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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社劉國堅學長遺作《縷雲前書》榮獲
亞洲週刊2016年十大小說之一
各位學長，校友，大家好 :
頃接劉國堅學長
（1953 誠社）夫人電郵，高興得知

劉學長
（筆名 - 白壵）雖已於年前離世，但其遺作 -《縷雲
前書》剛為亞洲週刋評定為 2016 年的十大小説之—！詳

情請參閱轉發的電郵中連接。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id=1
483003121126&docissue=2017-02

劉學長生前著作甚豐，從不吝向晚輩及培正校友，

梁玉愛老師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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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玉愛老師於2016年12月
10日在香港安息主懷。梁
老師於60年代開始服務於
培正，其後在 港 校 任教 至
1996年。梁老師在培正主
要任教 英文科，及後更 擔
任英 文科主任，為 培正中
學英文科打下堅固根基。

學弟、妹 們指正、教導，亦師亦友，和藹可親。學長 生
活在休士頓多年，對我們美南
（德州）培正同學會十分支
持及貢献良多！

劉學長是次榮獲殊榮，不但實至名歸，更是培正之

光，也令我們美南
（德州）培正同學會全體校友們感到無
上光榮！

特此敬告！
美南
（德州）培正同學會

亞洲週刊特刊轉載

許國華敬上

亞洲週刊 2016 年十大小說揭曉

本 校1942年級 斌 社
老同學何燊昌先生，
畢生以教學為職業，
著力於數學科目，桃
李盈門；晚年潛心佛
教，戒 殺茹素，禮 安
徽省宿松縣五袓禪院
上見下忍大和尚為剃
度恩師，於2015年11
月15日圓頂，法號心
慧 字 達 覺，自始 棄 一
切俗務，安住修行（全部證件均易名為
釋心慧）。2016年12月28日功行圓滿入
寂，世壽93歲。

齊頌恩、杜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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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六年亞洲週刊十大小說揭曉，作者分別是胡

發雲、阮慶岳、白垚 ( 誠社劉國堅筆名 )、郝景芳、馬家

輝、張悅然、吳亮、葉姿麟、賈平凹、劉梓潔。在他們

作品的字裏行間，攀越過去難以觸碰的歷史懸崖峭壁，
揭開全球華人社會被隱藏的記憶，踏上新的文學歷險旅

程，閱盡千山萬水，發現新的文學風景，也發現全新的
自我。

馬來西亞華文作家白垚逝世一年後，其長達四十餘

萬字的自傳體小說《縷雲前書》問世，分為上下兩冊，共
十三卷，第十三卷從缺，縱使未全，仍然是一 個以大時
代 為背景的巨著。小 說 講 述一九 五 六年到一九 五九 年
間，主人公從香港到新加坡再輾轉至吉隆坡的一系列故

事，有不少大馬名人在書中出現，重現馬來西亞獨立後

的政經文化、社會歷史及馬來文壇的嶄新面貌。那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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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二戰結束不算太久，新紀元剛剛萌芽，世界在洗牌

重整，馬來亞新邦初建，百業待興。像這樣的一 個充滿
可能性的時代，一位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的青年在命運

懷念馮肇邦
It is indeed sad and sorrowful

的牽引下，毅然辭別香港家人，遠渡南來，搖身變成綠

to hear the passing away of Sam

苗不但茁壯長成大樹，顯然還在繼續開枝散葉。

closely since 1952, three years at

手指，為馬華文化播種澆水，一晃二十四載，所培植的幼
《 縷 雲前 書》既 是 虛構 小 說，又 是白垚的自傳體回

憶錄。書中涵蓋了他在廣州、香港等地的成長歲月，及
五十年代他同馬華作家姚拓等人從香港到馬來西亞的回

憶見聞。「真亦假時假亦真」，端看讀者如何理解。中央

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有成稱，這是一本
「大
格局」、「有氣魄」的書，只可惜僅寫到五十年代末期，
而六十年代以後的馬華世界還有很多故事可以講。馬華

