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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及全體委員恭祝大家馬年順利，身體健康!
同學會報導

z

本屆校友會改選之後，按照傳統習慣，新執委將往澳門主教府正式竭見主教，以示聖中一
家，未能忘本。我們約同了十四位委員在 2013 年 11 月 22 日星期五成行赴澳，到達後，
主教親自在會議廳接見。主教一向和藹可親，對我們的未來活動，備受關注，而對委員們
的發問，也每問必答，委員們最感興趣的當然是教區學校的發展和聖若瑟大學建築工程的
進度。據我們所獲訊息，過去澳門嬰兒出生率趨低，由幼稚園至高中就讀生，學員有減無
增，收生不足，是教育機構最大的困擾，幸好總人口已見回升，一切漸見改善。至於聖若
瑟大學工程則如期進行，由葡國新蒞任的大學校長重新領導，辦事倍見認真，大學建成乃
指日可期之事，希望不久的將來，讓我們期盼已久的大學，終於展現在我們的眼前。
本學年開始，教區學校架構重整，第五校重新納入教區之內，由郭華邦博士接替剛告榮休
的何發全神父擔任為五校校長。教區在七十年代時因應發展教育事業，在生活水平欠佳的
台山成立了真原小學，後增設男女生英文中學課程並更名為聖若瑟中學第五分校。經歷多
年，不但培育了大量英語學員，五校本身亦儼然成為該地區之惟一名校。由於第五校得先
天之利，校址地段為教區所擁有，該處佔地頗廣，目前校舍已有四座，將來配合人口及學
員增長，何愁沒有擴充餘地，在聖中一家，兩校校務在羅玉成神父和郭華聯邦博士領導之
下，更上一層樓，當乃意中之事。
離開主教府，我們在商業區的酒家與主教共晉午餐，席間談笑甚歡，充份體現主教慈愛的
一面，拜會主教之旅，就此結束。(會長 李萬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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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星期三）天朗氣晴再加上冬日和絢的陽光使本年度富有意義的校運會增添溫暖
和色彩。
今年是校本部第 38 屆運動會聯同第五校第 18 屆運動會一併舉行，本人代表留港校友會參
加了開幕儀式。進場前碰到校董兼顧問陳既詒老師，他精神奕奕，告訴我他自行開車前來，
老而彌堅也。
運動會開幕禮主禮嘉賓有教青局龔志明處長、羅玉成校長、郭華邦校長、已退休的老師們
和港澳校友會代表在陽光下唱校歌聽致辭和訓勉，運動員宣誓後便拉開比賽序幕。
不遠處看到師妹黃香琴老師領着運動員昂首挺胸，喚起我數拾年前在蓮峰球場參加運動會
的情景，當年師妹田徑了得，封為乙組王，時光飛逝，雖然她的外表成熟不少，然而她奉
獻給教育的精神卻令她看起來更紮實更光亮更年青，德智體群美誠至理目標也。
(忠社 林慧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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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8 日(星期三)校本部和五校聯合舉辦了教職員聖誕聯歡晚會，除了會長李萬益抱恙
缺席，委員陳素娟、周華根和我應邀參加，聖誕是一個普世歡騰的日子，自助餐更帶給各
人自在的感覺，cheers 的碰杯聲中，夾雜着表演者的聖誕歌聲和抽獎及中獎的歡笑聲，空
氣中洋溢着無比的喜悅。聖若瑟大學校長和院長因翌日要趕返葡國渡假，提早告辭，不礙
我們與主教、校長及同學們繼續暢聚。素娟和我幸運地中了獎，然而，我最珍惜的還是五
校謝修女送給我自制的精美「聖誕快樂」書籤呢。羅校長匆忙喝了 Double Espresso 後，
