濟鵬年青時代的往事

驚聞濟鵬在十月廿日下午逝世，我們同窗中都己年近

八十或出頭，人生已享有八十高齢，應不算夭逝，但多年好

友突然離去仍感依依不捨。回憶年青時代求学住事，仍然覺
得有所激勵而化悲痛為力量，祝願濟鵬兄好走平安。

在香港培正高中愛班，濟鵬和我，楊棟培，黃振墀，譚

學勤，郭邇光，鄭家安，王釧等是極要好的一群，經常課後
在一起学習，玩耍，鍛練身體及文娛活動，甚至參加當時

五十年代香港的左派学生運動。濟鵬面目英俊而且身體壯

健，故我們都戲稱他渾號為 [ 燒豬 ]，取其姓及體壯而命名。

又因他能彈一手好鋼琴，給予一個文雅的美名 [ 蕭邦 ]（波蘭
知名鋼琴家也）。在我們這群體中他相對不多言，大聲發表

意見，但卻往往一言中的。例如在複習高中生物課時，大家

都對記憶動物神經系统的繁瑣感到頭痛時，他提出了用一首
大家熟知的歌曲，把神經系统順序譜記下來，直到現在仍然
深印腦中如下：[ 一嗅二視三動眼，四滑車五三叉 ]。這也是
楊棟培及濟鵬後來都能考入名校北京医學院及武漢同濟医
学院的原因之一吧。

我們這一群除我之外，都是培正匡社的運動健將，甚至

在香港青年学生界也是頗有名聲，如香港公開賽壘球冠軍

中華熊猫隊，他們都是主力隊員，田徑的百一高欄非振墀莫
屬。培正的紅藍劇社及口琴隊往往是他們的活動場所。我

們這一群，高中畢業前後，都計劃公開或秘密地回到大陸升
大學，而且也有預備和行動。濟鵬是我們匡社同級唯一擁有
一部小型喜尔門小汽車的人，他常駕車帶我們去海灣游泳，

及到各地玩耍，非常方便，我們亦嚐過他從他家在中環經營
的糖果店拿糖吃，真是皆大歡喜，甜在口裡，樂在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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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四年夏秋，武漢市遭受百年一見

的大洪水，長江江面高出地面十公尺，全市
全民抗洪，全國各地大学早已通知新生入

學，武漢地區卻最遲入學，我們要乘船而不
是火車到武漢，由船面走下城市街道。濟鵬

入學武漢同濟医學院，我則到在武昌珞珈山

的武漢大學報到，各人都忙於適應新的學生

生活而極少見面。只在一次武漢大學生運動

會中看見蕭濟鵬代表同濟医學院跑四百中欄
而已。

四十多年後在美國北加州灣區，濟鵬夫婦到美探訪他

們學鋼琴的愛女，我們在灣區匡社同學有歡迎他的聚會。直
到二零零四年匡社慶祝金禧，我們才能暢聚，甚至有一次深

夜，我因心血管問題感到不適，和我同住一旅店的楊棟培医
生打電話給濟鵬，他急急開著他的奔馳車送我去急診，而

且找著當夜值班的英皇家医學研究院知名医師確診我的病

因，提出了我回美就医的快速方案，對我幫助極大，現仍深

銘於心，永作紀念。今接楊棟培同學電郵，他和濟鵬既是同
學與好友，更是行醫的同行，楊楝培的信息

余則誠同學賢妻余蕭素霞姊妹的
豐盛生命的追思聚會

~充滿信心、勇敢、毅力、從容及溫柔的笑容~

楊東權

2015 年 9 日19 日中午在美國加州屋侖市的 Ajuzoun 餐

館舉行了匡社 余則誠同學賢 妻 余 蕭素霞
（Stella So Ha Siu

Ue）的豐盛生命的追思聚會。參加的親戚朋友及同學超過
一百餘人，匡社 則有余煜培夫 婦，崔家祥夫 婦及楊東權 夫

婦。這是一 個展現豐盛生命的見證會，因為從蕭素霞姊妹
在抗爭癌症的邁長五年奮斗中，看到了一個基督徒怎樣面對
病痛和苦難的態度，盡管在醫治肺癌的過程，經歷了化療、
相片後排右起：黄振墀、蕭濟鵬、楊棟培、譚學勤
前排右起：楊東權、陳炳華、郭邇光
1954——2——18 攝於香港美琳