作家梅淑貞在序言
《情知此後來無計》中寫道：
「此書讓

我有回到過去那個文采瑰麗時代的感覺，這樣的文字不
會再有。」

白垚的文字功底之深厚可見一斑。縱使《縷雲前書》

因他突然離世，尚未來得及結集出版，但這沒有影響此
書的可讀性，讀者仍跟隨白垚的腳步踏入歷史迴廊。

白垚《 縷 雲 前 書》
（ 馬 來 西 亞 有人 出 版 社）1934 年

生，廣 東 人，本名劉國堅。大 馬華文作家。初中就讀 廣

州培正中學；香港培正中學完成高中學業；台灣大學歷
史系畢業。1957 年底南下新加坡，後定居馬來西亞吉隆

Fung . He and I we re to - ge t h e r
Pui Ching, fours at 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eight years in Hong Kong and off and on

since 1969 in San Francisco and Toronto af ter he
immigrated to the US. During the Taiwan days, we

were room-mates in the dorm; I took him and his

older brother to visit my relative there ver y of ten.
He, Ken and I once bicycled the Taiwan Island one

way from North to South. So, he was actually like my
own brother. After he got married, his wife and my

late wife were ver y good friends. In the absence of
facial encounter, they reciprocated phone calls from
time to time to exchange greetings and gossip and

the contact was although occasional but consistent.
Now we two couples have only one person left. Life is
really short and unpredictable! Cherish it my friends;
that is all what we only can count on nowadays.

I share the offer of condolences from all PCCS

坡。編《學生 周報》與《 蕉 風》二份文藝 刊物，並 創立了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Sam's family and urge

馬華文學第一波現代主義文學運動推手。1981 年舉家移

to see them one of these days to comfor t them

「學生週報學友會」，活躍於大馬文教與表演藝術界，為

民 美國。2007 年出版首部 著 作《 縷 雲起 於 綠草》。2015
年去世。

them to take good care of themselves. We hope
personally.

Jonathan 忠社劉粵琛

悼念忠社賴經倫
賴經倫學長於2016
年12月8日
平靜地去世了
賴 慧 敏、賴 森 豪 的
慈愛的父親，
他 的 家 人、親 戚 及
朋友永遠懷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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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榮德先生生平史略
李榮 德 先 生 祖 藉台山， 於

一 九 三 四 年 生 於 香 港。 戰 亂
時 期 曾 返 回 國 內 台 山、 新 會

等地 居 住。和平 後，回 港 接 受
教育，中學 畢業 於香港 培正中

學。李弟兄曾就讀崇基學院。一九五六年李弟兄負笈加

拿大哈利法斯 Acadia 大學，其後畢業於滿地可 McGill 大
學，主修電子工程。李弟兄先後在滿地可及多倫多等地

工作，擔任電子工程設計師。李弟兄聰穎好學，在工餘
時曾鑽研太極拳術及中國醫藥，頗有心得。他平時亦愛
聽古典音樂及歌唱，十分懂得享受生活藝術。

Brother Wing Tuck Lee’s ancestors were from

Toishan, China.

Born in Hong Kong in 1934, he lived in Toishan,

Sunwui and various other cities in China during the

服 事。 弟兄 關 懷 信 徒， 愛 神 愛 人， 榮 神 益 人。 In 1967,

Brother Lee accepted the Gospel and was baptized
at the Beverley Chi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1975,

he star ted at tending the Toronto Chinese Baptist
Church, A devout Christian, he regularly attended
Sunday ser vices and was active in ser ving. As the
Church grew, so did his family. With the new SCBC,his
whole family devoted their time in ser ving. He was

an ESL teacher and English tutor. He also assisted

Jo Ling in ser ving the Children’s Ministr y. He was
a good Christian, loving God and his brothers and
sisters. He obey God’s Words.

李弟兄一生真誠正直、以摯愛待人，特別敬愛母親

及長姊 ; 他愛顧妻子、疼愛兒孫，為全家人的精神支柱。
弟兄深受家中各人的愛戴。

He was a person of integrity, sincere and loving

World War II. After the war, he returned to Hong Kong

to all, He especially loved and respected his mother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he entered the Chung Chi

grandfather and the pillar of his family. Brother Lee

to resume his studies. Following graduation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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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授 英 文 班、 為 年青人補習， 並 協 助 太 太在 兒 童事工

College. In 1956, he went to Halifax Canada to attend

the Acadia University. He later graduated from McGill
Universit y in Montreal with a degree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 worked in Montreal, Toronto and various

ot her cit ie s as an Ele c t r ic al Engine er De signer.

and elder sister. He was a loving husband, father and
was cherished by his family and friends alike.