執着地要送我們往碼頭返港。謝謝校長的愛護與體貼，聖中一家，下次再聚。
(忠社 林慧儀)
會友隨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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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雨春風伴我行聯歡晚會
十月十七日的聯歡晚宴在
澳門凱旋軒西餐廳舉行，筵開
五席，得蒙邀請的留港聖中校
友佔一席。會場洋溢歡樂的氣
氛，雖然校友的畢業年份各有
不同，但是彼此很快便有說有
笑，一見如故。當晚由兩位年
青校友擔任司儀，節目豐富：
唱校歌，黎主教和羅校長致
辭，劉炎新神父的謝恩祈禱，
敬酒，分享感受，拍照等。
晚會的高潮是放映長達二
十分鐘的幻燈片，熒幕上徐徐
出現各個年代同學的校園生活
片段，數十年來聖中校舍的搬
遷，新校舍的建成，歷任校長
神父和老師的照片，連字跡墨
寶也搜羅在內。
聖若瑟教區中學八十多年的建校歷史，殊不簡單，校務顧問陳既詒主任一一詳述。當
時室內鴉雀無聲，在沈默中大家為已逝的師友傷感，為以往的團聚喜悅，對同窗的青春容
貌感到羨慕，對循循善誘的老師、校長由衷地感激，百感交集，一時不知從何說起。隨後
副會長林慧儀和幾位校友老師相繼發言。還有師弟師妹獻唱中西名曲助興，各人都歡渡了
一個愉快的晚上。羅校長款待我們享用了豐富的自助晚餐，還送給每人一本圖文並茂的「時
雨春風伴我行」特刊，這份跨越時空的師生之情真是難能可貴！
在此祝願母校校務蒸蒸日上，殷切期待聖若瑟大學的落成，這座位於青洲的大學中學
共同校區，必將成為澳門的新地標，也為天主教在澳門的教育工作，標誌另一新里程碑！
（旭社 黃宛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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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故人的話兒 以下的那個你（是謝肇賢）
人生若衹如初見
何事秋風悲畫扇
等閒變卻故人心
卻道故人心亦變──納蘭勝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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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來這首詞老早潛入你的生命裡，25 年只是彈指之間，你走那日正是九月九日。25 年了，
（你、
徐紫霜、張君怡）感覺像去年的事。至於張君怡走了，唔記得咁耐，你們在那個空間有相逢嗎？
故人都好嘛？有很多說話跟你講，好朋友、同學、老表！
那年徐因病猝死，我還未回過魂來，又輪到你急奔天國。你們相繼離去，帶了我心向下沉……
老表，我白忙了，捉不住，也留不下你，我很失落……
莫非真的天意如此：花開花落自有時，去的終須去，若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嚴蕊
學生時，你老是用詩詞答我的話，現在，我也有樣學樣回敬你，看我有進步嗎？這兩天濛濛秋
雨，但出奇地暖和。今天是中秋節，今年過了個像暮春三月，烟雨江南般的中秋夜，今晚完全
清楚明白那句「煙籠寒水月籠沙」的景像，如畫、似詩，正是人在畫中……
中庭地白樹棲鴉
冷露無聲濕桂花
今夜月明人盡望
不知秋思落誰家──王建
正好落入我的思維，我正在窗前凝望，賞月，細問你們那兒，是否一般景緻？一般模樣？今晚
我們談談舊時生趣吧。少年時，你我常常互相串門子，你家裏有好食的，你會跑來着我去享用，
我們難得上一次茶樓，我也着你參加。我們通常去（六國），還有夏天週末，很多時你我相約