原文如下：

[ 驚悉蕭濟鵬仙逝，痛失老同學，老朋友，十分沉痛。

願逝者安息，走好。如有可能，請代向家屬致意悼念。

回想當年同窗時光，如歷歷在目。54 年我們多位老友，

經深圳赴各大學，晚上聚足而談，憧憬未來。此後各奔東
西，踏上各自人生旅途。悲歡離合，難以細數。但我和濟
鵬，仍有間斷聯繫。

八十年代以後，我多次到港，他都給我幫助和忠告，相

談甚歡。去年底到港數天，因時間緊，

放療及藥物的折磨，但她仍然經常露出信心、勇敢、毅力、

從容及溫柔的笑容，直到回到主耶穌的懷抱中。特別去年她
夫婦二人參加了我們匡社鑽禧臺灣、香港、廣東三地旅遊，
我們有幸經常在同一桌上吃飯，同一輛旅遊巴士上歌唱，同

一艘觀光船上遠看湖光山色，同一 個同學座談會我在傳 福
音時得到她簡單而真誠話語的鼓勵。我曾經在角聲癌症關
怀工作多年，看過在臨終前信徒們的安祥的笑容，也看過不
信者臨終前痛苦的掙扎，呼出”我怕死”的聲音。余蕭素霞

姊妹在今年八月廿五日下午四時四十三分在睡眠中安詳的離

開人世，我不在她床邊，但我相信她必定帶著信心的微笑，

安祥的閉著眼睛睡了，因為她知道她已擁有永生，她已有了

聖靈的印記，在主的生命冊中早已準備她居住的美地，雖然

未及聯繫，不料如今天人永隔，遺憾！]

此文及棟培的付託，可作道濟鵬的心裡話，祝一路平安！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於美國加州沙加緬度市

楊東權

她的骨灰瀟灑的散在太平洋的海水中，但她必得新的榮耀身
體安住在新夭新地裡。

余則誠同學和蕭素霞在 1970 年後移民美國夏威夷，在

教會由人介紹互相認識，原因是他們都講香港腔的英語和

美國音英語有別，由此這便成了他們更易互相了解及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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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CK & TSIU

STELLA的笑容，充滿信心

余煜培、崔家祥、楊東權三對夫婦參加當日聚會時照。

心心相印的姻緣線，終於在 1975 年 10 月 5 日步入教堂結婚

則誠堅持目送我上車，我告訢她我很怕打電話給生病的朋

育有一女一子，家庭幸福。2010 年 7月她被診斷患有肺癌，

時，人已走啦。算啦，唔好想啦 "。我們總算談了好幾次天，

成為終身伴侶。他們次年移居美國加州灣區，都事業有成並

要對這癌症的不斷治療中，她有了新的生活探索，希望在有
108

STELLA UE

生之年能親身到美國各州去旅遊觀看，她跑遍了美國十九個
州，接著走出美國，面向全世界的各國，到過了二十個不同

國家，特別為了陪伴夫君余則誠的匡社鑽禧三地遊，在上機

友，因為怕知道不開心的消息。她説，“我也是一樣，再打

她告訴我。她有一對頂好的仔女，她生病痛苦，其仔女比她
更痛苦，媽媽想吃什麼便買什麼，但是偏偏吞不下。她説這
一年來，余則誠是她的專用司機與保鏢。行一步跟一步。

余則誠是培正學校忠誠的 Fans，他不長於談天説地但

前幾天她有肺積水入了醫院。她努力的把身體弄好，很從容

有主見。每當三藩市培正同學有春宴與慶祝，他總會自動報

派淑女。這就是基督信徒面對癌症的態度，所以我們會經常

還好。與仔女一起吃飯，慶祝余則誠的生日愉快。這也是我

的與則誠共慶匡社鑽禧。整個旅程她一路上溫文爾雅，一
看到她的勇敢和有信心而面對生命的微笑，現在我知道她已
與主耶穌同在，阿門！

同班社 嫂梁施鳴玉因早已安排到南非旅 遊，不能參加

Stella 的追思會，但她一再要我表達她對 Stella 的懷念，我
把鳴玉嫂的電郵摘錄如下，請耐心閱讀。

[Stella Ue 是余則誠同學的太太，如翻開培正匡社 45 週

名，戴上紅藍呔助陣。前數星期，余煜培太太告訴我 Stella
最後的消息。

余則誠與錦琪是同學也是好朋友，家中大小自細認得，

我與則誠 最 細妹妹，曽同讀一間大學。余家每位，個 個敦
厚。我真的很懷念 Stella，因為我失去了一位敦厚的朋友。

寫了一大堆有些感觸，明白 Stella 會去了一個更好的地

方。但我冇咗一個我尊敬喜愛的朋友。真的太匆匆。]