李弟兄 處事認 真、思想縝密、計劃週詳 ; 他律己嚴

正、簡樸節約，卻以慷慨寬容待人，處處為別人著想 ; 他
熱誠與弟兄姊妹相交，平易近人，尤其喜歡與長者笑談
人生，風趣幽默。

Being an engineer by training, he was disciplined

Having intellectual curiosity in various disciplines, he

and meticulous in planning. He believed in living a

medicine in his spare time. He also loved Classical

to other s. Being ver y stric t with himself, he was

studied Tai Chi and researched extensively in Chinese
music and being endowed with a good voice, enjoyed

singing. He loved life and knew how to appreciate and

simple life and although frugal by habit, was generous
forgiving to others and always considerate.

B eing fr iendly and approachable, he got on

enjoyed all that it has to offer.

we ll w it h his brot h e r s an d sis te r s . B rot h e r Le e

育有長女芷韻 (Yvonne)、次子卓敏 (Chedmund); 今天有

trademark.

李弟兄於一九六九年六月與吳藻玲姊妹結婚，婚後

媳婦余慧群 (Florence) 及外孫女 Elyssa。一家老少樂也

loved to chat with the elderly and humor was his
近年，李弟兄健 康轉差，於 3 月 27 日因身體不適 入

融融。

院治療，並於 3 月 29 日蒙主寵召，安息主懷，享年八十二

blessed with two children: Yvonne and Chedmund.

安享永恒的福樂。

In June 1969, he married Jo Ling Ng. They were

Daughter in law Florence and granddaughter Elyssa
completed the happy family picture.

一九 六七 年 李弟兄 於多 倫多 聆 福 音、 決 志 信 主，

並受洗加入比華利街華人長老教會 ; 其後於一九七五年

轉往多倫多華人浸信會聚會，虔守主日，直到士嘉堡華
人浸信會成立，弟兄一家便投入士浸教會生活，曾參與

歲。神息去李弟兄在地上的勞苦，現今他在父神的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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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health took a worse turn in the past year.

2002 年 4 月因公司搬到多市西面，路途 遙 遠，因此

He was admitted to the hospital on March 27th and

決定正式退休。退休後黃培枝做了廚房的主將，愛弄小

now in the loving embrace of our Lord and will share

太極，學習社交舞，及更多的約親朋戚友飲茶聚舊 ; 並且

passed away peacefully on the 29th. He was 82. He is
and enjoy God’s everlasting peace and joy.
我們永遠懷念您，祈盼將來在天家相聚。

We will always miss his presence, but comforted

b y G o d 's g r a c e t hat w e w ill m e e t him ag ain in
heavenly home.

菜給家人享用。他閒時也有參加萬錦市社區活動，例如
也樂意地做了多倫多市培正忠社校友會之財神。

2011 年黃培枝升級，做了家翁 ; 家中添了一位賢淑的

媳婦 Christina; 對他來說這真是天大的喜事。2014 年 12
月他又再次升級，做了爺爺 ; 上天賜他一 個活潑可愛的

小孫女祉欣。他非常享受弄孫之樂趣，小祉欣現在已經
兩歲多了，叫他一聲“爺爺”，他就笑到見牙不見眼了。

黃培枝先生生平
提 起“黃 皮”這個名字，很多人

都知道是黃培枝的稱呼。黃培枝 又
被 稱 為三舅父， 三表 哥或 三 叔。 他
有一兄，一姊及一弟，在家中排行第
三， 黃 培枝 祖 藉 廣 東省東 莞 縣， 生

於1936 年 4 月 21日，幼年隨父母移居香港，是父母的好

孩子，孝順，文靜，勤奮，樂於服務，又是老師眼中的好
學生。

1955 年畢業於培正中學，隨後遠赴台灣寶島之台北

大學攻讀土木工程，畢業後回港，在香港政府工務局服
務。1967 年是他在人生中的一大轉變，由於香港政局不
穩定。於是約同知己同事，一同申請移民加拿大。

在 1968 年 5 月，黃培枝在多倫多市與伍瑞琼女士結

婚 ; 接着入讀多倫多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主修土木工程。

1970 年 畢 業 後 就 加 入 SNC-LAVALIN 工 程 公司 ; 首 項 工
作被派到加東紐芬蘭省之聖約翰市分公司上任，在那裡
參與
“Trans-Canada Highway”的設計工作。在 1971 年