同去南灣汽水座，飲汽水，消磨一晚，有一晚走失了老三，大家尋人亂作一團……記得嗎？
有一次，你對我說，我媽常常讚你乖女，我也說我媽還不是一樣，常讚你嗎？你受落的答話，
她們在拉貓尾。唔，老實說，我們兩老表，也真的是很乖啊！很多時放學後，我們相約三兩同
學去福隆新街吃糖水，1 毫子 1 碗，我有時還有夜宵，食魚蓉粥添噃，在那個艱難的歲月裹，
我們鬥窮的日子，過得還算不錯吧。
初三時，要背書琵琶行，我只能背前半部，你把書本打開，我任讀唔嬲，啷啷上口背晒全文，
感覺良好地呃老師呃埋自己，正笨蛋，該打。
有一次你告訴我，答歷史題，春秋五霸，欠一霸，「秦穆公、晉文公、齊桓公、宋襄公、死八
公」自己湊夠五公，哈，勇、鬼才、俏皮、可愛之極，佩服哈呵…正確，楚莊王。
老表你的成績一直在我之上，好生羨慕，作文又貼堂，又滿腹詩詞歌賦，尤愛李後主詞，還借
我一本李後主詞集，多謝！課餘又有很多時間閱讀課外書籍，小說常捧的有瓊瑤、依達、徐訏、
孟君，喂，孟君原來有個很出名很叻的兒子，就是香港時裝界名設計師劉培基是也，特此告知！
還有呀！你又不用補考，我就慘啦，老是補考英文，說到英文，自己也得平反一下。本來成績
欠佳，因為我不喜歡，好憎佢，覺得佢文種很 stupid 又犯駁……那天歷史堂，痛陳鴉片戰爭，
害至八國聯軍入關，跟住不平等條約，喪權辱國，等到日後的災難人生。那時我的眼在颷火，
心在噴血，淚在滴滴流，全身發震。那刻開始，我不再學英文了。老師曾了解過，勉勵過，輔
導過，可是我年少偏執，俠氣驅使，老師冇符，現在回望，我似死牛一隻，死蠢也。應該學精
叻的，同鬼佬鬧交，罵個狗血淋頭，才真正痛快……
喂，天真會耍人，後來我去了個講英文的地方生活，死死地又重新上課堂，做學生，但真的放
下心態，努力過，進步過，可是原來不用英文也行，生活得逍遙自在的支持下，可忘記得也真
快，出奇地快！曾有人調侃，你放洋 20 年，怎麼仍像個文盲？！（英文）天曉得！可能天生
跟它是絕緣體。
喂，拉遠了，還是說課堂情懷吧。梁綺雲，你幾何攞滿分，代數唔合格，怎麼平均呀…我調皮
地答，補考唔好出代數囉……
今日派地理卷，黃老師大聲說有三個同學攞滿分（黃老師心中的滿分）
，張君怡、謝肇賢、梁
綺雲。嘩,叻番次啦啩。還有由小學到中學，成過程中我都有參加美術（畫畫）比賽，老是攞
啃頸四，點解？？？老是名落孫山在三名之後？？
好彩後來我投入了書畫的品味人生，師生書畫展時攞過一次全場最高呼聲的成績，報了啃頸四
一箭之仇……未完下談。
（寫於 2013.9 月 9 日.於多倫多.赨社 梁綺雲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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良師益友開懷聚 煙花相伴增樂趣 ～10.11.2013 群聚於氹仔海洋會所～
聚會前後語對：
冬至有感
紅葉落盡秋歸去，
矇矓夕照迎冬来，
良師佳友將聚首，
輕談淺酌多歡欣。
~~~~~~~~~~
三十五載瞬間去，
青春仿似不復來，
良朋聚首共淺嚐，
週日童真復再來!
~~~~~~~~~~
青春縱不再，童真也常在。
~~~~~~~~~~
青春既去不復見
童真常伴身康健
良朋遠至笑容現
憶記少時在眼前
~~~~~~~~~~
文采不減當年勇，
互賀互勉齊再賀。
~~~~~~~~~~
晚來飯聚看煙花，
珍饈百味出梁家，
故人相見舊曲彈，
此般風味應無價。
~~~~~~~~~~
同窗共聚赏煙花，
四海歸来是一家，
開懷暢飲談往事，
你喝酒時我品茶。
~~~~~~~~~~
明晚煙花美食聚
需否備文房四寶
怕各位興之所至
柱南柱北皆塗鴉
~~~~~~~~~~
珍饈吃完便回家，
冇得共友看煙花~
~~~~~~~~~~
眼裏無時心中有，
強哥等着你回家。
~~~~~~~~~~

行哥吟詩頂瓜瓜，
出口成文好耍家，
小妹定當心佩服，
不敢門前再喧嘩!!