看了鳴玉嫂的電郵感觸，當時回電郵表達這種真誠的愛

年特刋。Page 149 有則誠同學自離閈培正的一些消息。

心，忍不住立即回覆如下：

擇：接受化療，還是陪同則誠去省港臺，一齊慶祝鑽禧，她

修改整理後，電郵給孫必興學弟作為三藩市培正同學會通

把身體弄好佷從容的與則誠共慶匡社鑽禧，一路上溫文爾

心。我記得去年臺港粵旅遊，她對我的傳耶穌的福音非常支

我很敬重 Stella Ue 的勇敢與毅力，匡社鑽禧時她有選

選了後者。在上機前幾天，她有肺積水入了醫院。她努力的

雅一派 淑女。完了鑽 禧，再 與女兒前 往雲南，在 路途中她
很輕鬆，她 欣 賞每 一頓飯，沒有人 覺得 要為她擔心。她告

訴我，她的肺黑點大了小小，腦裏也有黑點，不過她不覺疲
憊，每天氣功每天運動。飲好多薑茶。

後來匡社茶敘，則誠與她努力參加，我在地鉄站與她們

會面，再等同學送我們去餐廳。一路上她平和的打電話，問
醫生收到了她的 CT 否。她告訢我 . 她清晨七時，已在醫院照

CT 因為要趕上匡社聚餐。回家時，我在地鉃站轉車。她與

[ 讀了你寫的一文，你的文才不亞於錦琪，我建議略加

訊稿件，紀念余則誠同學的賢妻內助，更能激勵同學們的愛

持，有時僅僅數言都很令我感動而堅持下去。昨天我找到七
張相片，是在去年我們鑽禧旅遊時攝的，她的笑容充滿信心

和喜樂，我已上載給這次籌辦的公司作部分 slide show 之
用。鳴玉嫂，你已知道我的新手機號碼，我還是希望聽見你
健康喜樂的聲音。]

2015—10—8 於沙加緬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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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ulogy for Hu Bambi
by Kwok Chung Tak 郭仲德
1949 年中國内戰全面爆發，大批民眾逃離内地，湧進

香港。我和斑比都是隨家人在這時候到香港的。我在 1957

年考進培正中學，1998 年得諾貝爾物理獎的崔琦學長正是
那一年從母校畢業，而我和斑比是初中一年级學生。

記得當年國文課本中的 “阿 Q正傳” 和 “狂人日記” 曾經

給十二、三歲的我們極大的震撼。我們因此經常到母校藏書
豐富的圖書館尋求啟蒙的良師。我特別喜歡開明書局、啟明

書局、商務印書館那些紙 張變黃、帶有書香的書本。我們
如飢似渴地閱讀五四以來新文學作家的作品，盡量汲取精

神養分，很快地也就感染了憂國傷時的情懷。我們對他們筆

下受侮 辱和被損害的人們，產生了極大的同情。斑比悲天
憫人，終其一生不遺餘力地提倡人道主義精神。

真社胡斑比追悼會

斑比十分仰慕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的

2O15 年 11 月 28 日下午，美南
（德 州）培正同學會 會長

許國華、真社同學李紹鏗、姚秀萍、吳盛俸和郭仲德一起
出席了在休 士 頓 舉 行的胡 斑比 追悼會，並分別 以 美南
（德

州）培正同學會和真社全體同學的名義 致 送了花圈。會 塲
氣氛莊嚴肅穆，出席者除斑比的親人以 外，還有休士頓大

魯迅。我記得他讀到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這篇文

章的一句話深受感動：“自己背着因襲的重擔，肩住黑暗的
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事實上，斑比成年以
後，對晚輩、對後學、對下一代都抱有這樣的心懷。