7月 23 日添了一名健 康可愛的兒子黃仁孚。在東 岸過了
四年嚴寒的天氣，以及極惡劣的中國餐後，因太太的要
求，遂向公司申請，舉家搬回多倫多。

在往後的 28 年，直 至 2002 年退 休 為止，黃培枝 是

一位受公司器重，被人尊敬，並且對公司十分忠心的員
工。除在多倫多公司工作外，黃培枝被派到各分公司及

外地工作，他的工作遍及全球 ; 如中國、土耳其、肯雅，
各寮國等地 ; 在致力設計貫通溫哥華及新威斯敏斯特之
輕鐵車路工程中，也獻上一段很長的時間。

黃培枝喜愛閱讀書報，愛吃香蕉及栗子，又愛研究

破栗子的技巧。他有一小秘密就是害怕小爬蟲，一見到
小爬蟲就大聲求救了。黃培枝 退休了十五年，他徹底地
享受他的退休生活。他參與培正校友會各種的活動，如
遊船河及旅遊等。

2016 年 11 月身體開始走向下坡。本年四月十二日因

腸胃不適入醫院接受手術。後來因病情惡化，終於在四
月十七日晚上於家人陪伴下安祥地歸回上主的懷抱裡。

黃皮，黃培枝，你是我們的好榜樣，好朋友，我們永

遠，永遠的懷念你。願你安息主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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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學長

1947 虹社社長何婉穎
1949 堅社趙庭偉
1949 堅社杜煥光
1951 明社余英仁
1954 匡社鍾明烈
1956 瑩社陳大信
1957 輝社張玉珍

全文如下：
Our Pui Ching Alumni Association hosts a dim

sum gathering on the 2nd Saturday of every month.

As soon as our invitation email goes out. Hans

was always the first to reply "Yes, I'll be there".

He was a ver y generous and kind person. 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he came to our May gathering
w i t h 2 ar mf ul o f r o s e s fo r all t h e m o m s in o ur
group. I'm sure all the other moms at the restaurant
were very jealous of our group.

Hans was also a very lucky person as he won the

grand prize - a turkey, at our Thanksgiving Lucky Draw

3 years in a row. During the first 2 years after he won,

he said: "We can't eat the whole turkey. Please draw
again." After his name was drawn again for the third

year, we all thought that he would return the prize like
the last 2 times. As we were getting ready to draw

another name, Hans told us "This time the turkey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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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home with me!"

正社蔡業健不幸離世
1960 年 正 社 校 友 蔡 業 健

(Hans Choy) 於 2017 年 1 月10 日

在 愛民 頓市亞省大學 醫 院 病 逝 ,
享年 74 歲。

蔡業健 是 1940 年毓社蔡偉海的次子，家中兄弟全

是培正人。蔡業健與太 太 Maggie 在 1976 年移居亞省，
一向從事餐飲業。他喜愛音樂，更是把 Karaoke 引進愛

城餐館的先 驅，有“Karaoke King”的美 譽。蔡業健活
躍 於 多 個 團 體， 如 The Photographic Arts Society of

Alberta, The Edmonton Beijing Opera Society 等。 他
是亞省培正同學會的骨幹成員，數十年來，都頂力支持

會務。舉殯當天，同學會會長顧錚聯同鍾兆芳夫婦，楊
光浩夫 婦，潘志強 夫 婦，周衍慶，陳康年，羅慧嘉，黎

錫增和 Virginia 代表愛城校友到靈堂送別同窗好友。在

儀式中，蔡業健的次子 Henry Choy 讀出亞省培正同學
會給蔡業健的頌辭。

Hans love d to sing. E spe cially the Frank

Sinatra songs. To us, he was our brown eyed Frank
Sinatra. The last time we had the honor to hear him

sing was at our Mid-Autumn Festival dinner last year

at Buddy Restaurant in Sherwood Park. Even though
he was a tad out-of-breath, he did not disappoint
us. Never thought that would be the last time we

would hear him sing.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is
laughter, his smiles, and most of all his great singing
voice!

Hans, keep on singing wherever you are. We will

deeply miss you at all our functions. Rest In Peace,
our fri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