~~~~~~~~~~
阿 Be 的詩很耍家，
看得阿金笑哈哈。
~~~~~~~~~~
良朋好友聚一堂，
難忘以往樂時光。
~~~~~~~~~~
詩詞歌賦本平常，
有感而發當自強，
無病呻吟屬下品，
數載同窗有誼長。
~~~~~~~~~~
同窗聚首「海洋」間，
難得拋開心中煩，
開懷齊啖「雄」美食、
珍惜光陰莫等閒。
~~~~~~~~~~
三十五載寒與暑
歷盡人間冷和暖
今夜難得圍枱聚
幸保友誼永長存
~~~~~~~~~~
睡起倚欄河，雨斜伴風和，
友傳好詩句，夜來憧憬多。
~~~~~~~~~~
當年聖中春風沐赤子
今夜海洋秋雨洗煙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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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和同學會〉
讀諸君大作，興焉；
復健走六里，得類七絕一首。
且來拋磚：
浪蕩旬年五味兼
心誼何許問玉娟
執卷欲追時空遠
舉杯邀得共窗前
~~~~~~~~~~
聚會後語對:

雨疏風驟倚欄杆，
漫天煙火照地堂，
酒餘飯飽茶未上，
何須急欲歸香江。
~~~~~~~~~~
~~~~~~~~~
好友相聚詩意高，
同學個個都贊好，
珍惜友情齐抒發，
吟詩作詞莫等閒。
~~~~~~~~~~
乘風玻浪五十載，
腰酸背痛隨著來，
幸有同窗常陪伴，
百世修來遇良朋。
~~~~~~~~~~
長命百嵗有原因，
做個開心快活人。
~~~~~~~~~~
這平台令人想作詩，
吟詩作詞極富意思，
舒發情懷總甜絲絲，
遇有佳作不能自私。
~~~~~~~~~~
好詩千首不厭聽
好話萬句不會多
只要友情常永在
歡笑聚會一個個~~~

~~~~~~~~

良朋縱使分四海
酒筵飯席莫辭頻
~~~~~~~~~~
綠野林森健步行
故人相聚舊歌哼
悠看紅葉藏雙燕
酒筵飯席莫辭頻
~~~~~~~~~~
猶似行哥山徑行，
穿上長袴漫觀藤，
手執紙扇哼詩句，
現實未見汝同行~
~~~~~~~~~~
連日詩意仍未盡，
迴響一回又一回，
行哥玲姐牽頭唱，
你我網絡齊拍掌。
~~~~~~~~~~

攝於 2013 年 11 月 10 日群社畢業三十五週年聚會。

(群社 黃惠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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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說[沒有畢業禮的一屆]:1967 年男高中毅社當年的點點滴滴
1970 年間，純文學出版社的[滾滾遼河]作者[紀剛]在書中和後記所說的話:[…我耻於
訴說…這本書的所以出版，不想我們年青時在東北敵後地下抗日事跡一直冰封下去而不為
人所知…該是解凍的時候…]。由於書本不在手中，也許沒有帶來南半球，我絕不敢說引
用的句子字字無誤。但作者當年成書心願，我理解，認同而未有忘。和他們的大時代熱血
行動相比較，我下面述說發生在彈丸小地的點點滴滴，委實微不足道，更不能作絲毫比較，
因為我們所經歷的只不過是微風輕拂下的小小漣漪。可是隨著時光的快速流逝，年歲的倏
忽增長，我想，應當在我記憶猶存未盡消失的現在，寫下 1967 男高中毅社在當年，沒有
舉行畢業禮的前後歲月的一點半滴，那些在如今想來半辛也半甘的回憶。說說我們主動聯