我們同氣相求，互相切磋，談人生，談宗教，談憧憬，

學物理系同仁，學生弟子，來自加州、新澤西州、紐約州和

也談時局。倆人在成長的歲月中，彼此扶持，互相鞭䇿，從

三百人。

學系，對所謂理工科出路好，始終無動於衷。

休士頓當地的朋友，妻子陸國儀的教會教友等，人數達二、
斑比兩個女兒、兩個弟弟及姪兒分別追憶了斑比生前

事 蹟， 包 括 童 年往事、 成長和 成 就 以 及留 彌 前 動人 的 情
景，妻子高歌一曲德語《安眠誦》以慰亡夫。香港科技大學

前校長朱經武、丁秦生敎授和斑比好友郭仲德分別追思了

他們與斑比的交往。此外，即席發言者包括來自加州的一位
社 會活動家和斑 比一手提抜的中國籍教授，後者還宣讀了
中國科學界一些人士的悼文。從各人的發言可看出，斑比深

受尊敬和愛戴，他的學問和才華、儀表風度、為人仁厚已成

眾人口碑，有如范仲淹所言：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
風，山高水長。

2015 年 11 月 28 日
郭仲德謹記

而形成了共同的抱負和理想。升大學時我們兩人都選擇了哲

斑比是溫潤如玉的君子，也是狂狷之士。他嫉惡如仇，

討厭弄虛作假，瞧不起鄉愿，反對愚昩和迷信。

斑比，你我都不相信來生之說，既然如此，沒有來世以

再續今生之緣。不過，得你一知己於今生今世，我已經心滿
意足。

SINCE BOTH OF US DO NOT BELIE VE IN AF TER-

LIFE，BAMBI，THERE IS NO CHANCE THAT WE WILL EVER
SEE EACH OTHER AGAIN. HOWEVER，I WON'T LAMENT

OVER IT-HAVING YOU AS MY BEST FRIEND IN THIS LIFE
ALONE，WAS MORE THAN I COULD ASK FOR.

28 November 2015 as delive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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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追思

高彥鳴、玩具車和財叔

1970 謙社 唐啟光

筆者攝於香港文化博物館

財叔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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懐舊玩具車

我和高彥鳴認識是在培正小學三年班就開始，當時我們

放學後都要等媽媽下班
（他母親是中一自然科老師張秀容，我
媽媽是中學職員何仁信）。

由培正到美國讀書，後來就業，從他九七年回報港任職，

我們都一直保持聯絡。2012 年他突然離世是很可惜的事，我

從美返港參加哀禮時才認識他的哥哥 Edwin。我回美國前，

懐舊文物好去處

店，花了$300 港元買了本
「財叔」，另購了本
「一千零一個笑

話」。人愈老就愈有興趣舊的東西，但歲月不留人，今天我們

私人收藏的「珍品」，有多少是年輕人下一代會欣賞和肯繼續

保存下去的？那些「車仔」在 eBay 賣出的價值根本很有限，到
將來某一天，只有當廢物掉走。

這篇文章有什麼提供各位？我找到了一個值得參考的解

Edwin 送我一盒十多輛高彥鳴小時買下的 60 年代英國出的

決方法 —— 把有分享意義的玩具捐贈給香港文化博物館。數

很高興接受了這份「大禮」。高彥鳴本人是十分細心和有條理

地方看看，後來和博物館人員聯絡，問他們有沒有興趣看看

Corgi 牌玩具汽車，我本身都一直喜歡收購這類玩具，所以

的，他的玩具保存得很好，連原裝的紙盒仍然保存似新的一
樣，得到這份很有意思的禮物，我會十分珍惜。

我本身對收藏懷舊的物品已經有多年經驗，小時候在香

港買下的多款「車仔」和「公 仔書」在美 仍有保 存。兩年前有

機會和林康榮在澳門見面，他帶我到一間賣懷舊東西的小商

年前，我在港旅遊，有機會到沙田這間專門展覽香港文物的

我的玩具，那時才知道當局歡迎民眾提供數十年前市面出售

的原裝玩具給今天的兒童或成人觀賞，後來我把一部份收藏

品捐贈了該博物館，並收到香港政府發出收條和一本鳴謝的
冊子，高彥鳴的玩具我也會捐贈給市民看看，反正盡了一點
心意，各位不妨考慮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