絡女校高中畢業班同學聯合舉辦的別開一面謝師宴，討論自行編印毅社高中畢業同學錄，
提議組織 1967 毅社同學會作畢業後聯絡等等…。畢竟事情過去接近半個世紀，我個人固
然沒有白紙黑字記下當年的一些甚麼，也沒有找回照片輔助回憶。疏漏謬誤是免不了的，
但我絕對就所知的是山說山，是水還它水，因此懇願知我和知當時情者斧正，補遺並包容。
這是故友崔君在 70 週年校慶[2001 年]晚宴同席後建議並希望我能在有空時應當繼續完
成，那正是我原意應 70 週年校慶徵稿執筆但在擬定文題後便沒有接下去行動的[沒有畢業
禮的一屆]。然而，我始終没有在他走前下筆，在他走後亦一直不想動筆。直到現在才提
筆，算是對他當年的要求，但來晚了多年的回應好了，深深相信他若有知，仍會體諒和接
納我的疏懶。他曾在電郵對我說[…其實歷代史藉均為下朝所撰，這是王賊之分的道理，
惟靠野史推論…]。我認為應該在讀正史和野史時要多方面判斷字裡行間有沒有董狐筆在
其中來定真偽取捨。現今科技發達，憑籍電眼可以確定網球落點是界內還是界外。只是歷
史真相依然得靠自己判定，沒有科技電眼可以輔助的。
1966 年 123 事件後至 1967 年畢業的半載日子，澳門當日時局和神州大地的不斷教人
不安變化，處處在在令母校的日常教與學受到相當程度的衝擊影響。例如:主教府緊跟時
局發展變化，在最高當局作出戒嚴應對決策時，立刻通知校方停課疏散，讓學生早點回家，
以策安全。在下學期開課不久時，故何心源校長先離職母校後再離開澳門。在端午節前[當
年 6 月上中旬間]的週末，臨近學期大考的時期，南灣街 50 號母校兩扇向外開啓的正門外
內左右兩面，各為鄰校糾結一夥學生，光天白日下，嘶喊叫囂狂熱聲中，漆上血紅紅[造
反有理][愛國無罪]。翌日我們亦依然如常，萬般無奈，但帶着似麻木實憤怒目光出入校
門上下課。此事發生不久，續有一位本校英文部個子細小的姓吳學生帶領數位同學，毫無
忌憚在校舍內遍貼上當時神州大地小闖將標語，可是校方沒有採取任何行動，看來亦莫奈
之何。那時，男高中部教室在地理課室對面的三樓，在三樓還未有貼上任何標語時，同班
中有數位當時習武的在一塊討論後決定並曾明言，絕不容許在三樓高中部範圍出現任何有
關張貼，貼一張撕一張，再貼再撕，見誰復貼則以拳頭對付誰。這，也該是另一類在年輕
歲月才有的輕狂，率性和熱血吧!請想一想，寫下了[…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
一快，不負少年頭…]時是一個不到 20 歲的何等熱血大男孩，只是不知道他有沒有在晚年
重拾當日的詩句時，如何回首說自己?!至於我們一夥同學當時驟然而起那念頭是否理智恰
當，動武行動決定該為不該為，是不是暴虎憑河，不曾身處當日態勢下的成年成熟局外者，
能夠深刻體會並可以說箇一清二楚的對錯?!還好直至我們離校時，標語一直未有在三樓高
中部範圍出現，也沒有再為無辜深陷暴風眼中的校方和咱們添上更大亂子。在我離校後有
沒有標語在三樓出現，校門外內在甚麼時候回復原來的樣子，當日校門如何開啓在門內被
寫上四個字，為何在校門打開後未有為他校學生進一步湧進搗亂校舍，我不在現場目睹，
真的不知道，而至今也一直沒有追問。離校前的期間，風聞校方高層，也曾在吳某同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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脅逼下，不只一次出席他們所安排的晚上會議並一再受辱。我現在總算明白，體會當年校
方屢屢忍辱負重的苦心，作出難以達成的[忍一時風平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大智慧應對
處理，在風暴中無所折損把學校整體保存下來，成為日後母校再茁壯發展的鞏固基石。故
友崔君在另一回電郵中說[…日後有時間再談吳某…]。可惜的是,崔君帶着他的所知道
的，來不及告訴我一二，便在我驚錯愕中，鞠躬謝幕塵世 11 年多。據所知能夠話當年的
多位老師，也先後了却世緣多時，如今唯有留待健在而知當年的老師決定解封不解封好了。
﹝版面所限，下期再續。﹞
（關信陵－1967 男高中毅社）
z

訪楊良鋆老師
楊良鋆老師這個名字，在今天的年輕聖中學子來說，應該所知不多吧，他已經步入九
十高齡，在五六十年前在母校任教時主授物理。我學得逢時，有幸曾經做過他的學生。聽
老師授課，非常受用，但課外之餘，聽楊老師講述他的人生際遇和經歷，讓人更加神往，
因此，楊老師在我腦海中非常深刻。
老師出生於中國浙江省舟山市，舟山是一個聚島為市的城市，它包含大小島嶼共三千
多個，天水一色，是一個非常獨特可愛的地方。老師年輕時負笈美國，離校後加入了美國
航空，第一代的轟炸機 B52 便是當代產物。B52 號稱空中覇王，二戰時曾為盟軍立下彪炳
戰績。B52 系列後來重新編列，改進為 B29 等等，至今又復稱 B52 了。上世紀四十年代，
中日戰爭爆發，國難臨頭，老師身在美國，也毅然放下事業回國加入大西南戰場，進行保
家衛國，這些難得的經歷，老師說得起勁，我們也聽得起勁。在我中學成長的過程中，老
師是我心中的一名「好漢」。但時至今天，祖國重新面臨日本挑釁。安倍政府至今不悟，
堅持參拜靖國神社。撫今追昔，楊老師當年的行徑，已遠遠超越是個「好漢」，「苟利國
家生死以，豈因禍福避趨之」，是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二戰結束，內戰開始，祖國又再陷入紛亂。有些人隨軍東渡台灣，有些人南下香港，
老師也沒回美國，卻輾轉到了澳門過其任教的清薄生活，老師在母校時間不長，幾年之後，
他便被跨國石油公司聘請來港擔任高層職位了。
老師見識淵博，事業得以大展所長，多年前已從石油事業榮休，與夫人落戶珠海唐家
灣，居於一大型私人豪華屋苑之內，過其田園生活。我們幾經打聽，才知道他的住處，這
次乘回澳竭望主教之便，決定下午一訪我們敬仰的楊良鋆老師。
我們一行四人，包括李萬益、林慧儀、陳素娟和馬德賢太太。拜別了黎鴻昇主教取道
關閘，過關之後我們雇用了小客車直奔唐家灣，由於冬天日短夜長，加上旅途不熟，抵達
時已近黃昏，楊夫人已整裝在屋苑外邊等待，夫人祖籍上海，但廣東話說得非常流利，時
光之飛逝，有時快得讓人難以置信，上回在港參加美加同學拜訪老師和夫人時猶如去月，
但瞬間已相隔幾近廿載矣，夫人卻風采依然，老師行動頗有不便，但腰肢仍然硬朗，站在
院子門外滿臉春風熱情地接待我們。楊夫人的談吐永遠讓人如沐春風，但我最難忘的還是
她那一曲「郊道」，在美加同學那次拜會中，夫人興之所至，即席表演，從此讓我們人人
著迷。
老師熱愛園藝，前後院子皆種植了很多名貴花草樹木，門前的古檀香形狀極美，由於
時近耶誕，樹上綴了很多應節燈飾。老師生肖屬牛，因此在窗外放置了一頭大銅牛，以表
壯健如牛。此牛外形壯觀，充滿生機，媲美華爾街地標。後院築有魚池，老師來自多島之
市，漁殖文化另有心得，所以將此地命名為「觀魚居」，院子一隅，則種植四季蔬菜。餐
餐食魚、餐餐有菜，支持健康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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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廳一幅橫額「觀魚居」，筆法雄渾有
力，我看得入神，這斗大的毛筆字，原來乃
出自老師親筆，下署舟山老人。老師求學西
方，他的子孫晚輩多居國外，他倆卻選擇回
國，祇有我們這些老齡學生才明白他的意
思，落葉歸根，心繫祖國。
書室寧靜雅致，木質傢俬，一陳不染。
牆上一幅周恩來半身畫像，英姿勃勃，是周
總理最有型肖像之一。老師說它來自藝術學
院製品，是難得之作，非常珍貴。從油畫所
放位置，該畫除作裝飾之外，頗有對畫中人
尊崇之意。周總理「粉絲」遍及中外，深受
國共內戰之苦的老師，時移世易，今天竟然也成了他的「粉絲」。中國積弱百餘年，要達
致「屹立世界民族之林」的目標，需要很多代人的努力，周恩來總理，肯定是追求這個目
標的頭面人物，以祖國今天的成就，任何中國人若成為了他的「粉絲」，其實也都在意料
之內。
我們的下午茶非常豐富，老師一早為我們烹製了很多上海鹹甜點心，可惜肚子不爭氣，
猶其女同學，淺嘗輒止，辜負了他倆的好意。
在不遠之處，老師還有另一居所，趁天黑之前，我們隨楊夫人步行而往，那裡的裝修，
堪稱匠心獨運，很多東西都是來自香港舊居的心愛之物。我們以前見過，至今也倍覺親切。
晚飯於唐家灣，老師很早便訂下了酒家，連同他們兩位朋友，一行八人十分熱鬧，席
間談論喋喋，他對陳既詒老師和美加同學，記憶至深，美加同學的相簿，隨手掂來都可以
點名話姓。老師性格開朗，頗好杯中之物，猶其國酒「杜康」。三國時代因曹操而傳頌千
古的《短歌行》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露，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
以解憂，惟我杜康 」
。.數十年前裕華國貨來了一批陳年「杜康」，消息傳出，老師識貨，
即時買了整批的三份之一，隨即斷市。這種當機立斷，至今仍為杜康酒輩津津樂道，我叨
老師之光，曾經得嚐少酌。可惜，今之老杜康已成絕響。沒有了杜康，酒家為我們備了「珠
海米酒」。我求學時，成績不佳，科科頭痛，惟一例外是物理課目。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幾十年後的今夜，我終於又見到了尊敬的楊老師和夫人，把米酒作杜康，重溫舊日，物理
科沒有讓我頭痛，希望我這回探訪也沒有讓你倆頭痛，願老師身心康泰，我們很快便會結
隊回來再次打擾你了。
後記：
筆者以前對健康過分自恃，天天晨早沖凍水，不知冷熱。於十二月十七日，在嚴寒氣
溫和天雨之下，依然單衫一件，衣履盡濕，致缺血性中風突發，由晨至昏，知覺全失，全
憑潛意識行事，所作之事，莫名其妙，祇留下一片空白記憶。雖屬不幸，卻渡過了人生一
次難得的經歷。對楊老師行動之不便，感同身受。猶其他的熱情招待，倍添感激。對母校
和五校的聖誕慶祝活動，臨時失約，疚愧非常，見字請為原諒。蒙委員們關心，我懵懂了
祇幾日，現正迅速康複，很快又再成為你們雀局的敵人了。
(1959 恆社 李萬益 25 Dec 2013)
編者按：版面所限，部分稿件將延至下期刊登，感謝各位同學支持，請繼續踴躍投稿。順祝各
位新年進步，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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